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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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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٢٢-٢١) :]ﺍﻟﺒﻘﺮﺓ ﺁﻳﺔ

清高的真主说：【众人啊！你们的主，创造了你们，和你
们以前的人，你们当崇拜他，以便你们敬畏。[22]他以大地为
你们的席，以天空为你们的幕，并且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
水生许多果实，做你们的给养，所以你们不要明知故犯地给真
主树立匹敌。
】①
P0F

①

《黄牛章》第 21-2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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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认主
主独
独一
一
ﺍﻟﺘـﻮﺣﻴــﺪ

-认主独一：仆人坚信真主在养育性、神
性、尊名和属性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意思是：仆人坚信、承认真主是养育和掌管
万物者，他是独一无二的创造者，是独自安排处
理宇宙的万有者，超绝万物的主是独一无二真正
应受崇拜的主。在他之外所有受崇拜的，都是虚
妄的，超绝万物的主是具备完美属性者，是没有
任何缺陷者，他拥有一切美名和至高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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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认
认主
主独
独一
一的
的种
种类
类
ﺃﻗﺴـﺎﻡ ﺍﻟﺘـﻮﺣﻴــﺪ

-认主独一：就是众使者所宣传的道路，
诸部天经为此而被降示，它分为两种：
第一：认识和确定，被称之为独一的养育性，
尊名和属性方面的认主独一，就是以着真主的尊
名、属性和行为认主独一。
意思是：仆人坚信、承认独一无二的真主是
这个宇宙的养育者、创造者、掌管者、安排者、
自由裁决者，他拥有完美的本体、美名、属性和
行为，他彻知宇宙间的一切，他的知识包罗一切，
他亲手掌管一切权力，他是大能于万物的主，他
拥有一切美名和至高的属性：
:( ]ﺍﻟﺸﻮﺭﻯ ﺁﻳﺔ87654 321 )
[(١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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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物都不与他相似。他确是全聪的，确
是全明的。
】①
第二：目的和寻求，被称为独一的神性，唯
一受到崇拜者：就是所有的崇拜都归于独一无二
的真主，如：祈祷、礼拜、害怕、希望等。
意思是：仆人坚信、承认独一无二的真主对
他所有的创造物具有神性。超绝万物的真主是唯
一真正应受崇拜者，不允许把崇拜中的任何成分
用到他之外的上，如：祈祷、礼拜、求助、托靠、
害怕、希望、宰牲、许愿等，都归于独一无二的
真主。谁把其中的任何一项用在真主之外，那么，
谁就是举伴主者、不信道者，就像超绝万物的真
主所说：
ﻪ ﺇﹺﻧﻪﺑ ﺭﻨﺪ ﻋﻪﺎﺑﺴﺎ ﺣﻤ ﻓﹶﺈﹺﻧ ﺑﹺﻪﺎﻥﹶ ﻟﹶﻪﻫﺮ ﻻﹶ ﺑﺮ ﺇﹺﻟﹶﻬﺎﹰ ﺁﺧ ﺍﻟﻠﱠﻪﻊ ﻣﻉﺪﻦ ﻳﻣﻭ
[(١١٧) :]ﺍﳌﺆﻣﻨﻮﻥ ﺁﻳﺔ

ﻭﻥﹶﺮ ﺍﻟﻜﹶﺎﻓﺢﻔﹾﻠﻻﹶ ﻳ

【凡在祈祷真主的同时祈祷别的无稽的神
①

《协商章》第 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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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者，他将在主那里受到清算，不信道者必不能
成功。
】①

- 多数人都否认了真主独一的神性和是
唯一应受到崇拜的，为此，真主为人类派遣了众
使者，降示天经，以便命令他们崇拜独一的真主，
放弃多神崇拜。
1.清高的真主说：
ﺎ ﺇﹺﻻﱠ ﺃﹶﻧ ﻻﹶ ﺇﹺﻟﹶﻪﻪ ﺃﹶﻧﻪﻲ ﺇﹺﻟﹶﻴﻮﺣﻮﻝﹴ ﺇﹺﻻﱠ ﻧﺳﻦ ﺭ ﻣﻚﻠﻦ ﻗﹶﺒﺎ ﻣﻠﹾﻨﺳﺎ ﺃﹶﺭﻣﻭ
[(٢٥) : ]ﺍﻷﻧﺒﻴﺎﺀ ﺁﻳﺔﻭﻥﺪﺒﻓﹶﺎﻋ
【在你之前，我所派遣的使者，都奉到我的
启示：除我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所以你们应当
崇拜我。】 ②
P3F

2.清高的真主说：
ﻮﺍﻨﹺﺒﺘﺍﺟ ﻭﻭﺍ ﺍﻟﻠﱠﻪﺪﺒ ﺍﻋﻮﻻﹰ ﺃﹶﻥﺳ ﺭﺔﻲ ﻛﹸﻞﱢ ﺃﹸﻣﺎ ﻓﺜﹾﻨﻌ ﺑﻟﹶﻘﹶﺪﻭ
[(٣٦) : ]ﺍﻟﻨﺤﻞ ﺁﻳﺔﺍﻟﻄﱠﺎﻏﹸﻮﺕ

①

《信士章》第 117 节
《众先知章》第 25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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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每个民族中，都确已派遣一个使者：
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离恶魔。
】①

-认主独一的实质和精粹：ﺣﻘﻴﻘﺔ ﺍﻟﺘﻮﺣﻴﺪ ﻭﻟﺒﺎﺑﻪ
让人类亲眼目睹所有的事情都是来自于清
高的真主，放弃左顾右盼，无论是任何因素与媒
介，坚信荣辱、利害等都是来自于清高的真主，
他唯独只崇拜超绝万物的真主，而不会在崇拜真
主的同时，又崇拜其他的。

-认主独一实质的益处：ﺛﻤﺮﺍﺕ ﺣﻘﻴﻘﺔ ﺍﻟﺘﻮﺣﻴﺪ
托靠独一无二的真主，放弃人类的抱怨和谴
责，喜悦清高的真主，服从真主的裁决。

-独一的养育性：
人类的本性必须承认真主独一的养育性。对
宇宙的观察，也会使他承认真主独一的养育性。

①

《蜜蜂章》第 3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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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相信真主的养育性是不够的，也不能使信仰
者脱离火狱。易卜劣厮和多神教徒也都相信真主
的养育性，但并没有使他们受益，因为他们并没
有诚信唯独应受崇拜的真主独一的神性。
仅仅只承认真主独一的养育性者，没有成为
认主独一者，也不属于穆斯林，他的生命和财产
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直至他诚信真主独一的
神性。作证：除了独一无二的真主外，绝无真正
应受崇拜者，诚信独一的真主才是真正应受崇拜
的，并且必须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

-独一的神性和独一的养育性是无法分开
的：
ﺗﻮﺣﻴﺪ ﺍﻟﺮﺑﻮﺑﻴﺔ ﻭﺗﻮﺣﻴﺪ ﺍﻷﻟﻮﻫﻴﺔ ﻣﺘﻼﺯﻣﺎﻥ

1.独一的养育性需要独一的神性，谁诚信独
一无二的真主是养育者、创造者、掌管者、供给
者，他就必须诚信只有独一的真主才是真正应受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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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只向真主祈祷，只向他求援住，只托靠
于他，所有的功修都只是为了独一无二的真主。
独一的神性包含了独一的养育性，所有崇拜独一
无二的真主、而没有以任何物举伴他的人，都必
须为诚信真主是自己的养育者、创造者和掌管者
的人。
2.养育性和神性有时一块被提起，而它俩的
含义则各不相同。养育性的意思为：养育者、掌
管者和处理安排者；神性的意思为：只有独一无
二的真主才是真正应受崇拜的，就像超绝万物的
真主所说：
[(٢-١) :]ﺍﻟﻨﺎﺱ ﺁﻳﺔ

ﺎﺱﹺ ﺍﻟﻨﻚﻠﻣ

ﺎﺱﹺ ﺍﻟﻨﺏﻮﺫﹸ ﺑﹺﺮﻗﹸﻞﹾ ﺃﹶﻋ

【你说：我求人类的养主保护；[2]人类的
掌管者。】 ①
P5F

有时提到二者之一，则聚集二者的含义。就
像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①

《世人章》第 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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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ﺍﻷﻧﻌﺎﻡ ﺁﻳﺔ:

ﻗﹸﻞﹾ ﺃﹶﻏﹶﻴﺮ ﺍﻟﻠﱠﻪ ﺃﹶﺑﻐﻲ ﺭﺑﺎ ﻭﻫﻮ ﺭﺏ ﻛﹸﻞﱢ ﺷﻲﺀٍ
)[(١٦٤

【你说：真主是万物的主，我能舍他而另求
① 】？一个主吗
P6F

ﻓﻀﻞ ﺍﻟﺘﻮﺣﻴﺪ-认主独一的贵重：
1.清高的真主说：
ﺍﻟﱠﺬﻳﻦ ﺁﻣﻨﻮﺍ ﻭﻟﹶﻢ ﻳﻠﹾﺒﹺﺴﻮﺍ ﺇﹺﳝﺎﻧﻬﻢ ﺑﹺﻈﹸﻠﹾﻢﹴ ﺃﹸﻭﻟﹶﺌﻚ ﻟﹶﻬﻢ ﺍﻷَﻣﻦ ﻭﻫﻢ ﻣﻬﺘﺪﻭﻥﹶ
]ﺍﻷﻧﻌﺎﻡ ﺁﻳﺔ[(٨٢) :
【确信真主，而未以不义混淆其信德的人，
。不畏惧刑罚，而且是遵循正道的
②】
P7F

2.欧巴德图·本·刷密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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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ﻋﻦ ﻋﺒﺎﺩﺓ ﺑﻦ ﺍﻟﺼﺎﻣﺖ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ﻣَﻦْ ﺷَﻬِﺪَ ﺃَﻥْ ﻻ ﺇﻟَـﻪَ ﺇﻟﱠﺎ ﺍﷲُ ﻭَﺣْﺪَﻩُ ﻻ ﺷَﺮِﻳﻚَ ﻟَـﻪُ ،ﻭَﺃَﻥﱠ ﻣُـﺤَـﻤّﺪﺍً ﻋَﺒْﺪُﻩُ
①

《牲畜章》第 164 节
《牲畜章》第 82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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ﻭَﺭَﺳُﻮﻟُـﻪُ ،ﻭَﺃَﻥﱠ ﻋِﻴْﺴَﻰ ﻋَﺒْﺪُ ﺍﷲ ﻭَﺭَﺳُﻮﻟُـﻪ ﻭَﻛَﻠِـﻤَﺘُـﻪُ ﺃَﻟْﻘَﺎﻫَﺎ ﺇﻟَـﻰ ﻣَﺮْﻳَـﻢَ
ﻭَﺭُﻭﺡٌ ﻣِﻨْـﻪُ ،ﻭَﺍﻟﺠَﻨﱠـﺔُ ﺣَﻖﱞ ،ﻭَﺍﻟﻨﱠﺎﺭُ ﺣَﻖﱞ ،ﺃَﺩْﺧَﻠَـﻪُ ﺍﷲُ ﺍﻟﺠَﻨﱠﺔَ ﻋَﻠَﻰ ﻣَﺎ
ﻛَﺎﻥَ ﻣِﻦَ ﺍﻟﻌَﻤَﻞِ«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谁作证‘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和使者；尔
萨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是他授予麦尔彦的一句
话，只是从他发出的精神，天堂是真的，火狱也
是真的。’那么，真主就根据他在今世的善功而
。最终使他进入天堂
①”
P8F

3.艾奈斯·本·马立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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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ﻟﻠﱠﻪِ ﺻَﻠﱠﻰ ﺍﻟﻠﱠﻪُ ﻋَﻠﻴْﻪِ ﻭﺳَﻠﱠﻢ
ﻳَﻘُﻮﻝُ":ﻗَﺎﻝَ ﺍﻟﻠﱠﻪُ ﺗَﺒَﺎﺭَﻙَ ﻭ ﺗَﻌﺎﻟَﻰ :ﻳﺎ ﺍﺑﻦَ ﺁﺩﻡَ ﺇﻧﱠﻚَ ﻣﺎ ﺩﻋﻮﺗَﻨﻲ
ﻭﺭﺟﻮﺗَﻨﻲ ﻏﻔﺮﺕُ ﻟﻚَ ﻋَﻠَﻰ ﻣَﺎ ﻛَﺎﻥَ ﻓﻴﻚَ ﻭﻻ ﺃُﺑﺎﻟﻲ .ﻳﺎ ﺍﺑﻦَ ﺁﺩﻡَ ﻟﻮْ ﺑَﻠَﻐَﺖْ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3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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ﺫُﻧُﻮﺑُﻚَ ﻋَﻨَﺎﻥَ ﺍﻟﺴﱠﻤَﺎءِ ﺛُﻢﱠ ﺍﺳﺘﻐﻔﺮﺗَﻨﻲ ﻏﻔﺮﺕُ ﻟﻚَ ﻭﻻ ﺃُﺑﺎﻟﻲ .ﻳﺎ ﺍﺑﻦَ ﺁﺩﻡَ
ﺇﻧﱠﻚَ ﻟﻮْ ﺃﺗﻴﺘﻨﻲ ﺑِﻘُﺮﺍﺏِ ﺍﻷَﺭْﺽِ ﺧَﻄَﺎﻳﺎ ﺛُﻢﱠ ﻟَﻘِﻴﺘَﻨﻲ ﻻ ﺗُﺸﺮِﻙُ ﺑﻲ ﺷﻴﺌﺎً
ﻷﺗﻴﺘُﻚَ ﺑِﻘُﺮﺍﺑِﻬَﺎ ﻣَﻐﻔِﺮﺓً" .ﺭﻭﺍﻩ ﺍﻟﺘﺮﻣﺬﻱ
“清高的真主说：‘阿丹的子孙啊！如果你
向我祈求，希望我的恕饶，我就饶恕你，我不介
意你曾经所犯的罪过；阿丹的子孙啊！假如你的
；罪过充满天际，然后你向我求饶，我就饶恕你
阿丹的子孙啊！假如你带着充满大地的罪过来见
我，当你见我的时候，你没有举伴我，我一定带
。’着充满大地的饶恕接受你
①”
P9F

-认主独一者获得的报酬：
清高的真主说：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ﻭﺑﺸﺮﹺ ﺍﻟﱠﺬﻳﻦ ﺁﻣﻨﻮﺍ ﻭﻋﻤﻠﹸﻮﺍ ﺍﻟﺼﺎﻟﺤﺎﺕ ﺃﹶﻥﱠ ﻟﹶﻬﻢ ﺟﻨﺎﺕ

ﺗﺠﺮﹺﻱ ﻣﻦ ﺗﺤﺘﻬﺎ ﺍﻷَﻧﻬﺎﺭ ﻛﹸﻠﱠﻤﺎ ﺭﺯﹺﻗﹸﻮﺍ ﻣﻨﻬﺎ ﻣﻦ ﺛﹶﻤﺮﺓ ﺭﺯﻗﺎﹰ ﻗﹶﺎﻟﹸﻮﺍ ﻫﺬﹶﺍ ﺍﻟﱠﺬﻱ ﺭﺯﹺﻗﹾﻨﺎ
ﻣﻦ ﻗﹶﺒﻞﹸ ﻭﺃﹸﺗﻮﺍ ﺑﹺﻪ ﻣﺘﺸﺎﺑﹺﻬﺎﹰ ﻭﻟﹶﻬﻢ ﻓﻴﻬﺎ ﺃﹶﺯﻭﺍﺝ ﻣﻄﹶﻬﺮﺓﹲ ﻭﻫﻢ ﻓﻴﻬﺎ ﺧﺎﻟﺪﻭﻥﹶ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40、28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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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٢٥) :]ﺍﻟﺒﻘﺮﺓ ﺁﻳﺔ
【你当向信道而且行善的人报喜；他们将享
有许多下临诸河的乐园，每当他们得以园里的一
种水果为给养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是我们以
前所受赐的。’其实，他们所受赐的是类似的。
他们在乐园里将享有纯洁的配偶，他们将永居其
中。】 ①
P10F

2.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有一个人
来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他说：
 ﻳﺎ: ﺭﺟﻞ ﻓﻘﺎﻝF  ﺃﺗﻰ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ﺟﺎﺑ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ﻣَﻦْ ﻣَﺎﺕَ ﻻ ﻳُﺸْﺮِﻙُ ﺑِﺎﷲ ﺷَﻴْﺌﺎً ﺩَﺧَﻞ:ﺭﺳﻮﻝ ﺍﷲ ﻣﺎ ﺍﻟﻤﻮﺟﺒﺘﺎﻥ؟ ﻓﻘﺎﻝ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ﻭَﻣَﻦْ ﻣَﺎﺕَ ﻳُﺸْﺮِﻙُ ﺑِﺎﷲ ﺷَﻴْﺌﺎً ﺩَﺧَﻞَ ﺍﻟﻨﱠﺎﺭ،َﺍﻟﺠَﻨﱠﺔ
“主的使者啊！两个必然的结果（即：进天
堂或火狱所必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在没有
举伴真主的情况下去世了，谁就可以进入天堂；
①

《黄牛章》第 2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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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谁在举伴真主的情况下去世了，谁就只能
。进入火狱
①”

-“认主独一”一词的伟大性：
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本·阿税（愿主喜
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ﺑﻦ ﺍﻟﻌﺎﺹ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Fﻗﺎﻝ» :ﺇﻥﱠ ﻧَﺒِﻲﱠ ﺍﷲ ،ﻧُﻮﺣﺎً  Fﻟﻤﺎ ﺣَﻀَﺮَﺗْـﻪُ ﺍﻟﻮَﻓَﺎﺓُ ﻗَﺎﻝَ ﻻﺑﻨﻪِ:
»ﺇﻧﱢﻲ ﻗَﺎﺹﱞ ﻋَﻠَﻴْﻚَ ﺍﻟﻮَﺻِﻴﱠﺔَ :ﺁﻣُﺮُﻙَ ﺑِﺎﺛْﻨَﺘَﻴْﻦِ ،ﻭَﺃَﻧْـﻬَﺎﻙَ ﻋَﻦِ ﺍﺛْﻨَﺘَﻴْﻦِ،
ﺁﻣُﺮُﻙَ ﺑــ )ﻻ ﺇﻟَـﻪَ ﺇﻟﱠﺎ ﺍﷲ( ﻓَﺈﻥﱠ ﺍﻟﺴﱠﻤَﺎﻭَﺍﺕِ ﺍﻟﺴﱠﺒْﻊَ ،ﻭَﺍﻷَﺭْﺿِﻴﻦَ ﺍﻟﺴﱠﺒْﻊَ
ﻟَﻮْ ﻭُﺿِﻌَﺖْ ﻓِﻲ ﻛِﻔﱠﺔٍ ،ﻭَﻭُﺿِﻌَﺖْ ﻻ ﺇﻟَـﻪَ ﺇﻟﱠﺎ ﺍﷲُ ﻓِﻲ ﻛِﻔﱠﺔٍ ،ﺭَﺟﺤَﺖْ ﺑِـﻬِﻦﱠ ﻻ
ﺇﻟَـﻪَ ﺇﻻ ﺍﷲُ ،ﻭَﻟَﻮ ﺃَﻥﱠ ﺍﻟﺴﱠﻤَﺎﻭَﺍﺕِ ﺍﻟﺴﱠﺒْﻊَ ،ﻭَﺍﻷﺭْﺿِﻴﻦَ ﺍﻟﺴﱠﺒْﻊَ ،ﻛُﻦﱠ ﺣَﻠْﻘَﺔً
ﻣُﺒْـﻬَـﻤَﺔً ﻗَﺼَﻤَﺘْـﻬُﻦﱠ ﻻ ﺇﻟَـﻪَ ﺇﻻ ﺍﷲُ ،ﻭَﺳُﺒْـﺤَﺎﻥَ ﺍﷲ ﻭَﺑِـﺤَـﻤْﺪِﻩِ ،ﻓَﺈﻧﱠﻬَﺎ
ﺻَﻼﺓُ ﻛُﻞﱢ ﺷَﻲْءٍ ،ﻭَﺑِـﻬَﺎ ﻳُﺮْﺯَﻕُ ﺍﻟﺨَﻠْﻖُ ،ﻭَﺃَﻧْـﻬَﺎﻙَ ﻋَﻦِ ﺍﻟﺸﱢﺮْﻙِ
ﻭَﺍﻟﻜِﺒْﺮِ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ﺍﻟﺒﺨﺎﺭﻱ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9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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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死亡来临真主的先知努哈（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时，他对自己的孩子说：我对
你最后的遗嘱是，我命令你两件事情，禁止你两
件事情。我以‘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
者’命令你们，的确，假若把七层天和七层地放
在天秤的一个秤盘里，把‘除真主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者’放在天秤的另一个秤盘里，那么，
‘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会比它们
更重，假若七层天和七层地是一个光华坚硬的石
圈，那么，
‘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
一定会使其成为碎片，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一切
赞颂全归他；他属于万物的祝福，众生以此而获
得给养。我禁止你举伴和大罪……。” ①

-完美的认主独一：
认主独一只有凭着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远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6583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58 段，
《正确
丛书》第 134 段，作者：艾勒巴尼

31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离恶魔才能完美，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ﻮﺍﻨﹺﺒﺘﺍﺟ ﻭﻭﺍ ﺍﻟﻠﱠﻪﺪﺒ ﺍﻋﻮﻻﹰ ﺃﹶﻥﺳ ﺭﺔﻲ ﻛﹸﻞﱢ ﺃﹸﻣﺎ ﻓﺜﹾﻨﻌ ﺑﻟﹶﻘﹶﺪﻭ
[(٣٦) : ]ﺍﻟﻨﺤﻞ ﺁﻳﺔﺍﻟﻄﱠﺎﻏﹸﻮﺕ
【我在每个民族中，都确已派遣一个使者：
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离恶魔。
】①
P13F

-恶魔：
所有使仆人超出崇拜限度的事物，如崇拜偶
像，或被追随者，如算命者、堕落的学者，或被
顺从者（掌权者），如当权者、背叛顺从真主的
领袖。

-恶魔有很多，其领袖为五类：
①易卜力斯，我们祈求真主保护免遭他的伤
害。②喜爱被崇拜者。③号召人崇拜自身者。④
妄言知道幽玄知识者。⑤不以真主降示的经典裁
决者。
①

《蜜蜂章》第 3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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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崇
崇拜
拜
-崇拜的含义：
应该受到崇拜者是独一无二的真主，崇拜通
常分为两种：
1.崇拜：就是服从伟大、强悍的真主的命令，
远离他的禁止，喜爱并敬重他。
2.崇拜的途径：包含了真主所喜爱的一切
内、外言行举止的总称。如：祈祷、记念、礼拜、
喜爱等，礼拜类似崇拜，礼拜的做法就是崇拜真
主，我们以着服从、喜爱和敬重真主去崇拜他，
我们只按照他所规定的方式去崇拜他。

-创造精灵与人类的哲理：
真主没有枉然或无意义地创造精灵与人类，
创造他们不是为了让他们吃、让他们喝、让他们
娱乐、让他们玩耍、让他们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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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主因伟大的事情而创造了他们，以便
让他们崇拜强悍、伟大的真主，让他们认主独一，
让他们敬重真主，让他们赞主至大，让他们顺从
真主：根据真主的命令、远离他的禁止、不超越
他的法度，放弃崇拜他之外，犹如超绝万物的真
主所说：
[(٥٦) : ]ﺍﻟﺬﺍﺭﻳﺎﺕ ﺁﻳﺔﻭﻥﺪﺒﻌﻴ ﺇﹺﻻﱠ ﻟﺍﻹِﻧﺲ ﻭﻦ ﺍﳉﻠﹶﻘﹾﺖﺎ ﺧﻣﻭ
【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是为了让他们崇拜
我。】 ①
P14F

-崇拜的途径：
崇拜伟大、强悍的真主是建立在两项伟大基
础上的：完全地喜爱伟大的真主和完全地服从
他。
这两项基础也是建立在两项伟大的原则上
的：观察真主的各种恩典、仁慈，它会导致人类

①

《播种者章》第 5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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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真主；审视自身和行为的不足，可以导致仆
人完全地服从伟大的真主。
仆人最接近养主的是需求之门，只有破产者
才会认识自身，他无法认识有关自身的状况、地
位和因素，也不能认识恩赐它的媒介，然而，他
见证自己完全地需要养育者，如果他放弃了自己
的主宰，他必亏折，必毁灭。
清高的真主说：
 ﺇﹺﺫﹶﺍﺛﹸﻢ

ﻭﻥﹶﺄﹶﺭﺠ ﺗﻪ ﻓﹶﺈﹺﻟﹶﻴﺮ ﺍﻟﻀﻜﹸﻢﺴ ﺇﹺﺫﹶﺍ ﻣ ﺛﹸﻢ ﺍﻟﻠﱠﻪﻦ ﻓﹶﻤﺔﻤﻌﻦ ﻧﺎ ﺑﹺﻜﹸﻢ ﻣﻣﻭ

ﻢﺎﻫﻨﻴﺎ ﺁﺗﻭﺍ ﺑﹺﻤﻜﹾﻔﹸﺮﻴﻟ

ﺮﹺﻛﹸﻮﻥﹶﺸ ﻳﻬﹺﻢﺑﻨﻜﹸﻢ ﺑﹺﺮ ﻣ ﺇﹺﺫﹶﺍ ﻓﹶﺮﹺﻳﻖﻨﻜﹸﻢ ﻋﺮ ﺍﻟﻀﻒﻛﹶﺸ
[(٥٣-٥٥) :ﻮﻥﹶ ]ﺍﻟﻨﺤﻞ ﺁﻳﺔﻠﹶﻤﻌ ﺗﻑﻮﻮﺍ ﻓﹶﺴﻌﺘﻤﻓﹶﺘ

【凡你们所享受的恩惠都是从真主降下的。
然后，当你们遭难的时候，你们只向他祈祷。[54]
然后，当他解除你们的灾难的时候，你们中有一
部分人，立刻以物配他们的主，[55]以致辜负他
所赏赐他们的恩惠，你们享受吧。不久你们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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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 ①

-最完美地崇拜真主的人：
最完美地崇拜真主的人是众先知和使者们，
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加认识、知道和敬重真主，然
后真主增加了对他们的恩典，把他们派遣到人们
之间，使其拥有贵重的使命，以及特殊功修的贵
重。
在他们之后是那些忠信者，他们信任真主及
其使者，并且遵守命令；然后是诚笃的人，最后
是善良的人。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ﻦﻬﹺﻢ ﻣﻠﹶﻴ ﻋ ﺍﻟﻠﱠﻪﻢﻌ ﺃﹶﻧﻳﻦ ﺍﻟﱠﺬﻊ ﻣﻚﻟﹶﺌﻮﻝﹶ ﻓﹶﺄﹸﻭﺳﺍﻟﺮ ﻭﻊﹺ ﺍﻟﻠﱠﻪﻄﻦ ﻳﻣﻭ
:ﻴﻘﺎﹰ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ﻓ ﺭﻚﻟﹶﺌ ﺃﹸﻭﻦﺴﺣ ﻭﲔﺤﺎﻟﺍﻟﺼﺍﺀِ ﻭﺪﻬﺍﻟﺸ ﻭﲔﻳﻘﺪﺍﻟﺼ ﻭﲔﺒﹺﻴﺍﻟﻨ
[(٦٩)
【凡服从真主和使者的人，都与真主所护佑
的众先知，忠信的人，诚笃的人，善良的人同在。

①

《蜜蜂章》第 53-5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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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人，是很好的伙伴。
】①

-仆人对真主应尽的义务：
生活在天上和地上者对真主应尽的义务就
是崇拜他，不要以任何事物举伴他；顺从他的命
令，不要违背他；记念他的恩典，不要忘记他；
感谢他的恩惠，不要否认他。谁没有突出自己与
其他被造物之间的区别，要么是因为他无能，要
么是因为他无知，要么是因为他过渡，要么是因
为他怠慢。
因此，假若真主要惩罚生活在天上和地上
者，他一定可以惩罚他们，因为真主不会亏待他
们；假若真主慈悯他们，真主的仁慈比他们的工
作更优越。
穆阿兹·本·杰百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我曾经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
①

《妇女章》第 6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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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其平安）同乘一头被叫做‘欧法尔’的毛驴，
他说：
ﻋﻦ ﻣﻌﺎﺫ ﺑﻦ ﺟﺒﻞ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ﻨﺖ ﺭﺩﻑ ﺍﻟﻨﱯ

ﻋﻠﻰ ﲪﺎﺭ ﻳﻘﺎﻝ ﻟﻪ

ﻋﻔﲑ ﻗﺎﻝ :ﻓﻘﺎﻝ» :ﻳﺎ ﻣﻌﺎﺫﹸ ﺗﺪﺭﹺﻱ ﻣﺎ ﺣﻖ ﺍﷲ ﻋﻠﹶﻰ ﺍﻟﻌﺒﺎﺩ ،ﻭﻣﺎ ﺣﻖ ﺍﻟﻌﺒﺎﺩ ﻋﻠﹶﻰ
ﺍﷲ؟« ﻗﺎﻝ :ﻗﻠﺖ :ﺍﷲُ ﻭﺭﺳﻮﻟﹸـﻪ ﺃﻋﻠﻢ ،ﻗﺎﻝ» :ﻓﹶﺈﻥﱠ ﺣﻖ ﺍﷲ ﻋﻠﹶﻰ ﺍﻟﻌﺒﺎﺩ ﺃﹶﻥﹾ
ﻳـﻌﺒﺪﻭﺍ ﺍﷲَ ﻭﻻ ﻳﺸﺮﹺﻛﹸﻮﺍ ﺑﹺـﻪ ﺷﻴﺌﺎﹰ ،ﻭﺣﻖ ﺍﻟﻌﺒﺎ ﺩ ﻋﻠﹶﻰ ﺍﷲ ﻋﺰ ﻭﺟﻞﹼ ﺃﹶﻥﹾ ﻻ
ﻳـﻌﺬﱢﺏ ﻣﻦ ﻻ ﻳﺸﺮﹺﻙ ﺑﹺـﻪ ﺷﻴﺌﺎﹰ« ﻗﺎﻝ :ﻗﻠﺖ ﻳﺎ ﺭﺳﻮﻝﹶ ﺍﷲ ﺃﹶﻓﹶﻼ ﺃﺑﺸﺮ ﺍﻟﻨﺎﺱ؟ ﻗﺎﻝ:
»ﻻ ﺗﺒﺸﺮﻫـﻢ ﻓﹶﻴﺘﻜﻠﹸﻮﺍ«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穆阿兹！你知道人类对真主应尽的义务是
什么吗？在真主阙前人类享有的权力又是什么
吗？’我说：
‘真主及其使者最知道。’他说：
‘真
主对仆人享有的权力就是他们崇拜真主，不举伴
他。仆人在真主跟前享有的权力就是：没有举办
。真主的人不会受到惩罚
！’我说：‘主的使者啊
我告诉人们这一喜讯好吗？’他说：‘你不要告
。’诉他们，否则，他们就会有所依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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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崇拜：
1.每个人都是周游在三种状况之间：连续不
断地获得来自于真主的恩惠者，要求他必须赞颂
和感谢真主；犯罪者，他必须因为自己的罪行而
向真主求饶；遭到来自于真主的考验者，要求他
必须对所遭受的考验坚忍。谁遵循了这三项义
务，那么，他在今后两世都必定属于幸福的人。
2.伟大的真主考验仆人的目的是为了考验
他们坚忍和崇拜，并不是毁灭他们，也不是为了
惩罚他们。仆人在逆境中应当崇拜真主，就像他
在安乐时崇拜真主一样。在憎恶的状况下应该像
在喜悦的情况下一样崇拜真主。大多数人都提供
在喜爱的状况下崇拜真主，而不喜爱在憎恶的情
况下崇拜真主，人们是互不相同的。在炎热的夏
季用凉水洗小净属于对真主崇拜，选择善良的女
子结婚属于崇拜，寒冬腊月用冰冷的水洗小净属
于崇拜，并不是因为害怕人而放弃内心渴望的犯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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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属于崇拜，坚忍饥饿与遭受的伤害属于崇拜，
但是，当区别这两种崇拜。
谁在安乐与患难、在苦难与幸福的状况下为
了真主而履行这两种崇拜，那么，他就属于真主
那些无忧无愁的仆人中的一员，真主保护他，任
何敌人都无法战胜他。但有时他也许会遭到恶魔
的伤害，的确，仆人会遭受到疏忽、欲望和恼怒，
恶魔通过这三道门进入人类。真主确已制服了每
个仆人的自身、欲望和恶魔的诱惑，然后考验他，
看他是顺从自身、欲望和恶魔，还是顺从他的养
主。
伟大超绝的真主对人类规定了各项命令，人
类的自身也为其规定了各项命令；真主欲使人类
完美信仰和行善，人的自身欲使人类拥有丰厚的
财产和欲望；伟大超绝的真主意欲我们为后世而
工作，自身则欲使人为今世而奔忙。信仰是成功
的道路，是辨明真伪的明灯，这就是考验所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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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高的真主说：
ﺪ ﻟﹶﻘﹶﻭ

ﻮﻥﹶﻨﻔﹾﺘ ﻻﹶ ﻳﻢﻫﺎ ﻭﻨﻘﹸﻮﻟﹸﻮﺍ ﺁﻣﻛﹸﻮﺍ ﺃﹶﻥ ﻳﺮﺘ ﺃﹶﻥ ﻳﺎﺱ ﺍﻟﻨﺴِﺐﺃﹶﺣ
ﻦﻠﹶﻤﻌﻟﹶﻴﻗﹸﻮﺍ ﻭﺪ ﺻﻳﻦ ﺍﻟﱠﺬ ﺍﻟﻠﱠﻪﻦﻠﹶﻤﻌ ﻓﹶﻠﹶﻴﻬﹺﻢﻠﻦ ﻗﹶﺒ ﻣﻳﻦﺎ ﺍﻟﱠﺬﻨﻓﹶﺘ
[(٢-٣) : ]ﺍﻟﻌﻨﻜﺒﻮﺕ ﺁﻳﺔﺑﹺﲔﺍﻟﻜﹶﺎﺫ
【众人以为他们可自由地说：“我们已信道

了”而不受考验吗？[3]我确已考验在他们之前
的人。真主必定要知道说实话者，必定要知道说
谎者。
】①
P17F

2. 清高的真主说：
ﻲﺑﻲ ﺇﹺﻥﱠ ﺭﺑ ﺭﻢﺣﺎ ﺭﻮﺀِ ﺇﹺﻻﱠ ﻣﺓﹲ ﺑﹺﺎﻟﺴﺎﺭ ﻷَﻣﻔﹾﺲﻔﹾﺴِﻲ ﺇﹺﻥﱠ ﺍﻟﻨ ﻧﺉﺮﺎ ﺃﹸﺑﻣﻭ
[(٥٣) : ] ﻳﻮﺳﻒ ﺁﻳﺔﻴﻢﺣ ﺭﻏﹶﻔﹸﻮﺭ
【（优素福说）：“我不自称清白；人性的确
是怂恿人作恶的，除非我的主所怜悯的人。我的
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
”
】②
P18F

3. 清高的真主说：

①

《蜘蛛章》第 2-3 节
《优素福章》第 5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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ﻦﹺﻤﻞﱡ ﻣ ﺃﹶﺿﻦﻣ ﻭﻢﺍﺀَﻫﻮﻮﻥﹶ ﺃﹶﻫﺒﹺﻌﺘﺎ ﻳﻤ ﺃﹶﻧﻠﹶﻢ ﻓﹶﺎﻋﻮﺍ ﻟﹶﻚﺠﹺﻴﺒﺘﺴ ﻳﻓﹶﺈﹺﻥ ﻟﱠﻢ
: ]ﺍﻟﻘﺼﺺ ﺁﻳﺔﲔﻤ ﺍﻟﻈﱠﺎﻟﻡﻱ ﺍﻟﻘﹶﻮﺪﻬ ﻻﹶ ﻳ ﺇﹺﻥﱠ ﺍﻟﻠﱠﻪ ﺍﻟﻠﱠﻪﻦﻯ ﻣﺪﺮﹺ ﻫﻴ ﺑﹺﻐﺍﻩﻮ ﻫﻊﺒﺍﺗ
[(٥٠)
【如果他们不答应你，那么，你应当知道他
们只是顺从自己的私欲。舍真主所启示的正道，
而顺从自己的私欲者，有谁比他更迷误呢？真主
必定不引导不义的民众。
】①
P19F

①

《故事章》第 5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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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举伴主
-举伴主：就是在真主独一无二的养育
性、神性、及其尊名和属性方面为他设置伙伴，
或在其中的某一方面为真主设置伙伴。如果某人
相信与真主一起还有其他的创造者或援助者，那
么，他就属于举伴主的人。谁相信除真主之外尚
有某物应该受到崇拜，那么，他就是举伴主的人。
谁相信有类似真主的尊名和属性者，那么，他就
是举伴主的人。

-举伴主的危害性：
1.举伴真主属于最大的不义：
因为那侵犯了专归真主所有的特权——认
主独一。认主独一是最公正的。举伴主是最不义、
最丑陋的。因为它有损了众世界养育者的名誉，
妄自尊大不顺从真主，把真主的特权用到其它的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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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上，以物配主。由于举伴主的严重性，谁在
举伴的情况下死去，那么，真主就不会恕饶他，
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ﻦﻣﺎﺀُ ﻭﺸﻦ ﻳﻤ ﻟﻚﻭﻥﹶ ﺫﹶﻟﺎ ﺩ ﻣﺮﻔﻐﻳ ﻭ ﺑﹺﻪﻙﺮﺸ ﺃﹶﻥ ﻳﺮﻔﻐ ﻻﹶ ﻳﺇﹺﻥﱠ ﺍﻟﻠﱠﻪ
[(٤٨) :ﻴﻤﺎﹰ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ﻈﻯ ﺇﹺﺛﹾﻤﺎﹰ ﻋﺮ ﺍﻓﹾﺘ ﻓﹶﻘﹶﺪ ﺑﹺﺎﻟﻠﱠﻪﺮﹺﻙﺸﻳ
【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自己
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
】①
P20F

2.举伴主属于大罪：
谁崇拜真主之外的事物，谁确已把崇拜用到
不应该用的地方，确已把它用到不应享受崇拜者
的身上，那确是大逆不道。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
所说：
[(١٣) : ]ﻟﻘﻤﺎﻥ ﺁﻳﺔﻴﻢﻈ ﻋ ﻟﹶﻈﹸﻠﹾﻢﻙﺮﺇﹺﻥﱠ ﺍﻟﺸ
【以物配主，确是大逆不道的。
】②
P21F

①

《妇女章》第 48 节
《鲁格曼章》第 1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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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举伴主使所有的工作无效，并且应遭受
。毁灭、亏折，属于大罪
 清高的真主说：
ﻭﻟﹶﻘﹶﺪ ﺃﹸﻭﺣﻲ ﺇﹺﻟﹶﻴﻚ ﻭﺇﹺﻟﹶﻰ ﺍﻟﱠﺬﻳﻦ ﻣﻦ ﻗﹶﺒﻠﻚ ﻟﹶﺌﻦ ﺃﹶﺷﺮﻛﹾﺖ ﻟﹶﻴﺤﺒﻄﹶﻦ
ﻋﻤﻠﹸﻚ ﻭﻟﹶﺘﻜﹸﻮﻧﻦ ﻣﻦ ﺍﳋﹶﺎﺳﺮﹺﻳﻦ] ﺍﻟﺰﻣﺮ ﺁﻳﺔ[(٦٥) :
【你和你以前的人，都奉到启示:如果你以
物配主，则你的善功，必定无效，而你必定成为
① 】。亏折者
P2F

 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ﺑﻲ ﺑﻜ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 :Fﺃَﻻ ﺃُﻧَﺒﱢﺌُﻜُﻢْ
ﺑِﺄَﻛْﺒَﺮِ ﺍﻟﻜَﺒَﺎﺋِﺮِ؟« ﺛَﻼﺛﺎً ،ﻗﺎَﻟﻮُﺍ :ﺑﻠَﻰَ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ﺍﻹﺷْﺮَﺍﻙُ ﺑِﺎﷲ،
ﻭَﻋُﻘُﻮﻕُ ﺍﻟﻮَﺍﻟِﺪَﻳْﻦِ« ،ﻭَﺟَﻠَﺲَ ﻭَﻛَﺎﻥَ ﻣُﺘّﻜِﺌﺎً »ﺃَﻻ ﻭَﻗُﻮﻝُ ﺍﻟﺰﱡﻭْﺭِ« ﻗَﺎﻝ :ﻓَﻤَﺎ
ﺯَﺍﻝَ ﻳُﻜَﺮﱢﺭُﻫَﺎ ﺣَﺘﱠﻰ ﻗُﻠْﻨَﺎ :ﻟَﻴْﺘَـﻪُ ﺳَﻜَﺖَ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告诉你们几件大罪，好吗？（三遍）”然
后他说：
“举伴真主，忤逆父母。”主的使者当时
①

《队伍章》第 6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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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靠着的，这时他坐了起来说：“真的，还有伪
证。”他一直重复着这句话，甚至我们都希望他
能停下来。 ①

-举伴主的厄运：
伟大尊严的真主提到举伴主将会遭到四种
厄运：
 -清高的真主说：
ﻦﻣﺎﺀُ ﻭﺸﻦ ﻳﻤ ﻟﻚﻭﻥﹶ ﺫﹶﻟﺎ ﺩ ﻣﺮﻔﻐﻳ ﻭ ﺑﹺﻪﻙﺮﺸ ﺃﹶﻥ ﻳﺮﻔﻐ ﻻﹶ ﻳﺇﹺﻥﱠ ﺍﻟﻠﱠﻪ
[(٤٨) :ﻴﻤﺎﹰ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ﻈﻯ ﺇﹺﺛﹾﻤﺎﹰ ﻋﺮ ﺍﻓﹾﺘ ﻓﹶﻘﹶﺪ ﺑﹺﺎﻟﻠﱠﻪﺮﹺﻙﺸﻳ
【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自己
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
】②
P24F

清高的真主说：
[(١١٦) :ﻴﺪﺍﹰ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ﻌﻼﻻﹰ ﺑﻞﱠ ﺿ ﺿ ﻓﹶﻘﹶﺪ ﺑﹺﺎﻟﻠﱠﻪﺮﹺﻙﺸﻦ ﻳﻣﻭ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65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87 段
②
《妇女章》第 4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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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以物配主，谁已深陷迷误了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ﺇﹺﻧﻪ ﻣﻦ ﻳﺸﺮﹺﻙ ﺑﹺﺎﻟﻠﱠﻪ ﻓﹶﻘﹶﺪ ﺣﺮﻡ ﺍﻟﻠﱠﻪ ﻋﻠﹶﻴﻪ ﺍﳉﹶﻨﺔﹶ ﻭﻣﺄﹾﻭﺍﻩ ﺍﻟﻨﺎﺭ ﻭﻣﺎ
ﻟﻠﻈﱠﺎﻟﻤﲔ ﻣﻦ ﺃﹶﻧﺼﺎﺭﹴ ]ﺍﳌﺎﺋﺪﺓ ﺁﻳﺔ[(٧٢) :
【谁以物配主，真主必禁止谁入乐园，他的
。归宿是火狱。不义的人，绝没有任何援助者
②】
P26F

 清高的真主说：
ﻭﻣﻦ ﻳﺸﺮﹺﻙ ﺑﹺﺎﻟﻠﱠﻪ ﻓﹶﻜﹶﺄﹶﻧﻤﺎ ﺧﺮ ﻣﻦ ﺍﻟﺴﻤﺎﺀِ ﻓﹶﺘﺨﻄﹶﻔﹸﻪ ﺍﻟﻄﱠﻴﺮ ﺃﹶﻭ ﺗﻬﻮﹺﻱ ﺑﹺﻪ
ﺍﻟﺮﻳﺢ ﻓﻲ ﻣﻜﹶﺎﻥ ﺳﺤﻴﻖﹴ ]ﺍﳊﺞ ﺁﻳﺔ[(٣١) :
【谁以物配真主，谁如从天空坠落，而被群
。鸟夺走，或被大风扫荡到远方
③】
P27F

-举伴主者将要遭受的惩罚：
-清高的真主说：
 -١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

ﺸﺮﹺﻛﲔ
ﺇﹺﻥﱠ ﺍﻟﱠﺬﻳﻦ ﻛﹶﻔﹶﺮﻭﺍ ﻣﻦ ﺃﹶﻫﻞﹺ ﺍﻟﻜﺘﺎﺏﹺ ﻭﺍﻟﹾﻤ 
①

《妇女章》第 116 节
《筵席章》第 72 节
③
《朝觐章》第 31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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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٦) : ]ﺍﻟﺒﻴﻨﺔ ﺁﻳﺔﺔﺮﹺﻳ ﺍﻟﺒﺮ ﺷﻢ ﻫﻚﻟﹶﺌﺎ ﺃﹸﻭﻴﻬ ﻓﻳﻦﺪﺎﻟ ﺧﻢﻨﻬﺎﺭﹺ ﺟﻲ ﻧﻓ
【信奉天经者和以物配主者，他们中不信道
的人，必入火狱，而永居其中；这等人是最恶的
人。】 ①
P28F

-清高的真主说：
E D C B A)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ONM L K J IHG F
\ [ ZY XW VU T SR Q P
.[١٥١-١٥٠/( ]ﺍﻟﻨﺴﺎﺀa`_^]

【[150]有些人不信真主和众使者，有些人
欲分离真主和众使者，有些人说：“我们确信一
部分使者，而不信另一部分。”他们欲在信否之

间采取一条道路。[151]这等人，确是不信道的。
我已为不信道的人预备了凌辱的刑罚。
】②
P29F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

①

《明证章》第 6 节
《妇女章》第 150-151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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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F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٣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ﻣَﻦْ ﻣَﺎﺕَ ﻭَﻫُﻮَ ﻳَﺪْﻋُﻮ ﻣِﻦْ ﺩُﻭﻥِ ﺍﷲ ﻧِﺪﱠﺍً ﺩَﺧَﻞَ ﺍﻟﻨﱠﺎﺭ
“谁死于举伴真主，谁必进火狱。
”①
P30F

-举伴主的因素：
举伴主的因素与根本：就是由此而引起依赖
真主之外的事物。谁依赖真主之外的事物，真主
就把他委托给他所依赖的，并以此惩罚他，把他
抛弃给他所依赖的，使其成为毫无奖赏的倍受谴
责者，成为决无援助的被遗弃者，犹如超绝万物
的真主所说：
:ﺬﹸﻭﻻﹰ ]ﺍﻹﺳﺮﺍﺀ ﺁﻳﺔﺨﻮﻣﺎﹰ ﻣﺬﹾﻣ ﻣﺪﻘﹾﻌ ﻓﹶﺘﺮ ﺇﹺﻟﹶﻬﺎﹰ ﺁﺧ ﺍﻟﻠﱠﻪﻊﻞﹾ ﻣﻌﺠﻻﹶ ﺗ
[(٢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49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9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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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使任何物与真主同受崇拜，以免你
变成受责备、遭遗弃的。
】①

①

《夜行章》第 2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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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举伴主的种类
-举伴主分为两种：大举伴和小举伴。
1) 大举伴：
犯有大的举伴者已经出教，其所有的善功都
已作废，如果举伴者没有悔过自新而死去，他永
居火狱之中。大举伴就是把崇拜或者其中的某一
部分用到真主之外的事物上，例如：向真主之外
的事物祈祷，向真主之外的亡人、精灵或恶魔等
等宰牲、许愿。向真主之外的祈祷只有真主才有
能力做到的事情，犹如蒙昧时代的人在受真主喜
爱者与清廉者的坟墓前、或者是在木雕或石刻的
偶像前所说的那样，例如：祈求福利、康复、解
决困难、降下甘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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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举伴主的种类：
1-因害怕而举伴主：
即害怕真主之外的偶像、或佛像、或恶魔、
或死人、或不在场的精灵或人，伤害他，或者是
害怕使他遭遇自己厌恶的事情。
这种害怕在伊斯兰中属于最严重的范畴，谁
把这种害怕用到真主之外的事物上，谁确已犯了
大举伴的行为。
清高的真主说：
:]ﺁﻝ ﻋﻤﺮﺍﻥ ﺁﻳﺔ

ﻨﹺﲔﻣﺆﻢ ﻣِ ﺇﹺﻥ ﻛﹸﻨﺘﺎﻓﹸﻮﻥﺧ ﻭﻢﻫﺎﻓﹸﻮﺨﻓﹶﻼﹶ ﺗ
[(١٧٥)

【你们不要畏惧他们，你们当畏惧我，如果
你们是信道的人。】 ①
P32F

2-因托靠而举伴主：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虔诚敬意地把所有的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7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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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托靠于独一无二的真主，属于最伟大的崇
拜。只有真主才享有被托靠的权利，谁托靠真主
之外的，谁确已犯了大的举伴。例如：托靠死人、
或缺席者等等，以便消除灾难、获得福利和给养。
清高的真主说：
[(٢٣) : ]ﺍﳌﺎﺋﺪﺓ ﺁﻳﺔﻨﹺﲔﻣﺆﻢ ﻣﻛﱠﻠﹸﻮﺍ ﺇﹺﻥ ﻛﹸﻨﺘﻮ ﻓﹶﺘﻠﹶﻰ ﺍﻟﻠﱠﻪﻋﻭ
【如果你们是信士的话，你们只应该信托真
主。】 ①
P3F

3-因喜爱而举伴主：
喜爱真主：就是完全心悦诚服地喜爱真主，
这种喜爱专归于真主，决不允许在其中参杂任何
其他的。谁就像喜爱真主一样喜爱其他的人或
物，那么，他在喜爱和敬重方面确已另有崇拜，
作为真主的匹敌，这就是举伴真主。
清高的真主说：

①

《筵席章》第 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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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ﺍﻟﻠﱠﻪﺐ ﻛﹶﺤﻢﻬﻮﻧﺒﺤﺍﺩﺍﹰ ﻳ ﺃﹶﻧﺪ ﺍﻟﻠﱠﻪﻭﻥﻦ ﺩﺬﹸ ﻣﺨﺘﻦ ﻳﺎﺱﹺ ﻣ ﺍﻟﻨﻦﻣﻭ
[(١٦٥) :]ﺍﻟﺒﻘﺮﺓ ﺁﻳﺔ

 ﻟﱢﻠﱠﻪﺒﺎ ﺣﺪﻮﺍ ﺃﹶﺷﻨ ﺁﻣﻳﻦﺍﻟﱠﺬﻭ

【有些人，在真主之外，别有崇拜，当做真
主的匹敌；他们敬爱那些匹敌，象敬爱真主一样
──信道的人们，对于敬爱真主。
】①
P34F

4-因顺从而举伴主：
在举伴主的种类中有顺从，既：顺从学者、
领袖、首领和法官把真主禁止的事物合法化，或
者是把真主许可的事物非法化，谁对此顺从他
们，那么，谁在制度、合法与非法事物中确已把
他们当做是真主的伙伴，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
说：
ﺑﻦ ﺍﺴِﻴﺢﺍﻟﹾﻤ ﻭ ﺍﻟﻠﱠﻪﻭﻥﻦ ﺩﺎﺑﺎﹰ ﻣﺑ ﺃﹶﺭﻢﻬﺎﻧﺒﻫﺭ ﻭﻢﻫﺎﺭﺒﺬﹸﻭﺍ ﺃﹶﺣﺨﺍﺗ
ﺮﹺﻛﹸﻮﻥﹶﺸﺎ ﻳﻤ ﻋﻪﺎﻧﺤﺒ ﺳﻮ ﺇﹺﻻﱠ ﻫﺪﺍﹰ ﻻﱠ ﺇﹺﻟﹶﻪﺍﺣﻭﺍ ﺇﹺﻟﹶﻬﺎﹰ ﻭﺪﺒﻌﻴﻭﺍ ﺇﹺﻻﱠ ﻟﺮﺎ ﺃﹸﻣﻣ ﻭﻢﻳﺮﻣ
[(٣١) :]ﺍﻟﺘﻮﺑﺔ ﺁﻳﺔ
①

《黄牛章》第 16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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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舍真主而把他们的博士、僧侣和麦尔
彦之子麦西哈当做主宰；他们所奉的命令只是崇
拜独一的主宰，除他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
赞颂真主超乎他们所用来配他的！】 ①

-伪信的种类：
伪信分为两种：
 大的伪信：
就是信仰方面的举伴：表面皈依伊斯兰，而
内心则否认，这种人是将进入火狱最底层的卡费
尔。
清高的真主说：
ﻢ ﻟﹶﻬﺠﹺﺪﻟﹶﻦ ﺗﺎﺭﹺ ﻭ ﺍﻟﻨﻦﻔﹶﻞﹺ ﻣ ﺍﻷَﺳﻙﺭﻲ ﺍﻟﺪ ﻓﲔﻘﺎﻓﺇﹺﻥﱠ ﺍﳌﹸﻨ
[(١٤٥) :ﲑﺍﹰ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ﺼﻧ
【伪信者必入火狱的最下层，你绝不能为他

①

《忏悔章》第 3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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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任何援助者
①】

 小的伪信：
就是行为等方面的举伴， 举伴者不出教，
。但是他属于犯罪者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愿主喜悦他俩）的

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ﺃَﺭْﺑَـﻊٌ ﻣَﻦْ ﻛُﻦّ ﻓِﻴْـﻪِ ﻛَﺎﻥَ ﻣُﻨَﺎﻓِﻘﺎً ﺧَﺎﻟِﺼﺎً ،ﻭَﻣَﻦْ ﻛَﺎﻧَﺖْ ﻓِﻴﻪِ ﺧَﺼْﻠَﺔٌ
ﻣِﻨْـﻬُﻦﱠ ﻛَﺎﻧَﺖْ ﻓِﻴْـﻪِ ﺧَﺼْﻠَﺔٌ ﻣِﻦَ ﺍﻟﻨﱢﻔَﺎﻕِ ﺣَﺘﱠﻰ ﻳَﺪَﻋَﻬَﺎ :ﺇﺫَﺍ ﺍﺋْﺘُـﻤِﻦَ ﺧَﺎﻥَ،
ﻭَﺇﺫَﺍ ﺣَﺪﱠﺙَ ﻛَﺬَﺏَ ،ﻭَﺇﺫَﺍ ﻋَﺎﻫَﺪَ ﻏَﺪَﺭَ ،ﻭَﺇﺫَﺍ ﺧَﺎﺻَﻢَ ﻓَﺠَﺮَ«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谁具备了四种品性，谁就是纯粹的伪信
士。谁具备其中的某一种品性，那他就具有了伪
信的某一品性，直至他放弃之：受托付时背信弃

①

《妇女章》第 14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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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谈话时撒谎，结约时毁约，争辨时违背真
理。” ①

2) 小举伴：
小举伴致使举伴者信仰减少，但不会使其出
教，然而小举伴是导致大举伴的媒介，举伴者会
因此而受到惩罚，但是他不会永居不信者的火狱
之中。大举伴致使所有的工作无效，而小举伴则
使所有与其兼并的工作无效。犹如某人为真主而
工作，同时他又希望以此得到别人的赞扬。又如
某人完善自己的拜功、或者是施舍、或者是封斋、
或者是记念真主，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他在办功、
或听见他的声音，或者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赞美，
这属于沽名钓誉，如果工作中参杂了沽名钓誉，
那就会致使其工作无效。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圣
训集》第 5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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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高的真主说：
ﻗﹸﻞﹾ ﺇﹺﻧﻤﺎ ﺃﹶﻧﺎ ﺑﺸﺮ ﻣﺜﹾﻠﹸﻜﹸﻢ ﻳﻮﺣﻰ ﺇﹺﻟﹶﻲ ﺃﹶﻧﻤﺎ ﺇﹺﻟﹶﻬﻜﹸﻢ ﺇﹺﻟﹶﻪ ﻭﺍﺣﺪ ﻓﹶﻤﻦ ﻛﹶﺎﻥﹶ
ﻳﺮﺟﻮ ﻟﻘﹶﺎﺀَ ﺭﺑﻪ ﻓﹶﻠﹾﻴﻌﻤﻞﹾ ﻋﻤﻼﹰ ﺻﺎﻟﺤﺎﹰ ﻭﻻﹶ ﻳﺸﺮﹺﻙ ﺑﹺﻌﺒﺎﺩﺓ ﺭﺑﻪ ﺃﹶﺣﺪﺍﹰ ]ﺍﻟﻜﻬﻒ
ﺁﻳﺔ[(١١٠) :
【你说：‘我只是一个同你们一样的凡人，
我奉的启示是：你们所应当崇拜的，只是一个主
宰，故谁希望与他的主相会，就叫谁力行善功，
。’叫谁不要以任何物与他的主受同样的崇拜
①】
P38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F
»ﻗَﺎﻝَ ﺍﷲُ ﺗَـﺒَﺎﺭَﻙَ ﻭﺗَﻌَﺎﻟَﻰ ﺃَﻧَﺎ ﺃَﻏْﻨَﻰ ﺍﻟﺸﱡﺮَﻛَﺎءِ ﻋَﻦِ ﺍﻟﺸﱢﺮْﻙِ ﻣَﻦْ ﻋَﻤِﻞَ
ﻋَﻤَﻼً ﺃَﺷْﺮَﻙَ ﻓِﻴْـﻪِ ﻣَﻌِﻲ ﻏَﻴْﺮِﻱ ﺗَﺮَﻛْﺘُـﻪُ ﻭَﺷِﺮْﻛَ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清高伟大的真主说：‘我是最富有的，不
需要任何同伴；谁若做一件事，在其中举伴了我，

①

《山洞章》第 11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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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抛弃他，和他用以举伴我的’
。
”①

-在小举伴中有：以真主之外的人或物发
誓。如有人说：“真主和某人意欲”；或者是说：
“假如没有真主与某人”
；或者是说：
“这是来自
于真主与某人”
；或者是说：
“我所拥有的都属于
真主与某人的”等等类似的言语。而他真正应当
说：“真主意欲，然后是某人等等”
。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١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ﻣَﻦْ ﺣَﻠَﻒَ ﺑِـﻐَﻴْﺮِ ﺍﷲ ﻓَﻘَﺪْ ﻛَﻔَﺮَ ﺃَﻭْ ﺃَﺷْﺮَﻙ: ﻳﻘﻮﻝF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谁以着真主之外的发誓，谁确已否认了真
主，确已举伴了真主。” ②
P40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85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251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53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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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宰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ﻻ ﺗَﻘُﻮﻟُﻮﺍ: ﻗﺎﻝF  ﻋﻦ ﺣﺬﻳﻔ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٢
.«ﻣَﺎ ﺷَﺎءَ ﺍﷲُ ﻭَﺷَﺎءَ ﻓُﻼﻥٌ ﻭَﻟَﻜِﻦْ ﻗُﻮﻟُﻮﺍ ﻣَﺎ ﺷَﺎءَ ﺍﷲُ ﺛُﻢﱠ ﻣَﺎ ﺷَﺎءَ ﻓُﻼﻥ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你们决不要说：真主与某人意欲，但你们
应当说：真主意欲，然后是某人的意愿。” ①
P41F

-也许根据举伴者内心举伴的程度，小举
伴会变成大举伴。穆斯林应当警惕所有的举伴：
无论大小，举伴主是最大的不义，是得不到真主
饶恕的，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ﻦﻣﺎﺀُ ﻭﺸﻦ ﻳﻤ ﻟﻚﻭﻥﹶ ﺫﹶﻟﺎ ﺩ ﻣﺮﻔﻐﻳ ﻭ ﺑﹺﻪﻙﺮﺸ ﺃﹶﻥ ﻳﺮﻔﻐ ﻻﹶ ﻳﺇﹺﻥﱠ ﺍﻟﻠﱠﻪ
[(٤٨) :ﻴﻤﺎﹰ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ﻈﻯ ﺇﹺﺛﹾﻤﺎﹰ ﻋﺮ ﺍﻓﹾﺘ ﻓﹶﻘﹶﺪ ﺑﹺﺎﻟﻠﱠﻪﺮﹺﻙﺸﻳ
【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自己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354 段，
《正确丛书》第 137 段，
《艾布达吾
德圣训集》第 498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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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
】①

-举伴主的言行及其媒介：
根据举伴者内心举伴的程度，部分言行陷于
大举伴与小举伴之间，其违背信仰，使纯洁的信
仰变得浑浊。伊斯兰法律确已提醒穆斯林谨防
之，其中有：
1-戴戒指、或项链以及类似的，目的是为了
消除灾难，或保护免遭灾难，那都属于举伴主的
行为。
2-给孩子佩戴护身符，以防免遭毒眼的伤害,
无论护身符是有珠宝、或骨头、或手书的组成，
那都属于举伴主的行为。
3-凶兆，就是认鸟、或人、或地方、或类似

①

《妇女章》第 4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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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凶兆，那都属于举伴主的行为。因为其相信
除真主之外，那些不能掌管自身祸福的被造物会
带来伤害。那是来自于恶魔的唆使与蛊惑，属于
举伴主的行为。
4-以树木、石头、古迹、坟墓等为吉兆，寻
求、渴望或相信那些事物能带来吉祥，属于举伴
主的行为，因为他为了获得吉庆而依赖真主之外
的。
5-魔术：就是恶魔与妖术的媒介，指的是咒
语、咒符、所说的言语，影响他人身心的药物，
使人生病、或杀人、或离间夫妻，那属于恶魔的
工作，大多数都接近了举伴主。
妖术就是举伴真主，因为在其中联系到真主
之外的恶魔，又因为在其中妄称知道幽玄的知
识。
清高的真主说：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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ﺎﺱﻮﻥﹶ ﺍﻟﻨﻠﱢﻤﻌﻭﺍ ﻳ ﻛﹶﻔﹶﺮﲔﺎﻃﻴ ﺍﻟﺸﻦﻟﹶﻜﺎﻥﹸ ﻭﻤﻠﹶﻴ ﺳﺎ ﻛﹶﻔﹶﺮﻣﻭ
[(١٠٢) :]ﺍﻟﺒﻘﺮﺓ ﺁﻳﺔ

ِ ﺮﺤﺍﻟﺴ
…

【素莱曼没有叛道，众恶魔却叛道了，它们
教人魔术……。
】①
P43F

如果魔术仅仅用药物而已，那么，妖术也许
就成了大罪。
6-卜卦：就是妄称知道幽玄的知识，就是依
靠恶魔而知道在大地上将要发生事情的消息，那
属于举伴主的行为；因为在其中接近真主之外
的，妄称参与真主关于幽玄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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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ﻦْ ﺃَﺗَﻰ: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ﻛَﺎﻫِﻨﺎً ﺃَﻭْ ﻋَﺮﱠﺍﻓـﺎً ﻓَﺼَﺪﱠﻗَـﻪُ ﺑِﻤَﺎ ﻳَـﻘُـﻮﻝُ ﻓَﻘَـﺪْ ﻛَﻔَـﺮَ ﺑِﻤَﺎ ﺃُﻧْﺰِﻝَ ﻋَﻠَﻰ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ﺍﻟﺤﺎﻛﻢ.«ٍﻣُـﺤَـﻤﱠﺪ

①

《黄牛章》第 10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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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去找魔术师或卜卦者，并相信他所说的
话，谁确已否认了降示给穆罕默德的真理。
”①
7-占星术：就是根据占星术推断地球上发生
的事件，如：刮风、下雨、生病、死亡、以及酷
暑与严寒来临的时间、价格的变化等，均为举伴
的行为；因为在安排宇宙万物、以及有关幽玄的
知识中举伴了真主。
8-向星辰求雨：把降雨水归于星辰的没落，
如某人说：“我们因如此这般星星的没落而获得
雨水。”把降雨归于星辰，而不是归于真主，这
属于举伴真主；因为降雨是由真主负责，而不是
由星辰或其它的负责。
9-把恩典归于被造物：今后两世所有的恩惠
都是来自于真主，谁把它归功于真主之外的被造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9536 段，
《哈克木圣训集》第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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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谁确已否认了真主，确已举伴了真主。犹如
把获得钱财、或康复的恩典归于某某人，或者是
把在陆地、海洋或空中安全旅行的恩典归于司
机、领航员、飞行员；或者是把获得恩惠、消除
刑罚归功于政府、或个人、或领袖等等。
应该把所有的恩典归于独一无二的真主，感
谢真主赐予的恩典，至于按照部分人的规章制
度，那只是媒介而已，也许能获益，也许不能获
益；也许有利，也许有害。清高的真主说：
ﻭﻥﹶ ]ﺍﻟﻨﺤﻞﺄﹶﺭﺠ ﺗﻪ ﻓﹶﺈﹺﻟﹶﻴﺮ ﺍﻟﻀﻜﹸﻢﺴ ﺇﹺﺫﹶﺍ ﻣ ﺛﹸﻢ ﺍﻟﻠﱠﻪﻦ ﻓﹶﻤﺔﻤﻌﻦ ﻧﺎ ﺑﹺﻜﹸﻢ ﻣﻣﻭ
[(٥٣) :ﺁﻳﺔ
【凡你们所享受的恩惠都是从真主降下的。
然后，当你们遭难的时候，你们只向他祈祷。
】①
P45F

①

《蜜蜂章》第 5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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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伊斯兰
-人类只有凭着伊斯兰才能获得今后两世
的幸福，人类需要伊斯兰比他们对饮食与空气更
为需要，每个人都迫切地需要这项法律；它是在
两种活动之间：获得利益的活动与消除灾难的活
动。伊斯兰是阐明益与害的光明。

-伊斯兰的信仰有三个等级：
伊斯兰（顺从）、伊玛尼（坚信）和伊哈萨
尼（完善）
，每个等级都有其各自的要素。

-伊斯兰、伊玛尼和伊哈萨尼之间的
区别：
当伊斯兰与伊玛尼连在一起时，伊斯兰指的
是外在的工作，即伊斯兰的五大要素（念、礼、
斋、课、朝），伊玛尼指的是内在的工作，即伊
玛尼的六大要素（信仰真主、信天使、信使者、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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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经典、信后世、信前定）。如果它俩中的某一
个单独出现时，则包含了两者含义和裁决。

-伊哈萨尼的范畴比伊玛尼的范畴广，伊
玛尼的范畴比伊斯兰的范畴广，就其信仰者本身
来说完善最广泛，因为它包含了伊玛尼，仆人只
有在达到坚信之后才能达到完善的等级；就其信
仰者本人来说完善更为特殊，因为完善者属于坚
信者中的一部分，所有的完善者都属于信士，但
所有的信士不一定都是完善者。

-就其信仰者本身来说伊玛尼比伊斯兰更
广泛，因为它包含着伊斯兰，仆人只有在完全实
现顺从之后才能达到坚信的等级，就其信仰者本
人来说伊玛尼更为特殊，因为坚信者属于顺从者
中的一部分，所有的坚信者都属于顺从者，但所
有的顺从者并不一定都是坚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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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含义：
伊斯兰就是完全地归顺真主，认主独一，服
从他，远离举伴主与举伴者。谁完全地服从独一
无二的真主，谁就是穆斯林；谁归顺真主，又皈
依其他的，谁就是举伴者，谁没有归顺真主，谁
就是自满的否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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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伊斯兰的要素
-伊斯兰的要素是五项：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
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ﺇِﻥﱠ:F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 ﻭَﺇِﻗَﺎﻡِ ﺍﻟﺼﱠﻠَﺎﺓ،ُ ﺷَﻬَﺎﺩَﺓِ ﺃَﻥْ ﻟَﺎ ﺇِﻟَﻪَ ﺇِﻟﱠﺎ ﺍﷲ:ٍﺍﻹِﺳْﻠَﺎﻡَ ﺑُﻨِﻲَ ﻋَﻠَﻰ ﺧَﻤْ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ﺣَﺞﱢ ﺍﻟﺒَﻴْﺖ،َ ﻭَﺻِﻴَﺎﻡِ ﺭَﻣَﻀَﺎﻥ،ِﻭَﺇِﻳﺘَﺎءِ ﺍﻟﺰﱠﻛَﺎﺓ
‘伊斯兰是被建立在五项基础之上的，作
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穆罕默
德是真主的使者；力行拜功，交纳天课，封赖麦
丹月的斋，朝觐天房’。” ①
P46F

-作证“除真主外，绝无真正应受崇
拜者”：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6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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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用口舌和心灵承认只有伟大的真主才
是真正应受崇拜者，除他之外所有被崇拜者，其
神性都是虚妄的，其崇拜都是无效的。这个作证
包含了否定和确认，
（）ﻻ ﺇﻟﻪ即否认真主之外所有
受崇拜的，
（）ﺇﻻ ﺍﷲ即承认所有的崇拜只归独一无
二的真主，同样，所有的王权也归于独一无二的
真主。

-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顺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的命令，诚信他所告知的一切，远离他的禁
止，按照他所规定的去崇拜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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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伊玛尼
-伊玛尼：
即：信仰真主，以及相信他的众天使、经典、
使者、后世，以及相信前定的好歹。
伊玛尼：包含了言语和工作。言语：就是口
舌与内心承认。工作：即内心、口舌和身体的工
作。伊玛尼会因顺从而增加，因违背而减少。

-伊玛尼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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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ﻓَﺄَﻓْﻀَﻠُـﻬَﺎ ﻗَﻮْﻝُ ﻻ،ً ﺃَﻭْ ﺑِﻀْﻊٌ ﻭَﺳِﺘﱡﻮﻥَ ﺷُﻌْﺒَﺔ،َ»ﺍﻹﻳْـﻤَﺎﻥُ ﺑِﻀْﻊٌ ﻭَﺳَﺒْﻌُﻮﻥ
َ ﻭﺍﻟﺤَﻴَﺎءُ ﺷُﻌْﺒَﺔٌ ﻣِﻦ،ِ ﻭَﺃَﺩْﻧَﺎﻫَﺎ ﺇﻣَﺎﻃَﺔُ ﺍﻷَﺫَﻯ ﻋَﻦِ ﺍﻟﻄﱠﺮِﻳﻖ،ُﺇﻟَـﻪَ ﺇﻟﱠﺎ ﺍﷲ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ﺍﻹﻳْـﻤَﺎﻥ
“伊玛尼有七十几个或六十几个分支。最高
贵的是作证：除独一无二的真主外，绝无真正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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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崇拜的主宰；最低的是“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
知羞是伊玛尼的一个枝节。
”①

-伊玛尼的级别：
伊玛尼拥有美味、甘甜和实质。
1-伊玛尼的美味：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确已阐明伊玛尼的美味，他（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ﺎ »ﺫَﺍﻕَ ﻃَﻌْﻢَ ﺍﻹﻳْـﻤَﺎﻥِ ﻣَﻦْ ﺭَﺿِﻲَ ﺑِﺎﷲ ﺭَﺑ:F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ﻭَﺑِﻤُـﺤَـﻤﱠﺪٍ ﺭَﺳُﻮﻻ،ًﻭَﺑِﺎﻹﺳْﻼﻡِ ﺩِﻳﻨﺎ
“谁喜爱真主为主宰，喜爱伊斯兰为信仰，
喜爱穆罕默德为使者，谁确已尝到了信仰的美
味。” ②
P48F

2-伊玛尼的甘甜：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确已阐明它，他（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35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3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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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 :Fﺛَﻼﺙٌ ﻣَﻦْ ﻛُﻦﱠ ﻓِﻴْـﻪِ ﻭَﺟَﺪَ ﺣَﻼﻭَﺓَ ﺍﻹﻳْـﻤَﺎﻥِ :ﺃَﻥْ
ﻳَﻜُﻮﻥَ ﺍﷲُ ﻭَﺭَﺳُﻮﻟُـﻪُ ﺃَﺣَﺐﱠ ﺇﻟَﻴْـﻪِ ﻣِـﻤﱠﺎ ﺳِﻮَﺍﻫُـﻤَﺎ ،ﻭَﺃَﻥْ ﻳُـﺤِﺐﱠ ﺍﻟﻤَﺮْءَ ﻻ
ﻳُـﺤِﺒﱡـﻪُ ﺇﻻ  ،،ﻭَﺃَﻥْ ﻳَﻜْﺮَﻩَ ﺃَﻥْ ﻳَـﻌُﻮﺩَ ﻓِﻲ ﺍﻟﻜُﻔْﺮِ ﻛَﻤَﺎ ﻳَﻜْﺮَﻩُ ﺃَﻥْ ﻳُـﻘْﺬَﻑَ ﻓِﻲ
ﺍﻟﻨﱠﺎﺭ«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三种品德，谁具备了它，谁就可以尝到信
仰的甘甜：喜爱真主及其使者超越一切；喜爱一
个人，只是因为真主而喜爱他；在真主拯救他之
后，他不愿再次返回迷途，犹如不愿被投入火狱
。之中一样
①”
P49F

3-伊玛尼的实质：只有具备伊斯兰实质的人
才能获得伊玛尼的实质，努力地遵循伊斯兰的信
。仰、功修、宣传、迁徙、援助、奋斗和付出
 -清高的真主说：
ﺖ ﻋﻠﹶ ﻴﻬﹺ ﻢ
ﺇﹺﻧﻤﺎ ﺍﳌﹸﺆﻣﻨﻮﻥﹶ ﺍﻟﱠﺬﻳﻦ ﺇﹺﺫﹶﺍ ﺫﹸﻛﺮ ﺍﻟﻠﱠﻪ ﻭﺟﹺﻠﹶﺖ ﻗﹸﻠﹸﻮﺑﻬﻢ ﻭﺇﹺﺫﹶﺍ ﺗﻠﻴ 
ﺁﻳﺎﺗﻪ ﺯﺍﺩﺗﻬﻢ ﺇﹺﳝﺎﻧﺎﹰ ﻭﻋﻠﹶﻰ ﺭﺑﻬﹺﻢ ﻳﺘﻮﻛﱠﻠﹸﻮﻥﹶ ﺍﻟﱠﺬﻳﻦ ﻳﻘﻴﻤﻮﻥﹶ ﺍﻟﺼﻼﺓﹶ ﻭﻣﻤﺎ ﺭﺯﻗﹾﻨﺎﻫ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圣
训集》第 4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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ﻕﺭﹺﺯﺓﹲ ﻭﺮﻔﻐﻣ ﻭﻬﹺﻢﺑ ﺭﻨﺪ ﻋﺎﺕﺟﺭ ﺩﻢ ﻟﱠﻬﻘﺎﻮﻥﹶ ﺣﻨﻣ ﺍﳌﹸﺆﻢ ﻫﻚﻟﹶﺌﻘﹸﻮﻥﹶ ﺃﹸﻭﻨﻔﻳ
[(٤-٢) :ﻛﹶﺮﹺﱘ ]ﺍﻷﻧﻔﺎﻝ ﺁﻳﺔ
【只有这等人是信士：当记念真主的时候，
他们内心感觉恐惧；当宣读真主的迹象的时候，
那些迹象增加了他们信仰，他们只信任他们的
主；[3]他们谨守拜功，并分舍我所赐予他们的
财物。[4]这等人确是信士，他们将来在主那里
得享受许多品级、饶恕和优厚的给养。
】①
P50F

 -清高的真主说：
²±°¯®¬«):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ـﺎﱃ-٢

(À¿¾½¼» º¹¸¶µ´³
.[٧٤/]ﺍﻷﻧﻔﺎﻝ

【信道而且迁居，并且为真主而奋斗的人和
款留（使者），赞助（正道）的人，这等人确是
真实的信士，他们将获赦宥和优厚的给养。
】②
P51F

①

《战利品章》第٢-4 节
《战利品章》第 74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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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高的真主说：
ﻭﺍﺪﺎﻫﺟﻮﺍ ﻭﺎﺑﺗﺮ ﻳ ﻟﹶﻢ ﺛﹸﻢﻪﻮﻟﺳﺭ ﻭﻮﺍ ﺑﹺﺎﻟﻠﱠﻪﻨ ﺁﻣﻳﻦﻮﻥﹶ ﺍﻟﱠﺬﻨﻣﺎ ﺍﳌﹸﺆﻤﺇﹺﻧ
:ﻗﹸﻮﻥﹶ ]ﺍﳊﺠﺮﺍﺕ ﺁﻳﺔﺎﺩ ﺍﻟﺼﻢ ﻫﻚﻟﹶﺌ ﺃﹸﻭﺒﹺﻴﻞﹺ ﺍﻟﻠﱠﻪﻲ ﺳ ﻓﺃﹶﻧﻔﹸﺴِﻬﹺﻢ ﻭﻬﹺﻢﺍﻟﻮﺑﹺﺄﹶﻣ
[(١٥)
【信士，只是确信真主和使者，然后没有怀
疑，能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的人；
这等人，确是诚实的。】 ①
P52F

-仆人无法获得伊玛尼的实质，只有在他
明白自己所遭遇的决不会是错的，错的也决不会
遭遇他之后。

-完美的伊玛尼：
完美地喜爱真主及其使者，必须要有他所爱
的和喜爱的存在，当他为主而喜、为主而怒时，
它俩属于内心的工作；当他为主而施舍，为主而
制止时，它俩属于身体的工作，那就证明了完美
①

《寝室章》第 1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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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伊玛尼，证明了完美地喜爱伟大、超绝万物的
真主。
艾布吴玛麦（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ﺃﻧﻪُ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ﺃُﻣَﺎﻣَ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ـﻪُ ﻋﻦْ ﺭﺳُﻮﻝ ﺍﷲ
.«َ ﻓَﻘَﺪِ ﺍﺳْﺘَـﻜْﻤَﻞَ ﺍﻹﻳﻤَﺎﻥ، َ ﻭَﻣَﻨَﻊ،  ﻭﺃﻋْﻄَﻰ، َ ﻭﺃﺑﻐَﺾ، »ﻣَﻦْ ﺃﺣَﺐﱠ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谁为主而喜、为主而怒，为主而施舍，为
主而储藏，谁确已获得了完美的伊玛尼。” ①
P53F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٤٦٨١段，《正确丛书》第 38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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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伊玛尼的特征
-喜爱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
艾奈斯（求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ﻻ ﻳُﺆْﻣِﻦ:F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ﺃَﺣَﺪُﻛُﻢْ ﺣَﺘﱠﻰ ﺃَﻛُﻮﻥَ ﺃَﺣَﺐﱠ ﺇﻟَﻴْـﻪِ ﻣِﻦْ ﻭَﺍﻟِﺪِﻩِ ﻭَﻭَﻟَﺪِﻩِ ﻭَﺍﻟﻨﱠﺎﺱِ ﺃَﺟْـﻤَﻌِﻴﻦ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你们中任何一人都不算真正归信，除非他
喜爱我胜过喜爱他的子女、父母，以及所有的人，
这才算是真正的归信了真主。
”①
P

54F

-喜爱辅士：
艾奈斯（求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圣
训集》第 4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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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ﺁﻳَﺔُ ﺍﻹﻳْـﻤَﺎﻥِ
ﺣُﺐﱡ ﺍﻷَﻧْﺼَﺎﺭِ ﻭﺁﻳَﺔُ ﺍﻟﻨﱢﻔَﺎﻕِ ﺑُـﻐْﺾُ ﺍﻷَﻧْﺼَﺎﺭِ«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信士的特征是喜爱辅士，伪信士的特征是
。怒恼辅士
①”
5F

P

-喜爱信士：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Fﻻ
ﺗَﺪْﺧُﻠُﻮﺍ ﺍﻟﺠَﻨﱠﺔَ ﺣَﺘﱠﻰ ﺗُﺆْﻣِﻨُﻮﺍ ،ﻭَﻻ ﺗُﺆْﻣِﻨُﻮﺍ ﺣَﺘﱠﻰ ﺗَـﺤَﺎﺑﱡﻮْﺍ ،ﺃَﻭَﻻ ﺃَﺩُﻟﱡﻜُﻢْ
ﻋَﻠَﻰ ﺷَﻲْءٍ ﺇﺫَﺍ ﻓَﻌَﻠْﺘُـﻤُﻮﻩُ ﺗَـﺤَﺎﺑَﺒْﺘُـﻢْ ﺃَﻓْﺸُﻮﺍ ﺍﻟﺴﱠﻼﻡَ ﺑَﻴْﻨَﻜُﻢْ«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你们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天堂，除非你们成
为信士；你们任何人都不能成为信士，除非你们
相互喜爱；真的，我指引你们一件事情，如果你
们做了，它能使你们互相喜爱好吗？它就是：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圣
训集》第 7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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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间当互致色俩目。” ①

-喜爱自己的穆斯林兄弟：
艾奈斯·本·马立克（求主喜悦他）的传述，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ﻻ: ﻗﺎﻝF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ﻳُﺆْﻣِﻦُ ﺃَﺣَﺪُﻛُ ْﻢ ﺣَﺘﱠﻰ ﻳُـﺤِﺐﱠ ﻷَﺧِﻴْـﻪِ ـ ﺃَﻭْ ﻗَﺎﻝَ ﻟِـﺠَﺎﺭِﻩِ ـ ﻣَﺎ ﻳُـﺤِﺐﱡ ﻟِﻨَﻔْﺴِ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你们任何人都没有真正的归信，直至他为
自己的兄弟喜爱（或者是说为自己的邻居），就
像他为自身所喜爱的那样。
”②
P

57F

-尊重邻居和客人，只说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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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ﻣَﻦ: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ﺭﺳﻮﻝ ﺍﷲ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54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45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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ﻛَﺎﻥَ ﻳُﺆْﻣِﻦُ ﺑِﺎﷲ ﻭَﺍﻟﻴَﻮْﻡِ ﺍﻵﺧِﺮِ ﻓَﻠْﻴَـﻘُﻞْ ﺧَﻴْﺮﺍً ﺃَﻭْ ﻟِﻴَﺼْﻤُﺖْ ،ﻭَﻣَﻦْ ﻛَﺎﻥَ
ﻳُﺆْﻣِﻦُ ﺑِﺎﷲ ﻭَﺍﻟﻴَﻮْﻡِ ﺍﻵﺧِﺮِ ﻓَﻠْﻴُﻜْﺮِﻡْ ﺟَﺎﺭَﻩُ ،ﻭَﻣَﻦْ ﻛَﺎﻥَ ﻳُﺆْﻣِﻦُ ﺑِﺎﷲ ﻭَﺍﻟﻴَﻮْﻡِ
ﺍﻵﺧِﺮِ ﻓَﻠْﻴُﻜْﺮِﻡْ ﺿَﻴْﻔَ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谁归信真主与末日，让他说好话或让他保
持沉默；谁归信真主与末日，让他尊重自己的邻
居；谁归信真主与末日，让他尊敬自己的客
① ”。人
58F

P

-劝善戒恶：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Fﻳﻘﻮﻝ» :ﻣَﻦْ ﺭَﺃَﻯ ﻣِﻨْﻜُﻢْ ﻣُﻨْﻜَﺮﺍً ﻓَﻠْﻴُـﻐَﻴﱢﺮْﻩُ ﺑِﻴَﺪِﻩِ ،ﻓَﺈﻥْ ﻟَـﻢْ ﻳَﺴْﺘَﻄِﻊْ
ﻓَﺒِﻠِﺴَﺎﻧِـﻪِ ،ﻓَﺈﻥْ ﻟَـﻢْ ﻳَﺴْﺘَﻄِﻊْ ﻓَﺒِﻘَﻠْﺒِـﻪِ ﻭَﺫَﻟِﻚَ ﺃَﺿْﻌَﻒُ ﺍﻹﻳْـﻤَﺎﻥِ«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1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47 段，原文出自
》《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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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任何人看见罪恶之事，都当用手去制
止之，如果他无能为力，当用嘴去制止之，如果
他还是无能为力，当用心去憎恶之，那属于最弱
的信仰。” ①

-尽忠：
泰秘米·艾勒达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ﺍﻟﺪﱢﻳﻦ: ﻗﺎﻝF ﻋﻦ ﺗﻤﻴﻢ ﺍﻟﺪﺍ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 ﻭَﻟِﻜِﺘَﺎﺑِـﻪِ ﻭَﻟِﺮَﺳُﻮﻟِـﻪِ ﻭَﻟَﺄَﺋِﻤﱠﺔِ ﺍﻟﻤﺴْﻠِـﻤِﻴﻦ،» :َﺍﻟﻨﱠﺼِﻴﺤَﺔُ« ﻗُﻠْﻨَﺎ ﻟِـﻤَﻦْ؟ ﻗَﺎﻝ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ﻭَﻋَﺎﻣﱠﺘِـﻬِـﻢ
“教门就是尽忠。”我们说：“主的使者啊！
为谁尽忠呢？”他说：“忠于真主，忠于他的经
典，忠于他的使者，忠于穆斯林的领袖及穆斯林
大众。
”②
P

60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49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5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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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玛尼是最优越的工作：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有人询
问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哪一项
？工作是最优越的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ﺭَﺳُﻮﻝَ ﺍﷲ  Fﺳُﺌِﻞَ :ﺃَﻱﱡ
ﺍﻟﻌَﻤَﻞِ ﺃَﻓْﻀَﻞُ؟ ﻗَﺎﻝَ» :ﺇﻳﻤَﺎﻥٌ ﺑِﺎﷲ ﻭَﺭَﺳُﻮﻟِـﻪِ« ﻗِﻴْﻞَ ﺛُﻢﱠ ﻣَﺎﺫَﺍ؟ ﻗَﺎﻝَ:
»ﺍﻟﺠِﻬَﺎﺩُ ﻓِﻲ ﺳَﺒِﻴﻞِ ﺍﷲ« ﻗِﻴﻞَ ﺛُﻢﱠ ﻣَﺎﺫَﺍ؟ ﻗَﺎﻝَ» :ﺣَﺞﱞ ﻣَﺒْﺮُﻭﺭٌ«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使者说：
。“信仰真主及其使者
”有人说：
“其
次呢？”使者说：“为主道奋斗。”又问：“再其
①”
。次呢？”使者说：“被接受的朝觐
P61F

-伊玛尼因顺从而增加，因违背而减
少：
 -清高的真主说：
ﻫﻮ ﺍﻟﱠﺬﻱ ﺃﹶﻧﺰﻝﹶ ﺍﻟﺴﻜﻴﻨﺔﹶ ﻓﻲ ﻗﹸﻠﹸﻮﺏﹺ ﺍﳌﹸﺆﻣﻨﹺﲔ ﻟﻴﺰﺩﺍﺩﻭﺍ ﺇﹺﳝﺎﻧﺎﹰ ﻣﻊ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圣
训集》第 8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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ﺇﹺﳝﺎﻧﹺﻬﹺﻢ

]ﺍﻟﻔﺘﺢ ﺁﻳﺔ[(٤) :

【他曾将镇静降在信士们的心中，以便他们
。加强信念
①】
P62F

 -清高的真主说：
ﻭﺇﹺﺫﹶﺍ ﻣﺎ ﺃﹸﻧﺰﹺﻟﹶﺖ ﺳﻮﺭﺓﹲ ﻓﹶﻤﻨﻬﻢ ﻣﻦ ﻳﻘﹸﻮﻝﹸ ﺃﹶﻳﻜﹸﻢ ﺯﺍﺩﺗﻪ ﻫﺬﻩ ﺇﹺﳝﺎﻧﺎﹰ ﻓﹶﺄﹶﻣﺎ
ﺍﻟﱠﺬﻳﻦ ﺁﻣﻨﻮﺍ ﻓﹶﺰﺍﺩﺗﻬﻢ ﺇﹺﳝﺎﻧﺎﹰ ﻭﻫﻢ ﻳﺴﺘﺒﺸﺮﻭﻥﹶ

]ﺍﻟﺘﻮﺑﺔ ﺁﻳﺔ[(١٢٤) :

【当降示一章经的时候，他们中有人说：
‘这
章经使你们中的哪个人更加确信呢？’至于信道
者，那章经使他们更加确信了。同时，他们是快
② 】。乐的
P6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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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٣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Fﻗﺎﻝ:
»ﻻ ﻳَﺰْﻧِﻲ ﺍﻟﺰﱠﺍﻧِﻲ ﺣِﻴﻦَ ﻳَﺰْﻧِﻲ ﻭَﻫُﻮَ ﻣُﺆْﻣِﻦٌ ،ﻭَﻻ ﻳَﺴْﺮِﻕُ ﺍﻟﺴﱠﺎﺭِﻕُ ﺣِﻴﻦَ

①

《胜利章》第 4 节
《忏悔章》第١٢٤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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ﻳَﺴْﺮِﻕُ ﻭَﻫُﻮَ ﻣُﺆْﻣِﻦٌ ،ﻭَﻻ ﻳَﺸْﺮَﺏُ ﺍﻟﺨَـﻤْﺮَ ﺣِﻴﻦَ ﻳَﺸْﺮَﺑُـﻬَﺎ ﻭَﻫُﻮَ ﻣُﺆْﻣِﻦٌ«.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具备完美信仰者，不通奸、不偷盗、不饮
① ”。酒
P64F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4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ﱯ

ﻗﺎﻝ» :ﻳـﺨﺮﺝ ﻣـﻦ

ﺍﻟﻨﺎﺭﹺ ﻣﻦ ﻗﹶﺎﻝﹶ :ﻻ ﺇﻟﹶـﻪ ﺇﻟﱠﺎ ﺍﷲُ ﻭﻛﹶﺎﻥﹶ ﻓﻲ ﻗﹶﻠﹾﺒﹺـﻪ ﻣﻦ ﺍﳋﹶﻴﺮﹺ ﻣﺎ ﻳﺰﹺﻥﹸ ﺷﻌﻴﺮﺓﹰ ،ﺛﹸـﻢ
ﻳـﺨﺮﺝ ﻣﻦ ﺍﻟﻨﺎﺭﹺ ﻣﻦ ﻗﹶﺎﻝﹶ :ﻻ ﺇﻟﹶـﻪ ﺇﻟﱠﺎ ﺍﷲُ ﻭﻛﹶﺎﻥﹶ ﻓﻲ ﻗﹶﻠﹾﺒﹺـﻪ ﻣﻦ ﺍﳋﹶﻴﺮﹺ ﻣﺎ ﻳﺰﹺﻥﹸ
ﺑﺮﺓﹰ ،ﺛﹸﻢ ﻳـﺨﺮﺝ ﻣﻦ ﺍﻟﻨﺎﺭﹺ ﻣﻦ ﻗﹶﺎﻝﹶ :ﻻ ﺇﻟﹶـﻪ ﺇﻟﱠﺎ ﺍﷲُ ﻭﻛﹶﺎﻥﹶ ﻓﻲ ﻗﹶﻠﹾﺒﹺـﻪ ﻣﻦ ﺍﳋﹶﻴﺮﹺ
ﻣﺎ ﻳﺰﹺﻥﹸ ﺫﹶﺭﺓﹰ«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内心有大麦粒重量的信念而说了‘除真主
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者可以脱离火狱，
内心有小麦粒重量的信念而说了‘除真主之外，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475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57 段，原文出自
《穆斯林圣训集》，译者注，圣训学家们说：“这段《圣训》的意思是‘不
”。’做任何违背的事项，就属于完美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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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者可以脱离火狱，内心有
小蚂蚁重量的信念而说了‘除真主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的’者可以脱离火狱。
”①

-否认者在其皈依伊斯兰之前的工
作：
 -如果非穆斯林加入伊斯兰，并且完善伊
斯兰的各项命禁，其之前的过错均得以饶恕，因
为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ﻭﺍﻮﺩﻌﺇﹺﻥ ﻳ ﻭﻠﹶﻒ ﺳﺎ ﻗﹶﺪﻢ ﻣ ﻟﹶﻬﻔﹶﺮﻐﻮﺍ ﻳﻬﻨﺘﻭﺍ ﺇﹺﻥ ﻳ ﻛﹶﻔﹶﺮﻳﻦﻗﹸﻞ ﻟﱢﻠﱠﺬ

-١

[(٣٨) : ]ﺍﻷﻧﻔﺎﻝ ﺁﻳﺔﲔﻟ ﺍﻷَﻭﺖﻨ ﺳﺖﻀ ﻣﻓﹶﻘﹶﺪ
【告诉不信道的人们：如果他们停止战争，
那么，他们以往的罪恶将蒙赦宥；如果他们执迷
不悟，那么，古人的常道已逝去了。
】②
P6F

P

-皈依之前的善功均会获得报酬，按照正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圣
训集》第 193 段
②
《战利品章》第 3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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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传述，哈柯姆·本·黑扎慕曾经对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2ﺃﻥ ﺣﻜﻴﻢ ﺑﻦ ﺣﺰﺍﻡ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ﻟﺮﺳﻮﻝ ﺍﷲ :F
ﺃﺭﺃﻳــﺖَ ﺃﻣﻮﺭﺍً ﻛﻨﺖُ ﺃَﺗَـﺤَﻨﱠﺚُ ﺑﻬﺎ ﻓﻲ ﺍﻟﺠﺎﻫﻠﻴﺔ ﻫﻞ ﻟﻲ ﻓﻴﻬﺎ ﻣﻦ
ﺷﻲء؟ ﻓﻘﺎﻝ ﻟﻪ ﺭﺳﻮﻝ ﺍﷲ » :Fﺃَﺳْﻠَﻤْﺖَ ﻋَﻠَـﻰ ﻣَـﺎ ﺃَﺳْﻠَﻔْﺖَ ﻣِﻦْ
ﺧَﻴْﺮٍ«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您告诉我，我曾经在蒙昧时代的工作，我
能获得回赐吗？”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对他说：“你过去做的善功，对你有回
① ”。赐
P67F

 -谁皈依伊斯兰，然后又作恶，其前后的
罪过都要受到惩罚，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٣ﻟﻘﻮﻟﻪ » :Fﻣَﻦْ ﺃَﺣْﺴَﻦَ ﻓِﻲ ﺍﻹﺳْﻼﻡِ ﻟَـﻢْ ﻳُﺆَﺍﺧَﺬْ ﺑِﻤَﺎ ﻋَﻤِﻞَ ﻓِﻲ
ﺍﻟﺠَﺎﻫِﻠِﻴَّﺔِ ،ﻭَﻣَﻦْ ﺃَﺳَﺎءَ ﻓِﻲ ﺍﻹﺳْﻼﻡِ ﺃُﺧِﺬَ ﺑِﺎﻷَﻭﱠﻝِ ﻭَﺍﻵﺧِﺮِ«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43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23 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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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伊斯兰并且行善者，不会因蒙昧时代的
行为而受到惩罚；皈依伊斯兰而又作恶者，其前
后所有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92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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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伊玛尼的要素
-伊玛尼的要素是六项：就是在天使吉
布拉依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询问先知
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有关伊玛
尼的《圣训》中所提到的，他说：
F ﺣﺪﻳﺚ ﺟﺒﺮﻳﻞ ﻋﻠﻴﻪ ﺍﻟﺼﻼﺓ ﻭﺍﻟﺴﻼﻡ ﺣﻴﻨﻤﺎ ﺳﺄﻝ ﺍﻟﻨﺒﻲ
،ِ ﻭَﺭُﺳُﻠِـﻪ،ِ ﻭَﻛُﺘُﺒِـﻪ،ِ ﻭَﻣَﻼﺋِﻜَﺘِـﻪ، »ﺃَﻥْ ﺗُﺆْﻣِﻦَ ﺑِﺎﷲ:ﻋﻦ ﺍﻹﻳﻤﺎﻥ؟ ﻓﻘﺎﻝ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ﺗُﺆْﻣِﻦَ ﺑِﺎﻟﻘَﺪَﺭِ ﺧَﻴْﺮِﻩِ ﻭَﺷَﺮﱢﻩ،ِﻭَﺍﻟﻴَﻮْﻡِ ﺍﻵﺧِﺮ
“伊玛尼就是你信仰真主，并且相信他的
众天使、经典和使者，相信末日，以及相信好歹
的前定。” ①
P69F

1-信仰真主
信仰真主包含以下四项：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8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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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清高真主的存在：

-真主确已为每个人制定了皈信创造者的
天性
犹如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ﻳﻞﹶﺒﺪ ﺎ ﻻﹶ ﺗﻬﻠﹶﻴ ﻋﺎﺱ ﺍﻟﻨﻲ ﻓﹶﻄﹶﺮ ﺍﻟﹶﺘﺓﹶ ﺍﻟﻠﱠﻪﻄﹾﺮﻨﹺﻴﻔﹰﺎ ﻓّﻳﻦﹺ ﺣﻠﺪ ﻟﻚﻬﺟ ﻭﻢﻓﹶﺄﹶﻗ
[(٣٠) : ]ﺍﻟﺮﻭﻡ ﺁﻳﺔﻠﹾﻖﹺ ﺍﻟﻠﱠﻪﺨﻟ
【你应当趋向正教，（并谨守）真主所赋予
人的本性。真主所创造的，是不容变更的。
】①
P70F

P

-理智证明有一位创造者
万物的争先恐后，相互追逐，它必定要有一
位创造者，创造了它，它绝不可能是自己创造了
自身，它也更可能是意外发生的，从而确定了它
有一位创造者，他就是真主——众世界的养育
者。犹如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ﺍﺕﻮﻤﻠﹶﻘﹸﻮﺍ ﺍﻟﺴ ﺧﻘﹸﻮﻥﹶ ﺃﹶﻡ ﺍﳋﹶﺎﻟﻢ ﻫﺀٍ ﺃﹶﻡﻲﺮﹺ ﺷ ﻏﹶﻴﻦﻘﹸﻮﺍ ﻣﻠ ﺧﺃﹶﻡ
①

《罗马章》第 3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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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٣٦-٣٥) :ﻮﻥﹶ ]ﺍﻟﻄﻮﺭ ﺁﻳﺔﻨﻮﻗﻞ ﻻﱠ ﻳ ﺑﺽﺍﻷَﺭﻭ
【是他们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呢？还是他
们自己就是创造者呢？[36]难道他们曾创造天
地吗？不然，是他们不确信真主。
】①
P71F

P

-感觉证实了超绝万物主的存在
的确，我们看见昼夜的轮回，人类与各种动
物的给养，宇宙万物有条不紊的安排，绝对证实
了清高主宰的存在：
ﺎﺭﹺ ]ﺍﻟﻨﻮﺭﺼﻲ ﺍﻷَﺑﻟﺓﹰ ﻷُﻭﺮﺒ ﻟﹶﻌﻚﻲ ﺫﹶﻟ ﺇﹺﻥﱠ ﻓﺎﺭﻬﺍﻟﻨﻞﹶ ﻭ ﺍﻟﻠﱠﻴ ﺍﻟﻠﱠﻪﻘﹶﻠﱢﺐﻳ
[(٤٤) :ﺁﻳﺔ
【真主使昼夜更迭，对于有悟力者，此中确
有一种鉴戒。】 ②
P72F

P

-真主用人类可以看见或听见的各
种迹象和奇迹援助他的众使者和先知们：
①

《山岳章》第٣٥-36 节
《光明章》第٤٤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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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些超出人能力范畴的事情，真主以此
援助他的众使者，这断然地证明了派遣他们的主
的存在，他就是伟大强悍的安拉——真主。犹如
真主使火对伊布拉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变成凉爽的、和平的，为穆萨（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分开海洋，为尔萨使亡人复活，为穆
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使月亮分开。

-多少次真主应答祈祷者、给予寻求
者、援救苦恼者：毋庸置疑，这些足以证明
超绝万物主的存在、博识和大能。
1-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ﻜﹶﺔ ﺍﳌﹶﻼﺋﻦ ﻣﻛﹸﻢ ﺑﹺﺄﹶﻟﹾﻒﺪﻤﻲ ﻣ ﺃﹶﻧ ﻟﹶﻜﹸﻢﺎﺏﺠﺘ ﻓﹶﺎﺳﻜﹸﻢﺑﻴﺜﹸﻮﻥﹶ ﺭﻐﺘﺴﺇﹺﺫﹾ ﺗ
[(٩) : ]ﺍﻷﻧﻔﺎﻝ ﺁﻳﺔﲔﻓﺩﺮﻣ
【当时，你们求援于你们的主，他就答应了
你们：我要陆续降下一千天使去援助你们。
】①
P73F

①

《战利品章》第 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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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ﻢﺣ ﺃﹶﺭﺖﺃﹶﻧ ﻭﺮ ﺍﻟﻀﻨﹺﻲﺴﻲ ﻣ ﺃﹶﻧﻪﺑﻯ ﺭﺎﺩ ﺇﹺﺫﹾ ﻧﻮﺏَﺃﹶﻳ
ﺔﹰﺣﻤ ﻢ ﺭ ﻬﻌﻢ ﻣﺜﹾﻠﹶﻬﻣ ﻭﻠﹶﻪ ﺃﹶﻫﺎﻩﻨﻴﺁﺗﺮﹴّ ﻭﻦ ﺿ ﻣﺎ ﺑﹺﻪﺎ ﻣﻔﹾﻨ ﻓﹶﻜﹶﺸﺎ ﻟﹶﻪﻨﺒﺠﺘ ﺍﺳﲔﻤﺍﺣﺍﻟﺮ
[(٨٤-٨٣) : ]ﺍﻷﻧﺒﻴﺎﺀ ﺁﻳﺔﻳﻦﺎﺑﹺﺪﻠﹾﻌﻯ ﻟﻛﹾﺮﺫﺎ ﻭﻧﻨﺪ ﻋﻦﻣ
【（你应当叙述）安优布，当时他曾呼吁他
的主（说）
：
“痼疾确已伤害了我，您是最仁慈的。”
[84]我就答应他的请求，而解除他所患的痼疾，
并以他的家属和同样的人赏赐他，这是由于从我
发出的恩惠和对于崇拜我者的记念。】 ①
P74F

P

-法律证实了清高、超绝万物主的存
在：
真主降示给众先知和使者们的经典中的法
律包含了对众生的裨益，从而证实了那些经典是
来自于明哲的、大能的养育主，他彻知对众仆的
裨益。

①

《众先知章》第 83-8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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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真主是独一无二的养育者：
养育者拥有创造、掌管和主持权，只有真主
是创造者、是掌管者，一切事情，都是真主所主
持的，万物都是他创造的，所有的权力都归他，
所有的事情都归他主持，他是万能的、是至慈的、
是无求的、是可颂的主，当仆人向他祈求怜悯时，
他怜悯之；当仆人向他祈求饶恕时，他恕饶之；
当仆人向他寻求时，他给予之；当向他祈祷时，
他应答之；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瞌
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他。
1-清高的真主说：
: ]ﺍﻷﻋﺮﺍﻑ ﺁﻳﺔﲔﺎﻟﹶﻤ ﺍﻟﻌﺏ ﺭ ﺍﻟﻠﱠﻪﻙﺎﺭﺒ ﺗﺮﺍﻷَﻣ ﻭ ﺍﳋﹶﻠﹾﻖﺃﹶﻻﹶ ﻟﹶﻪ
[(٥٤)
【真的，创造和命令只归他主持。多福哉真
主——全世界的主！
】①
P75F

①

《高处章》第 5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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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高的真主说：
ٍﺀﻲﻠﹶﻰ ﻛﹸﻞﱢ ﺷ ﻋﻮﻫ ﻭﻴﻬﹺﻦﺎ ﻓﻣﺽﹺ ﻭﺍﻷَﺭ ﻭﺍﺕﻮﻤ ﺍﻟﺴﻠﹾﻚ ﻣﻠﱠﻪﻟ
[(١٢٠) : ]ﺍﳌﺎﺋﺪﺓ ﺁﻳﺔﻳﺮﻗﹶﺪ
【天地万物的国权只是真主的，他对于万事
是全能的。
】①
P76F

- 我们知道并坚信伟大的真主创造了众
生、创造了万物，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天地万物，
创造了太阳与月亮，创造了黑夜与白昼、水、植
物、人、动物、山岳和海洋。
[(٢) :ﻳﺮﺍﹰ ]ﺍﻟﻔﺮﻗﺎﻥ ﺁﻳﺔﻘﹾﺪ ﺗﻩﺭﺀٍ ﻓﹶﻘﹶﺪﻲ ﻛﹸﻞﱠ ﺷﻠﹶﻖﺧﻭ
【他创造万物，并加以精密的注定。
】②
P7F

-真主凭着大能创造了所有的一切，没有
任何一位部长、没有指导员、更没有援助者，超
绝万物的真主是独一无二的强悍的主，他凭着自

①

《筵席章》第 120 节
《准则章》第 2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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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大能升上“阿尔西”，他凭着自己的意欲铺
展大地，他凭着自己的意志创造了众生，他凭着
自己的大能制服了众仆，他是东方和西方的主，
除他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
是维护万物的主。

- 我们知道并坚信超绝万物的真主大能
于万物，包罗万象，统治一切，彻知一切，他宰
制一切，众生对他的伟大而俯首听命，一切声音
将为他的庄严而安静下来，所有的势力因他的强
悍而卑躬屈膝，众目不能见他，他却能见众目；
他是精明的，是彻知的；真主确是为所欲为的，
。
真主必定判决他所欲判决的。
(ÆÅÄÃÂÁÀ¿¾½¼)

.[٨٢/]ﻳﺲ

【当他欲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他对事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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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声：‘有’，它就有了。
】①

-超绝万物的真主彻知天地间的一切，他
是全知幽明的、是伟大的、是崇高的主，他知道
山岳的重量，知道海洋的分量，知道雨水滴下的
数目，知道树叶和沙粒的数量，他知道漆黑的夜
晚覆盖的与白昼照耀的一切。
ﺎﻣﺤﺮﹺ ﻭ
 ﺍﻟﹾﺒ ﻭﺮﻲ ﺍﻟﺒﺎ ﻓ ﻣﻠﹶﻢﻌﻳ ﻭﻮﺎ ﺇﹺﻻﱠ ﻫﻬﻠﹶﻤﻌﺐﹺ ﻻﹶ ﻳﻴ ﺍﻟﻐﺢﻔﹶﺎﺗ ﻣﻩﻋﻨﺪ
ﺎﺑﹺﺲﹴﻻﹶ ﻳﻃﹾﺐﹴ ﻭﻻﹶ ﺭﺽﹺ ﻭ ﺍ َﻷﺭﺎﺕﻲ ﻇﹸﻠﹸﻤ ﻓﺔﺒﻻﹶ ﺣﺎ ﻭﻬﻠﹶﻤﻌ ﺇﹺﻻﱠ ﻳﻗﹶﺔﺭﻦ ﻭﻘﹸﻂﹸ ﻣﺴﺗ
[(٥٩) :]ﺍﻷﻧﻌﺎﻡ ﺁﻳﺔ

ﺒﹺﲔﹴﺎﺏﹴ ﻣﺘﻲ ﻛﺇﹺﻻﱠ ﻓ

【真主那里，有幽玄的宝藏，只有他认识那
些宝藏。他认识陆上和海中的一切；零落的叶子，
没有一片是他不认识的，地面下重重黑暗中的谷
粒，地面上一切翠绿的，和枯槁的草木，没有一
样不详载在天经中。
】②
P79F

①

《雅辛章》第 82 节
《牲畜章》第 59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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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并坚信伟大尊严的真主时时
都有事物处理，的确，天地间的任何物都不能瞒
真主，他处理万事，派风，降及时雨，使已死的
大地复活，使意欲者高贵，使意欲者卑贱，使死
者生，使生者死，赏赐，制止，使卑贱、使高贵
的主宰。
ٍﺀﻲ ﺑﹺﻜﹸﻞﱢ ﺷﻮﻫ ﻭﻦﺎﻃﺍﻟﹾﺒ ﻭﺮﺍﻟﻈﱠﺎﻫ ﻭﺮﺍﻵﺧﻝﹸ ﻭ ﺍﻷَﻭﻮﻫ
[(٣) : ]ﺍﳊﺪﻳﺪ ﺁﻳﺔﻴﻢﻠﻋ
【他是前无始后无终的，是极显著极隐微
的，他是全知万物的。】 ①
P80F

-我们知道并坚信天地间所有的仓库都归
真主，所有存在的事物，其仓库都是在真主的阙
前，水库、植物的仓库、风库、矿产的仓库、健
康的仓库、安定团结的仓库、恩惠的仓库、刑罚
的仓库、怜悯的仓库、引导的仓库、力量的仓库、

①

《铁章》第 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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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仓库、这些以及其它的仓库都在真主的阙
前，由真主亲手掌管。
ﺭﹴ ﺇﹺﻻﱠ ﺑﹺﻘﹶﺪﻟﹸﻪﺰﻨﺎ ﻧﻣ ﻭﻪﻨﺍﺋﺰﺎ ﺧﻧﻨﺪﺀٍ ﺇﹺﻻﱠ ﻋﻲﻦ ﺷﺇﹺﻥ ﻣﻭ
[(٢١) :ﻠﹸﻮﻡﹴ ]ﺍﳊﺠﺮ ﺁﻳﺔﻌﻣ
【每一种事物，我这里都有其仓库，我只依
定数降下它。】 ①
P81F

-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会坚信真
主的大能、真主的崇高、真主的权力、真主的伟
大、真主的知识、真主的宝藏、真主的慈爱、以
及真主独一无二的特性，心灵倾向他，心胸因崇
拜他而开拓，肢体服从他，舌头时时提及他，赞
他伟大、赞他至大、赞他清静、赞颂他；只向他
祈求，只求他援助，只托靠他，只畏惧他，只崇
拜他。
ﻠﹶﻰ ﻋﻮﻫ ﻭﻭﻩﺪﺒﺀٍ ﻓﹶﺎﻋﻲ ﻛﹸﻞﱢ ﺷﻖﺎﻟ ﺧﻮ ﺇﹺﻻﱠ ﻫ ﻻﹶ ﺇﹺﻟﹶﻪﻜﹸﻢﺑ ﺭ ﺍﻟﻠﱠﻪﻜﹸﻢﺫﹶﻟ
①

《石谷章》第٢١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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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١٠٢) :]ﺍﻷﻧﻌﺎﻡ ﺁﻳﺔ

ﻴﻞﹲﻛﺀٍ ﻭﻲﻛﹸﻞﱢ ﺷ

【这是真主，你们的主，除他外，绝无应受
崇拜的。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故你们当拜他。他
是万物的监护者。】 ①
P82F

相信超绝万物主独一无二的神性：
-我们知道并坚信真主是独一的，他是真
正的主宰，他绝无伙伴，他是真正应受崇拜的主
宰，他是众世界的养育者，众世界的主宰，我们
根据法律规定崇拜他，完全地为他卑躬屈膝、喜
爱和敬重他。

- 我们知道并坚信真主独一无二的养育
性、同样我们也坚信他独一无二的神性，我们只
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我们远离他之外的任何崇
拜。

①

《牲畜章》第 10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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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ﺍﻟﺒﻘﺮﺓ ﺁﻳﺔ

ﻴﻢﺣ ﺍﻟﺮﻦﻤﺣ ﺍﻟﺮﻮ ﺇﹺﻻﱠ ﻫ ﻻﱠ ﺇﹺﻟﹶﻪﺪﺍﺣ ﻭ ﺇﹺﻟﹶﻪﻜﹸﻢﺇﹺﻟﹶﻬﻭ
[(١٦٣)

【你们所当崇拜的，是唯一的主宰；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至仁的，是至慈的。
】①
P83F

-真主之外所有被崇拜的，其神性都是虚
妄的，其崇拜都是无效的。
ﺃﹶﻥﱠ ﺍﻟﻠﱠﻪﻞﹸ ﻭﺎﻃ ﺍﻟﺒﻮ ﻫﻭﻧﹺﻪﻦ ﺩﻮﻥﹶ ﻣﻋﺪﺎ ﻳﺃﹶﻥﱠ ﻣ ﻭ ﺍﳊﹶﻖﻮ ﻫ ﺑﹺﺄﹶﻥﱠ ﺍﻟﻠﱠﻪﻚﺫﹶﻟ
[(٦٢) :ٍ ]ﺍﳊﺞ ﺁﻳﺔ ﺍﻟﻜﹶﺒﹺﲑﻲﻠ ﺍﻟﻌﻮﻫ
【这是因为真主是真实的，他们舍真主而祈
祷的（偶像）是虚妄的；又因为真主是至尊的，
是至大的。
】②
P84F

相信真主的美名和属性：
意思是：理解、背记并且承认真主的美名和
属性，以此崇拜真主，遵守它的内涵。认识真主
①

《黄牛章》第 163 节
《朝觐章》第 62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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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伟大、尊贵和尊严的属性，仆人的内心充
满对真主的畏惧和敬重。
认识真主强大、大能和威力的属性，在养主
的阙前，仆人的内心充满卑躬屈膝、无能力和谦
恭。
认识真主慈爱、行善、慷慨、大方的属性，
使仆人的内心充满对真主的恩典、慈恩和慷慨的
渴望。
明白权势、大能、强有力等特性的含义，在
养主的阙前，内心充满谦逊、卑躬屈膝和恭顺。
明白仁慈、慈爱、慷慨和大方等特性的含义，
内心充满对真主的恩典、慈恩和慷慨的渴望与喜
爱。
明白知识、彻知等特性的含义，让仆人知道
自己的养主监视着他一切的言行举止。
这所有的特性都责成仆人喜爱真主，渴望真
主，以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去接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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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认真主为其自身所确定的、或他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他确认的所
有美名和特性，我们相信它，以及它所证实的含
义和标志。我们坚信真主是“至慈的”，它的含
义是：真主是拥有慈爱者；从这个尊名中的标志
有：他随意地慈爱所意欲者。他其他所有的尊名
也都是如此，我们承认所有符合伟大的、尊严的
真主的含义和标志，不对其加以歪曲、否认、篡
改和比拟，根据清高真主的言词为限度：
[(١١) :]ﺍﻟﺸﻮﺭﻯ ﺁﻳﺔ

ﲑﺼ ﺍﻟﺒﻴﻊﻤ ﺍﻟﺴﻮﻫﺀٌ ﻭﻲ ﺷﻪﺜﹾﻠ ﻛﹶﻤﺲﻟﹶﻴ

【任何物都不与他相似。他确是全聪的，确
是全明的。
】①
P85F

我们知道并坚信独一无二的真主有许多
美名和至高的特性，我们以此祈祷他：
1.清高的真主说：
①

《协商章》第 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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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ﺍﳌﺎﺋﺪﺓ ﺁﻳﺔﲔﺎﻟﹶﻤ ﺍﻟﻌﺏ ﺭ ﺍﻟﻠﱠﻪﻙﺎﺭﺒ ﺗﺮﺍﻷَﻣ ﻭ ﺍﳋﹶﻠﹾﻖﺃﹶﻻﹶ ﻟﹶﻪ
[(180)
【真的，创造和命令只归他主持。多福哉真
主——全世界的主！
】①
P86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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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
有九十九个尊名，谁记住了它 ②，谁就能进入天
P87F

P

堂。” ③
P8F

-真主的尊名：
伟大、尊严的真主的美名证实了他的完美特
性，“”ﺍﻷﻭﺻﺎﻑ派生于“”ﺍﻟﺼﻔﺎﺕ，那是“”ﺃﲰﺎﺀ，这
是“”ﺃﻭﺻﺎﻑ
，因此它就成为了“；”ﺣﺴﲎ有关真主、
真主的尊名和特性的知识属于最高尚的知识。伟

①

《高处章》第 180 节
译者注：这里的目的是反复地背记，或者是指恭顺地背记它的意义，
遵循它的内在含义。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739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677 段
②

103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大、尊严真主的尊名有：
安拉（）ﺍﷲ
：他是应该受到众生崇拜的真主，
喜爱他、尊重他、对他卑躬屈膝，需要时求助于
他。
他是普慈的、特慈的（）ﺍﻟﺮﲪﻦ ﺍﻟﺮﺣﻴﻢ：他的慈
爱包罗万象。
他是掌权的（）ﺍﳌﻠﻚ
：他是的掌管万物者。他
是掌权者（）ﺍﳌﺎﻟﻚ：他掌管所有的王权、财产和仆
人。他是君主、持有者（）ﺍﳌﻠﻴﻚ：在他的王权中执
行命令，把国权赏赐自己所意欲的人，把国权从
他所意欲者的手中消除。
他是至洁的（）ﺍﻟﻘﺪﻭﺱ：他没有任何不足和缺
点，他具备完美的属性，他完美无瑕。
他是健全的（）ﺍﻟﺴﻼﻡ：没有任何污点、残疾
和欠缺。
他是保佑的（）ﺍﳌﺆﻣﻦ
：他赐予仆人平安，免遭
压迫，他创造平安，并将其恩赐于他所意欲的人。
104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他是见证的（）ﺍﳌﻬﻴﻤﻦ：他见证仆人所做的一
切，任何事情都不能隐瞒他。
他是万能的（）ﺍﻟﻌﺰﻳﺰ
：所有的能力全归他，他
是无所不能的万能者，是不可抗拒的强大者，是
万物对其卑躬屈膝的万能者。
他是尊严的（）ﺍﳉﺒﺎﺭ：他是超越众生的至高无
上者，他随意地制服他们，他拥有援助仆人的伟
大和威严，改善他们的状况。
他是尊大的（）ﺍﳌﺘﻜﱪ：他是超出众生属性的尊
大者，没有任何事物与他相似，他是远离一切危
害和压迫的伟大者。
他是至大的（）ﺍﻟﻜﺒﲑ：他是至大的，除他之外，
一切都是渺小的，他拥有天地间的伟大。
他是创造者（）ﺍﳋﺎﻟﻖ：他是从无创造万物的创
造者。他是创造者（）ﺍﳋﻼﹼﻕ：他是以着自己的大
能创造万有的主宰。
他是造化者（）ﺍﻟﺒﺎﺭﺉ：他是造化万物、以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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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大能创造他们的主宰，并从中挑选部分，使
他们成为纯洁无瑕的。
他是赋形者（）ﺍﳌﺼﻮﺭ：他为被造物赋予不同
的形态——高、矮、大、小。
他是博施的（）ﺍﻟﻮﻫﺎﺏ：慷慨大方地赐予，永
不间断地恩赐。
他是供给万物的（）ﺍﻟﺮﺯﺍﻕ：他的供给足够众
生。他是供给者（）ﺍﻟﺮﺍﺯﻕ：他创造给养，供给万
物。
他是至赦的、赦宥的（）ﺍﻟﻐﻔﻮﺭ ﺍﻟﻐﻔﺎﺭ：众所周知
的饶恕、宽恕和原谅。他是赦宥者（）ﺍﻟﻐﺎﻓﺮ：掩盖
仆人的一切罪过者。
他是不可抗拒的（）ﺍﻟﻘﺎﻫﺮ：他是崇高的、主宰、
统治众仆的，众仆为他卑躬屈膝，顺服他的强悍。
统治的（）ﺍﻟﻘﻬﺎﺭ：他随意地制服万物，他是主宰一
切者，除他之外都是被制服者。
他是裁判的（）ﺍﻟﻔﺘﺎﺡ：他在仆人之间正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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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地裁决，为他们打开慈悯和给养之门，援助归
信的仆人，唯一知道幽玄知识者。
他是全知的（）ﺍﻟﻌﻠﻴﻢ：任何事情都不能隐瞒他。
他是全知的（）ﺍﻟﻌﺎﱂ：他知道一切公开的和隐藏的，
明显的和暗藏的，语言和行为，幽玄的和见证的，
确知幽玄的知识。
他是尊严的（ﻴﺪ）ﺍ
：赞美他的行为，众生赞
美他的伟大，赞颂他的尊贵、伟大和恩惠。
他是养育的（）ﺍﻟﺮﺏ：自由掌管者，养育万物，
掌管众生，供给他的创造物，在今后两世对他们
执行命令，除他之外绝无主宰，除他之外绝无养
育者。
他是至尊大的（）ﺍﻟﻌﻈﻴﻢ：在他的权力中拥有
崇高和尊严。
他是宽恩的（）ﺍﻟﻮﺍﺳﻊ：他的慈恩包罗万物，
他供给众生的给养，拥有崇高、统治和王权的宽
恩者，恩惠和施恩的宽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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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尊贵的（）ﺍﻟﻜﺮﱘ
：他拥有伟大的尊严，持
之以恒地慈恩，没有任何欠缺与残疾。至贵的
（）ﺍﻷﻛﺮﻡ：他的赠与和恩惠普及万物。
他是至爱的（）ﺍﻟﻮﺩﻭﺩ：他喜爱顺服、皈依和
赞颂他的人，他善待他们以及其他的人。
他是赐食禄的（）ﺍﳌﻘﻴﺖ：他维护一切，监督一
切，供给众生食禄。
他是厚报的（）ﺍﻟﺸﻜﻮﺭ
：加倍报赏，消除过错。
他是酬谢的（）ﺍﻟﺸﺎﻛﺮ：酬劳轻而易举地顺从者，
给予其丰厚的报赏、恩惠，喜爱少许的感谢。
他是深知的（）ﺍﻟﻠﻄﻴﻒ：任何事情都不能隐瞒
他，他亲切地对待崇拜自己的善人，在他们不知
不觉的时候。他是深知的，众目不能见他。
他是宽仁的（）ﺍﳊﻠﻴﻢ：他并没有因仆人的罪过
而迅速地惩罚他们，而是宽容他们，以便他们悔
过自新。
他是彻知的（）ﺍﳋﺒﲑ：众生中的任何事情都不
108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能隐瞒他——动或静、说话或沉默，大或小。
他是保佑的（）ﺍﳊﻔﻴﻆ
：他保护自己的创造物，
他的知识包罗万物。保护者（）ﺍﳊﺎﻓﻆ：他保护仆
人所有的工作，保护他的爱仆免于犯罪。
他是监督的（）ﺍﻟﺮﻗﻴﺐ：他监督仆人的所有状
况，不会遗忘护佑任何他所保护的人。
他是全聪的（）ﺍﻟﺴﻤﻴﻊ：全听一切的声音，他
的全聪包含所有的声音，倾听各种不同的语言、
文字与需要，不会使他烦劳，明显与暗藏、远与
近在他跟前都是相同的。
他是全明的（）ﺍﻟﺒﺼﲑ：全明所有的事情，彻
知仆人的一切需求和工作，谁应获得引导，谁应
遭受迷误，他不会忘却任何事情。
他是至高的、至尊的、崇高的（ ﺍﻟﻌﻠﻲ ﺍﻷﻋﻠﻰ
）ﺍﳌﺘﻌﺎﻝ：他拥有至高的王权，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他
的管理和王权之下；他是至尊的，没有比他更尊
大的；他是至高的，没有比他更崇高的；他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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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没有比他更伟大的。
他是至睿的（）ﺍﳊﻜﻴﻢ：他根据自己的明哲和
工作安排万物，至睿充满他的言行。他是公断的
裁决者（）ﺍﳊﻜﻢ ﺍﳊﺎﻛﻢ：顺服他的裁决，不会虐待、
更不会亏枉任何人。
他是维护万物的（）ﺍﻟﻘﻴﻮﻡ：他自己主持，不需
要任何人；他主持他人的事物，主持安排处理众
生的所有事情，瞌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
他。
他是单一的、独一的（）ﺍﻟﻮﺍﺣﺪ ﺍﻷﺣﺪ：他独自具
备所有完美的特性，没有任何一物参与他完美的
特性。
他是永活的（）ﺍﳊﻲ：他是永生不灭的。
他是报偿的、清算的（）ﺍﳊﺎﺳﺐ ﺍﳊﺴﻴﺐ：他赏赐
自己的仆人，他们绝对需要他的恩赐，清算自己
的仆人。
他是见证的（）ﺍﻟﺸﻬﻴﺪ：他熟悉万事万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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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包罗万象，他见证自己的仆人们及其工
作。
他是至强的、可托的（）ﺍﻟﻘﻮﻱ ﺍﳌﺘﲔ：他是至强
的，没有任何战胜者能战胜他，也没有任何逃亡
者能够逃脱，他的强悍永不间断。
他是保护的（）ﺍﻟﻮﱄ：安排处理的掌权者。他
是主持的（）ﺍﳌﻮﱃ：喜爱援助归信的仆人们。
他是可赞的（）ﺍﳊﻤﻴﺪ：他是应该享受赞颂的，
赞颂他的美名、特性、行为、言语、恩惠、法律
和大能。
他是万物所仰赖的（）ﺍﻟﺼﻤﺪ：完美的传达他
的荣耀、伟大和慷慨，万物所有的需求都仰赖他。
他是大能的、能够的、全能的（ ﺍﻟﻘﺪﻳﺮ ﺍﻟﻘﺎﺩﺭ
）ﺍﳌﻘﺘﺪﺭ：他是全能的、是无所不能的,他不会任何
事情，他拥有完美的、永不间断的、包罗万象的
能力。
他是监护的（）ﺍﻟﻮﻛﻴﻞ
：对万物执行他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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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保护的（）ﺍﻟﻜﻔﻴﻞ：保护所有的事情，所有的
生命，承担众生的给养，负责改善他们的利益。
他是富足的（）ﺍﻟﻐﲏ
：他无求于任何被造物，
他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人或物。
他是真实的、明细的（）ﺍﳊﻖ ﺍﳌﺒﲔ：他的存在
：
是无庸置疑的，是众生都知道的。明细的（）ﺍﳌﺒﲔ
他为众生阐明了今后两世的成功之路。
他是光明的（）ﺍﻟﻨﻮﺭ
：他照耀天地，照耀认识
并且相信真主者的心。
他是具有尊严的、大德的（ﺍﻡﺍﻹِﻛﹾﺮ）ﺫﹸﻭ ﺍﳉﹶﻼﻝﹺ ﻭ：
他是唯一应该受到敬畏、受到赞颂的，他具有伟
大的、尊严的，具有慈爱的、恩惠的。
他是仁爱的（）ﺍﻟﱪ：他慈爱、怜悯自己的仆
人，并且善待他们。
他是至宥的（）ﺍﻟﺘﻮﺍﺏ：他接受忏悔者的忏悔，
饶恕悔过自新者，并为自己的仆人规定了忏悔并
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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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至恕的（）ﺍﻟﻌﻔﻮ：他的宽恕容纳了仆人所
有的过错，尤其是伴随着忏悔和求饶恕。
他 是 怜 悯 的 （）ﺍﻟﺮﺀﻭﻑ： 他 是 具 有 怜 恤 的 ，
（）ﺍﻟﺮﺃﻓﺔ：是最怜恤、最慈悲的。
他是前无始的（）ﺍﻷﻭﻝ：在他之前没有任何存
在的。
他是后无终的（）ﺍﻵﺧﺮ：在他之后也不会有任
何存在的。
他是极显著的（）ﺍﻟﻈﺎﻫﺮ：没有比他更显著的。
他是极隐微的（）ﺍﻟﺒﺎﻃﻦ：也没有比他更隐微的。
他是继承的 （）ﺍﻟﻮﺍﺭﺙ
：在万物毁灭之后他是
唯一永存的，万物都将归于他，他是最后的归宿，
是永生不灭的。
他是周知的（）ﺍﶈﻴﻂ
：他的大能彻知万物，任
何被造物都不可能漏掉或逃脱，他洞悉万物，统
计其数量。
他是临近的（）ﺍﻟﻘﺮﻳﺐ
：他比任何人都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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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祈祷者，与以各种顺从和善功接近他的人
们。
他是引导的（）ﺍﳍﺎﺩﻱ
：他引导其他的人们奔向
有益于他们的，他引导自己的仆人，为他们阐明
真伪之路。
他是开创的（）ﺍﻟﺒﺪﻳﻊ：没有类似的、也没有相
像的，他创造前所未有的万物。
他是创造的（）ﺍﻟﻔﺎﻃﺮ
：他创造万物，创造前所
未有的天地。
他是满足的（）ﺍﻟﻜﺎﰲ
：他能满足被造物所有的
需求。
他是征服的（）ﺍﻟﻐﺎﻟﺐ：他是永不可抗拒者，
他支配所有的需求者，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驳斥他
的判决，或阻止他执行的命禁，对于他的判决没
有任何反击者，对于他的断法也没有任何评论
者。
他是支持的、援助的（）ﺍﻟﻨﺎﺻﺮ ﺍﻟﻨﺼﲑ：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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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使者们，及其追随者，以其独一无二的援
助，战胜他们的敌人。
他是援助的（）ﺍﳌﺴﺘﻌﺎﻥ：他不需要寻找任何帮
助，然而，他的爱仆、他的敌人需要他的援助，
他援助所有求助的人们。
他是拥有天梯的（）ﺫﻭ ﺍﳌﻌﺎﺭﺝ：众天使和精神
升到他那里，一切善功和优美的言行上升到他那
里。
他是博施恩惠的（）ﺫﻭ ﺍﻟﻄﻮﻝ：他对众生广施恩
典、恩惠和幸福。
他是有宏恩的（）ﺫﻭ ﺍﻟﻔﻀﻞ：他掌管一切，对
他的仆人广施各种恩惠。
他是温和的（）ﺍﻟﺮﻓﻴﻖ：他喜爱温和与温和的人，
他怜恤仆人，慈爱他们。
他是美观的（）ﺍﳉﻤﻴﻞ：他的本体、尊名、特
性和行为都是美的。
他是美洁的（）ﺍﻟﻄﻴﺐ：没有任何不足与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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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医治的（）ﺍﻟﺸﺎﰲ：他是唯一医治所有的不
幸、残疾和疾病者。
他是可赞的（）ﺍﻟﺴﺒﻮﺡ：他没有任何缺点与不
足，七层天地及其中的万物都赞颂他。
他是独一的（）ﺍﻟﻮﺗﺮ
：他是独一无二，没有相
似的，更没有同等的，独一喜爱单独的善功和顺
从。
他是报应的（）ﺍﻟﺪﻳﺎﻥ：他清算仆人，并对他们
进行赏罚。复生日，对他们之间进行判决。
他是使向前的、使落后的（）ﺍﳌﻘﺪﻡ ﺍﳌﺆﺧﺮ：他使
意欲者向前，使意欲者落后，使意欲者卓越，使
意欲者卑贱。
他是仁慈的（）ﺍﳊﻨﺎﻥ
：他慈爱自己的仆人，赐
予行善者荣誉，饶恕犯错的人。
他是施恩的（）ﺍﳌﻨﺎﻥ：在寻求之前就慷慨赐予，
多多的给予恩惠，赏赐他的仆人各种恩典、恩惠、
给养和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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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使人窘迫的（）ﺍﻟﻘﺎﺑﺾ：他从他所意欲者
那里收起他的恩典。
他是使人宽裕的（）ﺍﻟﺒﺎﺳﻂ：他散播他的恩惠，
使他宜于的仆人富裕。
他是知耻的、掩盖的（）ﺍﳊﻴﻲ ﺍﻟﺴﺘﲑ
：他喜爱知
耻的人，掩盖仆人。他掩盖仆人的许多过错和缺
点。
他是主事的（）ﺍﻟﺴﻴﺪ
：完美地荣耀、崇高、大
能和其他特性。
他是善报的（）ﺍﶈﺴﻦ
：对众生多施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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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信仰
-伊斯兰的基本就是信仰伟大、尊严的真
主，坚信真主和他的尊名及特性、行为、宝藏、
许约、警告；所有的工作和功修都是建立在这一
基础上的，接受善功也是建立在这一伟大的根基
上的；如果这一信仰衰弱了，那么，它就会欠损，
所有的工作和功修就不完美，各种状况就会不理
想。

为了我们的生活充满信仰，有增无
减，那么，必须知道以下事项：
1-我们知道并坚信万事万物的创造者是真
主，无论是明显的、还是隐藏的，无论是大的、
还是小的。天地的创造者是真主，阿尔西的创造
者是真主，星辰的创造者是真主，海洋、山岳的
创造者是真主，生物（人、动植物）和无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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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是真主，乐园的创造者是真主，火狱的创
造者是真主：
h g f e d c b a ` _)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

.[٦٢/( ]ﺍﻟﺰﻣﺮi

【真主是创造万物的，也是监护万物的。
】①
P89F

我们说这些，我们听它，我们思考它，我们
用视觉和思维去观看宇宙和《古兰经》中的迹象，
直至信仰在我们的心中根深蒂固，真主确已以此
命令我们。

-清高的真主说：
ﺬﹸﺭﺍﻟﻨ ﻭﺎﺕﻨﹺﻲ ﺍﻵﻳﻐﺎ ﺗﻣﺽﹺ ﻭﺍﻷَﺭ ﻭﺍﺕﻮﻤﻲ ﺍﻟﺴﺎﺫﹶﺍ ﻓﻭﺍ ﻣﻗﹸﻞﹺ ﺍﻧﻈﹸﺮ
[(١٠١) :ﻮﻥﹶ ]ﻳﻮﻧﺲ ﺁﻳﺔﻨﻣﺆﻡﹴ ﻻﱠ ﻳ ﻗﹶﻮﻦﻋ
【你说：“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的森罗万
象。一切迹象和警告者，对于不信道的民众是毫
无裨益的。
】②
P90F

①

《队伍章》第 62 节
《优努斯章》第 101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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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٢٤) :ﺎ ]ﳏﻤﺪ ﺁﻳﺔﻠﹶﻰ ﻗﹸﻠﹸﻮﺏﹴ ﺃﹶﻗﹾﻔﹶﺎﻟﹸﻬ ﻋﺁﻥﹶ ﺃﹶﻡﻭﻥﹶ ﺍﻟﻘﹸﺮﺮﺑﺪﺘﺃﹶﻓﹶﻼﹶ ﻳ
【他们怎么不沉思《古兰经》呢？难道他
们的心上有锁？】 ①
P91F

-清高的真主说：
ﺎﺎﻧﺎﹰ ﻓﹶﺄﹶﻣ ﺇﹺﳝﻩﺬ ﻫﻪﺗﺍﺩ ﺯﻜﹸﻢﻘﹸﻮﻝﹸ ﺃﹶﻳﻦ ﻳﻢ ﻣﻬﻨﺓﹲ ﻓﹶﻤﻮﺭ ﺳﺎ ﺃﹸﻧﺰﹺﻟﹶﺖﺇﹺﺫﹶﺍ ﻣﻭ
[(١٢٤) :]ﺍﻟﺘﻮﺑﺔ ﺁﻳﺔ

ﻭﻥﹶﺮﺸﺒﺘﺴ ﻳﻢﻫﺎﻧﺎﹰ ﻭ ﺇﹺﳝﻢﻬﺗﺍﺩﻮﺍ ﻓﹶﺰﻨ ﺁﻣﻳﻦﺍﻟﱠﺬ

【当降示一章经的时候，他们中有人说：
‘这
章经使你们中的哪个人更加确信呢？’至于信道
者，那章经使他们更加确信了。同时，他们是快
乐的。】 ②
P92F

2-我们知道并坚信是真主创造了万物及其
作用，他创造了眼睛，其作用是看；创造了耳朵，
其作用是听；创造了舌头，其作用是说；创造了
太阳，其作用是发光；创造了火，其作用是燃烧；

①

《穆罕默德章》第 24 节
《忏悔章》第١٢٤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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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树木，其作用是果实等等。
3-我们知道并坚信掌管者、安排者和处理
者，他是独一无二的真主，天地间所有的被造物
——不论其大小，都属于真主的奴仆、贫穷者；
他们不能为自身掌管丝毫祸福和援助，也不能掌
管生死和复活，真主是他们的掌管者，他们需要
真主的援助，而真主却无求于他们。
他是管理宇宙、处理众生事务的超绝万物的
主宰。自由地处理天地间的万物——处理河流与
海洋、火与风、生物与植物、星辰与无机物、首
领与部长、富人与穷人、强者与弱者等等，他是
独一无二的真主。
伟大、尊严的真主凭着他自己的大能、哲理
和知识自由的安排处理；的确，他创造某物，然
后凭着自己的大能剥夺其功能，你确已发现：有
眼不能观，耳不能听，舌不能言，海水不会淹没，
火不会烧毁，的确，那都是超绝万物的真主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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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因为他可以自由地处理万物，除他之外，绝
无神灵，他是独一的、强悍的主，是大能于万物
的主。

- 部分心灵受被造物的影响比受其创造
者的影响更多，因为部分心灵牵挂着被造物，从
而忽视了超绝万物的创造者。我们应当根据知
识、根据对被造物的观察，来认识创造、以及赋
予其形象的创造者，我们只崇拜独一无二的他
——真主。
清高的真主说：
ﺎﺭﺼﺍﻷَﺑ ﻭﻊﻤ ﺍﻟﺴﻚﻠﻤﻦ ﻳﺽﹺ ﺃﹶﻣﺍﻷَﺭﺎﺀِ ﻭﻤ ﺍﻟﺴﻦﻗﹸﻜﹸﻢ ﻣﺯﺮﻦ ﻳُﻗﻞﹾ ﻣ
ﻘﹸﻮﻟﹸﻮﻥﹶﻴ ﻓﹶﺴﺮ ﺍﻷَﻣﺮﺑﺪﻦ ﻳﻣ ﻭ ﺍﳊﹶﻲﻦ ﻣﺖ ﺍﳌﹶﻴﺮﹺﺝﺨﻳ ﻭﺖ ﺍﳌﹶﻴﻦ ﻣ ﺍﳊﹶﻲﺮﹺﺝﺨﻦ ﻳﻣﻭ
ﻰﻼﻝﹸ ﻓﹶﺄﹶﻧ ﺇﹺﻻﱠ ﺍﻟﻀ ﺍﳊﹶﻖﺪﻌﺎﺫﹶﺍ ﺑ ﻓﹶﻤ ﺍﳊﹶﻖﻜﹸﻢﺑ ﺭ ﺍﻟﻠﱠﻪﻜﹸﻢ ﻓﹶﺬﹶﻟﻖﺘ ﻓﹶﻘﹸﻞﹾ ﺃﹶﻓﹶﻼﹶ ﺗﺍﻟﻠﱠﻪ
[(٣٢-٣١) :ﻓﹸﻮﻥﹶ ]ﻳﻮﻧﺲ ﺁﻳﺔﺮﺼﺗ
【你说：“谁从天上和地上给你们提供给
养？谁主持你们的听觉和视觉？谁使活物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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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生出？谁使死物从活物中生出？谁管理事
物？”他们要说：“真主。”你说：“难道你们不
敬畏他吗？[32]那是真主，你们的真实的主宰。
在真理之外，除了迷误还有什么呢？你们怎么颠
倒是非呢？”】 ①
4-我们知道并坚信万物的宝藏都是归独一
无二的真主掌管，而非为其它者所掌管，所有天
地万物的宝藏都在真主的阙前。食物、饮料、谷
物、果实、雨水、风、财产、海洋、山岳等等所
有的宝藏都在真主的阙前，所有我们需要的，我
们只向真主祈求，我们多多地崇拜他、顺从他，
他是超绝万物者、解决需求者、应答祈祷者，他
是最完美的负责者、最好的恩赐者，他所赐予的
绝无阻止者，他所阻止的也绝无给予者。
 -清高的真主说：
ﻠﹸﻮﻡﹴ ]ﺍﳊﺠﺮﻌﺭﹴ ﻣ ﹺﺇﻻﱠ ﺑﹺﻘﹶﺪﻟﹸﻪﺰﻨﺎ ﻧﻣ ﻭﻪﻨﺍﺋﺰﺎ ﺧﻧﻨﺪﺀٍ ﺇﹺﻻﱠ ﻋﻲﻦ ﺷﺇﹺﻥ ﻣﻭ
①

《优努斯章》第 31-3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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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٢١) :ﺁﻳﺔ
【每一种事物，我这里都有其仓库，我只依
定数降下它。】 ①
P94F

 -清高的真主说：
ﻮﻥﹶﻔﹾﻘﹶﻬ ﻻﹶ ﻳﲔﻘﺎﻓ ﺍﳌﹸﻨﻦﻟﹶﻜﺽﹺ ﻭﺍﻷَﺭ ﻭﺍﺕﻮﻤ ﺍﻟﺴﻦﺍﺋﺰ ﺧﻠﱠﻪﻟﻭ
[(٧) :]ﺍﳌﻨﺎﻓﻘﻮﻥ ﺁﻳﺔ
【天地的库藏，只是真主的，伪信的人们
却不明理。
】②
P95F

-伟大真主的大能：
伟大的真主拥有绝对的权力，有时他凭各种
媒介而给予和供给，就像他使雨水成为长出草木
的媒介，性交成为孕育下一代的媒介。我们生长
在媒介的世界，只遵守法律媒介，我们只信赖真
主。

①

《石谷章》第٢١节
《忏悔章》第١٢٤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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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他给予和供给不需要使用任何媒
介，他对任何事情只是说声：
“有”
，它就有了。
犹如不用任何果树而供给麦尔彦水果，不用男人
而赐予她儿子。

-有时超绝万物的真主根据其大能使用反
因素，犹如火对伊布拉欣变成凉爽的、和平的；
又如从海洋中拯救穆萨圣人（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淹没法老及其军队；又如从海洋和鱼
腹的黑暗中拯救优努斯圣人（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
:ﻜﹸﻮﻥﹸ ] ﻳﺲ ﺁﻳﺔ ﻛﹸﻦ ﻓﹶﻴﻘﹸﻮﻝﹶ ﻟﹶﻪﺌﺎﹰ ﺃﹶﻥ ﻳﻴ ﺷﺍﺩ ﺇﹺﺫﹶﺍ ﺃﹶﺭﻩﺮﺎ ﺃﹶﻣﻤﺇﹺﻧ
[(٨٢)
【当他欲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他对事情
只是说声：
‘有’
，它就有了。】 ①
P96F

-这是针对被造物，至于针对各种状
①

《雅辛章》第 8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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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我们知道并坚信各种状况的创造者，他
是独一无二的真主，无论贫富贵贱、健康与病症、
喜怒哀乐、生死、平安与恐惧、酷暑与寒冷、正
道与迷误、幸福与不幸，等等这一切状况都是由
超绝万物的真主所创造。

 -我们知道并坚信安排事物、处理各种状
况者，他是独一的真主，只有凭着真主的命令，
富有才能替换贫穷；只有凭着真主的命令，健康
才能取代病症；只有凭着真主的命令，贵贱才能
发生变化；只有凭着真主的命令，哭笑才能发生
更替；也只有凭着真主的允许，生者才会死亡；
只有凭着真主的命令，酷暑严寒才会交替；同样，
也只有凭着真主的命令，正道才会替换迷误。
各种状况凭着超绝万物主的命令才会来临，
凭着他的命令而增加，凭着他的命令而减少，凭
着他的命令而存在，凭着他的命令而结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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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真主规定的制度、以接近独一的真主而去
寻求掌权者改变状况：
ُﺎﺀﺸﻦ ﺗﻤ ﻣ ﺍﳌﹸﻠﹾﻚﱰﹺﻉﺗﺎﺀُ ﻭﺸﻦ ﺗ ﻣﻲ ﺍﳌﹸﻠﹾﻚﺗﺆ ﺗ ﺍﳌﹸﻠﹾﻚﻚﺎﻟ ﻣﻢﻗﹸﻞﹺ ﺍﻟﻠﱠﻬ
]ﺁﻝ

ﻳﺮﺀٍ ﻗﹶﺪﻲﻠﹶﻰ ﻛﹸﻞﱢ ﺷ ﻋﻚ ﺇﹺﻧﺮ ﺍﳋﹶﻴﻙﺪﺎﺀُ ﺑﹺﻴﺸﻦ ﺗﻝﱡ ﻣﺬﺗﺎﺀُ ﻭﺸﻦ ﺗ ﻣﺰﻌﺗﻭ
[(٢٦) :ﻋﻤﺮﺍﻥ ﺁﻳﺔ
【你说：“真主啊！国权的主啊！您要把国

权赏赐谁，就赏赐谁；您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
就从谁手中夺去；您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
您要使谁裨贱，就使谁裨贱；福利只由您掌握；
您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
】①
P97F

-我们知道并坚信前面各种状况以及其它
所有的宝藏，均由独一无二的真主掌管，假如超
绝万物的真主把财富和健康及其之外的恩惠赐
予所有的人，超绝万物主的宝藏也不会减少，就
像把一根针放进大海中而海水不会减少那样。除
富足的、受赞的真主外，绝无神灵。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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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冉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穆罕
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引述了清高伟
大真主的言词，他说：
ﻋﻦ ﺃﺑﻲ ﺫ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Fﻓﻴﻤﺎ ﺭﻭَﻯ ﻋَﻦِ ﺍﷲ
ﺗَـﺒَﺎﺭَﻙَ ﻭَﺗَﻌَﺎﻟَﻰ ﺃﻧﱠﻪُ ﻗَﺎﻝَ» :ﻳَﺎ ﻋِﺒَﺎﺩِﻱ ! ﺇﻧﱢﻲ ﺣَﺮﱠﻣْﺖُ ﺍﻟﻈﱡﻠْـﻢَ ﻋَﻠَﻰ ﻧَﻔْﺴِﻲ
ﻭَﺟَﻌَﻠْﺘُـﻪُ ﺑَﻴْﻨَﻜُﻢْ ﻣُـﺤَﺮﱠﻣًﺎ ،ﻓَﻼ ﺗَﻈَﺎﻟَـﻤُﻮﺍ.
“我的仆人们啊！我绝不行亏，故我也禁止
。你们之间行亏，所以你们不要相互行亏
ﻳَﺎ ﻋِﺒَﺎﺩِﻱ ! ﻛُﻠﱡﻜُﻢْ ﺿَﺎﻝﱞ ﺇﻻ ﻣَﻦْ ﻫَﺪَﻳْﺘُـﻪُ ،ﻓَﺎﺳْﺘَـﻬْﺪُﻭﻧِﻲ ﺃﻫْﺪِﻛُﻢْ.
我的仆人们啊！除了我引导的人之外，你们
都是迷误者；你们当祈求我的引导，我就引导你
。们
ﻳَﺎ ﻋِﺒَﺎﺩِﻱ ! ﻛُﻠﱡﻜُﻢْ ﺟَﺎﺋِﻊٌ ﺇﻻ ﻣَﻦْ ﺃﻃْﻌَﻤْﺘُـﻪُ ،ﻓَﺎﺳْﺘَﻄْﻌِﻤُﻮﻧِﻲ
ﺃُﻃْﻌِﻤْﻜُﻢْ.

我的仆人们啊！除了我所供给的人之外，你
们都是饥饿者；你们当祈求我的供给，我就供给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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ﻳَﺎ ﻋِﺒَﺎﺩِﻱ ! ﻛُﻠﱡﻜُﻢْ ﻋَﺎﺭٍ ﺇﻻ ﻣَﻦْ ﻛَﺴَﻮْﺗُـﻪُ ،ﻓَﺎﺳْﺘَـﻜْﺴُﻮﻧِﻲ ﺃﻛْﺴُﻜُﻢْ.

我的仆人们啊！除了我所赐予衣物的人之
外，你们都是赤身裸体者；你们当祈求我赐予你
。们衣物，我就赐予你们
ﻳَﺎ ﻋِﺒَﺎﺩِﻱ ! ﺇﻧﱠﻜُﻢْ ﺗُـﺨْﻄِﺌُﻮﻥَ ﺑِﺎﻟﻠﱠﻴْﻞِ ﻭَﺍﻟﻨﱠﻬَﺎﺭِ ،ﻭَﺃﻧَﺎ ﺃﻏْﻔِﺮُ ﺍﻟﺬﱡﻧُﻮﺏَ
ﺟَـﻤِﻴﻌًﺎ ،ﻓَﺎﺳْﺘَﻐْﻔِﺮُﻭﻧِﻲ ﺃﻏْﻔِﺮْ ﻟَﻜُﻢْ.
我的仆人们啊！你们昼夜都在犯错误，我是
饶恕一切过错的主，你们当向我祈求饶恕，我就
。恕饶你们
ﻳَﺎ ﻋِﺒَﺎﺩِﻱ ! ﺇﻧﱠﻜُﻢْ ﻟَﻦْ ﺗﺒْﻠُﻐُﻮﺍ ﺿَﺮﱢﻱ ﻓَﺘَﻀُﺮﱡﻭﻧِﻲ ،ﻭَﻟَﻦْ ﺗَﺒْﻠُﻐُﻮﺍ
ﻧَﻔْﻌِﻲ ﻓَﺘَﻨْﻔَﻌُﻮﻧِﻲ ﻳَﺎ ﻋِﺒَﺎﺩِﻱ ! ﻟَﻮْ ﺃﻥﱠ ﺃﻭﱠﻟَﻜُﻢْ ﻭَﺁﺧِﺮَﻛُﻢْ ،ﻭَﺇﻧْﺴَﻜُﻢْ ﻭَﺟِﻨﱠﻜُﻢْ
ﻛَﺎﻧُﻮﺍ ﻋَﻠَﻰ ﺃﺗْﻘَﻰ ﻗَﻠْﺐِ ﺭَﺟُﻞٍ ﻭَﺍﺣِﺪٍ ﻣِﻨْﻜُﻢْ ،ﻣَﺎ ﺯَﺍﺩَ ﺫَﻟِﻚَ ﻓِﻲ ﻣُﻠْﻜِﻲ ﺷَﻴْﺌًﺎ.
我的仆人们啊！你们不能伤害我，你们怎能
伤害我呢？你们也不能益及我，你们怎能益及我
？呢
ﻳَﺎ ﻋِﺒَﺎﺩِﻱ ! ﻟَﻮْ ﺃﻥﱠ ﺃﻭﱠﻟَﻜُﻢْ ﻭَﺁﺧِﺮَﻛُﻢْ ،ﻭَﺇﻧْﺴَﻜُﻢْ ﻭَﺟِﻨﱠﻜُﻢْ ،ﻛَﺎﻧُﻮﺍ ﻋَﻠَﻰ
ﺃﻓْﺠَﺮِ ﻗَﻠْﺐِ ﺭَﺟُﻞٍ ﻭَﺍﺣِﺪٍ ،ﻣَﺎ ﻧَﻘَﺺَ ﺫَﻟِﻚَ ﻣِﻦْ ﻣُﻠْﻜِﻲ ﺷَﻴْﺌً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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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仆人们啊！假如你们所有的人类和精灵
都保持着一个最敬畏者的心，也不能增加我的丝
。毫权力
ﻳَﺎ ﻋِﺒَﺎﺩِﻱ ! ﻟَﻮْ ﺃﻥﱠ ﺃﻭﱠﻟَﻜُﻢْ ﻭَﺁﺧِﺮَﻛُﻢْ ،ﻭَﺇﻧْﺴَﻜُﻢْ ﻭَﺟِﻨﱠﻜُﻢْ ﻗَﺎﻣُﻮﺍ ﻓِﻲ
ﺻَﻌِﻴﺪٍ ﻭَﺍﺣِﺪٍ ﻓَﺴَﺄﻟُﻮﻧِﻲ ،ﻓَﺄﻋْﻄَﻴْﺖُ ﻛُﻞﱠ ﺇﻧْﺴَﺎﻥٍ ﻣَﺴْﺄﻟَﺘَـﻪُ ،ﻣَﺎ ﻧَﻘَﺺَ ﺫَﻟِﻚَ
ﻣِـﻤﱠﺎ ﻋِﻨْﺪِﻱ ﺇﻻ ﻛَﻤَﺎ ﻳَﻨْﻘُﺺُ ﺍﻟﻤِـﺨْﻴَﻂُ ﺇﺫَﺍ ﺃُﺩْﺧِﻞَ ﺍﻟﺒَـﺤْﺮَ.
我的仆人们啊！假如你们所有的人类和精灵
都保持着一个最放荡者的心，也不能减少我的丝
。毫权力

我的仆人们啊！假如你们所有的人类和精灵
都站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向我祈求，我将给予每个
人所祈求的，那对于我的权力不会有丝毫损失，
。就像一根针放到大海之中，海水不会减少那样
ﻳَﺎ ﻋِﺒَﺎﺩِﻱ ! ﺇﻧﱠﻤَﺎ ﻫِﻲَ ﺃﻋْﻤَﺎﻟُﻜُﻢْ ﺃﺣْﺼِﻴﻬَﺎ ﻟَﻜُﻢْ ﺛُﻢﱠ ﺃﻭَﻓﱢﻴﻜُﻢْ ﺇﻳﱠﺎﻫَﺎ،
ﻓَﻤَﻦْ ﻭَﺟَﺪَ ﺧَﻴْﺮًﺍ ﻓَﻠْﻴَـﺤْـﻤَﺪِ ﺍﷲَ ،ﻭَﻣَﻦْ ﻭَﺟَﺪَ ﻏَﻴْﺮَ ﺫَﻟِﻚَ ﻓَﻼ ﻳَﻠُﻮﻣَﻦﱠ ﺇﻻ
ﻧَﻔْﺴَ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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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仆人们啊！这是你们所有的工作，我
都将为你们一一记录它，然后，我将使你们享受
自己行为的报酬，谁发现自己所作的善功，让他
赞颂真主吧！谁发现其它的，就让他谴责自己
吧！” ①

-遵守使者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的引导，归信真主、顺服他的命令者，
伟大、尊严的真主将从自己的宝藏中赐予他，无
论穷富，并援助他、保护他，凭着伊玛尼使其尊
贵，无论他是有高贵的因素，如：艾布白克尔、
欧麦尔河欧斯曼（愿主喜悦他们）；或者是没有
高贵的因素，就像比俩里、安玛尔和塞勒玛努（愿
主喜悦他们）等人。
没有归信真主者，如果他有权力和财富的因
素，真主会以此使其卑贱，就像使法老、噶伦、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57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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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曼等人一样。
如果他有使其卑贱的因素，那么，真主会以
此使其卑贱，就像多神教徒中的赤贫者那样。

- 因为伊玛尼、善功和崇拜独一无二的
主，真主创造了人类；并不是为了更多地寻求财
富、物质和欲望才创造人类的。如果人们忙于这
些事情，而疏忽了崇拜真主，那么，这些将控制
他，以此使其成为他今后两世的不幸、毁灭和亏
折的因素。
清高的真主所说：
ﻲﺎ ﻓﻢ ﺑﹺﻬﻬﺬﱢﺑﻌﻴ ﻟ ﺍﻟﻠﱠﻪﺮﹺﻳﺪﺎ ﻳﻤ ﺇﹺﻧﻢﻫﻻﺩﻻﹶ ﺃﹶﻭ ﻭﻢﺍﻟﹸﻬﻮ ﺃﹶﻣﻚﺠﹺﺒﻌﻓﹶﻼﹶ ﺗ
[(٥٥) :]ﺍﻟﺘﻮﺑﺔ ﺁﻳﺔ

ﻭﻥﹶﺮ ﻛﹶﺎﻓﻢﻫ ﻭﻢﻬ ﺃﹶﻧﻔﹸﺴﻖﻫﺰﺗﺎ ﻭﻴﻧ ﺍﻟﺪﺎﺓﺍﳊﹶﻴ

【他们的财产和子嗣，不要使你赞叹，真主
只要在今世生活中借此惩治他们，而他们的灵魂
将在不信道的情况下离去。】 ①
P9F

①

《忏悔章》第 5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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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和获胜的因素：
伟大、尊严的真主赐予了每个人成功和获胜
的因素，无论贫富，成功和获胜的因素决不是财
产和名誉，真主给予了部分人，而没有给予其他
的人。伊玛尼（信仰）和善功才是今后两世成功
和获胜的唯一因素，它是每个人付出的权力，同
样，伊玛尼的位置是每个人都有的心，工作的位
置也是每个人都拥有的肢体；谁内心有伊玛尼，
用其肢体做善功，那么，他在今后两世都是成功
和获胜者。除此之外者，均属亏折的。

-获得今后两世的成功和胜利，仅仅是凭
着伊玛尼和善功而已，人类在真主阙前的价值，
是根据他伊玛尼的程度、及其所做的善功；而不
是根据他所拥有的财富、物质和地位。
有些人认为成功和胜利指的是在王权与国
家中，就像奈姆鲁德和法老。部分人认为成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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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指的是力量，犹如先知阿德的族人那样；部
分人认为成功和胜利指的是商业，犹如先知苏阿
布的族人；部分人认为成功和胜利指的是农业，
就像赛伯邑人那样；有些人认为成功和胜利指的
是工业，就像赛姆德人那样；有些人认为成功和
胜利指的是财富，就像噶伦那样。
的确，伟大、尊严的真主为这些民族派遣了
诸位先知和使者（愿主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
安），号召他们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并且为他
们阐明了成功和获胜决不是凭着这些事物，而是
凭着伊玛尼和善功。
-清高的真主说：
ﻢ ﻫﻚﻟﹶﺌ ﻓﹶﺄﹸﻭﻘﹾﻪﺘﻳ ﻭ ﺍﻟﻠﱠﻪﺶﺨﻳ ﻭﻮﻟﹶﻪﺳﺭ ﻭﻊﹺ ﺍﻟﻠﱠﻪﻄﻦ ﻳﻣﻭ
[(٥٢) :ﻭﻥﹶِ ]ﺍﻟﻨﻮﺭ ﺁﻳﺔﺰﺍﻟﻔﹶﺎﺋ
【凡顺从真主和使者而且敬畏真主者，确是
成功的。】 ①
P10F

①

《光明章》第٥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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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ﻢﺎﻫﻗﹾﻨﺯﺎ ﺭﻤﻣﻼﺓﹶ ﻭﻮﻥﹶ ﺍﻟﺼﻴﻤﻘﻳﺐﹺ ﻭﻴﻮﻥﹶ ﺑﹺﺎﻟﹾﻐﻨﻣﺆ ﻳﻳﻦﺍﻟﱠﺬ
ﻢ  ﻫﺓﺮﺑﹺﺎﻵﺧ ﻭﻚﻠﻦ ﻗﹶﺒﺎ ﺃﹸﻧﺰﹺﻝﹶ ﻣﻣ ﻭﻚﺎ ﺃﹸﻧﺰﹺﻝﹶ ﺇﹺﻟﹶﻴﻮﻥﹶ ﺑﹺﻤﻨﻣﺆ ﻳﻳﻦﺍﻟﱠﺬﻘﹸﻮﻥﹶ ﻭﻨﻔﻳ
:]ﺍﻟﺒﻘﺮﺓ ﺁﻳﺔ

ﻮﻥﹶﺤ ﺍﳌﹸﻔﹾﻠﻢ ﻫﻚﺃﹸﻭﻟﹶﺌ ﻭﻬﹺﻢﺑﻦ ﺭﻯ ﻣﺪﻠﹶﻰ ﻫ ﻋﻚﺃﹸﻭﻟﹶﺌ

ﻮﻥﹶﻨﻮﻗﻳ
[(٥-٣)

【他们确信幽玄，谨守拜功，并分舍我所给
予他们的。[4]他们确信降示你的经典，和在你
以前降示的经典，并且笃信后世。[5]这等人，
是遵守他们的主的正道的；这等人，确是成功
的。】 ①
P10F

-这些民族，当他们否认众使者，并且当
他们继续否认，自欺受骗时，真主毁灭了他们，
拯救了他的众先知和使者，以及追随他们、援救
他们抵抗敌人的人们。
-清高的真主说：

①

《黄牛章》第 3-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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ﻓﹶﻜﹸﻼ ﺃﹶﺧﺬﹾﻧﺎ ﺑﹺﺬﹶﻧﺒﹺﻪ ﻓﹶﻤﻨﻬﻢ ﻣﻦ ﺃﹶﺭﺳﻠﹾﻨﺎ ﻋﻠﹶﻴﻪ ﺣﺎﺻﺒﺎﹰ ﻭﻣﻨﻬﻢ ﻣﻦ ﺃﹶﺧﺬﹶﺗﻪ
ﺍﻟﺼﻴﺤﺔﹸ ﻭﻣﻨﻬﻢ ﻣﻦ ﺧﺴﻔﹾﻨﺎ ﺑﹺﻪ ﺍﻷَﺭﺽ ﻭﻣﻨﻬﻢ ﻣﻦ ﺃﹶﻏﹾﺮﻗﹾﻨﺎ ﻭﻣﺎ ﻛﹶﺎﻥﹶ ﺍﻟﻠﱠﻪ
ﻟﻴﻈﹾﻠﻤﻬﻢ ﻭﻟﹶﻜﻦ ﻛﹶﺎﻧﻮﺍ ﺃﹶﻧﻔﹸﺴﻬﻢ ﻳﻈﹾﻠﻤﻮﻥ ]ﺍﻟﻌﻨﻜﺒﻮﺕ ﺁﻳﺔ[(٤٠) :
【每一个人，我都因他的罪过而加以惩罚，
他们中有我曾使飞沙走石的暴风去伤害的，有为
恐怖所袭击的，有我使他沦陷在地面下的，有被
我溺杀的，真主不致亏枉他们，但他们亏枉了自
① 】。己
P102F

-清高的真主说：
ﻓﹶﻠﹶﻤﺎ ﺟﺎﺀَ ﺃﹶﻣﺮﻧﺎ ﻧﺠﻴﻨﺎ ﺻﺎﻟﺤﺎﹰ ﻭﺍﻟﱠﺬﻳﻦ ﺁﻣﻨﻮﺍ ﻣﻌﻪ ﺑﹺﺮﺣﻤﺔ ﻣﻨﺎ ﻭﻣ ﻦ
ﺧﺰﻱﹺ ﻳﻮﻣﺌﺬ ﺇﹺﻥﱠ ﺭﺑﻚ ﻫﻮ ﺍﻟﻘﹶﻮﹺﻱ ﺍﻟﻌﺰﹺﻳﺰ ﻭﺃﹶﺧﺬﹶ ﺍﻟﱠﺬﻳﻦ ﻇﹶﻠﹶﻤﻮﺍ ﺍﻟﺼﻴﺤﺔﹸ
ﻓﹶﺄﹶﺻﺒﺤﻮﺍ ﻓﻲ ﺩﻳﺎﺭﹺﻫﻢ ﺟﺎﺛﻤﲔ

]ﻫﻮﺩ ﺁﻳﺔ[(٦٧-٦٦) :

【当我的命令降临的时候，我因为从我发
出的慈恩而使刷里哈和同他一起信道的人脱离
。当日的耻辱，你的主确是至强的，确是有权的
[67]呐喊袭击了不义的人们，顷刻之间，他们都
①

《蜘蛛章》第 40 节

136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僵仆在自己的家里。
】①

-笃信者的优越各异
-众生的伊玛尼之级别：
-众天使的伊玛尼是规定好的，就不会增
加，也不会减少。他们决不会违背真主的命令，
他们奉命行事，他们有许多等级。
-众先知和使者们的伊玛尼有增无减，因
为他们对真主完美的认识，他们有许多等级。
-其他穆斯林的伊玛尼因为顺从而增加、
因为违背而减少，他们的伊玛尼有许多等级。

-伊玛尼的等级：
伊玛尼的第一个等级就是：穆斯林实现了对
真主的崇拜，因崇拜真主而感到愉快，持之以恒
地崇拜真主，礼貌地与其上司或同等地位的人交

①

《呼德章》第 66-6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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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他需要坚定的信仰阻止他对自己或他人不
义；友善地与他人交往，就像统治者与其下属，
男人与其家人，那需要坚定的信仰阻止他对别人
不义；每当增加信仰，就会增加敬畏、增加善功；
他就履行了对真主的职责，完成了对人类的义
务；他以美好的品德与创造者和被造者交往，这
在今后两世都属于最高的品级。

-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前进，要么是往前，
要么是往后，要么是往左，要么是往右；无论是
天性或法律都没有断然地停滞不前，所有的人都
要经过阶段，然后迅速地进入天堂，或堕入火狱。
迅速、缓慢、前进或后退，在人生的道路上，决
没有断然地停滞不前，人们只是行走的方向和快
慢不同而已，谁没有以伊玛尼和善功到达天堂，
那么，他确已以着否认和罪行而堕入了火狱。
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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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ﺍﳌﺪﺛﺮ

ﺮﺄﹶﺧﺘ ﻳ ﺃﹶﻭﻡﻘﹶﺪﺘ ﺃﹶﻥ ﻳﻨﻜﹸﻢﺎﺀَ ﻣﻦ ﺷﻤﺮﹺ ﻟﺸﻳﺮﺍﹰ ﻟﱢﻠﹾﺒﺬﻧ
[(٣٧-٣٦):ﺁﻳﺔ

【[36]可以警告人类，[37]警告你们中欲前进
者或欲后退者。
】①
P104F

-笃信者的伊玛尼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众
先知和使者们的伊玛尼绝不像其他人的伊玛尼，
众圣门弟子的伊玛尼也不像他们之外的人，清廉
信士们的伊玛尼绝不像放荡者的伊玛尼。这种差
异是根据内心对真主、真主的美名、特性、行为，
以及真主为仆人们所规定的法律的认识，内心对
真主的畏惧和敬畏，是笃信者内心光明的差异，
只有清高的真主才能统计。

-最了解真主者，是最喜爱真主的，因此，
众使者是人类中最喜爱、最敬重真主的，喜爱真
主的本体及其恩典、恩德、崇高是崇拜的基本。
①

《盖被的人章》第 36-3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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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喜爱增加，就会更完美地顺从、更多地敬重，
就会更完善地喜爱真主、接近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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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对信士的许诺
-伟大崇高的真主对信士今后两世的许诺
很多：
A-对信士在今世中的许诺，其中有：
1-成功，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١) :ﻮﻥﹶ ]ﺍﳌﺆﻣﻨﻮﻥ ﺁﻳﺔﻨﻣ ﺍﳌﹸﺆ ﺃﹶﻓﹾﻠﹶﺢﻗﹶﺪ
【信士们确已成功了。】 ①
P105F

2-引导，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ﻴﻢﹴ ]ﺍﳊﺞ ﺁﻳﺔﻘﺘﺴ ﻣﺍﻁﺮﻮﺍ ﺇﹺﻟﹶﻰ ﺻﻨ ﺁﻣﻳﻦ ﺍﻟﱠﺬﺎﺩ ﻟﹶﻬﺇﹺ ﱠﻥ ﺍﻟﻠﱠﻪﻭ
[(٥٤)
【真主必定要把信道者引上正路。
】②
P106F

3-援助，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٤٧) : ]ﺍﻟﺮﻭﻡ ﺁﻳﺔﻨﹺﲔﻣ ﺍﳌﹸﺆﺮﺼﺎ ﻧﻨﻠﹶﻴﻘﹰّﺎ ﻋﻛﹶﺎﻥﹶ ﺣﻭ
【援助信士，原是我的责任。
】③
P107F

①

《信士章》第 1 节
《朝觐章》第 54 节
③
《罗马章》第 4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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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尊荣，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٨) : ]ﺍﳌﻨﺎﻓﻘﻮﻥ ﺁﻳﺔﻨﹺﲔﻣﺆﻠﹾﻤﻟ ﻭﻪﻮﻟﺳﺮﻟﺓﹸ ﻭﺰ ﺍﻟﻌﻠﱠﻪﻟﻭ
【尊荣只是真主和使者以及信士们的。
】①
P108F

5-代他治理大地，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ﻲﻢ ﻓ ﻬﻔﹶﻨﻠﺨﺘﺴ ﻟﹶﻴﺎﺕﺤﺎﻟﻠﹸﻮﺍ ﺍﻟﺼﻤﻋ ﻭﻨﻜﹸﻢﻮﺍ ﻣﻨ ﺁﻣﻳﻦ ﺍﻟﱠﺬ ﺍﻟﻠﱠﻪﺪﻋﻭ
ﻢﻰ ﻟﹶﻬﻀﺗﻱ ﺍﺭ ﺍﻟﱠﺬﻢﻬﻳﻨ ﺩﻢ ﻟﹶﻬﻦﻜﱢﻨﻤﻟﹶﻴ ﻭﻬﹺﻢﻠﻦ ﻗﹶﺒ ﻣﻳﻦ ﺍﻟﱠﺬﻠﹶﻒﺨﺘﺎ ﺍﺳﺽﹺ ﻛﹶﻤﺍﻷَﺭ
ﻌﺪ  ﺑﻦ ﻛﹶﻔﹶﺮﻣﺌﺎﹰ ﻭﻴﺮﹺﻛﹸﻮ ﹶﻥ ﺑﹺﻲ ﺷﺸﻨﹺﻲ ﻻﹶ ﻳﻭﻧﺪﺒﻌﻨﺎﹰ ﻳ ﺃﹶﻣﻬﹺﻢﻓﻮ ﺧﺪﻌ ﺑﻦﻢ ﻣﻬﻟﹶﻨﺪﺒﻟﹶﻴﻭ
[(٥٥):ﻘﹸﻮﻥﹶ ]ﺍﻟﻨﻮﺭ ﺁﻳﺔ ﺍﻟﻔﹶﺎﺳﻢ ﻫﻚﻟﹶﺌ ﻓﹶﺄﹸﻭﻚﺫﹶﻟ
【真主应许你们中信道而且行善者（说）：
他必使他们代他治理大地，正如他使在他们之前
逝去者代他治理大地一样；他必为他们而巩固他
所为他们嘉纳的信仰；他必以真主代替他们的恐
怖。他们崇拜我而不以任何物配我。此后，凡不
信道的，都是罪人。
】②
P109F

6-真主保护他们，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①

《伪信者章》第 8 节
《光明章》第٥٥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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ﺇﹺﻥﱠ ﺍﻟﻠﱠﻪ ﻳﺪﺍﻓﻊ ﻋﻦﹺ ﺍﻟﱠﺬﻳﻦ ﺁﻣﻨﻮﺍ ]ﺍﳊﺞ ﺁﻳﺔ[(٣٨) :
① 】。【真主必定要保护信道者
P10F

7-平安，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ﺍﻟﱠﺬﻳﻦ ﺁﻣﻨﻮﺍ ﻭﻟﹶﻢ ﻳﻠﹾﺒﹺﺴﻮﺍ ﺇﹺﳝﺎﻧﻬﻢ ﺑﹺﻈﹸﻠﹾﻢﹴ ﺃﹸﻭﻟﹶﺌﻚ ﻟﹶﻬﻢ ﺍﻷَﻣﻦ ﻭﻫﻢ ﻣﻬﺘﺪﻭﻥﹶ
]ﺍﻷﻧﻌﺎﻡ ﺁﻳﺔ[(٨٢) :
【确信真主，而未以不义混淆其信德的人，
。不畏惧刑罚，而且是遵循正道的
②】
P1F

8-成功，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ﺛﹸﻢ ﻧﻨﺠﻲ ﺭﺳﻠﹶﻨﺎ ﻭﺍﻟﱠﺬﻳﻦ ﺁﻣﻨﻮﺍ ﻛﹶﺬﹶﻟﻚ ﺣﻘﺎ ﻋﻠﹶﻴﻨﺎ ﻧﻨﺞﹺ
ﺍﳌﹸﺆﻣﻨﹺﲔ] ﻳﻮﻧﺲ ﺁﻳﺔ[(١٠٣) :
【嗣后，我拯救了我的使者们和信道的人
。们，我将这样负责拯救一般信士
③】
P12F

9-美满的生活，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ﻣﻦ ﻋﻤﻞﹶ ﺻﺎﻟﺤﺎﹰ ﻣﻦ ﺫﹶﻛﹶﺮﹴ ﺃﹶﻭ ﺃﹸﻧﺜﹶﻰ ﻭﻫﻮ ﻣﺆﻣﻦ ﻓﹶﻠﹶﻨﺤﻴﹺﻴﻨﻪ ﺣﻴﺎﺓﹰ ﻃﹶﻴﺒﺔﹰ
ﻭﻟﹶﻨﺠﺰﹺﻳﻨﻬﻢ ﺃﹶﺟﺮﻫﻢ ﺑﹺﺄﹶﺣﺴﻦﹺ ﻣﺎ ﻛﹶﺎﻧﻮﺍ ﻳﻌﻤﻠﹸﻮﻥﹶ ]ﺍﻟﻨﺤﻞ ﺁﻳﺔ[(٩٧) :
①

《朝觐章》第 38 节
《牲畜章》第 82 节
③
《优努斯章》第 10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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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誓必要使他们过一
种美满的生活，我誓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
报酬他们。
】①
10-否认者无法战胜他们，犹如超绝万物的
真主说：
:ﺒﹺﻴﻼﹰ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 ﺳﻨﹺﲔﻣﻠﹶﻰ ﺍﳌﹸﺆ ﻋﺮﹺﻳﻦﻠﹾﻜﹶﺎﻓ ﻟﻞﹶ ﺍﻟﻠﱠﻪﻌﺠﻟﹶﻦ ﻳﻭ
[(١٤١)
【真主绝不会让不信道者对信道的人有任
何途径。】 ②
P14F

11-获得各种福利，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ﺎﺀﻤ ﺍﻟﺴﻦ ﻣﻛﹶﺎﺕﺮﻬﹺﻢ ﺑﻠﹶﻴﺎ ﻋﻨﺤﺍ ﻟﹶﻔﹶﺘﻘﹶﻮﺍﺗﻮﺍ ﻭﻨﻯ ﺁﻣﻞﹶ ﺍﻟﻘﹸﺮ ﺃﹶﻥﱠ ﺃﹶﻫﻟﹶﻮﻭ
[(٩٦) :ﻮ ﹶﻥ ]ﺍﻷﻋﺮﺍﻑ ﺁﻳﺔﻜﹾﺴِﺒﻮﺍ ﻳﺎ ﻛﹶﺎﻧﻢ ﺑﹺﻤﺎﻫﺬﹾﻧﻮﺍ ﻓﹶﺄﹶﺧﻦ ﻛﹶﺬﱠﺑﻟﹶﻜﺽﹺ ﻭﺍﻷَﺭﻭ
【假若各城市的居民，信道而且敬畏，我必
为他们而开辟天地的福利，但他们否认先知，故
我因他们所作的罪恶而惩治他们了。
】③
P15F

①

《蜜蜂章》第 97 节
《妇女章》第 141 节
③
《高处章》第 96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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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专门与真主同在，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
说：
[(١٩) : ]ﺍﻷﻧﻔﺎﻝ ﺁﻳﺔﻨﹺﲔﻣ ﺍﳌﹸﺆﻊ ﻣﺃﹶ ﱠﻥ ﺍﻟﻠﱠﻪﻭ
【真主确实是和信士们在一起的。
】①
P16F

P

B-对信士在后世中的许诺，其中有：
1-信士进天堂、永居其中，并获得来自真主
的喜悦，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ﺎﺭﻬﺎ ﺍﻷَﻧﻬﺘﺤﻦ ﺗﺮﹺﻱ ﻣﺠ ﺗﺎﺕﻨ ﺟﺎﺕﻨﻣﺆﺍﻟﹾﻤ ﻭﻨﹺﲔﻣ ﺍﳌﹸﺆ ﺍﻟﻠﱠﻪﺪﻋﻭ
ﻮ ﻫﻚ ﺫﹶﻟﺮ ﺃﹶﻛﹾﺒ ﺍﻟﻠﱠﻪﻦﺍﻥﹲ ﻣﻮﺭﹺﺿ ﻭﻥﺪ ﻋﺎﺕﻨﻲ ﺟﺔﹰ ﻓﺒ ﻃﹶﻴﻦﺎﻛﺴﻣﺎ ﻭﻴﻬ ﻓﻳﻦﺪﺎﻟﺧ
[(٧٢) :]ﺍﻟﺘﻮﺑﺔ ﺁﻳﺔ

ﻴﻢﻈ ﺍﻟﻌﺯﺍﻟﻔﹶﻮ

【真主应许信道的男女们将进入下临诸河
的乐园，并永居其中，他们在常住的乐园里，将
有优美的住宅，得到真主的更大的喜悦；这就是
伟大的成功。】 ②
P17F

①

《战利品章》第 19 节
《忏悔章》第 72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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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看见真主，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٢٣-٢٢) :ﺓﹲ ]ﺍﻟﻘﻴﺎﻣﺔ ﺁﻳﺔﺮﺎﻇﺎ ﻧﻬﺑﺓﹲ ﺇﹺﻟﹶﻰ ﺭﺮﺎﺿ ﻧﺬﺌﻣﻮ ﻳﻮﻩﺟﻭ
【[22]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华的，[23]
是仰视着他们的主的。】 ①
P18F

-今天，现世里的许诺在许多穆斯林的
生活中已不复存在，这证明他们的伊玛尼已衰
弱，只有以要求的伊玛尼去加强现有的伊玛尼，
才能获得或看见许诺的途径；以便我们在今世里
获得以上真主对信士的许诺，使我们的伊玛尼、
我们的工作就像众先知和众圣门弟子的伊玛尼
和工作那样。
1-清高的真主说：
ﻲﻢ ﻓ ﺎ ﻫﻤﺍ ﻓﹶﺈﹺﻧﻟﱠﻮﻮﺇﹺﻥ ﺗﺍ ﻭﻭﺪﺘ ﺍﻫ ﻓﹶﻘﹶﺪﻢ ﺑﹺﻪﻨﺘﺎ ﺁﻣﺜﹾﻞﹺ ﻣﻮﺍ ﺑﹺﻤﻨﻓﹶﺈﹺﻥﹾ ﺁﻣ
[(١٣٧) :]ﺍﻟﺒﻘﺮﺓ ﺁﻳﺔ

ﻴﻢﻠ ﺍﻟﻌﻴﻊﻤ ﺍﻟﺴﻮﻫ ﻭ ﺍﻟﻠﱠﻪﻢﻴﻜﹶﻬﻜﹾﻔﻴﻘﹶﺎﻕﹴ ﻓﹶﺴﺷ

【如果他们象你们样信道，那么，他们确已
①

《复活章》第 22-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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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正道了；如果他们背弃正道，那么，他们只
陷于反对中；真主将替你们抵御他们。他确是全
。聪的，确是全知的
①】
2-清高的真主说：
ﻳﺎ ﺃﹶﻳﻬﺎ ﺍﻟﱠﺬﻳﻦ ﺁﻣﻨﻮﺍ ﺁﻣﻨﻮﺍ ﺑﹺﺎﻟﻠﱠﻪ ﻭﺭﺳﻮﻟﻪ ﻭﺍﻟﹾﻜﺘﺎﺏﹺ ﺍﻟﱠﺬﻱ ﻧﺰﻝﹶ ﻋﻠﹶﻰ
ﺭﺳﻮﻟﻪ ﻭﺍﻟﹾﻜﺘﺎﺏﹺ ﺍﻟﱠﺬﻱ ﺃﹶﻧﺰﻝﹶ ﻣﻦ ﻗﹶﺒﻞﹸ ﻭﻣﻦ ﻳﻜﹾﻔﹸﺮ ﺑﹺﺎﻟﻠﱠ ﻪ ﻭﻣﻼﺋﻜﹶﺘﻪ ﻭﻛﹸﺘﺒﹺﻪ ﻭﺭﺳﻠﻪ
ﻭﺍﻟﹾﻴﻮﻡﹺ ﺍﻵﺧﺮﹺ ﻓﹶﻘﹶﺪ ﺿﻞﱠ ﺿﻼﻻﹰ ﺑﻌﻴﺪﺍﹰ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١٣٦) :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
以及他所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
经典。谁不信真主、天使、经典、使者、末日，
。谁确已深入迷误了
②】
P120F

3-清高的真主说：
ﻳﺎ ﺃﹶﻳﻬﺎ ﺍﻟﱠﺬﻳﻦ ﺁﻣﻨﻮﺍ ﺍﺩﺧﻠﹸﻮﺍ ﻓﻲ ﺍﻟﺴﻠﹾﻢﹺ ﻛﹶﺎﻓﱠﺔﹰ ﻭﻻﹶ ﺗﺘﺒﹺﻌﻮﺍ ﺧﻄﹸﻮﺍﺕ
ﺍﻟﺸﻴﻄﹶﺎﻥ ﺇﹺﻧﻪ ﻟﹶﻜﹸﻢ ﻋﺪﻭ ﻣﺒﹺﲔ

]ﺍﻟﺒﻘﺮﺓ ﺁﻳﺔ[(208) :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教

①

《黄牛章》第 137 节
《妇女章》第 136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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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它确是你们的明敌。
】①

-服从真主的命令，远离他的禁止是建
立在信仰真主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把创造者的
伟大、国权的主的形象印在心中，那需要多多地
纪念真主，以便把这种形象深深地印在心田里，
真主为其仆人所规定的，反复记忆、不断更新地
工作，那就是崇拜；如果伊玛尼增加并且强大时，
那么，善功就会增加并且强大，然后各种状况也
随之改善，获得两世的成功和幸福；否则，就会
南辕北辙，事与愿违。
1-清高的真主说：
ﺓﹰﻜﹾﺮ ﺑﻮﻩﺤﺒﺳﲑﺍﹰ ﻭﻛﹾﺮﺍﹰ ﻛﹶﺜ ﺫﻭﺍ ﺍﻟﻠﱠﻪﻮﺍ ﺍﺫﹾﻛﹸﺮﻨ ﺁﻣﻳﻦﺎ ﺍﻟﱠﺬﻳﻬﺎ ﺃﹶﻳ
[(٤٢-٤١) :]ﺍﻷﺣﺰﺍﺏ ﺁﻳﺔ

ﻴﻼﹰﺃﹶﺻﻭ

清高的真主说：【[41]信士们啊！你们应当
常常记念真主，[42]你们应当朝夕赞颂他超绝万

①

《黄牛章》第٢٠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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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物
2-清高的真主说：
ﻭﻟﹶﻮ ﺃﹶﻥﱠ ﺃﹶﻫﻞﹶ ﺍﻟﻘﹸﺮﻯ ﺁﻣﻨﻮﺍ ﻭﺍﺗﻘﹶﻮﺍ ﻟﹶﻔﹶﺘﺤﻨﺎ ﻋﻠﹶﻴﻬﹺﻢ ﺑﺮﻛﹶﺎﺕ ﻣﻦ ﺍﻟﺴﻤﺎﺀِ
ﻭﺍﻷَﺭﺽﹺ ﻭﻟﹶﻜﻦ ﻛﹶﺬﱠﺑﻮﺍ ﻓﹶﺄﹶﺧﺬﹾﻧﺎﻫﻢ ﺑﹺﻤﺎ ﻛﹶﺎﻧﻮﺍ ﻳﻜﹾﺴِﺒﻮ ﹶﻥ ]ﺍﻷﻋﺮﺍﻑ ﺁﻳﺔ[(٩٦) :
【假若各城市的居民，信道而且敬畏，我必
为他们而开辟天地的福利，但他们否认先知，故
。我因他们所作的罪恶而惩治他们了
②】
P123F

①

《同盟军章》第 41-42 节
《高处章》第 96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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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信天使

-相信天使：就是坚信真主的众天使的
存在，我们相信他们之中真主称呼其名者，如吉
布拉依赖天使（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同
时，我们也坚信他们之中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
相信所有天使的存在，根据所知道的，我们也相
信他们的特性和工作。

-他们在等级方面：
他们是受优待的奴仆，他们崇拜清高的真
主，他们不具有丝毫的养育性和神性，他们住在
幽玄的世界里，清高的真主从光上创造了他们。

-他们在工作方面：
他们崇拜真主、赞颂真主。
ﻦﻭﻥﹶ ﻋﻜﹾﺒﹺﺮﺘﺴ ﻻﹶ ﻳﻩﻨﺪ ﻋﻦﻣﺽﹺ ﻭﺍﻷَﺭ ﻭﺍﺕﻮﻤﻲ ﺍﻟﺴﻦ ﻓ ﻣﻟﹶﻪﻭ
:ﻭﻥﹶ ]ﺍﻷﻧﺒﻴﺎﺀ ﺁﻳﺔﺮﻔﹾﺘﺭ ﻻﹶ ﻳ ﺎﻬﺍﻟﻨﻞﹶ ﻭﻮﻥﹶ ﺍﻟﻠﱠﻴﺤﺒﺴﻭﻥﹶ ﻳﺴِﺮﺤﺘﺴﻻﹶ ﻳ ﻭﻪﺗﺎﺩﺒ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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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٢٠-١٩)
【[19]凡在天地间的，都是他的；凡在他那
里的，都虔诚地崇拜他，既不傲慢，又不疲倦。
[20]他们昼夜赞他超绝，毫不松懈。】 ①
P124F

P

-他们在顺从真主方面：
伟大、尊严的真主表扬他们完全地顺服、严
格地执行真主的命令，他们的本性倾向于顺从。
:ﻭﻥﹶ ]ﺍﻟﺘﺤﺮﱘ ﺁﻳﺔﺮﻣﺆﺎ ﻳﻠﹸﻮﻥﹶ ﻣﻔﹾﻌﻳ ﻭﻢﻫﺮﺎ ﺃﹶﻣ ﻣﻮﻥﹶ ﺍﻟﻠﱠﻪﺼﻌﻻﱠ ﻳ
[(٦)
【他们不违抗真主的命令，他们执行自己所
奉的训令。
】②
P125F

-天使的数量：
天使的数量很多， 只有清高的真主才能统
计他们的数量。他们中有担负“阿尔西”者，有

①

《众先知章》第 19-20 节
《禁戒章》第 6 节

②

151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天堂的管理者、火狱的管理者、保护者、书记者
等等，每天他们中都有七万天使在“柏意图勒迈
阿姆尔”中礼拜，当他们出去时，他们就不会再
次进入其中。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登霄的故事里提到，当他达到第七层天时，他说：
:ﻓﻔﻲ ﻗﺼﺔ ﺍﻟﻤﻌﺮﺍﺝ ﺃﻥ ﺍﻟﻨﺒﻲ × ﻟﻤﺎ ﺃﺗﻰ ﺍﻟﺴﻤﺎء ﺍﻟﺴﺎﺑﻌﺔ ﻗﺎﻝ
ُ ﻫَﺬَﺍ ﺍﻟﺒَﻴْﺖ:َ ﻓَﺴَﺄَﻟْﺖُ ﺟِﺒْﺮِﻳﻞَ ﻓَﻘَﺎﻝ،ُ ﻓَﺮُﻓِﻊَ ﻟِﻲ ﺍﻟﺒَﻴْﺖُ ﺍﻟﻤﻌْﻤُﻮﺭ...»
ﺍﻟﻤﻌْﻤُﻮﺭُ ﻳُﺼَﻠﱢﻲ ﻓِﻴﻪِ ﻛُﻞﱠ ﻳَﻮْﻡٍ ﺳَﺒْﻌُﻮﻥَ ﺃَﻟْﻒَ ﻣَﻠَﻚٍ ﺇﺫَﺍ ﺧَﺮَﺟُﻮﺍ ﻟَـﻢْ ﻳَـﻌُﻮﺩُﻭﺍ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ﺇﻟَﻴْـﻪِ ﺁﺧِﺮَ ﻣَﺎ ﻋَﻠَﻴﻬِـﻢ
“……当我接近柏意图勒迈阿姆尔时，我
问吉布拉依赖‘这是什么？’
”他回答说：
“这是
‘柏意图勒迈阿姆尔’，每天有七万名天使进入
其中礼拜，当他们出去时，他们就不会再次进入
其中。
”①
P126F

-天使的名称和工作：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0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
圣训集》第 16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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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受优待的奴仆，真主创造他们是为了
崇拜和顺从他，只有真主才知道他们的数量。在
众天使之中有部分真主已经告诉了我们有关他
们的名称和工作，有些只有真主才知道他们的状
况，真主对他们都委以重任，其中有：
1-吉布拉依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
负责把启示传达给众先知和使者们。
2-米卡依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负责降雨水和植物。
3-伊斯拉飞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
负责吹号角。
4-马立克火狱的管理员（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负责管理火狱。
5-李杜瓦努天堂的管理员（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
：负责管理天堂。
他们中有负责在人死亡时取灵魂的天使。
他们中有担负“阿尔西”的天使，管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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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火狱的天使。
他们中有负责监视人类的天使，有负责监视
和记录每个人工作的天使。
他们中有根据真主的命令负责在子宫里记
录胎儿的给养、工作、寿数、幸福或薄福的。
他们中有负责在坟墓里拷问亡人有关其养
主、信仰和先知的天使。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只有统计万物的
真主才能统计他们的数量。

-天使的职责：
真主创造众天使，尊贵的记录者，他让众天
使监视我们的工作，他们记录人类的言、行和意
图。同着每个人有两位天使：右边记录善行的，
和左边记录罪行的，另外两位天使负责从前后保
护他。
-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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ﻠﹸﻮﻥﹶﻔﹾﻌﺎ ﺗﻮﻥﹶ ﻣﻠﹶﻤﻌ ﻳﺒﹺﲔﺍﻣﺎﹰ ﻛﹶﺎﺗﺮ ﻛﲔﻈﺎﻓ ﻟﹶﺤﻜﹸﻢﻠﹶﻴﺇﹺﻥﱠ ﻋﻭ
[(١٢-١٠) :]ﺍﻻﻧﻔﻄﺎﺭ ﺁﻳﺔ
【你们的上面，确有许多监视者，他们是
尊贵的，是记录的，他们知道你们的一切行为。
】①
P127F

-清高的真主说：
ﻮﻝﹴ ﻦ ﻗﹶﻆﹸ ﻣﻠﹾﻔﺎ ﻳ ﻣﻴﺪﺎﻝﹺ ﻗﹶﻌﻤﲔﹺ ﻋﻦ ﺍﻟﺸﻤﻦﹺ ﺍﻟﻴ ﻋﺎﻥﻠﹶﻘﱢﻴﻠﹶﻘﱠﻰ ﺍﳌﹸﺘﺘﺇﹺﺫﹾ ﻳ
[(١٨-١٧) :]ﻕ ﺁﻳﺔ

ﻴﺪﺘ ﻋﻴﺐﻗ ﺭﻪﻳﺇﹺﻻﱠ ﻟﹶﺪ

【当坐在右边和左边的两个记录的天使记
录各人的言行的时候，他每说一句话，他面前都
有天使当场监察。】 ②
P128F

-清高的真主说：
ﺮﹺ ﺍﻟﻠﱠﻪ ﺃﹶﻣﻦ ﻣﻪﻔﹶﻈﹸﻮﻧﺤ ﻳﻪﻠﹾﻔ ﺧﻦﻣ ﻭﻪﻳﺪﻦﹺ ﻳﻴ ﺑﻦ ﻣﺎﺕﻘﱢﺒﻌ ﻣﻟﹶﻪ
[(١١) :]ﺍﻟﺮﻋﺪ ﺁﻳﺔ
【每个人的前面和后面，都有许多接踵而
来的天使，他们奉真主的命令来监护他。
】③
P129F

①

《破裂章》第 10-12 节
《戛弗章》第 17-18 节
③
《雷霆章》第 11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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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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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٤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ﺭَﺳُﻮﻝَ ﺍﷲ  Fﻗَﺎﻝَ:
»ﻳَـﻘﻮﻝُ ﺍﷲُ :ﺇﺫَﺍ ﺃَﺭَﺍﺩَ ﻋَﺒْﺪِﻱ ﺃَﻥْ ﻳَـﻌْﻤَﻞَ ﺳَﻴﱢﺌَﺔً ﻓَﻼ ﺗَـﻜْﺘُـﺒُﻮﻫَﺎ ﻋَﻠَﻴْـﻪِ ﺣَﺘﱠﻰ
ﻳَـﻌْﻤَﻠَـﻬَﺎ ،ﻓَﺈﻥْ ﻋَﻤِﻠَـﻬَﺎ ﻓَﺎﻛْﺘُـﺒُﻮﻫَﺎ ﺑِﻤِﺜْﻠِـﻬَﺎ ،ﻭَﺇﻥْ ﺗَﺮَﻛَﻬَﺎ ﻣِﻦْ ﺃَﺟْﻠِﻲ
ﻓَﺎﻛْﺘُــﺒُﻮﻫَﺎ ﻟَـﻪُ ﺣَﺴَﻨَﺔً ،ﻭَﺇﺫَﺍ ﺃَﺭَﺍﺩَ ﺃَﻥْ ﻳَـﻌْﻤَﻞَ ﺣَﺴَﻨَﺔً ﻓَﻠَـﻢْ ﻳَـﻌْﻤَﻠْـﻬَﺎ
ﻓَﺎﻛْﺘُـﺒُﻮﻫَﺎ ﻟَـﻪُ ﺣَﺴَﻨَﺔً ،ﻓَﺈﻥْ ﻋَﻤِﻠَـﻬَﺎ ﻓَﺎﻛْﺘُـﺒُﻮﻫَﺎ ﻟﻪ ﺑِـﻌَﺸْﺮِ ﺃَﻣْﺜَﺎﻟِـﻬَﺎ ﺇﻟَﻰ
ﺳَﺒْﻌِﻤِﺎﺋَﺔِ ﺿِﻌْﻒٍ«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真主说：
‘当我的仆人企图做坏事时，你
们不要记录，直至他做了坏事，如果他做了坏事，
你们当只记录类似的一件罪行；如果他因为我而
放弃了它，你们当为他记录一件善功。当他想做
一件善事，而还没有做时，你们就当为他记录一
件善功，如果他做了，你们当为他记录类似的七
① ”。’件乃至七百倍的善功
P130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50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
圣训集》第 128 段，

156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创造宏伟的天使：
）1-阿布杜拉·本·贾比尔（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١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ﺍ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ﺃُﺫِﻥَ ﻟِﻲ ﺃَﻥْ ﺃُﺣَﺪﱢﺙَ ﻋَﻦْ ﻣَﻠَﻚٍ ﻣِﻦْ ﻣَﻼﺋِﻜَ�ﺔِ ﺍﷲ ﻣِ�ﻦْ ﺣَ�ـﻤَﻠَﺔِ ﺍﻟﻌَ�ﺮْﺵِ
ﺇﻥﱠ ﻣَ��ﺎ ﺑَ �ﻴْﻦَ ﺷَﺤْ��ـﻤَﺔِ ﺃُﺫُﻧِ��ـﻪِ ﺇﻟَ��ﻰ ﻋَﺎﺗِﻘِ �ﻪِ ﻣَﺴِ��ﻴﺮَﺓُ ﺳَ �ﺒْﻌِﻤِﺎﺋَﺔِ ﻋَ��ﺎﻡٍ«.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我获准告诉你们关于担负真主宝座的一
位天使，在他耳朵至肩头之间有七百年的行
① ”。程
P13F

）2-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
 -٢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ﻣﺤﻤﺪﺍً  Fﺭَﺃَﻯ
ﺟِﺒْﺮِﻳﻞَ ﻟَـﻪُ ﺳِﺘﱡﻤِﺎﺋَﺔِ ﺟَﻨَﺎﺡٍ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٤٧٢٤段，《正确丛书》第 15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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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看见吉布拉依赖天使（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有六百个翅膀。 ①

-相信天使的益处：
-知道清高真主的伟大、大能、权力和明
哲，的确，真主创造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其数量
的天使，其中担负“阿尔西”中的一位天使，其
耳朵至肩头之间有七百年的行程，那么，“阿尔
西”是怎样的宏伟呢？“阿尔西”之上的主又是
怎样的伟大呢？赞他超绝万物：
 ]ﺍﳉﺎﺛﻴﺔﻴﻢ ﺍﳊﹶﻜﺰﹺﻳﺰ ﺍﻟﻌﻮﻫﺽﹺ ﻭﺍﻷَﺭ ﻭﺍﺕﻮﻤﻲ ﺍﻟﺴﺎﺀُ ﻓﺮﹺﻳﺒ ﺍﻟﻜﻟﹶﻪﻭ
[(٣٧) :ﺁﻳﺔ
【天地间的伟大，只属于他；他是万能的，
是至睿的。
】②
P13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5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
圣训集》第 174 段，
②
《屈膝章》第 3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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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真主、感谢他对人类的关怀，他委
任众天使监护人类、援助他们，记录他们的工作。

-众天使喜爱崇拜和祈祷真主，为信士们
向真主求饶恕，犹如伟大、尊严的真主在谈到担
负“阿尔西”的、及其周围的天使时，他说：
ﻮﻥﹶﻨﻣﺆﻳ ﻭﻬﹺﻢﺑ ﺭﺪﻤﻮﻥﹶ ﺑﹺﺤﺤﺒﺴ ﻳﻟﹶﻪﻮ ﺣﻦﻣ ﻭﺵﺮﻠﹸﻮﻥﹶ ﺍﻟﻌﻤﺤ ﻳﻳﻦﺍﻟﱠﺬ
ﻳﻦﻠﱠﺬ ﻟﻔﺮ ﻠﹾﻤﺎﹰ ﻓﹶﺎﻏﹾﻋﺔﹰ ﻭﻤﺣﺀٍ ﺭﻲ ﻛﹸﻞﱠ ﺷﺖﻌﺳﺎ ﻭﻨﺑﻮﺍ ﺭﻨ ﺁﻣﻳﻦﻠﱠﺬﻭﻥﹶ ﻟﺮﻔﻐﺘﺴﻳ ﻭﺑﹺﻪ
ﻲ ﺍﻟﹶﺘﻥﺪ ﻋﺎﺕﻨ ﺟﻢﻠﹾﻬﺧﺃﹶﺩﺎ ﻭﻨﺑﻴﻢﹺ ﺭ ﺍﳉﹶﺤﺬﹶﺍﺏ ﻋﻬﹺﻢﻗ ﻭﺒﹺﻴﻠﹶﻚﻮﺍ ﺳﻌﺒﺍﺗﻮﺍ ﻭﺎﺑﺗ
ﺰﹺﻳﺰ ﺍﻟﻌﺖ ﺃﹶﻧﻚ ﺇﹺﻧﻬﹺﻢﺎﺗﻳﺫﹸﺭ ﻭﺍﺟﹺﻬﹺﻢﻭﺃﹶﺯ ﻭﻬﹺﻢﺎﺋ ﺁﺑﻦ ﻣﻠﹶﺢﻦ ﺻﻣ ﻭﻢﻬﺪﺗﻋﻭ
ﻮ ﻫﻚﺫﹶﻟ ﻭﻪﺘﻤﺣ ﺭ ﻓﹶﻘﹶﺪﺬﺌﻣﻮ ﻳﺌﹶﺎﺕﻴﻖﹺ ﺍﻟﺴﻦ ﺗﻣ ﻭﺌﹶﺎﺕﻴ ﺍﻟﺴﻬﹺﻢﻗﻭ
[(٩-٧) :]ﻏﺎﻓﺮ ﺁﻳﺔ

ﻴﻢﺍﳊﹶﻜ

ﻴﻢﻈ ﺍﻟﻌﺯﺍﻟﻔﹶﻮ

【支持宝座的和环绕宝座的，都赞颂他们
的主，都归信他，都为信道者求饶，他们说：
“我
们的主啊！在恩惠方面和知觉方面，您是包罗万
物的，求您赦宥悔过自新、而且遵循您的正道者
吧！求您保护他们，免受火狱的刑罚吧！我们的
主啊！求您让他们和他们行善的祖先、妻子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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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一同进入您所应许他们的永久的乐园吧！您
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求您使他们免于刑罚
吧！在那日，您使谁得免于刑罚，您已慈悯了谁，
那确是伟大的成功。
】①

①

《赦宥者章》第 7-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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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信经典

-相信经典：就是必须相信清高的真主
降示给他的众先知和使者们的、引导人类的经
典，它是真主至实的言语，毋庸置疑，它包含着
真理。其中有些真主在其经典里已命名的，有些
只有伟大、尊严的真主才知道其名称和数量。

-《古兰经》中提到的天启经典：
伟大、尊严的真主在《古兰经》中阐明了他
所降示的以下经典：
-《苏侯福》是降示给伊布拉欣（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的经典。
-《讨拉特》是真主降示给穆萨（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的经典。
-《宰布尔》是真主降示给达吾德（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经典。
-《引支勒》是真主降示给尔萨（愿主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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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之，并使其平安）的经典。
-《古兰经》是真主为了全人类而降示给
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经典。

-

我们相信这所有的经典是伟大、尊严

的真主降示的，我们相信其中所有真实的信息，
如《古兰经》；并且相信以前经典中没有被替换
或篡改的信息，同时我们喜悦并服从地遵循其中
没有被废除的法律，也相信其它所有我们不知道
其名称的经典。

-

以前所有的经典都因伟大《古兰经》

的下降而被废除，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ﺎﺏﹺﺘ ﺍﻟﻜﻦ ﻣﻪﻳﺪ ﻳﻦﻴﺎ ﺑﻗﺎﹰ ﻟﱢﻤﺪﺼ ﻣﻖ ﺑﹺﺎﻟﹾﺤﺎﺏﺘ ﺍﻟﻜﻚﺎ ﺇﹺﻟﹶﻴﻟﹾﻨﺃﹶﻧﺰﻭ
ﻦ ﻣﺎﺀَﻙﺎ ﺟﻤ ﻋﻢﻮﺍﺀَﻫ ﺃﹶﻫﺒﹺﻊﺘﻻﹶ ﺗ ﻭﻝﹶ ﺍﻟﻠﱠﻪﺎ ﺃﹶﻧﺰﻢ ﺑﹺﻤﻬﻨﻴﻜﹸﻢ ﺑ ﻓﹶﺎﺣﻪﻠﹶﻴﻨﺎﹰ ﻋﻤﻴﻬﻣﻭ
[(٤٨): ]ﺍﳌﺎﺋﺪﺓ ﺁﻳﺔﺍﳊﹶﻖ
【我降示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
以前的一切天经，而监护之。故你当依真主所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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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经典而为他们判决，在真理降临你之后，你
不要舍弃它而顺从他们的私欲。】 ①

-至于在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跟前被称
之为《讨拉特》和《引支勒》，并不能把其追踪
到真主的众先知和使者们，其中确已发生了篡改
和替换；例如：他们为真主设置儿子。基督教徒
神化麦尔彦之子尔萨（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
，用不适合伟大创造者的属特去描述创造者，
陷害众先知等等，必须驳斥那所有的一切妄言，
只相信《古兰经》所带来的一切，或正确的《圣
训》中所提到的。

-如果犹太教徒或基督教徒与我们谈话，
我们不相信他们，也不否认他们。我们只说：
“我
们归信真主，相信他所有的经典和众使者；”如
果他们说的是对的，我们不否认他们；如果他们
①

《筵席章》第 4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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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虚妄的，我们不相信他们。

-最伟大的经典：
尊贵的《古兰经》是伟大、尊严的真主降示
给封印的、最优越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的经典，它是最后一部天启
的经典，也是最伟大、最完美的经典，真主降示
它阐明一切，也是对众世界的引导和慈悯。
它是最尊贵的经典，是通过最尊贵的天使
——吉布拉依赖降示的，把它降示给最优秀的人
——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降
示给为人类而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以最优美、
最善辩的语言——明白的阿拉伯语——降示了
它，每个人都必须相信它，遵守它的法律裁决，
效仿它的礼节，在降示它之后，真主只接受遵循
它的工作，真主负责保护它，免遭篡改、更替、
增加与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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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٩) :ﻈﹸﻮﻥﹶ ]ﺍﳊﺠﺮ ﺁﻳﺔﺎﻓ ﻟﹶﺤﺎ ﻟﹶﻪﺇﹺﻧ ﻭﺎ ﺍﻟﺬﱢﻛﹾﺮﻟﹾﻨﺰ ﻧﻦﺤﺎ ﻧﺇﹺﻧ
【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教诲的保护
者。
】①
P136F

-清高的真主说：
ﻠﹶﻰ ﻗﹶﻠﹾﺒﹺﻚ ﻋﲔ ﺍﻷَﻣﻭﺡ ﺍﻟﺮﻝﹶ ﺑﹺﻪﺰ ﻧﲔﺎﻟﹶﻤ ﺍﻟﻌﺏﱰﹺﻳﻞﹸ ﺭ ﻟﹶﺘﻪﺇﹺﻧﻭ
[(١٩٤-١٩٢) :ﺒﹺﲔﹴ ]ﺍﻟﺸﻌﺮﺍﺀ ﺁﻳﺔﺑﹺﻲﹴّ ﻣﺮ ﻋﺎﻥﺴ ﺑﹺﻠﺭﹺﻳﻦ ﺍﳌﹸﻨﺬﻦﻜﹸﻮﻥﹶ ﻣﺘﻟ
【这《古兰经》确是全世界的主所启示的。
那忠实的精神把它降示在你的心上，以便你警告
众人，以明白的阿拉伯语。】 ②
P137F

-《古兰经》文的指示：
《古兰经》文阐明万事万物，要么是信
息，要么是定制。
信息分为两种：
①

《石谷章》第٩节
《众诗人章》第١92-195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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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是关于创造者及其美名、特性、行
为和言语的信息，他就是伟大、尊严的真主。
-要么是关于被造物的信息，如：天、地、
阿尔西、库尔希、人、动物、无机物、植物、天
堂、火狱、众先知和使者们及他们的追随者与敌
对者，以及每伙人所得到的赏罚等等的信息。

-定制分为两种：
-要么是命令崇拜独一的真主，顺从真主
及其使者，遵循真主的命令，如：礼拜和封斋等
等各项真主的命令。
-要么是禁止举伴真主，谨防真主禁止的
一切事项，如：高利贷和所有真主禁止的丑行。

-

所有的赞颂、感谢均归真主，他拥

有一切恩惠和恩德。他为我们派遣了最优秀的
使者，为我们降示了最尊贵的经典，使我们成为
为人类而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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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ﺍﻟﻠﱠﻪ ﻧﺰﻝﹶ ﺃﹶﺣﺴﻦ ﺍﳊﹶﺪﻳﺚ ﻛﺘﺎﺑﺎﹰ ﻣﺘﺸﺎﺑﹺﻬﺎﹰ ﻣﺜﹶﺎﻧﹺﻲ ﺗﻘﹾﺸﻌﺮ ﻣﻨﻪ ﺟﻠﹸﻮﺩ
ﺍﻟﱠﺬﻳﻦ ﻳﺨﺸﻮﻥﹶ ﺭﺑﻬﻢ ﺛﹸﻢ ﺗﻠﲔ ﺟﻠﹸﻮﺩﻫﻢ ﻭﻗﹸﻠﹸﻮﺑﻬﻢ ﺇﹺﻟﹶﻰ ﺫﻛﹾﺮﹺ ﺍﻟﻠﱠﻪ ﺫﹶﻟﻚ ﻫﺪﻯ ﺍﻟﻠﱠﻪ
ﻳﻬﺪﻱ ﺑﹺﻪ ﻣﻦ ﻳﺸﺎﺀُ ﻭﻣﻦ ﻳﻀﻠﻞﹺ ﺍﻟﻠﱠﻪ ﻓﹶﻤﺎ ﻟﹶﻪ ﻣﻦ ﻫﺎﺩ] ﺍﻟﺰﻣﺮ ﺁﻳﺔ[(٢٣) :
、【真主曾降示最美的训辞，就是前后一律
反复叮咛的经典；畏惧主的人，为他而战栗，然
后，为记忆真主而安静。那是真主的正道，他用
来引导他所意欲引导者，真主使谁迷误，谁就没
① 】。有向导
P138F

-清高的真主说：
ﻟﹶﻘﹶﺪ ﻣﻦ ﺍﻟﻠﱠﻪ ﻋﻠﹶﻰ ﺍﳌﹸﺆﻣﻨﹺﲔ ﺇﹺﺫﹾ ﺑﻌﺚﹶ ﻓﻴﻬﹺﻢ ﺭﺳﻮﻻﹰ ﻣﻦ ﺃﹶﻧﻔﹸﺴِﻬﹺﻢ ﻳﺘﻠﹸﻮ
ﻋﻠﹶﻴﻬﹺﻢ ﺁﻳﺎﺗﻪ ﻭﻳﺰﻛﱢﻴﻬﹺﻢ ﻭﻳﻌﻠﱢﻤﻬﻢ ﺍﻟﻜﺘﺎﺏ ﻭﺍﻟﹾﺤﻜﹾﻤﺔﹶ ﻭﺇﹺﻥ ﻛﹶﺎﻧﻮﺍ ﻣﻦ ﻗﹶ ﺒﻞﹸ ﻟﹶﻔﻲ
ﺿﻼﻝﹴ ﻣﺒﹺﲔﹴ ]ﺍﻝ ﻋﻤﺮﺍﻥ ﺁﻳﺔ[(١٦٤) :
【真主确已施恩于信士们，因为他曾在他们
中派遣了一个同族的使者，对他们宣读他的迹
象，并且熏陶他们，教授他们天经和智慧，以前，
①

《队伍章》第٢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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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的。
】①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١٦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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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信使者

-相信使者：就是必须坚信伟大、尊严
的真主在每个民族中所派遣的使者——号召人
类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否认他之外的一切崇
拜。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被派遣的、忠实的，传达
了真主为之而派遣他们的一切。他们中有些是我
们知道其名讳的，其他的只有真主才知道其详
情。

-教育众先知及其追随者：
伟大、尊严的真主教育众先知及其追随者们
首先当自身努力，崇拜真主、纯洁自身、观看万
有、思考宇宙万物的造化、坚忍不拔、为了获得
伊玛尼这个信仰而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了真主至
高无上的言词而付出或放弃，直至他们的生活在
完美的伊玛尼之中，在他们的内心中坚信真主是
万物的创造者，他亲手掌管万物，他是唯一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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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者；然后他们努力地在纯洁的环境里保护自
己的伊玛尼。例如在清真寺里（在其中诵读《古
兰经》
、参加集体礼拜、记念真主、讲座等等）
，
履行各项善功。
然后他们积极努力地解决信仰的需要，他们
的需要是获得这个伊玛尼。无论何时何地，他们
知道真主与他们同在，援助他们，供给他们，帮
助他们，犹如穆斯林在“白德尔”战役、“光复
麦加”
、
“侯奈尼”战役等中所获得的胜利，他们
只依赖超绝万物的真主，除他之外，他们绝不依
赖其他的。然后他们竭尽全力地在他们的族人之
间传播这种信仰，所有被派遣的都是为了让他们
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教授他们真主的法律裁
决，对他们宣读他们主的迹象。清高的真主说：
ﻛﱢﻴﻬﹺﻢﺰﻳ ﻭﻪﺎﺗ ﺁﻳﻬﹺﻢﻠﹶﻴﻠﹸﻮ ﻋﺘ ﻳﻢﻬﻨﻮﻻﹰ ﻣﺳ ﺭﲔﻴﻲ ﺍﻷُﻣﺚﹶ ﻓﻌﻱ ﺑ ﺍﻟﱠﺬﻭ
ﺮﹺﻳﻦﺁﺧﺒﹺﲔﹴ ﻭﻼﻝﹴ ﻣﻲ ﺿﻞﹸ ﻟﹶﻔﻦ ﻗﹶﺒﻮﺍ ﻣﺇﹺﻥ ﻛﹶﺎﻧﺔﹶ ﻭﻜﹾﻤﺍﻟﹾﺤ ﻭﺎﺏﺘ ﺍﻟﻜﻢﻬﻠﱢﻤﻌﻳﻭ
ُﺎﺀﺸﻦ ﻳ ﻣﻴﻪﺗﺆ ﻳﻞﹸ ﺍﻟﻠﱠﻪ ﻓﹶﻀﻚ ﺫﹶﻟﻴﻢ ﺍﳊﹶﻜﺰﹺﻳﺰ ﺍﻟﻌﻮﻫ ﻭﻘﹸﻮﺍ ﺑﹺﻬﹺﻢﻠﹾﺤﺎ ﻳ ﻟﹶﻤﻢﻬﻨ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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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٤-٢) :ﻴﻢﹺ ]ﺍﳉﻤﻌﺔ ﺁﻳﺔﻈﻞﹺ ﺍﻟﻌ ﺫﹸﻭ ﺍﻟﻔﹶﻀﺍﻟﻠﱠﻪﻭ
【他在文盲中派遣一个同族的使者，去对他
们宣读他的迹象，并培养他们，教授他们天经和
智慧，尽管以前他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并教
化还没有赶上他们的其他人。真主是万能的，是
至睿的。这是真主的恩典，他把它赏赐他所欲赏
赐的人们，真主是有宏恩的。
】①
P140F

- 使者 ：就是真主向他启示自己的法
律，并且命令他向不知道的人、或者是向知道而
违背者传播的人。

- 先知：就是真主启示以前的法律，以
便他教授他周围遵守那项法律的人们，并更新
之。所有的使者都是先知，但所有的先知不都是
使者。

①

《聚礼章》第 2-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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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众先知与使者：
清高的真主为每一个的民族都派遣了使者，
以专门的法律针对他的族人，或者是启示他以前
的法律，以便他更新之。
-清高的真主说：
ﻮﺍﻨﹺﺒﺘﺍﺟ ﻭﻭﺍ ﺍﻟﻠﱠﻪﺪﺒ ﺍﻋﻮﻻﹰ ﺃﹶﻥﺳ ﺭﺔﻲ ﻛﹸﻞﱢ ﺃﹸﻣﺎ ﻓﺜﹾﻨﻌ ﺑﻟﹶﻘﹶﺪﻭ
[(٣٦) : ]ﺍﻟﻨﺤﻞ ﺁﻳﺔﺍﻟﻄﱠﺎﻏﹸﻮﺕ
【我在每个民族中，都确已派遣一个使者：
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离恶魔。
】①
P14F

-清高的真主说：
ﻮﺍﻠﹶﻤ ﺃﹶﺳﻳﻦﻮﻥﹶ ﺍﻟﱠﺬﺒﹺﻴﺎ ﺍﻟﻨ ﺑﹺﻬﻜﹸﻢﺤ ﻳﻮﺭﻧﻯ ﻭﺪﺎ ﻫﻴﻬﺍﺓﹶ ﻓﺭﻮﺎ ﺍﻟﺘﻟﹾﻨﺎ ﺃﹶﻧﺰﺇﹺﻧ
[(٤٤): ]ﺍﳌﺎﺋﺪﺓ ﺁﻳﺔﺎﺭﺒﺍﻷَﺣﻮﻥﹶ ﻭﺎﻧﹺﻴﺑﺍﻟﺮﻭﺍ ﻭﺎﺩ ﻫﻳﻦﻠﱠﺬﻟ
【我确已降示《讨拉特》
，其中有向导和光
明，归顺真主的众先知，曾依照它替犹太教徒进
行判决，一般的明哲和博士，也依照他们所奉命

①

《蜜蜂章》第 3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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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持的天经而判决。
】①

-先知与使者的数量：
先知与使者（愿主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安）
的数量很多。

-其中的一部分，真主在《古兰经》之中
已为我们阐述了他们的名称和讯息，他们是二十
五位：
1-阿丹（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ﻣﺎﹰ ]ﻃﻪ ﺁﻳﺔﺰ ﻋ ﻟﹶﻪﺠﹺﺪ ﻧﻟﹶﻢ ﻭﺴِﻲﻞﹸ ﻓﹶﻨﻦ ﻗﹶﺒ ﻣﻡﺎ ﺇﹺﻟﹶﻰ ﺁﺩﻧﻬﹺﺪ ﻋﻟﹶﻘﹶﺪﻭ
[(١١٥)
【以前，我确已嘱咐阿丹，而他忘记我的嘱
咐，我未发现他有任何决心。
】②
P143F

2-清高的真主提到了部分先知和使者（愿主
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安）：
ﺎﺀُ ﺇﹺﻥﱠﺸﻦ ﻧ ﻣﺎﺕﺟﺭ ﺩﻓﹶﻊﺮ ﻧﻪﻣﻠﹶﻰ ﻗﹶﻮ ﻋﻴﻢﺍﻫﺮﺎ ﺇﹺﺑﺎﻫﻨﻴﺎ ﺁﺗﻨﺘﺠ ﺣﻠﹾﻚﺗﻭ
①

《筵席章》第 44 节
《塔哈章》第 115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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ﺭﺑﻚ ﺣﻜﻴﻢ ﻋﻠﻴﻢ ﻭﻭﻫﺒﻨﺎ ﻟﹶﻪ ﺇﹺﺳﺤﺎﻕ ﻭﻳﻌﻘﹸﻮﺏ ﻛﹸﻼ ﻫﺪﻳﻨﺎ ﻭﻧﻮﺣﺎﹰ ﻫﺪﻳﻨﺎ ﻣﻦ
ﻗﹶﺒﻞﹸ ﻭﻣﻦ ﺫﹸﺭﻳﺘﻪ ﺩﺍﻭﻭﺩ ﻭﺳﻠﹶﻴﻤﺎﻥﹶ ﻭﺃﹶﻳﻮﺏ ﻭﻳﻮﺳﻒ ﻭﻣﻮﺳﻰ ﻭﻫﺎﺭﻭﻥﹶ ﻭﻛﹶﺬﹶﻟﻚ
ﻧﺠﺰﹺﻱ ﺍﳌﹸﺤﺴِﻨﹺﲔ ﻭ ﺯﻛﹶﺮﹺﻳﺎ ﻭﻳﺤﻴﻰ ﻭﻋﻴﺴﻰ ﻭ ﺇﹺﻟﹾﻴﺎﺱ ﻛﹸﻞﱞ ﻣﻦ
ﺍﻟﺼﺎﻟﺤﲔ ﻭﺇﹺﺳﻤﺎﻋﻴﻞﹶ ﻭ ﺍﻟﹾﻴﺴﻊ ﻭﻳﻮﻧﺲ ﻭﻟﹸﻮﻃﺎﹰ ﻭﻛﹸﻼ ﻓﹶﻀﻠﹾﻨﺎ ﻋﻠﹶﻰ
ﺍﻟﻌﺎﻟﹶﻤﲔ ﻭﻣﻦ ﺁﺑﺎﺋﻬﹺﻢ ﻭ ﺫﹸﺭﻳﺎﺗﻬﹺﻢ ﻭﺇﹺﺧﻮﺍﻧﹺﻬﹺﻢ ﻭﺍﺟﺘﺒﻴﻨﺎﻫﻢ ﻭﻫﺪﻳﻨﺎﻫﻢ ﺇﹺﻟﹶﻰ ﺻﺮﺍﻁ
ﻣﺴﺘﻘﻴﻢﹴ ﺫﹶﻟﻚ ﻫﺪﻯ ﺍﻟﻠﱠﻪ ﻳﻬﺪﻱ ﺑﹺﻪ ﻣﻦ ﻳﺸﺎﺀُ ﻣﻦ ﻋﺒﺎﺩﻩ ﻭﻟﹶﻮ ﺃﹶﺷﺮﻛﹸﻮﺍ ﻟﹶﺤﺒﹺﻂﹶ
ﻋﻨﻬﻢ ﻣﺎ ﻛﹶﺎﻧﻮﺍ ﻳﻌﻤﻠﹸﻮﻥﹶ ﺃﹸﻭﻟﹶﺌﻚ ﺍﻟﱠﺬﻳﻦ ﺁﺗﻴﻨﺎﻫﻢ ﺍﻟﻜﺘﺎﺏ ﻭﺍﻟﹾﺤﻜﹾﻢ ﻭﺍﻟﻨﺒﻮﺓﹶ ﻓﹶﺈﹺﻥ
ﻳﻜﹾﻔﹸﺮ ﺑﹺﻬﺎ ﻫﺆﻻﺀِ ﻓﹶﻘﹶﺪ ﻭﻛﱠﻠﹾﻨﺎ ﺑﹺﻬﺎ ﻗﹶﻮﻣﺎﹰ ﻟﱠﻴﺴﻮﺍ ﺑﹺﻬﺎ ﺑﹺﻜﹶﺎﻓﺮﹺﻳﻦ] ﺍﻷﻧﻌﺎﻡ ﺁﻳﺔ:
)[(٨٩-٨٣
【这是我的证据，我把它赏赐伊布拉欣，以
便他驳斥他的宗族，我将我所意欲的人提升若干
级。你的主，确是至睿的，确是全知的。我赏赐
。他伊斯哈格和叶尔孤白，每个人我都加以引导
、以前，我曾引导努哈，还引导过他的后裔达吾德
素莱曼、安优卜、优素福、穆沙、哈伦，我这样
。报酬行善的人
、（我曾引导）宰凯里雅、叶哈雅
。尔萨和伊勒雅斯，他们都是善人
）（我曾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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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玛依赖、艾勒叶赛阿、优努斯和鲁特，我曾
使他们超越世人。（我曾引导）他们的一部分祖
先、后裔和弟兄，我曾拣选他们，并指示他们正
路。这是真主的正道，他以它引导他所欲引导的
仆人。假若他们以物配主，那么，他们的善功必
定变成无效的。这等人，我曾把天经.智慧和预
言赏赐他们。如果这些人不信这些事物，那么，
我就把这些事物委托一个对于它们坚信不疑的
民众。】 ①
3-伊德立斯（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 ]ﻣﺮﱘ ﺁﻳﺔﺒﹺﻴﺎﻳﻘﺎﹰ ﻧﺪ ﻛﹶﺎﻥﹶ ﺻﻪ ﺇﹺﻧﺭﹺﻳﺲﺎﺏﹺ ﺇﹺﺩﺘﻲ ﺍﻟﻜ ﻓﺍﺫﹾﻛﹸﺮﻭ
[(٥٦)
【你应当在这部经典里提及伊德立斯，他是
一个老实人，又是一个先知。
】②
P145F

4-呼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①

《牲畜章》第٨3-89 节
《麦尔彦章》第٥6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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ﻛﹶﺬﱠﺑﺖ ﻋﺎﺩ ﺍﳌﹸﺮﺳﻠﲔ

ﺇﹺﻧﻲ

ﺇﹺﺫﹾ ﻗﹶﺎﻝﹶ ﻟﹶﻬﻢ ﺃﹶﺧﻮﻫﻢ ﻫﻮﺩ ﺃﹶﻻﹶ ﺗﺘﻘﹸﻮﻥﹶ

ﻟﹶﻜﹸﻢ ﺭﺳﻮﻝﹲ ﺃﹶﻣﲔ] ﺍﻟﺸﻌﺮﺍﺀ ﺁﻳﺔ[(١٢٥-١٢٣) :
【阿德人曾否认使者。当时，他们的弟兄呼
德曾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敬畏呢？我对于你
。们，确是一个忠实的使者
①】
P146F

）5-刷里哈（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
ﻛﹶﺬﱠﺑﺖ ﺛﹶﻤﻮﺩ ﺍﳌﹸﺮﺳﻠﲔ ﺇﹺﺫﹾ ﻗﹶﺎﻝﹶ ﻟﹶﻬﻢ ﺃﹶﺧﻮﻫﻢ ﺻﺎﻟﺢ ﺃﹶﻻﹶ ﺗﺘﻘﹸﻮﻥﹶ ﺇﹺﻧﻲ
ﻟﹶﻜﹸﻢ ﺭﺳﻮﻝﹲ ﺃﹶﻣﲔ] ﺍﻟﺸﻌﺮﺍﺀ ﺁﻳﺔ[(١٤٣-١٤١) :
【赛莫德人曾否认使者们。当日，他们的弟
兄刷里哈曾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敬畏呢？我
② 】。对于你们确是一个忠实的使者
P147F

）6-苏阿布（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
ﻛﹶﺬﱠﺏ ﺃﹶﺻﺤﺎﺏ ﺍﻷَﻳﻜﹶﺔ ﺍﳌﹸﺮﺳﻠﲔ ﺇﹺﺫﹾ ﻗﹶﺎ ﹶﻝ ﻟﹶﻬﻢ ﺷﻌﻴﺐ ﺃﹶﻻﹶ
ﺗﺘﻘﹸﻮﻥﹶ ﺇﹺﻧﻲ ﻟﹶﻜﹸﻢ ﺭﺳﻮﻝﹲ ﺃﹶﻣﲔ] ﺍﻟﺸﻌﺮﺍﺀ ﺁﻳﺔ[(١٧٨-١٧٦) :
【丛林的居民，曾否认使者。当日，苏阿布

①

《众诗人章》第١23-125 节
《众诗人章》第١41-14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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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敬畏呢？我对于你们
确是一个忠实的使者。】 ①
7-茹勒基福利（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ﺎﺭﹺ ]ﺹ ﺁﻳﺔﻴ ﺍﻷَﺧﻦﻛﹸﻞﱞ ﻣﻔﹾﻞﹺ ﻭﺫﹶﺍ ﺍﻟﻜ ﻭﻊﺴﺍﻟﹾﻴﻴﻞﹶ ﻭﺎﻋﻤ ﺇﹺﺳﺍﺫﹾﻛﹸﺮﻭ
[(٤٨)
【你当记忆伊斯玛依赖、艾勒叶赛阿、茹勒
基福利，他们都是纯善的。
】②
P149F

8-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ﻢﺎﺗﺧ ﻭﻮﻝﹶ ﺍﻟﻠﱠﻪﺳﻦ ﺭﻟﹶﻜ ﻭﻜﹸﻢﺎﻟﺟﻦ ﺭ ﻣﺪﺎ ﺃﹶﺣ ﺃﹶﺑﺪﻤﺤﺎ ﻛﹶﺎﻥﹶ ﻣﻣ
[(٤٠) : ]ﺍﻷﺣﺰﺍﺏ ﺁﻳﺔﲔﺒﹺﻴﺍﻟﻨ
【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而
是真主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封印。
】③
P150F

P

-其中有一部分先知和使者，我们不知道
他们的名讳，真主也没有告知我们有关他们的讯
息，但是我们相信他们所有的先知和使者。
①

《众诗人章》第١76-178 节
《萨德章》第٤٨节
③
《同盟军章》第 40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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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的真主说：
ﻭﻟﹶﻘﹶﺪ ﺃﹶﺭﺳﻠﹾﻨﺎ ﺭﺳـﻼﹰ ﻣﻦ ﻗﹶﺒﻠﻚ ﻣﻨﻬﻢ ﻣﻦ ﻗﹶﺼﺼﻨﺎ ﻋﻠﹶﻴﻚ ﻭ ﻣﻨﻬﻢ ﻣﻦ
ﻟﱠﻢ ﻧﻘﹾﺼﺺ ﻋﻠﹶﻴﻚ] ﻏﺎﻓﺮ ﺁﻳﺔ[(78) :
【在你之前，我确已派遣许多使者，他们中
P

① 】。有我已告诉你的，有我未告诉你的
P15F

2-艾布乌玛麦（愿主喜悦他）的传述，艾布
冉尔（愿主喜悦他）说：
 -٢ﻋﻦ ﺃَﺑِﻲ ﺃُﻣَﺎﻣَ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ـ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ﺃﺑُﻮ ﺫَﺭﱟ ﺭَﺿِﻲَ ﺍﷲُ
ﻋَﻨْـﻪُ :ﻗُﻠْﺖُ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ﻛَﻢْ ﻭَﻓﱠﻰ ﻋِﺪﱠﺓُ ﺍﻟْﺄَﻧْﺒِﻴَﺎءِ؟ ﻗَﺎﻝَ» :Fﻣِﺎﺋَﺔُ ﺃَﻟْﻒٍ
ﻭَﺃَﺭْﺑَـﻌَﺔٌ ﻭَﻋِﺸْﺮُﻭﻥَ ﺃَﻟْﻔًﺎ ،ﺍﻟﺮﱡﺳُﻞُ ﻣِﻦْ ﺫَﻟِﻚَ ﺛَﻠَﺎﺙُ ﻣِﺎﺋَﺔٍ ﻭَﺧَـﻤْﺴَﺔَ ﻋَﺸَﺮَ،
ﺟَـﻤﺎ ﻏَﻔِﻴﺮًﺍ«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ﺍﻟﻄﺒﺮﺍﻧﻲ
“我说：‘主的使者啊！有多少位的先知
‘有
呢？’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十二万四千先知，其中共有三百一十五位使
② ”。’者
P152F

①

《赦宥者章》第 78 节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2644 段，《泰柏拉尼圣训集》第 8/217 段，
《正确丛书》第 266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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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决心的使者：
有决心的使者一共是五位，他们是：努哈，
伊布拉欣，穆沙，尔萨和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他
们，并使他们平安）。的确，超绝万物的真主提
到了他们：
ﺎﻣ ﻭﻚﺎ ﺇﹺﻟﹶﻴﻨﻴﺣﻱ ﺃﹶﻭﺍﻟﱠﺬﻮﺣﺎﹰ ﻭ ﻧﻰ ﺑﹺﻪﺻﺎ ﻭﻳﻦﹺ ﻣ ﺍﻟﺪﻦ ﻟﹶﻜﹸﻢ ﻣﻉﺮﺷ
ﻴﻪﻗﹸﻮﺍ ﻓﻔﹶﺮﺘﻻﹶ ﺗ ﻭﻳﻦﻮﺍ ﺍﻟﺪﻴﻤﻰ ﺃﹶﻥﹾ ﺃﹶﻗﻴﺴﻋﻰ ﻭﻮﺳﻣ ﻭﻴﻢﺍﻫﺮ ﺇﹺﺑﺎ ﺑﹺﻪﻨﻴﺻﻭ
[(١٣) :]ﺍﻟﺸﻮﺭﻯ ﺁﻳﺔ
【他已为你们制定正教，就是他所命令努哈
的、他所启示你的、他命令伊布拉欣、穆沙和尔
萨的教门。你们应当谨守正教，不要为正教而分
门别户。】 ①
P153F

-第一位使者：
第一位使者是努哈（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
①

《协商章》第 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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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的真主说：
]ﺍﻟﻨﺴﺎﺀ

ﻩﺪﻌ ﺑﻦ ﻣﲔﺒﹺﻴﺍﻟﻨﻮﺡﹴ ﻭﺎ ﺇﹺﻟﹶﻰ ﻧﻨﻴﺣﺎ ﺃﹶﻭ ﻛﹶﻤﻚﺎ ﺇﹺﻟﹶﻴﻨﻴﺣﺎ ﺃﹶﻭﺇﹺﻧ
[(١٦٣) :ﺁﻳﺔ

【我确已启示你，犹如我启示努哈和在他之
后的众先知一样。】 ①
P154F

P

2-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关于说
情的《圣训》，
 ﻭﻓﻴﻪ،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ﻓﻲ ﺣﺪﻳﺚ ﺍﻟﺸﻔﺎﻋﺔ- ٣
ُ ﻳَﺎ ﻧُﻮْﺡ:َ »ﺍﺫْﻫَﺒُﻮﺍ ﺇﻟَﻰ ﻧُﻮﺡٍ ﻓَﻴَﺄْﺗُﻮﻥَ ﻧُﻮﺣﺎً ﻓَﻴَـﻘُﻮﻟُﻮﻥ: ﻗﺎﻝF ﺃﻥ ﺍﻟﻨﺒﻲ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ﺃَﻧْﺖَ ﺃَﻭﱠﻝُ ﺍﻟﺮﱡﺳﻞِ ﺇﻟَﻰ ﺃَﻫْﻞِ ﺍﻷﺭْﺽ
在其中提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你们去努哈那里吧！
”他
们来对努哈说：“努哈啊！你是第一位被派往人
类的使者……。
”②
P15F

①

《妇女章》第 163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4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
圣训集》第 19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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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使者：
最后一位使者是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
。清高的真主说：
ﻢﺎﺗﺧ ﻭﻮﻝﹶ ﺍﻟﻠﱠﻪﺳﻦ ﺭﻟﹶﻜ ﻭﻜﹸﻢﺎﻟﺟﻦ ﺭ ﻣﺪﺎ ﺃﹶﺣ ﺃﹶﺑﺪﻤﺤﺎ ﻛﹶﺎﻥﹶ ﻣﻣ
[(٤٠) : ]ﺍﻷﺣﺰﺍﺏ ﺁﻳﺔﲔﺒﹺﻴﺍﻟﻨ
【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而
是真主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封印。
】①
P156F

P

-先知与使者被派往的人群：
1-真主把众先知和使者们（愿主赐福他们，
并使他们平安）派到他们各自的民族中。犹如超
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7) :]ﺍﻟﺮﻋﺪ ﺁﻳﺔ

ﺎﺩﻡﹴ ﻫﻜﹸﻞﱢ ﻗﹶﻮﻟﻭ

【每个民族都有一个引导者。
】②
P157F

2-真主把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派往全人类。他是封印的、最优秀的先知与
①

《同盟军章》第 40 节
《雷霆章》第 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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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是全人类的领袖，他是复生日带着赞颂真
主之旗者，真主派遣他是为了慈悯全世界。
-清高的真主说：
ﺎﺱﹺ ﻻﹶ ﺍﻟﻨ ﺃﹶﻛﹾﺜﹶﺮﻦﻟﹶﻜﺍ ﻭﻳﺮﺬﻧﺍ ﻭﲑﺸﺎﺱﹺ ﺑّﻠﻨ ﺇﹺﻻﱠ ﻛﹶﺎﻓﱠﺔﹰ ﻟﺎﻙﻠﹾﻨﺳﺎ ﺃﹶﺭﻣﻭ
[(٢٨) :ﻮﻥﹶ ]ﺳﺒﺄ ﺁﻳﺔﻠﹶﻤﻌﻳ
【我只派遣你为全人类的报喜者和警告者，
但世人大半不知道。
】①
P158F

-清高的真主说：
[(107) : ]ﺍﻷﻧﺒﻴﺎﺀ ﺁﻳﺔﲔﺎﻟﹶﻤﺔﹰ ﻟﱢﻠﹾﻌﻤﺣ ﺇﹺﻻﱠ ﺭﺎﻙﻠﹾﻨﺳﺎ ﺃﹶﺭﻣﻭ
【我派遣你，只为慈悯众世界。】 ②
P159F

-派遣众先知与使者的哲理：
-号召人类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禁止崇
拜他之外的。清高的真主说：
ﻮﺍﻨﹺﺒﺘﺍﺟ ﻭﻭﺍ ﺍﻟﻠﱠﻪﺪﺒ ﺍﻋﻮﻻﹰ ﺃﹶﻥﺳ ﺭﺔﻲ ﻛﹸﻞﱢ ﺃﹸﻣﺎ ﻓﺜﹾﻨﻌ ﺑﻟﹶﻘﹶﺪﻭ
[(٣٦) : ]ﺍﻟﻨﺤﻞ ﺁﻳﺔﺍﻟﻄﱠﺎﻏﹸﻮﺕ
①

《赛伯邑章》第 28 节
《众先知章》第 10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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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每个民族中，都确已派遣一个使者：
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离恶魔。
】①

-阐明通往真主的道路。清高的真主说：
ﻛﱢﻴﻬﹺﻢﺰﻳ ﻭﻪﺎﺗ ﺁﻳﻬﹺﻢﻠﹶﻴﻠﹸﻮ ﻋﺘ ﻳﻢﻬﻨﻮﻻﹰ ﻣﺳ ﺭﲔﻴﻲ ﺍﻷُﻣﺚﹶ ﻓﻌﻱ ﺑ ﺍﻟﱠﺬﻭ
ﺒﹺﲔﹴ ]ﺍﳉﻤﻌﺔﻼﻝﹴ ﻣﻲ ﺿﻞﹸ ﻟﹶﻔﻦ ﻗﹶﺒﻮﺍ ﻣﺇﹺﻥ ﻛﹶﺎﻧﺔﹶ ﻭﻜﹾﻤﺍﻟﹾﺤ ﻭﺎﺏﺘ ﺍﻟﻜﻢﻬﻠﱢﻤﻌﻳﻭ
[(٢) :ﺁﻳﺔ
【他在文盲中派遣一个同族的使者，去对他
们宣读他的迹象，并培养他们，教授他们天经和
智慧，尽管以前他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 ②
P16F

- 阐明人类在复生日到达真主之后的状
况。清高的真主说：
ﻠﹸﻮﺍﻤﻋﻮﺍ ﻭﻨ ﺁﻣﻳﻦ ﻓﹶﺎﻟﱠﺬﺒﹺﲔ ﻣﻳﺮﺬ ﻧﺎ ﻟﹶﻜﹸﻢﺎ ﺃﹶﻧﻤ ﺇﹺﻧﺎﺱﺎ ﺍﻟﻨﻬﺎ ﺃﹶﻳﻗﹸﻞﹾ ﻳ
ﻚﻭﻟﹶﺌ  ﺃﹸﺎﺟﹺﺰﹺﻳﻦﻌﺎ ﻣﻨﺎﺗﻲ ﺁﻳﺍ ﻓﻮﻌ ﺳﻳﻦﺍﻟﱠﺬ ﻭ ﻛﹶﺮﹺﱘﻕﺭﹺﺯﺓﹲ ﻭﺮﻔﻐﻢ ﻣ ﻟﹶﻬﺎﺕﺤﺎﻟﺍﻟﺼ
[(٥١-٤٩) :ﻴﻢﹺ ]ﺍﳊﺞ ﺁﻳﺔ ﺍﳉﹶﺤﺎﺏﺤﺃﹶﺻ
【你说：‘众人啊！我对你们只是一个明显

①

《蜜蜂章》第 36 节
《聚礼章》第٢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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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告者’
。信道而且行善者，得蒙赦宥，得享
优厚的给养；以阻挠的态度努力反对我的迹象
者，这等人必是火狱的居民。
】①

-对人类提出论证。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
所说：
ﻌﺪ ﺔﹲ ﺑﺠ ﺣﻠﹶﻰ ﺍﻟﻠﱠﻪﺎﺱﹺ ﻋﻠﻨﻜﹸﻮﻥﹶ ﻟﺌﹶﻼﱠ ﻳ ﻟﺭﹺﻳﻦﻨﺬﻣ ﻭﺮﹺﻳﻦﺸﺒﻼﹰ ﻣﺳﺭ
[(١٦٥) :ﻞﹺ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ﺳﺍﻟﺮ
【我曾派遣许多使者报喜信，传警告，以免
派遣使者之后，世人对真主有任何托辞。
】②
P163F

P

-慈悯。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107) : ]ﺍﻷﻧﺒﻴﺎﺀ ﺁﻳﺔﲔﺎﻟﹶﻤﺔﹰ ﻟﱢﻠﹾﻌﻤﺣ ﺇﹺﻻﱠ ﺭﺎﻙﻠﹾﻨﺳﺎ ﺃﹶﺭﻣﻭ
【我派遣你，只为慈悯众世界。】 ③
P164F

-众先知与使者的特征：
1-所有的先知与使者都是男人，伟大、尊

①

《朝觐章》第 49-51 节
《妇女章》第 165 节
③
《众先知章》第 10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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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的真主从自己的众仆人中精选了他们，以预言
和使命使他们优越，并以各种奇迹援助他们，真
主以使命使他们尊贵，并命令他们向人类传达，
以便人们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放弃多神崇拜，
并以天堂许诺他们。他们（愿主赐福他们，并使
他们平安）确已忠实地传达他们的使命。
-清高的真主说：
ﻞﹶ ﺍﻟ ﱢﺬﻛﹾﺮﹺ ﺇﹺﻥﺄﹶﻟﹸﻮﺍ ﺃﹶﻫ ﻓﹶﺎﺳﻬﹺﻢﻲ ﺇﹺﻟﹶﻴﻮﺣﺎﻻﹰ ﻧ ﺇﹺﻻﱠ ﺭﹺﺟﻚﻠﻦ ﻗﹶﺒﺎ ﻣﻠﹾﻨﺳﺎ ﺃﹶﺭﻣﻭ
[(43) :ﻮﻥﹶ ]ﺍﻟﻨﺤﻞ ﺁﻳﺔﻠﹶﻤﻌ ﻻﹶ ﺗﻢﻛﹸﻨﺘ
【在你之前，我只派遣了我所启示的一些男
子。你们应当请教深明教诲者，如果你们不知
道。】 ①
P165F

-清高的真主说：
ﻠﹶﻰﺍﻥﹶ ﻋﺮﻤﺁﻝﹶ ﻋ ﻭﻴﻢﺍﻫﺮﺁﻝﹶ ﺇﹺﺑﻮﺣﺎﹰ ﻭﻧ ﻭﻡﻄﹶﻔﹶﻰ ﺁﺩ ﺍﺻﺇﹺﻥﱠ ﺍﻟﻠﱠﻪ
[(٣٣) :]ﺁﻝ ﻋﻤﺮﺍﻥ ﺁﻳﺔ

ﲔﺎﻟﹶﻤﺍﻟﻌ

【真主确已拣选阿丹、努哈、伊布拉欣的后
①

《蜜蜂章》第 4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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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和伊姆兰的后裔，而使他们超越世人。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ﻮﺍﻨﹺﺒﺘﺍﺟ ﻭﻭﺍ ﺍﻟﻠﱠﻪﺪﺒ ﺍﻋﻮﻻﹰ ﺃﹶﻥﺳ ﺭﺔﻲ ﻛﹸﻞﱢ ﺃﹸﻣﺎ ﻓﺜﹾﻨﻌ ﺑﻟﹶﻘﹶﺪﻭ
[(٣٦) : ]ﺍﻟﻨﺤﻞ ﺁﻳﺔﺍﻟﻄﱠﺎﻏﹸﻮﺕ
【我在每个民族中，都确已派遣一个使者：
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离恶魔。
】②
P167F

2-真主命令所有的先知和使者号召人们皈
依、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他为每一个民族都规
定了适合他们的一种法律制度，犹如超绝万物的
真主所说：
[(٤٨):ﺎﺟﺎﹰ ]ﺍﳌﺎﺋﺪﺓ ﺁﻳﺔﻬﻨﻣﺔﹰ ﻭﻋﺮ ﺷﻨﻜﹸﻢﺎ ﻣﻠﹾﻨﻌﻜﹸﻞﹴّ ﺟﻟ
【我已为你们中每一个民族都制定一种教
律和法程。
】③
P168F

3-清高的真主选择了众先知和使者，并把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33 节
《蜜蜂章》第 36 节
③
《筵席章》第 4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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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描述为忠诚为主，处于最高的等级，犹如他
在《古兰经》中谈到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时所说：
ﲔﺎﻟﹶﻤﻠﹾﻌﻜﹸﻮﻥﹶ ﻟﻴ ﻟﻩﺪﺒﻠﹶﻰ ﻋﻗﹶﺎﻥﹶ ﻋﻝﹶ ﺍﻟﻔﹸﺮﺰﻱ ﻧ ﺍﻟﱠﺬﻙﺎﺭﺒﺗ
[(1):ﻳﺮﺍﹰ ]ﺍﻟﻔﺮﻗﺎﻥ ﺁﻳﺔﺬﻧ
【圣洁哉真主！他降示准则给他的仆人，以
便他做全世界的警告者。
】①
P169F

在谈到麦尔彦之子尔萨（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时，他说：
ﻴﻞﹶ ]ﺍﻟﺰﺧﺮﻑﺍﺋﺮﻨﹺﻲ ﺇﹺﺳﺜﹶﻼﹰ ﻟﱢﺒ ﻣﺎﻩﻠﹾﻨﻌﺟ ﻭﻪﻠﹶﻴﺎ ﻋﻨﻤﻌ ﺃﹶﻧﺪﺒ ﺇﹺﻻﱠ ﻋﻮﺇﹺﻥﹾ ﻫ
[(٥٩) :ﺁﻳﺔ
【他只是一个仆人，我赐他恩典，并以他为
以色列后裔的示范。
】②
P170F

4-所有的先知和使者（愿主赐福他们，并
使他们平安）都是被创造的人，他们吃，他们喝，
①

《准则章》第 1 节
《金饰章》第 59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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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会忘记，他们也需要睡觉，他们也会遭遇
病症与死亡，他们也像其他的人一样，不具有丝
毫养育性和神性的特征，他们也不能为任何人掌
管丝毫祸福，除非真主意欲者例外，他们更不能
从真主的宝藏中掌管丝毫，除了真主告诉者外，
他们任何人都不知道幽玄的知识。
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对他的先知穆罕默德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ﻠﹶﻢ ﺃﹶﻋ ﻛﹸﻨﺖﻟﹶﻮ ﻭﺎﺀَ ﺍﻟﻠﱠﻪﺎ ﺷ ﺇﹺﻻﱠ ﻣﺮﺍﻻﹶ ﺿﻔﹾﻌﺎﹰ ﻭﻔﹾﺴِﻲ ﻧﻨ ﻟﻚﻠﻗﹸﻞ ﻻﱠ ﺃﹶﻣ
ﻮﻡﹴ  ﻟﱢﻘﹶﲑﺸﺑ ﻭﻳﺮﺬﺎ ﺇﹺﻻﱠ ﻧﻮﺀُ ﺇﹺﻥﹾ ﺃﹶﻧ ﺍﻟﺴﻨﹺﻲﺴﺎ ﻣﻣﺮﹺ ﻭ ﺍﳋﹶﻴﻦ ﻣﺕﻜﹾﺜﹶﺮﺘ ﻻﺳﺐﻴﺍﻟﻐ
[(188) :ﻮﻥﹶ ]ﺍﻷﻋﺮﺍﻑ ﺁﻳﺔﻨﻣﺆﻳ
【你说：“除真主所意欲的外，我不能掌握
自己的祸福。假若我能知幽玄，我必多谋福利，
不遭灾殃了。我只是一个警告者和对信道的民众
的报喜者。
”】 ①
P17F

①

《高处章》第 18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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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众先知与使者们：
1-众先知和使者们是拥有最纯洁的心灵，
最健全的理智，最坚定的信仰，最高尚的品德，
最完美的宗教，最坚强的功修，最优美的体态，
最美丽的容貌。真主确已赐予了他们许多特性：

1-真主因启示和使命而选择了他们。
-清高的真主说：
[(٧٥) :ﺎﺱﹺ ]ﺍﳊﺞ ﺁﻳﺔ ﺍﻟﻨﻦﻣﻼﹰ ﻭﺳ ﺭﻜﹶﺔ ﺍﳌﹶﻼﺋﻦﻲ ﻣﻄﹶﻔﺼ ﻳﺍﻟﻠﱠﻪ
【真主从天使中和人类中拣选若干使者。】①
P172F

-清高的真主说：
 ]ﺍﻟﻜﻬﻒﺪﺍﺣ ﻭ ﺇﹺﻟﹶﻪﻜﹸﻢﺎ ﺇﹺﻟﹶﻬﻤ ﺃﹶﻧﻰ ﺇﹺﻟﹶﻲﻮﺣ ﻳﺜﹾﻠﹸﻜﹸﻢ ﻣﺮﺸﺎ ﺑﺎ ﺃﹶﻧﻤﻗﹸﻞﹾ ﺇﹺﻧ
[(١١٠) :ﺁﻳﺔ
【你说：‘我只是一个同你们一样的凡人，
我奉的启示是：你们所应当崇拜的，只是一个主
宰。】 ②
P173F

①

《朝觐章》第 75 节
《山洞章》第 110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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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们是受到护佑的，在他们向人类传达信
仰和法律时，假如他们犯错误时，伟大、尊严的
真主会纠正他们，使他们回归到真理和正确的道
路上。
清高的真主说：
ﻦﹺ ﻋﻖﻨﻄﺎ ﻳﻣﻯ ﻭﺎ ﻏﹶﻮﻣ ﻭﻜﹸﻢﺒﺎﺣﻞﱠ ﺻﺎ ﺿﻯ ﻣﻮﻢﹺ ﺇﹺﺫﹶﺍ ﻫﺠﺍﻟﻨﻭ
[(٥-١) :ﻯ ]ﺍﻟﻨﺠﻢ ﺁﻳﺔ ﺍﻟﻘﹸﻮﻳﺪﺪ ﺷﻪﻠﱠﻤﻰ ﻋﻮﺣ ﻳﻲﺣﻮ ﺇﹺﻻﱠ ﻭ ﻯ ﺇﹺﻥﹾ ﻫﺍﳍﹶﻮ
【以没落时的星宿盟誓，你们的朋友，既不
迷误，又未迷信，他未随私欲而言，这只是他所
受的启示。教授他的，是那强健的主。
】①
P174F

3-在他们去世之后，不会被继承。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ﻻ:F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ﻣَﺎ ﺗَﺮَﻛْﻨَﺎ ﺻَﺪَﻗﺔ،ُﻧُﻮﺭَﺙ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星宿章》第 1-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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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被继承，我们所遗留的都是施舍’。
”①

4-他们眼睡，心不睡。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在
夜行的故事中提到：
ُ ﻭَﺍﻟﻨﱠﺒِﻲ:-ﻭﻓﻴﻪ-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ﻓﻲ ﻗﺼﺔ ﺍﻹﺳﺮﺍء
 ﻭَﻻ،ْ ﻭَﻛَﺬَﻟِﻚَ ﺍﻷَﻧْﺒِﻴَﺎءُ ﺗَﻨَﺎﻡُ ﺃَﻋْﻴُﻨُـﻬُـﻢ،ُ ﻭَﻻ ﻳَﻨَﺎﻡُ ﻗَﻠْﺒُـﻪ،ُ ﻧَﺎﺋِﻤَﺔٌ ﻋَﻴﻨَﺎﻩF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ﺗَﻨَﺎﻡُ ﻗُﻠُﻮﺑُـﻬُـ ْﻢ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眼睡，心不睡。其他的众先知也是如此眼睡，心
不睡。 ②
P176F

5-他们在弥留之际可以在今后两世间进行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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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73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
圣训集》第 1757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57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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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ﻣﺘﻔﻖ.«ِ »ﻣَﺎ ﻣِﻦْ ﻧَﺒِﻲﱟ ﻳَـﻤْﺮَﺽُ ﺇﻻ ﺧُﻴﱢﺮَ ﺑَﻴﻦَ ﺍﻟﺪﱡﻧْﻴَﺎ ﻭَﺍﻵﺧِﺮَﺓ:ﻳﻘﻮﻝ
ﻋﻠﻴﻪ
“任何一位先知，只有在今后两世之间选择
后，才会去世。
”①
P17F

6-他们只有在死亡后才会埋葬。
艾布白克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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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ﺑﻲ ﺑﻜ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ﻟَﻦْ ﻳُـﻘْﺒَﺮَ ﻧَﺒِﻲﱞ ﺇﻻ ﺣَﻴْﺚُ ﻳَـﻤُﻮﺕ:ﻳﻘﻮﻝ
“任何一位先知，只有在他去世之后，才会
被埋葬。” ②
P178F

7-大地不会侵蚀他们的身体。
奥斯·本·奥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58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444 段
②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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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ﻭﺱ ﺑﻦ ﺃﻭ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F
»ﺇﻥﱠ ﻣِﻦْ ﺃَﻓْﻀَﻞِ ﺃَﻳﱠﺎﻣِﻜُﻢْ ﻳَﻮْﻡَ ﺍﻟﺠُـﻤُﻌَﺔِ ،«...ﻭﻓﻴﻪ :ﻗﺎﻟﻮﺍ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ﻛﻴﻒ ﺗﻌﺮﺽ ﺻﻼﺗﻨﺎ ﻋﻠﻴﻚ ﻭﻗﺪ ﺃَﺭِﻣْﺖ؟ ﻳﻘﻮﻟﻮﻥ ﺑﻠﻴﺖ ،ﻓﻘﺎﻝ» :ﺇﻥﱠ
ﺍﷲَ ﻋَﺰﱠﻭَﺟَﻞﱠ ﺣَﺮﱠﻡَ ﻋَﻠَﻰ ﺍﻷَﺭْﺽِ ﺃَﺟْﺴَﺎﺩَ ﺍﻷَﻧْﺒِﻴَﺎءِ«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的确，你们生活中最尊贵的日子之一是
主麻日，所以你们在这一天多赞我，因为你们对
我的赞颂将传达给我。”圣门弟子们说：
“主的使
者啊！那时你都成为朽骨了，我们对你的赞颂怎
“真主禁止土地侵蚀众先
么能到达你呢?”他说：
。知的身体
①”
P179F

。8-众先知活着在他们的坟墓里接受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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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ﺍﻷَﻧْﺒِﻴَﺎءُ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0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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ﺃَﺣْﻴَﺎءٌ ﻓِﻲ ﻗُﺒُﻮﺭِﻫِـﻢ ﻳُﺼَﻠﱡﻮﻥَ«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ﻳﻌﻠﻰ
“众先知在他们的坟墓里活着接受祝
① ”。福
P18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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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Fﻗﺎﻝ:
»ﻣَـﺮَﺭْﺕُ ﻋَﻠَﻰ ﻣُﻮﺳَﻰ ﻟَﻴْﻠَﺔَ ﺃُﺳْﺮِﻱَ ﺑِﻲ ﻋِﻨْﺪَ ﺍﻟﻜﺜﻴﺐِ ﺍﻷَﺣْـﻤَﺮِ ﻭَﻫُﻮَ ﻗَﺎﺋِﻢٌ
ﻳُﺼَﻠﱢـﻲ ﻓِﻲ ﻗَﺒْﺮِﻩِ«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登霄之夜，我在红沙附近经过穆萨，他
。正站在坟墓中礼拜
②”
P18F

。9-在他们去世之后，他们的妻子不会再嫁
ﻭﻣﺎ ﻛﹶﺎﻥﹶ ﻟﹶﻜﹸﻢ ﺃﹶﻥ ﺗﺆﺫﹸﻭﺍ ﺭﺳﻮﻝﹶ ﺍﻟﻠﱠﻪ ﻭﻻﹶ ﺃﹶﻥ ﺗﻨﻜﺤﻮﺍ ﺃﹶﺯﻭﺍﺟﻪ ﻣﻦ
ﺑﻌﺪﻩ ﺃﹶﺑﺪﺍﹰ ﺇﹺﻥﱠ ﺫﹶﻟﻜﹸﻢ ﻛﹶﺎﻥﹶ ﻋﻨﺪ ﺍﻟﻠﱠﻪ ﻋﻈﻴﻤﺎﹰ ]ﺍﻷﺣﺰﺍﺏ ﺁﻳﺔ[(٥٣) :
【你们不宜使使者为难，在他之后，永不宜

①

《艾布耶阿俩圣训集》第 1047 段，《正确丛书》第 621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7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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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他的妻子，因为在真主看来，那是一件大罪。
】①

-必须相信所有的先知和使者，谁否认其
中的某一位先知或使者，那么，他确已否认了所
有的先知和使者。必须相信有关于他们的真实的
信息，效仿他们坚定的信仰，完美地认主独一，
高尚的品德，遵守他们中被派往我们的穆罕默德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法律——他是众
先知的封印，最优秀的使者，是被派往全人类和
精灵的使者。清高的真主说：
ﻠﹶﻰﻝﹶ ﻋﺰﻱ ﻧﺎﺏﹺ ﺍﻟﱠﺬﺘﺍﻟﹾﻜ ﻭﻪﻮﻟﺳﺭ ﻭﻮﺍ ﺑﹺﺎﻟﻠﱠﻪﻨﻮﺍ ﺁﻣﻨ ﺁﻣﻳﻦﺎ ﺍﻟﱠﺬﻬﺎ ﺃﹶﻳﻳ
ﻪﻠﺳﺭ ﻭﺒﹺﻪﻛﹸﺘ ﻭﻪﻜﹶﺘﻼﺋﻣﻪ ﻭ  ﺑﹺﺎﻟﻠﱠﻜﹾﻔﹸﺮﻦ ﻳﻣﻞﹸ ﻭﻦ ﻗﹶﺒﻝﹶ ﻣﻱ ﺃﹶﻧﺰﺎﺏﹺ ﺍﻟﱠﺬﺘﺍﻟﹾﻜ ﻭﻪﻮﻟﺳﺭ
[(١٣٦) :ﻴﺪﺍﹰ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ﻌﻼﻻﹰ ﺑﻞﱠ ﺿ ﺿﺮﹺ ﻓﹶﻘﹶﺪﻡﹺ ﺍﻵﺧﻮﺍﻟﹾﻴﻭ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
以及他所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
经典。谁不信真主、天使、经典、使者、末日，

①

《同盟军章》第 5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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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确已深入迷误了。
】①

-相信众先知与使者的益处：
认识伟大、尊严的真主对仆人的慈悯和关
爱，他为人类派遣众使者，引导他们崇拜他们的
主，告知他们如何崇拜真主。
其中有：赞颂真主，感谢他的这种恩典；
其中还有：喜爱众使者，毫不夸大其词地赞
扬他们，因为他们是真主的众使者，他们崇拜真
主，传达真主的使命，忠告真主的仆人。

①

《妇女章》第 13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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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 ）是真主的使者

-他（ ）的血统和成长：
他是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本·阿布杜
勒盟台利部·本·哈希姆，他的母亲是沃海布的
。
女儿阿米娜，他于象年 ①生在麦加（公历 570 年）
在他出生前，父亲阿布杜拉就去世了，出生之后
的他由爷爷阿布杜勒盟台利部抚养，六岁时，母
亲阿米娜也去世，在他的爷爷去世之后，由叔叔
艾布塔利布抚养。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成长充满
着高尚的美德，直至被他的族人公认为“忠实
者”。在他四十岁时，启示来临，穆罕默德（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奉命为圣，当真理来临
时，他正在“希拉”山洞中。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开始号召人

①

请查阅《古兰经》中第一百零五章——《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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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相信真主及其使者，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然
而他却遭到了各种伤害，他忍辱负重，直至真主
使伊斯兰胜过其它的一切宗教。然后他迁徙到麦
地那，制定法律，强大伊斯兰，完善伊斯兰信仰。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于伊历十一
年三月归真，享年六十三岁。在他完全地传达使
命、指引伊斯兰民族所有的善行、警告一切伤害
之后，他顺主归真。

-专归他个人的特征：
在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的特征中有：他是众先知的封印，众使者的领袖，
敬畏者的伊玛目。他的使命是针对全人类和精
灵，真主派遣他是为了慈悯众世界，他夜行至远
寺，并从那儿登上天，真主以先知和使者的特性
呼吁他，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的传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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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ﺍ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ﱠ ﺍﻟﻨﱠﺒِﻲﱠ  Fﻗﺎﻝ:
»ﺃُﻋْﻄِﻴﺖُ ﺧَـﻤْﺴًﺎ ﻟَـﻢْ ﻳُـﻌْﻄَﻬُﻦﱠ ﺃﺣَﺪٌ ﻗَﺒْﻠِﻲ :ﻧُﺼِﺮْﺕُ ﺑِﺎﻟﺮﱡﻋْﺐِ ﻣَﺴِﻴﺮَﺓَ
ﺷَﻬْﺮٍ ،ﻭَﺟُﻌِﻠَﺖْ ﻟِﻲَ ﺍﻷﺭْﺽُ ﻣَﺴْﺠِﺪًﺍ ﻭَﻃَﻬُﻮﺭﺍً ،ﻓَﺄﻳﱡﻤَﺎ ﺭَﺟُﻞٍ ﻣِﻦْ ﺃﻣﱠﺘِﻲ
ﺃﺩْﺭَﻛَﺘْـﻪُ ﺍﻟﺼﱠﻼﺓُ ﻓَﻠْﻴُﺼَﻞﱢ ،ﻭَﺃُﺣِﻠﱠﺖْ ﻟِﻲَ ﺍﻟﻤَﻐَﺎﻧِﻢُ ﻭَﻟَـﻢْ ﺗَـﺤِﻞﱠ ﻷﺣَﺪٍ ﻗَﺒْﻠِﻲ،
ﻭَﺃُﻋْﻄِﻴﺖُ ﺍﻟﺸﱠﻔَﺎﻋَﺔَ ،ﻭَﻛَﺎﻥَ ﺍﻟﻨﱠﺒِﻲﱡ ﻳُﺒْﻌَﺚُ ﺇﻟَﻰ ﻗَ ْﻮﻣِﻪِ ﺧَﺎﺻﱠﺔً ،ﻭَﺑُـﻌِﺜْﺖُ ﺇﻟَﻰ
ﺍﻟﻨﱠﺎﺱِ ﻋَﺎﻣﱠ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获得了在我之前的任何一位先知都没
有的五件特权：我获得援助，使敌人在距我们一
个月之外的路程，就感到胆战心惊；大地为我而
成为洁净的礼拜殿，我民族中任何人赶上礼拜的
时间，就让他礼拜吧！战利品对于我是合法的，
；在我之前任何一位先知都没有获得它的合法权
我有说情权；从前的先知都是针对他的本民族，
① ”。我确是为了全人类而被派遣的
P185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
圣训集》第 5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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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属于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个人而非其民族的特点：连续不断地封斋，婚姻
不用聘金，聘娶超过四位妻子，不吃施舍，他能
听到常人听不到的，他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犹
如他看见吉布拉依赖天使（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被创造的原貌，他不继承遗产

- 启 示 开 始 降 临 先 知 穆 罕 默 德
（ ）：
信士之母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ﺃﻡﱢ ﺍﻟﻤُﺆْﻣِﻨِﻴﻦَ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ﻧﱠﻬَﺎ ﻗَﺎﻟَﺖْ :ﺃﻭﱠﻝُ ﻣَﺎ
ﺑُﺪِﺉَ ﺑِـﻪِ ﺭَﺳُﻮﻝُ ﺍﷲ  Fﻣِﻦَ ﺍﻟﻮَﺣْﻲِ ﺍﻟﺮﱡﺅْﻳَﺎ ﺍﻟﺼﱠﺎﻟِـﺤَﺔُ ﻓِﻲ ﺍﻟﻨﱠﻮْﻡِ ،ﻓَﻜَﺎﻥَ
ﻻ ﻳَﺮَﻯ ﺭُﺅْﻳَﺎ ﺇﻻ ﺟَﺎءَﺕْ ﻣِﺜْﻞَ ﻓَﻠَﻖِ ﺍﻟﺼﱡﺒْـﺢِ ،ﺛُﻢﱠ ﺣُﺒﱢﺐَ ﺇﻟَﻴْـﻪِ ﺍﻟﺨَﻼءُ،
ﻭَﻛَﺎﻥَ ﻳَـﺨْﻠُﻮ ﺑِـﻐَﺎﺭِ ﺣِﺮَﺍءٍ ،ﻓَﻴَﺘَـﺤَﻨﱠﺚُ ﻓِﻴﻪِ -ﻭَﻫُﻮَ ﺍﻟﺘﱠﻌَﺒﱡﺪُ -ﺍﻟﻠﱠﻴَﺎﻟِﻲَ ﺫَﻭَﺍﺕِ
ﺍﻟﻌَﺪَﺩِ ﻗَﺒْﻞَ ﺃﻥْ ﻳَﻨْﺰِﻉَ ﺇﻟَﻰ ﺃﻫْﻠِـﻪِ ،ﻭَﻳَﺘَﺰَﻭﱠﺩُ ﻟِﺬَﻟِﻚَ ،ﺛُﻢﱠ ﻳَﺮْﺟِﻊُ ﺇﻟَﻰ ﺧَﺪِﻳﺠَﺔَ
ﻓَﻴَﺘَﺰَﻭﱠﺩُ ﻟِـﻤِﺜْﻠِـﻬَﺎ ،ﺣَﺘﱠﻰ ﺟَﺎءَﻩُ ﺍﻟﺤَﻖﱡ ﻭَﻫُﻮَ ﻓِﻲ ﻏَﺎﺭِ ﺣِﺮَﺍءٍ ،ﻓَﺠَﺎءَﻩُ ﺍﻟﻤَﻠَﻚُ
ﻓَﻘَﺎﻝَ :ﺍﻗْﺮَﺃْ ،ﻗﺎﻝ» :ﻣَﺎ ﺃﻧَﺎ ﺑِﻘَﺎﺭِ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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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降临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始于真梦，使者所梦犹如晨辉，然后他喜爱独居
静悟，他曾独自在希拉山洞中办功，昼夜不归，
直到他想念家人，或需要带干粮时，他才返回到
妻子海迪彻那儿，为再次前往做准备，直至真理
来临，他当时正在希拉山洞之中，天使来临对他
说：“你诵读。”他说：“我不会读。”
:َ ﺛُﻢﱠ ﺃﺭْﺳَﻠَﻨِﻲ ﻓَﻘَﺎﻝ،َ »ﻓَﺄﺧَﺬَﻧِﻲ ﻓَﻐَﻄﱠﻨِﻲ ﺣَﺘﱠﻰ ﺑَﻠَﻎَ ﻣِﻨﱢﻲ ﺍﻟﺠَﻬْﺪ:ﻗﺎﻝ
 ﻓَﺄﺧَﺬَﻧِﻲ ﻓَﻐَﻄﱠﻨِﻲ ﺍﻟﺜﱠﺎﻧِﻴَﺔَ ﺣَﺘﱠﻰ ﺑَﻠَﻎَ ﻣِﻨﱢﻲ،«ٍ »ﻣَﺎ ﺃﻧَﺎ ﺑِﻘَﺎﺭِﺉ: ﻗﻠﺖ،ْﺍﻗْﺮَﺃ
 ﻓَﺄﺧَﺬَﻧِﻲ،«ٍ »ﻣَﺎ ﺃﻧَﺎ ﺑِﻘَﺎﺭِﺉ: ﻓَﻘﻠﺖ،ْ ﺍﻗْﺮَﺃ:َ ﺛُﻢﱠ ﺃﺭْﺳَﻠَﻨِﻲ ﻓَﻘَﺎﻝ،َﺍﻟﺠَﻬْﺪ
R Q P O N M L K) :َ ﺛُﻢﱠ ﺃﺭْﺳَﻠَﻨِﻲ ﻓَﻘَﺎﻝ،َﻓَﻐَﻄﱠﻨِﻲ ﺍﻟﺜﱠﺎﻟِﺜَﺔ
.(YXWVUTS

使者叙述道：天使紧紧地抱着我，然后松开

说：
“你诵读。”我说：
“我不会读。”于是天使第
二次紧紧地抱着我，然后松开说：
“你诵读。”我
说：
“我不会读。”这时天使第三次紧紧地抱着我，
然后松开说：
“你诵读。”我说：
“我不会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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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
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
① 】。的
ﻑَﺭَﺟَﻊَ ﺑِـﻬَﺎ ﺭَﺳُﻮﻝُ ﺍﷲ  Fﻳَﺮْﺟُﻒُ ﻓُﺆَﺍﺩُﻩُ ،ﻓَﺪَﺧَﻞَ ﻋَﻠَﻰ ﺧَﺪِﻳﺠَﺔَ
ﺑِﻨْﺖِ ﺧُﻮَﻳْﻠِ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ﻓَﻘَﺎﻝَ »ﺯَﻣﱢﻠُﻮﻧِﻲ ﺯَﻣﱢﻠُﻮﻧِﻲ« .ﻓَﺰَﻣﱠﻠُﻮﻩُ ﺣَﺘﱠﻰ
ﺫَﻫَﺐَ ﻋَﻨْـﻪُ ﺍﻟﺮﱠﻭْﻉُ ،ﻓَﻘَﺎﻝَ ﻟِـﺨَﺪِﻳﺠَﺔَ ﻭَﺃﺧْﺒَﺮَﻫَﺎ ﺍﻟﺨَﺒَﺮَ» :ﻟَﻘَﺪْ ﺧَﺸِﻴﺖُ ﻋَﻠَﻰ
ﻧَﻔْﺴِﻲ« .ﻓَﻘَﺎﻟَﺖْ ﺧَﺪِﻳﺠَﺔُ :ﻛَﻼ ﻭَﺍﷲ ﻣَﺎ ﻳُـﺨْﺰِﻳﻚَ ﺍﷲُ ﺃﺑَﺪًﺍ ،ﺇﻧﱠﻚَ ﻟَﺘـَﺼِﻞُ
ﺍﻟﺮﱠﺣِـﻢَ ،ﻭَﺗَـﺤْـﻤِﻞُ ﺍﻟﻜَﻞﱠ ،ﻭَﺗَـﻜْﺴِﺐُ ﺍﻟﻤَﻌْﺪُﻭﻡَ ،ﻭَﺗَﻘْﺮِﻱ ﺍﻟﻀﱠﻴْﻒَ ،ﻭَﺗُﻌِﻴﻦُ
ﻋَﻠَﻰ ﻧَﻮَﺍﺋِﺐِ ﺍﻟﺤَﻖ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惊恐
不安地返回到妻子海迪彻·宾图·呼外赖德（愿
主喜悦她）处，他说：“快给我盖上被子，快给
我盖上被子。”他们为他盖上被子，后来他才渐
渐心神安定，他向海迪彻叙述了经过，并且说：
。“我很担心我自己
”海迪彻安慰他说：
“绝不然，
指主发誓，真主永远都不会使你受辱，因为你接
①

《血块章》第 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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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近亲，帮助弱者，关心穷人，款待客人，主持
。正义
”
ﻓَﺎﻧْﻄَﻠَﻘَﺖْ ﺑِـﻪِ ﺧَﺪِﻳﺠَﺔُ ﺣَﺘﱠﻰ ﺃﺗَﺖْ ﺑِـﻪِ ﻭَﺭَﻗَﺔَ ﺑْﻦَ ﻧَﻮْﻓَﻞِ ﺑْﻦِ ﺃﺳَﺪِ ﺍﺑْﻦِ
ﻋَﺒْﺪِﺍﻟﻌُﺰﱠﻯ ،ﺍﺑْﻦَ ﻋَﻢﱢ ﺧَﺪِﻳﺠَﺔَ ،ﻭَﻛَﺎﻥَ ﺍﻣْﺮَءﺍً ﺗَﻨَﺼﱠﺮَ ﻓِﻲ ﺍﻟﺠَﺎﻫِﻠِﻴﱠﺔِ ،ﻭَﻛَﺎﻥَ
ﻳَﻜْﺘُـﺐُ ﺍﻟﻜِﺘَﺎﺏَ ﺍﻟﻌِﺒْﺮَﺍﻧِﻲﱠ ،ﻓَﻴَﻜْﺘُـﺐُ ﻣِﻦَ ﺍﻹﻧْﺠِﻴﻞِ ﺑِﺎﻟﻌِﺒْﺮَﺍﻧِﻴﱠﺔِ ﻣَﺎ ﺷَﺎءَ ﺍﷲُ
ﺃﻥْ ﻳَﻜْﺘُﺐَ ،ﻭَﻛَﺎﻥَ ﺷَﻴْـﺨًﺎ ﻛَﺒِﻴﺮًﺍ ﻗَﺪْ ﻋَﻤِﻲَ ،ﻓَﻘَﺎﻟَﺖْ ﻟَـﻪُ ﺧَﺪِﻳﺠَﺔُ :ﻳَﺎ ﺍﺑْﻦَ
ﻋَﻢﱢ ،ﺍﺳْﻤَﻊْ ﻣِﻦِ ﺍﺑْﻦِ ﺃﺧِﻴﻚَ .ﻓَﻘَﺎﻝَ ﻟَـﻪُ ﻭَﺭَﻗَﺔُ :ﻳَﺎ ﺍﺑْﻦَ ﺃﺧِﻲ ﻣَﺎﺫَﺍ ﺗَﺮَﻯ؟
ﻓَﺄﺧْﺒَﺮَﻩُ ﺭَﺳُﻮﻝُ ﺍﷲ  Fﺧَﺒَﺮَ ﻣَﺎ ﺭَﺃﻯ.
然后海迪彻将使者带到她的堂兄沃莱盖
图·本·脑法理·本·艾塞德·本·阿卜杜勒欧
扎那里，沃莱盖图是蒙昧时代信奉基督教的，他
精通希伯来文，并根据《新约》用希伯来语编写
了许多作品。然而他当时却已是一位双目失明的
老者，海迪彻对他说：“堂兄啊！你听听你侄儿
！的叙述吧
”沃莱盖图对主的使者说：
“我的侄儿
啊！你看见什么啦？”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向他讲述了自己所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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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ﻳَﺎ، ﻫَﺬَﺍ ﺍﻟﻨﱠﺎﻣُﻮﺱُ ﺍﻟﱠﺬِﻱ ﻧَﺰﱠﻝَ ﺍﷲُ ﻋَﻠَﻰ ﻣُﻮﺳَﻰ:ُﻓَﻘَﺎﻝَ ﻟَـﻪُ ﻭَﺭَﻗَﺔ
ُ ﻓَﻘَﺎﻝَ ﺭَﺳُﻮﻝ،َ ﻟَﻴْﺘَﻨِﻲ ﺃﻛُﻮﻥُ ﺣﻴّﺎً ﺇﺫْ ﻳُـﺨْﺮِﺟُﻚَ ﻗَﻮْﻣُﻚ،ًﻟَﻴْﺘَﻨِﻲ ﻓِﻴﻬَﺎ ﺟَﺬَﻋﺎ
 ﻟَـﻢْ ﻳَﺄْﺕِ ﺭَﺟُﻞٌ ﻗَﻂﱡ ﺑِﻤِﺜْﻞِ ﻣَﺎ،ْ ﻧَﻌَﻢ: ﻗﺎﻝ.«ْ »ﺃﻭَﻣُـﺨْﺮِﺟِﻲﱠ ﻫُـﻢ:F ﺍﷲ
 ﺛُﻢﱠ.ً ﻭَﺇﻥْ ﻳُﺪْﺭِﻛْﻨِﻲ ﻳَﻮْﻣُﻚَ ﺃﻧْﺼُﺮْﻙَ ﻧَﺼْﺮًﺍ ﻣُﺆَﺯﱠﺭﺍ،َﺟِﺌْﺖَ ﺑِـﻪِ ﺇﻻ ﻋُﻮﺩِﻱ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ﻓَﺘَﺮَ ﺍﻟﻮَﺣْﻲ،َﻟَـﻢْ ﻳَﻨْﺸَﺐْ ﻭَﺭَﻗَﺔُ ﺃﻥْ ﺗُﻮُﻓﱢﻲ
沃莱盖图对主的使者说：“这是真主降示给
穆萨的教义，但愿在你传教之日我仍年轻力壮，
但愿在你的族人驱逐你之时我尚健在。”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他们会驱
逐我吗？”沃莱盖图说：“是的，像你所带来的
信息，无论任何人，都会遭到反对。在你为圣之
日，如果我还健在，我一定会竭力相助你。”然
而不久，沃莱盖图就去世了，启示也中断了。 ①
P187F

-先知穆罕默德（ ）的妻室们：
信士之母，她们是使者穆罕默德（愿主赐福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圣
训集》第 16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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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并使其平安）今后两世的众妻室，她们每一
个人都是佳美的、纯洁无瑕的女穆斯林，对她们
名节的任何中伤都是与她们无关的。
她们是：海迪彻·宾图·胡外赖德，阿依莎·宾
图·艾布白克尔，邵德·宾图·茹迈阿，哈夫率·宾
图·欧麦尔·本·汗塔布，宰奈布·宾图·胡斋
麦·艾勒黑俩立耶，温姆塞莱迈——杏德·宾
图·艾布吴曼耶，宰奈布·宾图·杰哈西，朱外
丽耶·宾图·哈立斯，温姆哈碧柏·莱姆莱图·宾
图·艾布苏福杨，索非亚·宾图·候艳冶，麦依
姆奈·宾图·哈立斯·艾勒黑俩立耶——愿主喜
悦她们所有的人。
海迪彻·宾图·胡外赖德和宰奈布·宾图·胡
斋麦·艾勒黑俩立耶在使者之前归真的，其余的
都是在他之后去世的。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妻室中
最优越者是海迪彻和阿依莎——愿主喜悦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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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

-先知（ ）的子女们：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有三
个儿子：嘎税慕和阿布杜拉是海迪彻所生，伊布
拉欣是使者的女奴科卜特人马利耶所生。他们三
人都是英年早逝。

-至于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的四个女儿均为海迪彻所生，她们是：宰奈布、
鲁耿耶、温姆库勒苏慕和法图麦。她们都长大成
婚，并且除了法图麦之外，其她的几位都是在穆
圣之前去世的；她们都是纯洁无瑕的女穆斯林
——愿主喜悦她们。

-先知（ ）的弟子们：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弟子们，
他们是最优秀的一代人，他们对伊斯兰民族有着
不可磨灭的功绩，真主选择了他们作为自己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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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伙伴，他们相信真主，相信主的使者，他们坚
持不懈地援助真主及其使者，为了伊斯兰而迁
徙，为了伊斯兰而掩护、援救，他们用自己的生
命和财产为主道而奋斗，直至真主喜悦他们，他
们也喜爱真主；他们中最优越者是迁士们，其次
是辅士们。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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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ﻗﺎﻝF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 ﺛُﻢﱠ ﻳَـﺠِﻲء،ْ ﺛُﻢﱠ ﺍﻟﱠﺬِﻳْﻦَ ﻳَﻠُﻮﻧَـﻬُـﻢ،ْ ﺛُﻢﱠ ﺍﻟﱠﺬِﻳْﻦَ ﻳَﻠُﻮﻧَـﻬُـﻢ،»ﺧَﻴْﺮُ ﺍﻟﻨﱠﺎﺱِ ﻗَﺮْﻧِ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ﻳَـﻤِﻴْﻨُـﻪُ ﺷَﻬَﺎﺩَﺗَـﻪ،ُﺃَﻗْﻮَﺍﻡٌ ﺗَﺴْﺒِﻖُ ﺷَﻬﺎﺩَﺓُ ﺃَﺣَﺪِﻫِـﻢْ ﻳَـﻤِﻴْﻨَـﻪ
“最优秀的人是我这一代人，然后是他们之
后的下一代，然后是他们之后的下一代。然后一
些人来临，其中部分人，有时他们的作证领先誓
言，有时他们的誓言领先作证。” ①
P18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652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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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众圣门弟子：
每一位穆斯林都必须真心地喜爱众圣门弟
子，用言词去赞扬他们，祈求真主怜悯他们，为
他们求饶恕，远离他们之间的争论，绝不能辱骂
他们。因为他们拥有高尚的品德、良好的美德、
善行、正义，他们顺服地援助真主及其使者，为
主道而战斗，号召人们皈依真主，迁徙和掩护，
为了寻求真主的喜爱，他们为主道而付出了自己
的生命和财产，真主喜爱所有的圣门弟子。

-清高的真主说：
ﻢﻮﻫﻌﺒ ﺍﺗﻳﻦﺍﻟﱠﺬﺎﺭﹺ ﻭﺍﻷَﻧﺼ ﻭﺎﺟﹺﺮﹺﻳﻦ ﺍﳌﹸﻬﻦﻟﹸﻮﻥﹶ ﻣﺎﺑﹺﻘﹸﻮﻥﹶ ﺍﻷَﻭﺍﻟﺴﻭ
ﺎﺭﻬﺎ ﺍﻷَﻧﻬﺘﺤﺮﹺﻱ ﺗﺠ ﺗﺎﺕﻨ ﺟﻢ ﻟﹶﻬﺪﺃﹶﻋ ﻭﻪﻨﻮﺍ ﻋﺿﺭ ﻭﻢﻬﻨ ﻋ ﺍﻟﻠﱠﻪﻲﺿ ﺭﺎﻥﺴﺑﹺﺈﹺﺣ
[(١٠٠) :]ﺍﻟﺘﻮﺑﺔ ﺁﻳﺔ

ﻴﻢﻈ ﺍﻟﻌﺯ ﺍﻟﻔﹶﻮﻚﺪﺍﹰ ﺫﹶﻟﺎ ﺃﹶﺑﻴﻬ ﻓﻳﻦﺪﺎﻟﺧ

【迁士和辅士中的先进者，以及跟着他们行

圣训集》第 2533 段
译者注：谴责作证的同时又发誓言者，这段《圣训》的意思是：他结
合作证和发誓，有时他的作证领先誓言，有时他的誓言领先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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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人，真主喜爱他们，他们也喜爱他；他已为
；他们预备了下临诸河的乐园，他们将永居其中
。这正是伟大的成功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ﻭﺍﻟﱠﺬﻳﻦ ﺁﻣﻨﻮﺍ ﻭﻫﺎﺟﺮﻭﺍ ﻭﺟﺎﻫﺪﻭﺍ ﻓﻲ ﺳﺒﹺﻴﻞﹺ ﺍﻟﻠﱠﻪ ﻭﺍﻟﱠﺬﻳﻦ ﺁﻭﻭﺍ
ﻭﻧﺼﺮﻭﺍ ﺃﹸﻭﻟﹶﺌﻚ ﻫﻢ ﺍﳌﹸﺆﻣﻨﻮﻥﹶ ﺣﻘﺎ ﻟﱠﻬﻢ ﻣﻐﻔﺮﺓﹲ ﻭﺭﹺﺯﻕ ﻛﹶﺮﹺﱘ] ﺍﻷﻧﻔﺎﻝ ﺁﻳﺔ:
)[(٧٤
【信道而且迁居，并且为真主而奋斗的人和
款留（使者），赞助（正道）的人，这等人确是
。真实的信士，他们将获赦宥和优厚的给养
②】
P19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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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٣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F
»ﻻ ﺗَﺴُﺒﱡﻮﺍ ﺃَﺻْﺤَﺎﺑِﻲ ،ﻻ ﺗَﺴُﺒﱡﻮﺍ ﺃَﺻْﺤَﺎﺑِﻲ ،ﻓَﻮَﺍﻟﱠﺬِﻱ ﻧَﻔْﺴِﻲ ﺑِﻴَﺪِﻩِ ،ﻟَﻮْ ﺃَﻥﱠ
ﺃَﺣَﺪَﻛُﻢْ ﺃَﻧْﻔَﻖَ ﻣِﺜْﻞَ ﺃُﺣُﺪٍ ﺫَﻫَﺒﺎً ﻣَﺎ ﺃَﺩْﺭَﻙَ ﻣُﺪﱠ ﺃَﺣَﺪِﻫِـﻢْ ﻭَﻻ ﻧَﺼِﻴﻔَﻪُ« .ﻣﺘﻔﻖ

①

《忏悔章》第١٠٠节
《战利品章》第 74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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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ﻠﻴﻪ
“你们不要辱骂我的弟子，指掌管我生命的
主发誓，即使你们某人施舍了类似吴侯德山 ①一
P19F

P

样多的黄金，也赶不上他们所施舍一捧或者是半
捧谷物的回赐。
”②
P192F

①

译者注：山名：在麦地那市的北面。
《布哈里圣训集》第 3673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540 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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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信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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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ﻡﹺﻮﻳ
ﻳﻦﹺ）ﺍﻟﺪ，开始之日（ ﺍﳋﹸﻠﹸﻮﺩﻡﻮ）ﻳ
，清算日（ﺎﺏﹺﺴﻡﹺ ﺍﳊﻮ）ﻳ，
警告实现之日（ﻴﺪﻋ ﺍﻟﻮﻡﻮ）ﻳ，集合日（ﻊﹺ ﺍﳉﹶﻤﻡﻮ）ﻳ，烟
雾漫天的日子（ﻦﹺﺎﺑﻐ ﺍﻟﺘﻡﻮ）ﻳ，众人以相会之日（ ﻡﻮﻳ
ﻼﻕﹺ）ﺍﻟﺘ，互相呼叫之日（ﺎﺩﻨ ﺍﻟﺘﻡﻮ）ﻳ，悔恨之日（ ﻡﻮﻳ
ﺓﺴﺮ
 ）ﺍﳊ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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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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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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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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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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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ﺍﻟﻄﻼﻕ

ﺮﹺﻡﹺ ﺍﻵﺧﻴﻮﺍﻟﹾ ﻭ ﺑﹺﺎﻟﻠﱠﻪﻦﻣﺆﻦ ﻛﹶﺎﻥﹶ ﻳ ﻣﻆﹸ ﺑﹺﻪﻮﻋ ﻳﻜﹸﻢﺫﹶﻟ
[(2) :ﺁﻳ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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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用来教训信仰真主和末日者的。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ﻴﻪ ﻓﺐﻳ ﻻﹶ ﺭﺔﺎﻣﻴﻡﹺ ﺍﻟﻘﻮ ﺇﹺﻟﹶﻰ ﻳﻜﹸﻢﻨﻌﻤﺠ ﻟﹶﻴﻮ ﺇﹺﻻﱠ ﻫ ﻻﹶ ﺇﹺﻟﹶﻪﺍﻟﻠﱠﻪ
[(87)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
【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在毫
无疑义的复生日他必集合你们。】 ②
P194F

清高的真主说：
ﻮﻥﹶﻨﻣﺆ ﺗﻢﻮﻝﹺ ﺇﹺﻥ ﻛﹸﻨﺘﺳﺍﻟﺮ ﻭ ﺇﹺﻟﹶﻰ ﺍﻟﻠﱠﻪﻭﻩﺩﺀٍ ﻓﹶﺮﻲﻲ ﺷ ﻓﻢﺘﻋﺎﺯﻨﻓﹶﺈﹺﻥ ﺗ
[(59)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

ﺮﹺﻡﹺ ﺍﻵﺧﻮﺍﻟﹾﻴ ﻭﺑﹺﺎﻟﻠﱠﻪ

【如果你们为一件事而争执，你们使那件
事归真主和使者（判决），如果你们确信真主和
末日的话。
】③
P195F

- 坟墓里的考问：
1－白拉乌·本·阿兹布（愿主喜悦他）的

①

《离婚章》第 2 节
《妇女章》第 87 节
③
《妇女章》第 59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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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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ﻓﻲ ﺟﻨﺎﺯﺓ- ..ﻭﻓﻴﻪ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 Fﻭَﻳَﺄْﺗِﻴ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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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ﺃﺧﺮﺟ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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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遣到你们的中的男子是谁？’他说：‘他是真主
① ”。’……的使者
P196F

2－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穆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8733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7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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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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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ﻓَﻴَـﻘُﻮﻝُ :ﺃَﺷْﻬَﺪُ ﺃَﻧﱠﻪُ ﻋَﺒْﺪُ ﺍﷲ ﻭَﺭَﺳُﻮﻟُـﻪُ .ﻓَﻴُـﻘَﺎﻝُ:
ﺍﻧْﻈُﺮْ ﺇﻟَﻰ ﻣَﻘْﻌَﺪِﻙَ ﻣِﻦَ ﺍﻟﻨﱠﺎﺭِ ﺃَﺑْﺪَﻟَﻚَ ﺍﷲُ ﺑِـﻪِ ﻣَﻘْﻌَﺪﺍً ﻣِﻦَ ﺍﻟﺠَﻨﱠﺔِ«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 :Fﻓَﻴَﺮَﺍﻫُـﻤَ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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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ﻭَﺃَﻣﱠﺎ ﺍﻟﻜَﺎﻓِﺮُ ﺃَﻭِ ﺍﻟﻤﻨَﺎﻓِﻖُ ﻓَﻴَـﻘُﻮﻝُ :ﻻ ﺃَﺩْﺭِﻱ ﻛُﻨْﺖُ ﺃَﻗُﻮﻝُ ﻣَﺎ ﻳَـﻘُﻮ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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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ﺛُﻢﱠ ﻳُﻀْﺮَﺏُ ﺑِﻤِﻄْﺮَﻗَﺔٍ ﻣِﻦْ ﺣَﺪِﻳْﺪ،َ ﻻ ﺩَﺭَﻳْﺖَ ﻭَﻻ ﺗَﻠَﻴْﺖ:ُ ﻓَﻴُـﻘَﺎﻝ.ُﺍﻟﻨﱠﺎﺱ
.«ِ ﻓَﻴَﺼِﻴْـﺢُ ﺻَﻴْـﺤَﺔً ﻳَﺴْﻤَﻌُﻬَﺎ ﻣَﻦْ ﻳَﻠِﻴْـﻪِ ﺇﻻ ﺍﻟﺜﱠﻘَﻠَﻴْﻦ،ِﺿَﺮْﺑَﺔً ﺑَﻴْﻦَ ﺃُﺫُﻧَﻴْـ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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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P197F

- 坟墓里的两种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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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ﻠﹸﻮﺍ ﺁﻝﹶﺧﺔﹸ ﺃﹶﺩﺎﻋ ﺍﻟﺴﻘﹸﻮﻡ ﺗﻡﻮﻳ ﻭﻴﺎﺸﻋ ﻭﻭﺍﺎ ﻏﹸﺪﻬﻠﹶﻴﻮﻥﹶ ﻋﺿﺮﻌ ﻳﺎﺭﺍﻟﻨ
[(46) :ﺬﹶﺍﺏﹺ ] ﻏﺎﻓﺮ ﺁﻳﺔ ﺍﻟﻌﺪﻥﹶ ﺃﹶﺷﻮﻋﺮﻓ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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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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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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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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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ﻗﺎﻝF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ﺇﻥْ ﻛَﺎﻥَ ﻣِﻦ،ﺃَﺣَﺪَﻛُﻢْ ﺇﺫَﺍ ﻣَﺎﺕَ ﻋُﺮِﺽَ ﻋَﻠَﻴْـﻪِ ﻣَﻘْﻌَﺪُﻩُ ﺑِﺎﻟﻐَﺪَﺍﺓِ ﻭَﺍﻟﻌَﺸِﻲﱢ
ِ ﻭَﺇﻥْ ﻛَﺎﻥَ ﻣِﻦْ ﺃَﻫْﻞِ ﺍﻟﻨﱠﺎﺭِ ﻓَﻤِﻦْ ﺃَﻫْﻞِ ﺍﻟﻨﱠﺎﺭ،ِ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ﻓَﻤِﻦْ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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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赦宥者章》第 4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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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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这就是你的席位，等到复生日，真主将把你派
到那里去。
”①

-坟墓里的恩惠：
坟墓里的恩惠专归忠实的信士们。
 -清高的真主说：
ﻜﹶﺔﹸ ﺃﹶﻻﱠ ﺍﳌﹶﻼﺋﻬﹺﻢﻠﹶﻴﻝﹸ ﻋﺰﻨﺘﻮﺍ ﺗﻘﹶﺎﻣﺘ ﺍﺳ ﺛﹸﻢﺎ ﺍﻟﻠﱠﻪﻨﺑ ﻗﹶﺎﻟﹸﻮﺍ ﺭﻳﻦﺇﹺﻥﱠ ﺍﻟﱠﺬ
:ﻭﻥﹶ ] ﻓﺼﻠﺖ ﺁﻳﺔﺪﻮﻋ ﺗﻢﻲ ﻛﹸﻨﺘ ﺍﻟﹶﺘﺔﻨﻭﺍ ﺑﹺﺎﻟﹾﺠﺮﺸﺃﹶﺑﻮﺍ ﻭﻧﺰﺤﻻﹶ ﺗﺎﻓﹸﻮﺍ ﻭﺨﺗ
[(٣٠)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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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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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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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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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ﻋﻦ ﺍﻟﺒﺮﺍء ﺑﻦ ﻋﺎﺯ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ﻓﻲ
ﺍﻟﻤﺆﻣﻦ ﺇﺫﺍ ﺃﺟﺎﺏ ﺍﻟﻤﻠﻜﻴﻦ ﻓﻲ ﻗﺒﺮﻩ ...» :ﻓَﻴُﻨَﺎﺩِﻱ ﻣُﻨَﺎﺩٍ ﻣِﻦَ ﺍﻟﺴﱠﻤَﺎءِ،
ﺃَﻥْ ﺻَﺪَﻕَ ﻋَﺒْﺪِﻱ ،ﻓَﺎﻓْﺮِﺷُﻮﻩُ ﻣِﻦَ ﺍﻟﺠَﻨﱠﺔِ ،ﻭَﺃَﻟْﺒِﺴُﻮﻩُ ﻣِﻦَ ﺍﻟﺠَﻨﱠﺔِ ،ﻭَﺍﻓْﺘَـﺤُﻮﺍ
ﻟَـﻪُ ﺑَﺎﺑﺎً ﺇﻟَﻰ ﺍﻟﺠَﻨﱠﺔِ ،ﻗَﺎﻝَ ﻓَﻴَﺄْﺗِﻴﻪِ ﻣِﻦْ ﺭَﻭْﺣِﻬَﺎ ﻭَﻃِﻴْﺒِـﻬَﺎ ﻭَﻳُﻔْﺴَﺢُ ﻟَـﻪُ ﻓِﻲ
ﻗَﺒْﺮِﻩِ ﻣَﺪﱠ ﺑَﺼَﺮِﻩِ«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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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P201F

- 诸多事情使信士脱离了坟墓里的各种
①

《奉绥来特章》第 30 节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8733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753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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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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灵魂在死后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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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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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译者注：
“柏尔热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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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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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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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日的迹象
-复生日的知识：
有关复生日来临时间的知识，只有真主知
道，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ﻞﱠ ﻟﹶﻌﺭﹺﻳﻚﺪﺎ ﻳﻣ ﻭ ﺍﻟﻠﱠﻪﻨﺪﺎ ﻋﻬﻠﹾﻤﺎ ﻋﻤ ﻗﹸﻞﹾ ﺇﹺﻧﺔﺎﻋﻦﹺ ﺍﻟﺴ ﻋﺎﺱ ﺍﻟﻨﺄﹶﻟﹸﻚﺴﻳ
[(٦٣) :ﻜﹸﻮﻥﹸ ﻗﹶﺮﹺﻳﺒﺎﹰ ]ﺍﻷﺣﺰﺍﺏ ﺁﻳﺔﺔﹶ ﺗﺎﻋﺍﻟﺴ
【众人问你复生日在什么时候？你说：
“那
只有真主才知道。”什么使你知道它何时发生
呢？复生日，或许是很近的。
】①
P203F

P

-复生日的征兆：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告知了许多证实复生日已临近的征兆：复生日小
的征兆和复生日大的征兆。

①

《同盟军章》第 6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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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复生日小的征兆
复生日小的征兆分为三种：

1-已经发生并且结束了的征兆：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的派遣与归真，他的迹象有使月亮分离，开拓耶
路撒冷，大火从黑贾兹地区喷出。
-奥夫·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F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ﻮﻑ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ﺛُﻢﱠ ﻓَﺘْـﺢُ ﺑَﻴْﺖ، ﻣَﻮْﺗِﻲ،ِ »ﺍﻋْﺪُﺩْ ﺳِﺘّﺎً ﺑَﻴْﻦَ ﻳَﺪَﻱ ﺍﻟﺴﱠﺎﻋَﺔ:ﻳﻘﻮﻝ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ﺍﻟﻤَﻘْﺪِﺱ
“你当计算复生日来临前的六件事情，我的
归真，然后是开拓耶路撒冷……。
”①
P204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17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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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ﻻ: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ـﻪ ﺃﻥ ﺭﺳـﻮﻝ ﺍﷲ
َﺗَﻘُـﻮﻡُ ﺍﻟﺴﱠﺎﻋَﺔُ ﺣَﺘﱠﻰ ﺗَـﺨْﺮُﺝَ ﻧَﺎﺭٌ ﻣِﻦْ ﺃَﺭْﺽِ ﺍﻟﺤِﺠَﺎﺯِ ﺗُﻀﻲءُ ﺃَﻋْﻨَﺎﻕ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ﺍﻹﺑِﻞِ ﺑِﺒُﺼْﺮَﻯ
“复生日绝不会来临，除非是大火从黑贾兹
地区出现，照亮‘巴士拉’骆驼的脖子。” ①
P205F

2-已经发生并且延续的征兆
各种灾难出现，冒称的假先知出现，伊斯兰
法学的遗失，普遍的安定团结，无知的蔓延，治
安人员增多与支持不义，各种消遣乐器的出现及
其合法化，通奸的蔓延，饮酒的增加及其合法化，
光脚、赤身、贫穷的牧羊人竞争着建设高楼大厦，
人们以清真寺及其装饰而自豪，被杀死的人增
多，时间飞速流失，失去信义，邪恶高涨，善人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11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02 段。译者注：
“巴士拉”是在沙姆地区一个著名的城市，即：侯兰市，它与大马士革之
间大约有三站路。大火从麦地那出现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六百五十年之后的
伊历七世纪中叶，学者们和当时代的人都知道这个事件，它是主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圣品的又一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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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遗弃，高谈阔论，加大工作，市场相互接近，
在伊斯兰民族中出现举伴主的行为，吝啬增多，
谎言增多，财产增多，商贸盛行，地震增多，忠
实者叛逆，背信弃义者守信用，丑事出现，断绝
血亲，伤害邻居，下贱的变成高尚的，拍卖权力，
投靠名流，向无知者求知，记录书写的出现，裸
露的服饰出现，伪证增多，暴死增加，不寻求合
法的给养，阿拉伯大地返回牧地和河流，猛兽与
人说话，鞭穗和鞋带与人说话，大腿告诉他在他
之后他的家人所发生的一切，伊拉克遭受围攻，
食物和经济受到封锁，沙姆地区遭受围攻，食物
和经济受到封锁，穆斯林与罗马之间停战，然后
罗马背叛了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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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ﻭﻫﻮF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ﻧﻪ ﺳﻤﻊ ﺭﺳﻮﻝَ ﺍ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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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ﻻ ﺇﻥﱠ ﺍﻟﻔِﺘْﻨَﺔَ ﻫَﺎﻫُﻨَﺎ، »ﺃَﻻ ﺇﻥﱠ ﺍﻟﻔِﺘْﻨَﺔَ ﻫَﺎﻫُﻨَﺎ:ُﻣﺴﺘﻘﺒﻞُ ﺍﻟﻤﺸﺮﻕِ ﻳﻘﻮﻝ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ﻣِﻦْ ﺣَﻴْﺚُ ﻳَﻄْﻠُﻊُ ﻗَﺮْﻥُ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真的，灾难就出现在这里，真的，灾难就
出现在这里，出现在恶魔的角升起的地方。
”①
P206F

3-没有发生，而必将发生的征兆，犹
如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所告知的那样，其中有：
幼发拉底河因金山 ②而干枯，不用武器征服
P207F

P

君士坦丁堡，杀土耳其人 ③，杀犹太人穆斯林获
P208F

P

胜，盖哈塔尼部落的一个男子出现人们都顺服
他，男少女多，直至成为五十比一的比例，麦地
那清除其中的昧徒，犹如熔炉炼除铁渣一样。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093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05 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即：东方。
②
译者注：这里指的是原油、石油，并非真正的黄金。
③
译者注：学者们对""ﺍﻟﺘﺮﻙ有多种解释：1）他们是雅飞斯·本·努哈的
后裔；2）他们是甘图兰的子孙；3）他们是太必阿的后裔；4）他们是艾
福利敦·本·沙米·本·努哈的后裔。最正确的只有真主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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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迈赫迪的出现，他是穆圣（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的后裔，真主借他援助伊斯兰，
大地上充满公正廉明，犹如大地上曾经充满暴虐
和不义一样，他执政七年，伊斯兰民族在他执政
期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他出现于东方，人
们在禁寺跟前向他宣誓效忠。
其中还有：天房遭到一个被称为“如勒俗外
格廷”的埃塞俄比亚人毁坏，此后再没有建造还
原，那是在最后的光阴。真主至知。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一切特征都是根据
正确的《圣训》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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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复生日大的征兆
-侯宰费·本·艾西德·艾勒安法利（愿
主喜悦他）的传述：
ﻋﻦ ﺣﺬﻳﻔﺔ ﺑﻦ ﺃَﺳﻴﺪ ﺍﻟﻐﻔﺎ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ﺍﻃﱠﻠﻊ ﺍﻟﻨﺒﻲ
 Fﻋﻠﻴﻨﺎ ﻭﻧﺤﻦ ﻧﺘﺬﺍﻛﺮ ﻓﻘﺎﻝ» :ﻣَﺎ ﺗَﺬَﺍﻛَﺮُﻭْﻥَ؟« ﻗﺎﻟﻮﺍ :ﻧﺬﻛﺮ ﺍﻟﺴﺎﻋﺔ.
ﻗﺎﻝ» :ﺇﻧﱠﻬَﺎ ﻟَﻦْ ﺗَﻘُﻮْﻡَ ﺣَﺘﱠﻰ ﺗَﺮَﻭْﻥَ ﻗَﺒْﻠَـﻬَﺎ ﻋَﺸْﺮَ ﺁﻳَﺎﺕٍ« ﻓﺬﻛﺮ ﺍﻟﺪﺧﺎﻥَ،
ﻭﺍﻟﺪﺟﺎﻝَ ،ﻭﺍﻟﺪﺍﺑﺔَ ،ﻭﻃﻠﻮﻉَ ﺍﻟﺸﻤﺲ ﻣﻦ ﻣﻐﺮﺑﻬﺎ ،ﻭﻧﺰﻭﻝَ ﻋﻴﺴﻰ ﺑﻦ
ﻣﺮﻳﻢ × ،ﻭﻳﺄﺟﻮﺝَ ﻭﻣﺄﺟﻮﺝ ،ﻭﺛﻼﺛﺔَ ﺧﺴﻮﻑٍ ،ﺧﺴﻒٌ ﺑﺎﻟﻤﺸﺮﻕ،
ﻭﺧﺴﻒٌ ﺑﺎﻟﻤﻐﺮﺏ ،ﻭﺧﺴﻒٌ ﺑﺠﺰﻳﺮﺓ ﺍﻟﻌﺮﺏ ،ﻭﺁﺧﺮ ﺫﻟﻚ ﻧﺎﺭ ﺗﺨﺮﺝ
ﻣﻦ ﺍﻟﻴﻤﻦ ﺗﻄﺮﺩ ﺍﻟﻨﺎﺱ ﺇﻟﻰ ﻣﺤﺸﺮﻫﻢ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当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发现我们在共同讨论事情时，他问道：“你们在
谈论什么呢？”他们（众圣门弟子）说：“我们
“在你们看见十件征兆之
在谈论复生日。”他说：
前，复生日决不会来临。”他提到了烟雾、旦枷
里、地兽、太阳从西边升起、麦尔彦之子尔萨（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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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由天而降、耶恶朱者和
麦恶朱者、三次大地陷：东方大地陷，西方大地
陷，阿拉伯半岛上的大地陷，最后是大火从也门
出现，把人类集中成群的驱赶到他们的清算场。①

1-旦枷里的出现：
旦枷里是阿丹后裔中的一个人，他将出现在
最后的光阴，他妄称自己拥有养育性，号召人类
皈依他。他出现于东方的呼罗珊 ②，除了远寺、
土尔、麦加和麦地那他无法进入之外，他几乎踏
遍了整个大地，因为众天使保护这些地方。他降
临晒卜海 ③，然后麦地那震动了三次，其中所有
的否认者和伪信者都将皈依他。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01 段
译者注：地名，位于伊朗东北部和阿富汗北部的赫拉特山区。
③
译者注：地名，位于麦地那西部。
②

229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的传述：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ـﻬُـﻤﺎ ﻗَﺎﻝَ :ﻛُﻨﱠﺎ ﻗُﻌُﻮﺩﺍً ﻋﻨﺪَ
ﺭﺳُﻮﻝ ﺍﷲ ﻓَﺬَﻛﺮَ ﺍﻟﻔﺘَﻦَ ﻓﺄﻛﺜﺮَ ﻓﻲ ﺫِﻛﺮﻫَﺎ ﺣَﺘﱠﻰ ﺫَﻛﺮَ ﻓﺘْﻨﺔَ ﺍﻷﺣﻼﺱِ ﻓَﻘﺎﻝَ
ﻗﺎﺋﻞٌ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ﻣﺎ ﻓﺘﻨﺔُ ﺍﻷﺣﻼﺱِ؟
我们曾经坐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跟前，他经常提到在最后的光阴里将要
-哀哈俩ﺍﻷﺣﻼﺱ“发生的各种灾难，直至当他提到
赎”的灾难时，有人问道：“主的使者啊！哀哈
”？俩赎的灾难是什么呀
ﻗﺎﻝَ» :ﻫِﻲَ ﻫَﺮَﺏٌ ﻭَﺣَﺮْﺏٌ ،ﺛُﻢﱠ ﻓِﺘْﻨَﺔُ ﺍﻟﺴﱠﺮﺍء ﺩَﺧَﻨُـﻬﺎ ﻣﻦ ﺗﺤﺖِ
ﻗَﺪَﻣَﻲ ﺭَﺟُﻞٍ ﻣﻦ ﺃﻫﻞِ ﺑﻴﺘﻲ ﻳَﺰﻋُﻢُ ﺃﻧﱠﻪُ ﻣﻨﻲ ﻭَﻟَﻴْﺲ ﻣِﻨﻲ ﻭﺇﻧﱠﻤَﺎ ﺃﻭﻟﻴﺎﺋﻲ
ﺍﻟﻤُﺘﱠﻘُﻮﻥَ ،ﺛُﻢﱠ ﻳَﺼﻄَﻠﺢُ ﺍﻟﻨﱠﺎﺱُ ﻋﻠﻰ ﺭﺟﻞٍ ﻛَﻮَﺭِﻙٍ ﻋﻠﻰ ﺿِﻠَﻊٍ.
他说：“哀哈俩赎的灾难就是逃跑和战争，
然后安逸的灾难从一个妄称是我的后代者的脚
下出现，他绝不是我的后裔，也不是我爱友们的
后裔，我的爱友都是敬畏者，人们纷纷向那个侧
。卧着的人宣誓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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ﺛﻢﱠ ﻓِﺘﻨﺔُ ﺍﻟﺪﱡﻫَﻴْـﻤﺎء ﻻ ﺗَﺪَﻉُ ﺃﺣﺪﺍً ﻣﻦ ﻫﺬِﻩِ ﺍﻷﻣﺔ ﺇﻻ ﻟَﻄَﻤَﺘْـﻪُ
ﺟﻞُ ﻓﻴﻬﺎ ﻣﺆﻣِﻨﺎً ﻭﻳُـﻤْﺴﻲ
ﻟﻄﻤَﺔ ،ﻓﺈﺫﺍ ﻗﻴﻞَ ﺍﻧﻘﻀَﺖْ ﺗَـﻤﺎﺩﺕْ ﻳُﺼﺒﺢُ ﺍﻟﺮﱠ ُ
ﻛﺎﻓِﺮﺍً ﺣﺘﻰ ﻳَﺼﻴﺮَ ﺍﻟﻨﱠﺎﺱُ ﺇﻟﻰ ﻓُﺴﻄﺎﻃَﻴﻦِ ،ﻓُﺴْﻄﺎﻁِ ﺇﻳﻤﺎﻥٍ ﻻ ﻧِﻔَﺎﻕَ ﻓِﻴﻪِ،
ﻭَﻓُﺴْﻄﺎﻁِ ﻧِﻔﺎﻕٍ ﻻ ﺇﻳﻤﺎﻥَ ﻓﻴﻪِ ،ﻓﺈﺫﺍ ﻛﺎﻥَ ﺫَﺍﻛُﻢْ ﻓﺎﻧﺘﻈﺮُﻭﺍ ﺍﻟﺪﱠﺟّﺎﻝ ﻣﻦ
ﻳﻮﻣِﻪِ ﺃﻭ ﻣﻦْ ﻏَﺪِﻩِ«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渡海麻吴”的灾难，这个民ﺍﻟﺪﻫﻴﻤﺎﺀ“接着是
族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避免它的伤害，如果有人
说那场灾难已经结束了，那它确已达到了它的目
的。一个人白天成为信士，晚上成为否认者，直
至人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忠诚无伪者；另一类是
伪信无忠者，如果到了那一天，你们就等待旦枷
① ”！里的出现吧
P21F

-旦枷里的灾难：
由于真主为旦枷里创造了许多伟大超自然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6168 段
、《正确丛书》第 974 段
《艾布达吾
默德圣训集》第 424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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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征服理智的能力的因素，他的出现是最大灾
难，根据正确的《圣训》证实，他带有天堂和火
狱，事实上，他的火狱是天堂，他的天堂是火狱，
他带有饼山、河流，他命令天空降雨，天空就会
降雨，他命令大地生出植物，大地就会生出植物，
大地的宝藏跟随着他，他在大地上迅速地蔓延，
犹如风吹雨水一般来临。
四十天，有一天犹如一年，有一天犹如一个
月，有一天犹如一个星期，其他的日子就像你们
平常的日子一样。然后麦尔彦之子尔萨在巴勒斯
坦的“伦布”门（接近远寺的一个地方）将他杀
死。

-旦枷里的特征：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提醒
我们不要追随或相信旦枷里，并且为我们阐明了
旦枷里的种种特征，以便我们谨防之，并且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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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是一个红脸、独眼、不能生育的青年，在其
两眼之间写着所有的穆斯林都能读的“否认者
——”ﺍﻟﻜﺎﻓﺮ
。
欧巴德·本·刷米特（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ﺒﺎﺩﺓ ﺑﻦ ﺍﻟﺼﺎﻣﺖ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ﻣَﻄْﻤُﻮﺱ،ُ ﺃَﻋْﻮَﺭ،ٌ ﺟَﻌْﺪ،ُ ﺃَﻓْﺤَﺞ،ٌ »ﺇﻥﱠ ﻣَﺴِﻴْـﺢَ ﺍﻟﺪﱠﺟﱠﺎﻝِ ﺭَﺟُﻞٌ ﻗَﺼِﻴْﺮ:F
ْ ﻓَﺈﻥْ ﺃُﻟْﺒِﺲَ ﻋَﻠَﻴْﻜُﻢْ ﻓَﺎﻋْﻠَـﻤُﻮﺍ ﺃَﻥﱠ ﺭَﺑﱠﻜُﻢ،َ ﻟَﻴْﺲَ ﺑِﻨَﺎﺗِﺌَﺔٍ ﻭَﻻ ﺟَﺤْﺮَﺍء،ِﺍﻟﻌَﻴْﻦ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ﺗَـﺒَﺎﺭَﻙَ ﻭَﺗَﻌَﺎﻟَﻰ ﻟَﻴْﺲَ ﺑِﺄَﻋْﻮَﺭ
“大骗子旦枷里是一位个子矮小的、走着
内八字步的、卷发的、独眼的、另一只眼瞎的人，
不是凸出的，也不是凹进去的，如果你们觉得模
糊，但你们应当知道你们吉庆的、清高的养主绝
不是独眼的。” ①
P213F

-旦枷里出现的地方：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3144 段，《艾布达吾默德圣训集》第 43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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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勒南娃斯·本·塞姆阿努（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在提到旦枷里时说：
ﻋﻦ ﺍﻟﻨﻮﺍﺱ ﺑﻦ ﺳﻤﻌﺎﻥ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ﺫﻛﺮ ﺭﺳﻮﻝ ﺍﷲ
 Fﺍﻟﺪﺟﺎﻝَ ﻭﻓﻴﻪ ...» :ﺇﻧﱠﻪُ ﺧَﺎﺭِﺝٌ ﺧَﻠﱠﺔً ﺑَﻴْﻦَ ﺍﻟﺸﱠﺎﻡِ ﻭَﺍﻟﻌِﺮَﺍﻕِ ﻓَﻌَﺎﺙَ
ﻳﻤﻴﻨﺎً ﻭَﻋَﺎﺙَ ﺷِﻤَﺎﻻً«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他出现在沙姆和伊拉克之间的地
① ”。方，他残酷而迅速地在大地上作恶
P214F

-旦枷里无法进入的地方：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Fﻟَﻴْﺲَ
ﻣِﻦْ ﺑَﻠَﺪٍ ﺇﻟﱠﺎ ﺳَﻴَﻄَﺆُﻩُ ﺍﻟﺪﱠﺟﱠﺎﻝُ ﺇﻟﱠﺎ ﻣَﻜﱠﺔَ ﻭَﺍﻟﻤﺪِﻳْﻨَ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除了麦加和麦地那，所有的地方都将遭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3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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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旦枷里的践踏。” ①
-据有位圣门弟子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提到旦枷里时说：
 ﺫﻛﺮ ﺍﻟﺪّﺟّﺎﻝF  ﺃﻥ ﺍﻟﻨﺒﻲF ﻥ ﺭﺟﻞ ﻣﻦ ﺃﺻﺤﺎﺏ ﺍﻟﻨﺒﻲ
َ ﻭَﻣَﺴْﺠِﺪ،ِ ﻣَﺴْﺠِﺪَ ﺍﻟﺤَﺮَﺍﻡ،َ »ﻭَﻟَﺎ ﻳَـﻘْﺮَﺏُ ﺃَﺭْﺑَـﻌَﺔَ ﻣَﺴَﺎﺟِﺪ: ﻗﺎﻝ-–ﻭﻓﻴﻪ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ﻣَﺴْﺠِﺪَ ﺍﻷَﻗْﺼَﻰ،ِ ﻭَﻣَﺴْﺠِﺪَ ﺍﻟﻄﱡﻮﺭ،ِﺍﻟﻤَﺪِﻳﻨَﺔ
“他不能接近四座清真寺，麦加的禁寺、
麦地那的圣寺、土尔清真寺和耶路撒冷的远
寺。” ②
P216F

-旦枷里的追随者：
旦枷里的大多数追随者是犹太人、波斯人、
土耳其人，以及混杂着各个民族的人，他们多数
是阿拉伯游牧人和女人。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8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943 段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4085 段、《正确丛书》第 293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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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Fﻗﺎﻝ:
»ﻳَﺘْﺒَـﻊُ ﺍﻟﺪﱠﺟﱠﺎﻝَ ﻣِﻦْ ﻳَـﻬُﻮﺩِ ﺃَﺻْﺒَـﻬَﺎﻥَ ﺳَﺒْﻌُﻮﻥَ ﺃَﻟْﻔﺎً ﻋَﻠَﻴْـﻬِـﻢُ ﺍﻟﻄﱠﻴَﺎﻟِﺴَ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七万身披绿袍的艾苏白哈尼的犹太人追
① ”。随旦枷里
P217F

-预防旦枷里的伤害：
坚信伟大尊严的真主，祈求真主护佑免遭旦
枷里的伤害，远离他，特别是在礼拜之中。艾布
戴尔达易（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ﻭ»ﻣَﻦْ ﺣَﻔِﻆَ ﻋَﺸْﺮَ ﺁﻳَﺎﺕٍ ﻣِﻦْ ﺃَﻭﱠﻝِ ﺳُﻮﺭَﺓِ ﺍﻟﻜَﻬْﻒِ ﻋُﺼِﻢَ ﻣِﻦَ
ﺍﻟﺪﱠﺟﱠﺎﻝِ« ،ﻭﻓﻲ ﻟﻔﻆ» :ﻓَﻤَﻦْ ﺃَﺩْﺭَﻛَﻪُ ﻣِﻨْﻜُﻢْ ﻓَﻠْﻴَـﻘْﺮَﺃ ﻋَﻠَﻴْـﻪِ ﻓَﻮَﺍﺗِـﺢَ ﺳُﻮﺭَﺓِ
ﺍﻟﻜَﻬْﻒِ«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谁背会了《山洞章》中的前十节经文，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49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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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就不会受到旦枷里的伤害。” ①又说：
“你们谁
遇到旦枷里，就让谁对他诵读《山洞章》开头的
经文。” ②

2-麦尔彦之子尔撒（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的降临：
在旦枷里出现并在大地上作恶之后，真主派
遣了麦尔彦之子尔撒（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他降临在大马士革市东部的白塔上，他杀
死旦枷里，根据伊斯兰进行裁决，砸碎十字架，
杀死猪，废除人头税，财产增多，消除仇恨。他
在大地上生活了七年，任何人之间都没有仇恨的
存在，他归真后，穆斯林大众为他举行了殡礼。
然后真主从沙姆方向派遣了芳香的、寒冷的
风，大地上没有任何人的心中还存在着丝毫的善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809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3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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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信仰，只剩下坏人生活在如鸟儿的轻率和野
兽的梦想中，他们像驴一样相互厮杀，然后恶魔
。命令他们崇拜偶像，这时复活日就要来临了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F
»ﻭَﺍﻟﱠﺬِﻱْ ﻧَﻔْﺴِﻲ ﺑِﻴَﺪِﻩِ ﻟَﻴُﻮْﺷِﻜَﻦﱠ ﺃَﻥْ ﻳَﻨْﺰِﻝَ ﻓِﻴﻜُﻢُ ﺍﺑﻦُ ﻣَﺮْﻳَـﻢَ ﺣَﻜَﻤﺎً ﻋَﺪْﻻً،
ﻓَﻴَﻜْﺴِﺮَ ﺍﻟﺼّﻠِﻴﺐَ ،ﻭَﻳْﻘْﺘُﻞَ ﺍﻟﺨِﻨْﺰِﻳﺮَ ﻭَﻳَﻀَﻊَ ﺍﻟﺠِﺰْﻳَﺔَ ،ﻭَﻳَﻔِﻴﺾَ ﺍﻟﻤَﺎﻝُ ﺣَﺘﱠﻰ
ﻻ ﻳَـﻘْﺒَﻠَـﻪُ ﺃَﺣَﺪٌ ،ﺣَﺘﱠﻰ ﺗَـﻜُﻮﻥَ ﺍﻟﺴﱠﺠْﺪَﺓُ ﺍﻟﻮَﺍﺣِﺪَﺓُ ﺧَﻴْﺮﺍً ﻣِﻦَ ﺍﻟﺪﱡﻧْﻴَﺎ ﻭَﻣَﺎ
ﻓِﻴْـﻬَﺎ«.
“指掌管我生命的主宰发誓，麦尔彦之子
将降临你们中间公正地裁决，砸碎十字架，杀死
猪，废除人头税，财产横溢，甚至没有任何人接
受施舍，直至成为叩一个头比今世及其中的一切
”。都要好
ﺛﻢ ﻳﻘﻮﻝ ﺃﺑﻮ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ﻭﺍﻗﺮﺅﺍ ﺇﻥ ﺷﺌﺘﻢq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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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ﮯz y x w v u t s r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١٥٩/]ﺍﻟﻨﺴﺎء

然后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说：“如果
你们愿意就诵读下面这节经文吧！【信奉天经的
人，在他未死之前，没有一个相信他的， 在复
活日他要作证他们。
】 ①” ②
P20F

P

P21F

3-耶恶朱者和麦恶朱者的出现：
耶恶朱者和麦恶朱者属于人类中两个祸患
的民族，他们是一伙强悍的男人，没有任何人能
杀死他们，他们的出现属于复生日大的特征之
一，他们在大地上作恶多端，然后他们遭到尔彦
之子尔萨及其弟子们的诅咒，他们全部死亡。
-清高的真主说：
ﺏ
 ﹴﺪﻦ ﻛﹸﻞﱢ ﺣﻢ ﻣﻫ ﻭﻮﺝﺄﹾﺟﻣ ﻭﻮﺝﺄﹾﺟ ﻳﺖﺤﻰ ﺇﹺﺫﹶﺍ ﻓﹸﺘﺘﺣ
①

《妇女章》第 159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4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
圣训集》第 15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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ﻳﻨﺴِﻠﹸﻮﻥﹶ ]ﺍﻷﻧﺒﻴﺎﺀ ﺁﻳﺔ[(٩٦) :
【直到耶恶朱者和麦恶朱者被开释，而从各
。高地蹓向四方
①】
P2F

-艾勒南娃斯·本·塞姆阿努（愿主喜悦
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在提到旦枷里，并提到尔萨在‘伦布
门将他杀死。说：
ﻋﻦ ﺍﻟﻨﻮﺍﺱ ﺑﻦ ﺳﻤﻌﺎﻥ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ﺫﻛﺮ ﺭﺳﻮﻝ ﺍﷲ
 Fﺍﻟﺪﺟﺎﻝ ﻭﺃﻥ ﻋﻴﺴﻰ ﻳﻘﺘﻠﻪ ﺑﺒﺎﺏ ﻟﺪ- ...ﻭﻓﻴﻪ» -ﺇﺫْ ﺃَﻭْﺣَﻰ ﺍﷲُ ﺇﻟَﻰ
ﻋِﻴْﺴَﻰ :ﺇﻧﱢﻲ ﻗَﺪْ ﺃَﺧْﺮَﺟْﺖُ ﻋِﺒَﺎﺩﺍً ﻟِﻲ ﻻ ﻳَﺪَﺍﻥِ ﻷَﺣَﺪٍ ﺑِﻘِﺘَﺎﻟِـﻬِـﻢْ ،ﻓَﺤَﺮﱢﺯْ
ﻋِﺒَﺎﺩِﻱ ﺇﻟَﻰ ﺍﻟﻄﱡﻮْﺭِ ،ﻭَﻳَﺒْﻌَﺚُ ﺍﷲُ ﻳَﺄْﺟُﻮﺝَ ﻭَﻣَﺄْﺟُﻮﺝَ ﻭَﻫُـﻢْ ﻣِﻦْ ﻛُﻞﱢ ﺣَﺪَﺏٍ
ﻳَﻨْﺴِﻠُﻮﻥَ ،ﻓَﻴَـﻤُﺮﱡ ﺃَﻭَﺍﺋِﻠُـﻬُـﻢْ ﻋَﻠَﻰ ﺑُـﺤَﻴْﺮَﺓِ ﻃَﺒَﺮِﻳﱠﺔَ ﻓَﻴَﺸْﺮَﺑُﻮﻥَ ﻣَﺎ ﻓِﻴْـﻬَﺎ،
ﻭَﻳَـﻤُﺮﱡ ﺁﺧِﺮُﻫُـﻢْ ﻓَﻴَـﻘُﻮﻟُﻮﻥَ :ﻟَﻘَﺪْ ﻛَﺎﻥَ ﺑِـﻬَﺬَﻩِ ﻣَﺮﱠﺓً ﻣَﺎءٌ ،ﻭَﻳُـﺤْﺼَﺮُ ﻧَﺒِﻲﱡ ﺍﷲ
ﻋِﻴْﺴَﻰ ﻭَﺃَﺻْﺤَﺎﺑُـﻪُ ﺣَﺘﱠﻰ ﻳَﻜُﻮﻥَ ﺭَﺃْﺱُ ﺍﻟﺜﱠﻮْﺭِ ﻷَﺣَﺪِﻫِـﻢْ ﺧَﻴْﺮﺍً ﻣِﻦْ ﻣِﺎﺋَﺔِ
ﺩِﻳْﻨَﺎﺭٍ ﻷَﺣَﺪِﻛُ ُﻢ ﺍﻟﻴَﻮْﻡَ ،ﻓَﻴَﺮْﻏَﺐُ ﻧَﺒِﻲﱡ ﺍﷲ ﻋِﻴْﺴَﻰ ﻭَﺃَﺻْﺤَﺎﺑُـﻪُ ﻓَﻴُﺮْﺳِﻞُ ﺍﷲُ
ﻋَﻠَﻴْـﻬِـﻢُ ﺍﻟﻨﱠﻐَﻒَ ﻓِﻲ ﺭِﻗَﺎﺑِـﻬِـﻢْ ﻓَﻴُﺼْﺒِـﺤُﻮﻥَ ﻓَﺮْﺳَﻰ ﻛَﻤَﻮْﺕِ ﻧَﻔْﺲٍ ﻭَﺍﺣِﺪَﺓٍ،
①

《众先知章》第 9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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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ﺛُﻢﱠ ﻳَـﻬْﺒِﻂُ ﻧَﺒِﻲﱡ ﺍﷲ ﻋِﻴْﺴَﻰ ﻭَﺃَﺻْﺤَﺎﺑُـﻪُ ﺇﻟَﻰ ﺍﻷﺭْﺽ
“……真主启示尔萨，我确已逐出了一伙
人，没有任何人能杀死他们，你把我的仆人拯救
到‘图尔’山上。然后真主派遣了耶恶朱者和麦
恶朱者，他们而从各高地蹓向四方，他们的先遣
部队经过湖泊时，他们就把其中的水喝干，他们
的后来者经过时说：
‘这里曾经有水。’然后真主
的先知尔撒及其弟子们遭到围困，甚至成为他们
中某人的一颗公牛头比今天你们某人的一千个
金币还要贵，真主的先知尔撒及其弟子们祈求真
主，然后真主把蛆降到他们的脖子上，使他们成
为捕获物，就像一个死物那样，然后真主的先知
尔撒及其弟子们回到大地上……。” ①
P23F

-在尔撒（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及
其弟子们回到地面之后，他们祈求真主，伟大尊
严的真主派遣了群鸟载负着耶恶朱者和麦恶朱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3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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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把他们投掷到真主意欲的地方，然后真主降
下了雨水清洗大地，并把吉庆降入其中，产出草
木和水果，把吉庆融解到动植物之中。

4-5-6-三次地陷：
三次地陷属于复生日大的特征之一，那就是
东方地陷、西方地陷和阿拉伯半岛地陷，这些尚
且还没有发生。

7-烟雾：
烟雾出现在最后的光阴属于复生日大的特
征之一。
-清高的真主说：
ﺬﹶﺍﺏﺬﹶﺍ ﻋ ﻫﺎﺱﻰ ﺍﻟﻨﺸﻐﺒﹺﲔﹴ ﻳ ﻣﺎﻥﺧﺎﺀُ ﺑﹺﺪﻤﻲ ﺍﻟﺴﺄﹾﺗ ﺗﻡﻮ ﻳﺐﻘﺗﻓﹶﺎﺭ
[(١١-١٠) : ]ﺍﻟﺪﺧﺎﻥ ﺁﻳﺔﻴﻢﺃﹶﻟ
【你应当等待烟雾漫天的日子，那烟雾将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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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世人，他们说：这是一种痛苦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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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٢
 ﺃَﻭ،َ ﺃَﻭ ﺍﻟﺪﱡﺧَﺎﻥ، ﻃُﻠُﻮﻉَ ﺍﻟﺸﱠﻤْﺲِ ﻣِﻦْ ﻣَﻐْﺮِﺑِـﻬَﺎ:ً»ﺑَﺎﺩِﺭُﻭﺍ ﺑِﺎﻷَﻋْﻤَﺎﻝِ ﺳِﺘ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ﺃَﻭْ ﺃَﻣْﺮَ ﺍﻟﻌَﺎﻣﱠﺔ،ْ ﺃَﻭْ ﺧَﺎﺻﱠﺔَ ﺃَﺣَﺪِﻛُﻢ،َ ﺃَﻭ ﺍﻟﺪﱠﺍﺑﱠﺔ،َﺍﻟﺪﱠﺟﱠﺎﻝ
“你们当在六件事情来临之前争先行善，太
阳从西方升起，烟雾，旦枷里，地兽，个人的死
亡，复生日的来临。” ②
P25F

8-太阳从西方升起：
太阳从西方升起属于复生日大的特征之一，
它是第一个重大宣布改变上面世界状况的迹象。
证明它出现的证据有：
-清高的真主说：

①

《烟雾章》第 10-11 节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4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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ﻦ ﻣﺖﻨ ﺁﻣﻜﹸﻦ ﺗﺎ ﻟﹶﻢﻬﺎﻧﻔﹾﺴﺎﹰ ﹺﺇﳝ ﻧﻨﻔﹶﻊ ﻻﹶ ﻳﻚﺑ ﺭﺎﺕ ﺁﻳﺾﻌﻲ ﺑﺄﹾﺗ ﻳﻡﻮﻳ
[(١٥٨) :ﺮﺍﹰ ]ﺍﻷﻧﻌﺎﻡ ﺁﻳﺔﻴﺎ ﺧﺎﻧﹺﻬﻲ ﺇﹺﳝ ﻓﺖﺒ ﻛﹶﺴﻞﹸ ﺃﹶﻭﻗﹶﺒ
【你的主的一部分迹象降临之日，凡以前未
曾信道，或虽信道而未行善的人，在那日，即使
信道，也无益了。】 ①
P2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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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٢
ْ ﻓَﺈﺫَﺍ ﻃَﻠَﻌَﺖْ ﻣِﻦ،»ﻻ ﺗَﻘُﻮﻡُ ﺍﻟﺴﱠﺎﻋَﺔُ ﺣَﺘﱠﻰ ﺗَﻄْﻠُﻊَ ﺍﻟﺸﱠﻤْﺲُ ﻣِﻦْ ﻣَﻐْﺮِﺑِـﻬَﺎ
9 8 7 6 5) : ﻓﻴﻮﻣﺌﺬ،َﻣَﻐْﺮِﺑِـﻬَﺎ ﺁﻣَﻦَ ﺍﻟﻨﱠﺎﺱُ ﻛُﻠﱡﻬُـﻢْ ﺃَﺟْـﻤَﻌُﻮﻥ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NC(C BA@?>=<;:

“复生日决不会来临，直至太阳从西方升
起。当太阳从西方升起时，全人类都将归信，那
一天：【凡以前未曾信道，或虽信道而未行善的
人，在那日，即使信道，也无益了。】 ②” ③
P27F

①

P

P

28F

《牲畜章》第 158 节
《牲畜章》第 158 节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463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57 段，原文出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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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 ﺳﻤﻌﺖ: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٣
ْ »ﺇﻥﱠ ﺃَﻭﱠﻝَ ﺍﻵﻳَﺎﺕِ ﺧُﺮُﻭﺟﺎً ﻃُﻠُﻮﻉُ ﺍﻟﺸﱠﻤْﺲِ ﻣِﻦ: ﻳﻘﻮﻝF ﺭﺳﻮﻝَ ﺍﷲ
َ ﻭَﺃَﻳﱡﻬُـﻤَﺎ ﻣَﺎ ﻛَﺎﻧَﺖْ ﻗَﺒْﻞ،ً ﻭَﺧُﺮُﻭﺝُ ﺍﻟﺪﱠﺍﺑﱠﺔِ ﻋَﻠَﻰ ﺍﻟﻨﱠﺎﺱِ ﺿُﺤَﻰ،ﻣَﻐْﺮِﺑِـﻬَ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ﺻَﺎﺣِﺒَﺘِـﻬَﺎ ﻓَﺎﻷُﺧْﺮَﻯ ﻋَﻠَﻰ ﺇﺛْﺮِﻫَﺎ ﻗَﺮِﻳﺒﺎ
“复生日大的特征中第一个就是太阳从西
方升起，地兽上午出现在人们中。它俩中任何一
个先出现，另一个也将相继出现。” ①
P29F

9-地兽的出现：
地兽的出现在最后的光阴是接近复生日来
临的特征之一。地兽出来后给人们的鼻子上抹毒
药，并给否认主者系上了鼻绳，信士会变得面目

自《穆斯林圣训集》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4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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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辉。证明它出现的证据有：
-清高的真主说：
ﻭﺇﹺﺫﹶﺍ ﻭﻗﹶﻊ ﺍﻟﻘﹶﻮﻝﹸ ﻋﻠﹶﻴﻬﹺﻢ ﺃﹶﺧﺮﺟﻨﺎ ﻟﹶﻬﻢ ﺩﺍﺑﺔﹰ ﻣﻦ ﺍﻷَﺭﺽﹺ ﺗﻜﹶﻠﱢﻤﻬﻢ ﺃﹶﻥﱠ
ﺍﻟﻨﺎﺱ ﻛﹶﺎﻧﻮﺍ ﺑﹺﺂﻳﺎﺗﻨﺎ ﻻﹶ ﻳﻮﻗﻨﻮﻥﹶ ]ﺍﻟﻨﻤﻞ ﺁﻳﺔ[(٨٢) :
【当预言对他们实现的时候，我将使一种动
物从地中出生，伤害他们，因为众人不信我的迹
① 】。象
P230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F
»ﺛَﻼﺙٌ ﺇﺫَﺍ ﺧَﺮَﺟْﻦَ ﻻ ﻳَﻨْﻔَﻊُ ﻧَﻔْﺴﺎً ﺇﻳْـﻤَﺎﻧُـﻬَﺎ ﻟَـﻢْ ﺗَـﻜُﻦْ ﺁﻣَﻨَﺖْ ﻣِﻦْ ﻗَﺒْﻞُ ﺃَﻭْ
ﻛَﺴَﺒَﺖْ ﻓِﻲ ﺇﻳْـﻤَﺎﻧِـﻬَﺎ ﺧَﻴﺮﺍً :ﻃُﻠُﻮﻉُ ﺍﻟﺸﱠﻤْﺲِ ﻣِﻦْ ﻣَﻐْﺮِﺑِـﻬَﺎ ،ﻭَﺍﻟﺪﱠﺟﱠﺎﻝُ،
ﻭَﺩَﺍﺑﱠﺔُ ﺍﻷَﺭْﺽِ«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三种迹象，如果出现，凡以前未曾信道，
或虽信道而未行善的人，在那日，即使信道，也
无益了：太阳从西方升起，旦枷里和地兽的出
①

《蚂蚁章》第 8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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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

١٠-集合人类大火的出现：
它是从也门东部阿德努深谷中出现的祸患
大火，它是复生日大的特征中最后的一个。第一
个特征是告诉人类复生日的来临，大火从也门出
现，然后在大地上散开，把人们驱赶到沙姆的集
。合场

-大火集合人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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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ﻳُـﺤْﺸَﺮُ
ﺍﻟﻨﱠﺎﺱُ ﻋَﻠَﻰ ﺛَﻼﺙِ ﻃَﺮَﺍﺋِﻖَ :ﺭَﺍﻏِﺒِﻴﻦَ ،ﻭَﺭَﺍﻫِﺒﻴﻦَ ،ﻭَﺍﺛْﻨَﺎﻥِ ﻋَﻠَﻰ ﺑَـﻌِﻴﺮٍ،
ﺛَﻼﺛَﺔٌ ﻋَﻠَﻰ ﺑَـﻌِﻴﺮٍ ،ﺃَﺭْﺑَـﻌَﺔٌ ﻋَﻠَﻰ ﺑَـﻌِﻴﺮٍ ،ﻋَﺸْﺮَﺓٌ ﻋَﻠَﻰ ﺑَـﻌِﻴﺮٍ ،ﻳَـﺤْﺸُﺮُ
ﺑَﻘِﻴﱠﺘَـﻬُـﻢُ ﺍﻟﻨﱠﺎﺭُ ،ﺗَﻘﻴﻞُ ﻣَﻌَﻬُـﻢْ ﺣَﻴْﺚُ ﻗَﺎﻟﻮُﺍ ،ﻭَﺗَﺒﻴﺖُ ﻣَﻌَﻬُـﻢْ ﺣَﻴْﺚُ ﺑَﺎﺗُﻮﺍ،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5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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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ﺘﻔﻖ.« ﻭَﺗُـﻤْﺴِﻲ ﻣَﻌَﻬُـﻢْ ﺣَﻴْﺚُ ﺃَﻣْﺴَﻮْﺍ،ﻭَﺗُﺼْﺒِـﺢُ ﻣَﻌَﻬُـﻢْ ﺣَﻴْﺚُ ﺃَﺻْﺒَـﺤُﻮﺍ
ﻋﻠﻴﻪ
“人类被集合时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渴
望着的人们，恐惧着的人们，两人一驼的，三人
一驼的，四人一驼的，十人一驼的，其余的人被
大火集合在一起，当他们说话时，大火同他们说
话；当他们过夜时，大火同他们过夜；当进入他
们早上时，大火同他们一起进入早上；当进入他
们晚上时，大火同他们一起进入晚上。” ①
P

23F

-复生日的第一个特征：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当阿布杜
拉·本·瑟俩慕皈依伊斯兰时，他曾询问过先知
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许多问题，
其中就有：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22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6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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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ﺳﻼﻡ ﻟﻤﺎ ﺃﺳﻠﻢ ﺳﺄﻝ
ﺍﻟﻨﺒﻲ  Fﻋﻦ ﻣﺴﺎﺋﻞ ،ﻭﻣﻨﻬﺎ :ﻣﺎ ﺃﻭﻝ ﺃﺷﺮﺍﻁ ﺍﻟﺴﺎﻋﺔ؟ ﻓﻘﺎﻝ ﺍﻟﻨﺒﻲ
» :Fﺃَﻣﱠﺎ ﺃَﻭﱠﻝُ ﺃَﺷْﺮَﺍﻁِ ﺍﻟﺴﱠﺎﻋَﺔِ ﻓَﻨَﺎﺭٌ ﺗَـﺤْﺸُﺮُ ﺍﻟﻨﱠﺎﺱَ ﻣِﻦَ ﺍﻟﻤَﺸْﺮِﻕِ ﺇﻟَﻰ
ﺍﻟﻤَﻐْﺮِﺏِ«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复生日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回答道：“至于复生日
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大火把人们从东方集合到西
① ”。方
23F

P

-各种特征相继，所有的状况不断改
变：
-当复生日的第一个大的迹象出现后，其
它的迹象就会连续不断、相继出现，犹如先知穆
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说：
 -1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 :Fﺍﻷﻣَﺎﺭَﺍﺕ ﺧَﺮَﺯَﺍﺕٌ ﻣَﻨْﻈُﻮﻣَﺎﺕٌ ﺑِﺴِﻠْﻚٍ ،ﻓَﺈﺫﺍ
ﺍﻧْﻘَﻄَﻊَ ﺍﻟﺴﱢﻠْﻚُ ﺗَﺒِـﻊَ ﺑَـﻌْﻀُﻪُ ﺑَـﻌْﻀﺎً«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ﺤﺎﻛ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29 段

249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各种特征犹如用绳子编串在一起的珠子，
如果绳子断了，他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掉下
① ”。来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Fﻻ
ﺗَﻘُﻮﻡُ ﺍﻟﺴﱠﺎﻋَﺔُ ﺣَﺘﱠﻰ ﻻ ﻳُـﻘَﺎﻝَ ﻓِﻲ ﺍﻷَﺭْﺽِ ﺍﷲُ ﺍﷲُ«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复生日决不会来临，直至在大地上没有
’一个人说‘真主、真主
② ”。
235F

P

）-侯宰费·本·艾勒叶玛努（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٣ﻋﻦ ﺣﺬﻳﻔﺔ ﺑﻦ ﺍﻟﻴﻤﺎﻥ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Fﻻ ﺗَﻘُﻮﻡُ ﺍﻟﺴﱠﺎﻋَﺔُ ﺣَﺘﱠﻰ ﻳَﻜُﻮﻥَ ﺃَﺳْﻌَﺪَ ﺍﻟﻨﱠﺎﺱِ ﺑِﺎﻟﺪﱡﻧْﻴَﺎ ﻟُﻜَﻊُ ﺑْﻦُ ﻟُﻜَﻊٍ«.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①

《哈克姆圣训集》第 8639 段，《正确丛书》第 1762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4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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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日决不会来临，直至卑鄙之子卑鄙
成为今世中最幸福的人。” ①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20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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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号角

-号角：就像喇叭一样的角，伟大尊严
的真主命令伊斯拉费赖天使（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吹号角。第一声号角是昏倒的号角，号
角一响，凡在天地间的，都要昏倒，除非真主所
意欲的。然后真主命令他第二次号角，那是复活
的号角。

-吹号角时众生的状况：
-清高的真主说：
ﻢﻫﺎﺭﺼﻌﺎﹰ ﺃﹶﺑﺸﻜﹸﺮﹴ ﺧﺀٍ ﻧﻲﺍﻉﹺ ﺇﹺﻟﹶﻰ ﺷ ﺍﻟﺪﻉﺪ ﻳﻡﻮ ﻳﻢﻬﻨﻝﱠ ﻋﻮﻓﹶﺘ
ﻘﹸﻮﻝﹸﺍﻉﹺ ﻳ ﺇﹺﻟﹶﻰ ﺍﻟﺪﲔﻌﻄﻬ ﻣﺮﺸﻨﺘ ﻣﺍﺩﺮ ﺟﻢﻬ ﻛﹶﺄﹶﻧﺍﺙﺪ ﺍﻷَﺟﻦﻮﻥﹶ ﻣﺟﺮﺨﻳ
[(٨-٦) : ]ﺍﻟﻘﻤﺮ ﺁﻳﺔﺴِﺮ ﻋﻡﻮﺬﹶﺍ ﻳﻭﻥﹶ ﻫﺮﺍﻟﻜﹶﺎﻓ
【故你应当避开他们。当召唤者召人于难事
的日子，他们不敢仰视地由坟中出来，好象是遍
地的蝗虫；大家引颈而奔，群集于召唤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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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道的人们将说：
“这是一个烦难的日子！”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ﻦﺽﹺ ﺇﹺﻻﱠ ﻣﻲ ﺍﻷَﺭﻦ ﻓﻣ ﻭﺍﺕﻮﻤﻲ ﺍﻟﺴﻦ ﻓ ﻣﻖﻌﻮﺭﹺ ﻓﹶﺼﻲ ﺍﻟﺼ ﻓﺦﻔﻧﻭ
[(8٦) :ﻭﻥﹶ ]ﺍﻟﺰﻣﺮ ﺁﻳﺔﻨﻈﹸﺮ ﻳﺎﻡﻴ ﻗﻢﻯ ﻓﹶﺈﹺﺫﹶﺍ ﻫﺮ ﺃﹸﺧﻴﻪ ﻓﺦﻔ ﻧ ﺛﹸﻢﺎﺀَ ﺍﻟﻠﱠﻪﺷ
【号角一响，凡在天地间的，都要昏倒，除
非真主所意欲的。然后，号角再响一次，他们就
忽然站起来，东瞻西顾的。
】②
P238F

-清高的真主说：
ﺽﹺ ﺇﹺﻻﱠﻲ ﺍﻷَﺭﻦ ﻓﻣ ﻭﺍﺕﻮﻤﻲ ﺍﻟﺴﻦ ﻓ ﻣﻮﺭﹺ ﻓﹶﻔﹶﺰﹺﻉﻲ ﺍﻟﺼ ﻓﻨﻔﹶﺦ ﻳﻡﻮﻳﻭ
[(٨٧) : ]ﺍﻟﻨﻤﻞ ﺁﻳﺔﺮﹺﻳﻦﺍﺧ ﺩﻩﻮﻛﹸﻞﱞ ﺃﹶﺗ ﻭﺎﺀَ ﺍﻟﻠﱠﻪﻦ ﺷﻣ
【在那日，将吹号角，除真主所意欲的外，
凡在天上地下的都要恐怖，个个都要卑贱地来到
真主那里。
】③
P239F

-两次号角之间的距离：
①

《月亮章》第 6-8 节
《队伍章》第 68 节
③
《蚂蚁章》第 8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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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ﻣَﺎ:F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ﻳﺎ ﺃﺑﺎ ﻫﺮﻳﺮﺓ ﺃﺭﺑﻌﻮﻥ ﻳﻮﻣﺎً؟ ﻗﺎﻝ:ﺑَﻴْﻦَ ﺍﻟﻨﱠﻔْﺨَﺘَﻴﻦِ ﺃَﺭْﺑَـﻌُﻮﻥَ« ﻗﺎﻟﻮﺍ
: ﺃﺭﺑﻌﻮﻥ ﺳﻨﺔ؟ ﻗﺎﻝ: ﻗﺎﻟﻮﺍ،ُ ﺃﺑﻴﺖ: ﺃﺭﺑﻌﻮﻥ ﺷﻬﺮﺍً؟ ﻗﺎﻝ: ﻗﺎﻟﻮﺍ،ُﺃﺑﻴﺖ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ﺃﺑﻴ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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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P

240F

-复生日何时来临：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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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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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F
»ﺇﻥﱠ ﻃَﺮْﻑَ ﺻَﺎﺣِﺐِ ﺍﻟﺼﱡﻮﺭِ ﻣُﻨْﺬُ ﻭُﻛﱢﻞَ ﺑِـﻪِ ﻣُﺴْﺘَﻌِﺪﱞ ﻳَﻨْﻈُﺮُ ﻧَﺤْﻮَ ﺍﻟﻌَﺮْﺵِ،
ﻣَـﺨَﺎﻓَﺔَ ﺃَﻥْ ﻳُﺆْﻣَـﺮَ ﻗَﺒْﻞَ ﺃَﻥْ ﻳَﺮْﺗَﺪﱠ ﺇﻟَﻴْـﻪِ ﻃَﺮْﻓُﻪُ ،ﻛَﺄَﻥﱠ ﻋَﻴْﻨَﻴْـﻪِ ﻛَﻮْﻛَﺒَﺎﻥِ
ﺩُﺭﱢﻳﱠﺎﻥِ«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ﺤﺎﻛﻢ
“吹号角者的眼睛自从任命开始就已经准
备就绪的，他观看阿尔西的方向，害怕在他的眼
睛收回之前接到命令，他的双眼就像两颗闪亮的
① ”。明星
241F

P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F
»ﺧﻴْﺮُ ﻳَﻮْﻡٍ ﻃَﻠَﻌَﺖْ ﻋَﻠَﻴْـﻪِ ﺍﻟﺸﱠﻤْﺲُ ﻳَﻮﻡُ ﺍﻟﺠُـﻤُﻌَﺔِ ،ﻓِﻴﻪِ ﺧُﻠِﻖَ ﺁﺩَﻡُ ،ﻭَﻓِﻴﻪِ
ﺃُﺩْﺧِ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ﻭَﻓِﻴﻪِ ﺃُﺧْﺮِﺝَ ﻣِﻨْـﻬَﺎ ،ﻭَﻻ ﺗَﻘُﻮﻡُ ﺍﻟﺴﱠﺎﻋَﺔُ ﺇﻟﱠﺎ ﻓِﻲ ﻳَﻮﻡِ
ﺍﻟﺠُـﻤُﻌَ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自从太阳升起，最好的日子就是主麻日，
阿丹在主麻日被造，在主麻日进入乐园，在主麻
①

《哈克姆圣训集》第 8676 段，《正确丛书》第 107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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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离开乐园。复生日在主麻日来临。” ①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4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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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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尔热
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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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尔热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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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ﺎﻨﺴِﻠﹸﻮﻥﹶٍ ﻗﹶﺎﻟﹸﻮﺍ ﻳ ﻳﻬﹺﻢﺑ ﺇﹺﻟﹶﻰ ﺭﺍﺙﺪ ﺍﻷَﺟﻦﻢ ﻣﻮﺭﹺ ﻓﹶﺈﹺﺫﹶﺍ ﻫﻲ ﺍﻟﺼ ﻓﺦﻔﻧﻭ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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ﻠﹸﻮﻥﹶ ]ﻳﺲﺳ ﺍﳌﹸﺮﻕﺪﺻ ﻭﻦﻤﺣ ﺍﻟﺮﺪﻋﺎ ﻭﺬﹶﺍ ﻣﺎ ﻫﻧﻗﹶﺪﺮﻦ ﻣﺎ ﻣﺜﹶﻨﻌ ﺑﻦﺎ ﻣﻠﹶﻨﻳﻭ
[(٥٢-٥١):ﺁﻳ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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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43F

-清高的真主说：
ﺔﺎﻣﻴ ﺍﻟﻘﻡﻮ ﻳﻜﹸﻢ ﺇﹺﻧﻮﻥﹶٍ ﺛﹸﻢﺘﻴ ﻟﹶﻤﻚ ﺫﹶﻟﺪﻌﻜﹸﻢ ﺑ ﺇﹺﻧﺛﹸﻢ
[(١٦-١٥) :ﺜﹸﻮﻥﹶ ]ﺍﳌﺆﻣﻨﻮﻥ ﺁﻳﺔﻌﺒﺗ
【此后，你们必定死亡，然后，你们在复生
日必定要复活。
】②
P24F

-复活的场景：
-清高的真主说：
ﻰ ﺇﹺﺫﹶﺍ ﺃﹶﻗﹶﻠﱠﺖﺘ ﺣﻪﺘﻤﺣ ﺭﻱﺪ ﻳﻦﻴﺮﺍﹰ ﺑﺸ ﺑﺎﺡﻳﻞﹸ ﺍﻟﺮﺳﺮﻱ ﻳ ﺍﻟﱠﺬﻮﻫﻭ
①

《雅辛章》第 51-52 节
《信士章》第 15-16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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ﺳﺤﺎﺑﺎﹰ ﺛﻘﹶﺎﻻﹰ ﺳﻘﹾﻨﺎﻩ ﻟﺒﻠﹶﺪ ﻣﻴﺖ ﻓﹶﺄﹶﻧﺰﻟﹾﻨﺎ ﺑﹺﻪ ﺍﳌﹶﺎﺀَ ﻓﹶﺄﹶﺧﺮﺟﻨﺎ ﺑﹺﻪ ﻣﻦ ﻛﹸﻞﱢ ﺍﻟﺜﱠﻤﺮﺍﺕ
ﻛﹶﺬﹶﻟﻚ ﻧﺨﺮﹺﺝ ﺍﳌﹶﻮﺗﻰ ﻟﹶﻌﻠﱠﻜﹸﻢ ﺗﺬﹶﻛﱠﺮﻭﻥﹶ ]ﺍﻷﻋﺮﺍﻑ ﺁﻳﺔ[(٥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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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45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F
»ﻣَﺎ ﺑَﻴْﻦَ ﺍﻟﻨﱠﻔْﺨَﺘَﻴﻦِ ﺃَﺭْﺑَـﻌُﻮﻥَ« ﻗﺎﻟﻮﺍ :ﻳﺎ ﺃﺑﺎ ﻫﺮﻳﺮﺓ ﺃﺭﺑﻌﻮﻥ ﻳﻮﻣﺎً؟ ﻗﺎﻝ:
ﺃﺑﻴﺖُ ،ﻗﺎﻟﻮﺍ :ﺃﺭﺑﻌﻮﻥ ﺷﻬﺮﺍً؟ ﻗﺎﻝ :ﺃﺑﻴﺖُ ،ﻗﺎﻟﻮﺍ :ﺃﺭﺑﻌﻮﻥ ﺳﻨﺔ؟ ﻗﺎﻝ:
ﺃﺑﻴﺖُ »ﺛُﻢﱠ ﻳُﻨْﺰِﻝُ ﺍﷲُ ﻣِﻦَ ﺍﻟﺴﱠﻤَﺎءِ ﻣَﺎءً ،ﻓَﻴَﻨْﺒُﺘُﻮﻥَ ﻛَﻤَﺎ ﻳَﻨْﺒُﺖُ ﺍﻟﺒَﻘْﻞُ،
ﻭَﻟَﻴْﺲَ ﻣِﻦَ ﺍﻹﻧْﺴَﺎﻥِ ﺷَﻲْءٌ ﺇﻟﱠﺎ ﻳَﺒْﻠَﻰ ﺇﻟﱠﺎ ﻋَﻈْﻤﺎً ﻭَﺍﺣِﺪﺍً ﻭَﻫُﻮَ ﻋَﺠْﺐُ
ﺍﻟﺬﱠﻧَﺐِ ،ﻭَﻣِﻨْـﻪُ ﻳُﺮَﻛﱠﺐُ ﺍﻟﺨَﻠْﻖُ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在两次号角之间相隔四十。他们问道：
‘艾
①

《高处章》第 5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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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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第一个离开坟墓的人：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ﺃَﻧَﺎ:F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ﻭَﺃَﻭﱠﻝُ ﺷَﺎﻓِﻊ،ُ ﻭَﺃَﻭﱠﻝُ ﻣَﻦْ ﻳَﻨْﺸَﻖﱡ ﻋَﻨْـﻪُ ﺍﻟﻘَﺒْﺮ،ِﺳَﻴﱢﺪُ ﻭَﻟَﺪِ ﺁﺩَﻡَ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ﻭَﺃَﻭﱠﻝُ ﻣُﺸَﻔﱠﻊ
“我是人类的领袖，是第一个离开坟墓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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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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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第一个说情者，是第一个获得说情的
人。” ①

-谁在复生日被集合：
-清高的真主说：
ﻡﹴﻮ ﻳﻴﻘﹶﺎﺕﻮﻥﹶ ﺇﹺﻟﹶﻰ ﻣﻮﻋﻤﺠ ﻟﹶﻤﺮﹺﻳﻦﺍﻵﺧ ﻭﲔﻟﻗﹸﻞﹾ ﺇﹺﻥﱠ ﺍﻷَﻭ
[(٥٠-٤٩) :ﻠﹸﻮﻡﹴ ]ﺍﻟﻮﺍﻗﻌﺔ ﺁﻳﺔﻌ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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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P248F

-清高的真主说：
ﺪ ﺪﺍﹰ ﻟﹶﻘﹶﺒﻦﹺ ﻋﻤﺣﻲ ﺍﻟﺮﺽﹺ ﺇﹺﻻﱠ ﺁﺗﺍﻷَﺭ ﻭﺍﺕﻮﻤﻲ ﺍﻟﺴﻦ ﻓﺇﹺﻥ ﻛﹸﻞﱡ ﻣ
:ﺩﺍﹰ ]ﻣﺮﱘ ﺁﻳﺔ ﻓﹶﺮﺔﺎﻣﻴ ﺍﻟﻘﻡﻮ ﻳﻴﻪ ﺁﺗﻢﻛﹸﻠﱡﻬ ﻭﺪﺍ ﻋﻢﻫﺪﻋ ﻭﻢﺎﻫﺼﺃﹶﺣ
[(٩٥-٩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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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278 段
《大事章》第 49-50 节

②

261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们。复生日他们都要单身来见他。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ﻢﻬﻨ ﻣﺭﺎﺩﻐ ﻧ ﻓﹶﻠﹶﻢﻢﺎﻫﻧﺮﺸﺣﺓﹰ ﻭﺎﺭﹺﺯ ﺑﺽﻯ ﺍﻷَﺭﺮﺗﺎﻝﹶ ﻭﺒ ﺍﳉﺮﻴﺴ ﻧﻡﻮﻳﻭ
[(٤٧) :ﺪﺍﹰ ]ﺍﻟﻜﻬﻒ ﺁﻳﺔﺃﹶ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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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P250F

-集合场的描述：
-清高的真主说：
ﺪﺍﺣ ﺍﻟﻮﻠﱠﻪﻭﺍ ﻟﺯﺮﺑ ﻭﺍﺕﻮﻤﺍﻟﺴﺽﹺ ﻭ ﺍﻷَﺭﺮ ﻏﹶﻴﺽﻝﹸ ﺍﻷَﺭﺪﺒ ﺗﻡﻮﻳ
[(٤٨) :ﺎﺭﹺ ]ﺇﺑﺮﺍﻫﻴﻢ ﺁﻳﺔﺍﻟﻘﹶ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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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P251F

-赛海鲁·本·赛阿德（愿主喜悦他）的
①

《麦尔彦章》第٩٣-95 节
《山洞章》第 47 节
③
《伊布拉欣章》第 4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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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٢ﻋﻦ ﺳﻬﻞ ﺑﻦ ﺳﻌ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Fﻳُـﺤْﺸَﺮُ ﺍﻟﻨﱠﺎﺱُ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ﻋَﻠَﻰ ﺃَﺭْﺽٍ ﺑَﻴْﻀَﺎءَ ﻋَﻔْﺮَﺍءَ،
ﻛَﻘُﺮْﺻَﺔِ ﺍﻟﻨﱠﻘِﻲﱢ ،ﻟَﻴْﺲَ ﻓِﻴْـﻬَﺎ ﻋَﻠَـﻢٌ ﻷَﺣَ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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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住、建筑或古迹的）标志
P25F

-复生日集合众生的场景：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F
ﻳﻘﻮﻝ» :ﻳُـﺤْﺸَﺮُ ﺍﻟﻨﱠﺎﺱُ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ﺣُﻔَﺎﺓً ﻋُﺮَﺍﺓً ﻏُﺮﻻً« ﻗﻠﺖ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ﺍﻟﻨﺴﺎء ﻭﺍﻟﺮﺟﺎﻝ ﺟﻤﻴﻌﺎً ،ﻳﻨﻈﺮ ﺑﻌﻀﻬﻢ ﺇﻟﻰ ﺑﻌﺾ؟ ﻗﺎﻝ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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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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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ﻳَﺎ ﻋَﺎﺋِﺸَﺔُ ﺍﻷَﻣْﺮُ ﺃَﺷَﺪﱡ ﻣِﻦْ ﺃَﻥْ ﻳَﻨْﻈُﺮَ ﺑَـﻌْﻀُﻬُـﻢْ ﺇﻟَﻰ ﺑَـﻌْﺾ:F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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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P25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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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P25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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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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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麦尔彦章》第٨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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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8 7 6 5 4 3 2 1 0):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ED C BA @ ?>= <; : 9

[٩٨-٩٧ /]ﺍﻹﺳﺮﺍ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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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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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56F

-清高的真主说：
:ﻗﺎﹰ ]ﻃﻪ ﺁﻳﺔﺭ ﺯﺬﺌﻣﻮ ﻳﲔﺮﹺﻣ ﺍﳌﹸﺠﺮﺸﺤﻧﻮﺭﹺ ﻭﻲ ﺍﻟﺼ ﻓﻨﻔﹶﺦ ﻳﻡﻮﻳ
[(١٠٢)
①

《夜行章》第 97-98 节
《麦尔彦章》第٨٦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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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吹号角之日，在那日我将集合蓝眼
睛的罪犯。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ﻮﻥﹶ ] ﻓﺼﻠﺖ ﺁﻳﺔﻋﻮﺯ ﻳﻢﺎﺭﹺ ﻓﹶﻬ ﺇﹺﻟﹶﻰ ﺍﻟﻨﺍﺀُ ﺍﻟﻠﱠﻪﺪ ﺃﹶﻋﺮﺸﺤ ﻳﻡﻮﻳﻭ
[(١٩)
【在那日，真主的敌人将被召集到火狱去。
他们是受约束的。】 ②
P258F

-清高的真主说：
ﻭﻥﻦ ﺩﻣ

ﻭﻥﹶﺪﺒﻌﻮﺍ ﻳﺎ ﻛﹶﺎﻧﻣ ﻭﻢﻬﺍﺟﻭﺃﹶﺯﻮﺍ ﻭ ﻇﹶﻠﹶﻤﻳﻦﻭﺍ ﺍﻟﱠﺬﺮﺸﺍﺣ
[(٢٣-٢٢) :ﻴﻢﹺ ]ﺍﻟﺼﺎﻓﺎﺕ ﺁﻳﺔ ﺍﳉﹶﺤﺍﻁﺮ ﺇﹺﻟﹶﻰ ﺻﻢﻫﻭﺪ ﻓﹶﺎﻫﺍﻟﻠﱠ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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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P259F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有一男子说：
①

《塔哈章》第 102 节
《奉绥来特章》第 19 节
③
《列班者章》第 22-2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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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ـﻪُ ﺃﻥﱠ ﺭَﺟُﻼً ﻗَﺎﻝَ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 ﻛَﻴْﻒَ
ﻳُـﺤْﺸَﺮُ ﺍﻟﻜَﺎﻓِﺮُ ﻋَﻠَﻰ ﻭَﺟْﻬِﻪِ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ﻗَﺎﻝَ» :ﺃﻟَﻴْﺲَ ﺍﻟﱠﺬِﻱ ﺃﻣْﺸَﺎﻩُ ﻋَﻠَﻰ
ﺭِﺟْﻠَﻴْـﻪِ ﻓِﻲ ﺍﻟﺪﱡﻧْﻴَﺎ ،ﻗَﺎﺩِﺭًﺍ ﻋَﻠَﻰ ﺃﻥْ ﻳُـﻤْﺸِﻴَـﻪُ ﻋَﻠَﻰ ﻭَﺟْﻬِﻪِ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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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的吗？那么，在复生日，他能用脸走路
P26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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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ﻭﻣﺎ ﻣﻦ ﺩﺍﺑﺔ ﻓﻲ ﺍﻷَﺭﺽﹺ ﻭﻻﹶ ﻃﹶﺎﺋﺮﹴ ﻳﻄﲑ ﹺﺑﺠﻨﺎﺣﻴ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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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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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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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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主那里。】 ①

①

《牲畜章》第 3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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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日的恐怖

-复生日是一个事情严重的日子，是一
个耸人听闻的日子，人们在那一天将要遭到恐惧
和害怕，在其中使黑暗的眼光变亮，伟大尊严的
真主使那一天对于信士犹如晌礼拜和晡礼拜之
间的距离；而对于否认主的人则如五万年那么长
的距离。

-复活日的恐怖有：
-清高的真主说：
ﺎﻝﹸﺍﻟﹾﺠﹺﺒ ﻭﺽ ﺍﻷَﺭﻠﹶﺖﻤﺣﺓﹲ ﻭﺪﺍﺣﺔﹲ ﻭﻔﹾﺨﻮﺭﹺ ﻧﻲ ﺍﻟﺼ ﻓﺦﻔِﻓﹶﺈﹺﺫﹶﺍ ﻧ
ﺬﺌﻮﻣ  ﻳﺎﺀُ ﻓﹶﻬﹺﻲﻤ ﺍﻟﺴﻘﱠﺖﺍﻧﺸﺔﹸ ﻭﻌﺍﻗ ﺍﻟﻮﺖﻗﹶﻌ ﻭﺬﺌﻣﻮﺓﹰ ﻓﹶﻴﺪﺍﺣﻛﱠﺔﹰ ﻭﺎ ﺩﻛﱠﺘﻓﹶﺪ
[(١٦-١٣) :ﺔﹲ ]ﺍﳊﺎﻗﺔ ﺁﻳﺔﻴﺍﻫﻭ
【当号角一向，大地和山岳都被移动，且互
相碰撞一次的时候；在那日，那件大事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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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将破裂；在那日，天将成为脆弱的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ﺇﹺﺫﹶﺍ ﺍﻟﺸﻤﺲ ﻛﹸﻮﺭﺕ ﻭﺇﹺﺫﹶﺍ ﺍﻟﻨﺠﻮﻡ ﺍﻧﻜﹶﺪﺭﺕ ﻭﺇﹺﺫﹶﺍ ﺍﳉﺒﺎﻝﹸ
ﺳﻴﺮﺕ ﻭﺇﹺﺫﹶﺍ ﺍﻟﻌﺸﺎﺭ ﻋﻄﱢﻠﹶﺖ ﻭﺇﹺﺫﹶﺍ ﺍﻟﻮﺣﻮﺵ ﺣﺸ ﺮﺕ ﻭﺇﹺﺫﹶﺍ ﺍﻟﺒﹺﺤﺎﺭ
ﺳﺠﺮﺕ] ﺍﻟﺘﻜﻮﻳﺮ ﺁﻳﺔ[(٦-١) :
【当太阳黯黜的时候，当星宿零落的时候，
当山峦崩溃的时候，当孕驼被抛弃的时候，当野
。兽被集合的时候，当海洋澎湃的时候
②】
P263F

-清高的真主说：
ِﺇﹺﺫﹶﺍ ﺍﻟﺴﻤﺎﺀُ ﺍﻧﻔﹶﻄﹶﺮﺕ ﻭﺇﹺﺫﹶﺍ ﺍﻟﻜﹶﻮﺍﻛﺐ ﺍﻧﺘﺜﹶﺮﺕ ﻭﺇﹺﺫﹶﺍ ﺍﻟﺒﹺﺤﺎﺭ
ﻓﹸﺠﺮﺕ ﻭﺇﹺﺫﹶﺍ ﺍﻟﻘﹸﺒﻮﺭ ﺑﻌﺜﺮﺕ] ﺍﻻﻧﻔﻄﺎﺭ ﺁﻳﺔ[(٤-١) :
【当穷苍破裂的时候，当众星飘堕的时候，
。当海洋混合的时候，当坟墓被揭开的时候
③】
P264F

-清高的真主说：
ِﺇﹺﺫﹶﺍ ﺍﻟﺴﻤﺎﺀُ ﺍﻧﺸﻘﱠﺖ ﻭﺃﹶﺫﻧﺖ ﻟﺮﺑﻬﺎ ﻭﺣﻘﱠﺖ ﻭﺇﹺﺫﹶﺍ ﺍﻷَﺭﺽ
①

《真灾章》第 13-16 节
《黯黜章》第 1-6 节
③
《破裂章》第 1-4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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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ﺍﻻﻧﺸﻘﺎﻕ ﺁﻳﺔﻘﱠﺖﺣﺎ ﻭﻬﺑﺮ ﻟﺖﻧﺃﹶﺫ ﻭﻠﱠﺖﺨﺗﺎ ﻭﻴﻬﺎ ﻓ ﻣﺃﹶﻟﹾﻘﹶﺖ ﻭﺕﺪﻣ
[(٥-١)
【当天绽裂，听从主命，而且宜于听从的时
候；当地展开，并抛其所怀，而且变为空虚，听
从主命，而且宜于听从的时候。】 ①
P265F

-清高的真主说：
ﺇﹺﺫﹶﺍ

ﺔﹲﻌﺍﻓﺔﹲ ﺭﻀﺎﻓﺔﹲ ﺧﺑﺎ ﻛﹶﺎﺫﻬﺘﻗﹾﻌﻮ ﻟﺲﺔﹸِ ﻟﹶﻴﻌﺍﻗ ﺍﻟﻮﺖﻗﹶﻌﺇﹺﺫﹶﺍ ﻭ

: ]ﺍﻟﻮﺍﻗﻌﺔ ﺁﻳﺔﺜﺎﺒﻨﺎﺀً ﻣﺒ ﻫﺖ ﻓﹶﻜﹶﺎﻧﺴﺎﺎﻝﹸ ﺑﺒ ﺍﳉﺖﺴﺑ ﻭﺟﺎ ﺭﺽ ﺍﻷَﺭﺖﺟﺭ
[(٦-١)
【当那件大事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否认
其发生。那件大事将是能使人降级，能使人升级
的；当大地震荡，山峦粉碎，化为散漫的尘埃。】②
P26F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F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٦
①

《绽裂章》第 1-5 节
《大事章》第 1-6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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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ﻦْ ﺳَﺮﱠﻩُ ﺃَﻥْ ﻳَﻨْﻈُﺮَ ﺇﻟَﻰ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ﻛَﺄﻧﱠﻪُ ﺭَﺃْﻱُ ﻋَﻴْﻦٍ ﻓَﻠْﻴَـﻘْﺮَﺃ

 ﺃﺧﺮﺟﻪ.( . - ,) ( ﻭ# " !)( ﻭ# "
ﺃﺣﻤﺪ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谁喜爱就像亲眼看见复生日一样，就让他
诵读下列章节吧！
【当天绽裂】①【当穷苍破裂的
P267F

P

时候】 ②【当太阳黯黜的时候】 ③” ④
P268F

P

P269F

P

P

270F

-复生日，诸天和大地被替换：
-清高的真主说：
ﺪﺍﺣ ﺍﻟﻮﻠﱠﻪﻭﺍ ﻟﺯﺮﺑ ﻭﺍﺕﻮﻤﺍﻟﺴﺽﹺ ﻭ ﺍﻷَﺭﺮ ﻏﹶﻴﺽﻝﹸ ﺍﻷَﺭﺪﺒ ﺗﻡﻮﻳ
[(٤٨) :ﺎﺭﹺِ ]ﺇﺑﺮﺍﻫﻴﻢ ﺁﻳﺔﺍﻟﻘﹶ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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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P271F

①

《绽裂章》第 1 节
《破裂章》第 1 节
③
《黯黜章》第 1 节
④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4806 段、
《正确丛书》第 108 段、
《提勒秘日
圣训集》第 3333 段
⑤
《伊布拉欣章》第 4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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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ﻳﻮﻡ ﻧﻄﹾﻮﹺﻱ ﺍﻟﺴﻤﺎﺀَ ﻛﹶﻄﹶﻲ ﺍﻟﺴﺠﹺﻞﱢ ﻟﻠﹾﻜﹸﺘﺐﹺ ﻛﹶﻤﺎ ﺑﺪﺃﹾﻧﺎ ﺃﹶﻭﻝﹶ ﺧﻠﹾﻖﹴ ﻧﻌﻴﺪﻩ
ﻭﻋﺪﺍﹰ ﻋﻠﹶﻴﻨﺎ ﺇﹺﻧﺎ ﻛﹸﻨﺎ ﻓﹶﺎﻋﻠﲔ] ﺍﻷﻧﺒﻴﺎﺀ ﺁﻳﺔ[(١٠٤) :
【在那日，我将天卷起犹如卷轴将书画卷起
一样。起初我怎样创造万物，我要怎样使万物还
。原。这是我自愿应许的，我必实行它
①】
P27F

-诸天和大地被替换之日，人在哪里：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仆
人稍巴尼的传述，
ﻋﻦ ﺛﻮﺑﺎﻥ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ﻣﻮﻟﻰ ﺭﺳﻮﻝ ﺍﷲ  Fﻗﺎﻝ :ﻛﻨﺖ
ﻗﺎﺋﻤﺎً ﻋﻨﺪ ﺭﺳﻮﻝ ﺍﷲ  Fﻓﺠﺎء ﺣَﺒﺮٌ ﻣﻦ ﺃَﺣﺒﺎﺭ ﺍﻟﻴﻬﻮﺩ– ..ﻭﻓﻴﻪ -ﻓﻘﺎﻝ
ﺍﻟﻴﻬﻮﺩﻱ :ﺃﻳﻦ ﻳﻜﻮﻥ ﺍﻟﻨﺎﺱ ﻳﻮﻡ ﺗﺒﺪﻝ ﺍﻷﺭﺽ ﻏﻴﺮ ﺍﻷﺭﺽ
ﻭﺍﻟﺴﻤﺎﻭﺍﺕ؟ ﻓﻘ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Fﻫُـﻢْ ﻓِﻲ ﺍﻟﻈﱡﻠْـﻤَﺔِ ﺩُﻭﻥَ ﺍﻟﺠِﺴْﺮِ«،
ﻭﻓﻲ ﺭﻭﺍﻳﺔ» :ﻋَﻠَﻰ ﺍﻟﺼﱢﺮَﺍﻁِ«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他曾经站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①

《众先知章》第 10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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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跟前，有一位犹太教学者来到他那儿……
犹太教徒说：“诸天和大地被替换之日，人在哪
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他们在没有桥的阴影下。”另一传述中提到：
“他们在‘随拉特’桥上”。 ①

-集合场的酷热与恐惧：
真主复活众生之后，把他们集合在复生日的
一个广场上，那将是对光脚、赤身、没有做割礼
地人类进行判决。那天，太阳特别接近，汗水流
有七十尺，人类根据各自的工作而流汗。
-米格达德·本·艾斯沃德（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说：
َ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ﻋﻦ ﺍﻟﻤﻘﺪﺍﺩ ﺑﻦ ﺍﻷﺳ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 ﺣَﺘﱠﻰ ﺗَـﻜُﻮﻥ،ِ »ﺗُﺪْﻧَﻰ ﺍﻟﺸﱠﻤْﺲُ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ﻣِﻦَ ﺍﻟﺨَﻠْﻖ: ﻳﻘﻮﻝF ﺍﷲ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315 段，以及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第 2791
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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ﻣِﻨْـﻬُـﻢْ ﻛَﻤِﻘْﺪَﺍﺭِ ﻣِﻴﻞٍ ،ﻓَﻴَﻜُﻮﻥُ ﺍﻟﻨﱠﺎﺱُ ﻋَﻠَﻰ ﻗَﺪْﺭِ ﺃَﻋْﻤَﺎﻟِـﻬِـﻢْ ﻓِﻲ ﺍﻟﻌَﺮَﻕِ
ﻓَﻤِﻨْـﻬُـﻢْ ﻣَﻦْ ﻳَﻜُﻮﻥُ ﺇﻟَﻰ ﻛَﻌْﺒَﻴْـﻪِ ،ﻭَﻣِﻨْـﻬُـﻢْ ﻣَﻦْ ﻳَﻜُﻮﻥُ ﺇﻟَﻰ ﺭُﻛْﺒَﺘَﻴْـﻪِ،
ﻭَﻣِﻨْـﻬُـﻢْ ﻣَﻦْ ﻳَﻜُﻮﻥُ ﺇﻟَﻰ ﺣَﻘْﻮَﻳْـﻪِ ،ﻭَﻣِﻨْـﻬُـﻢْ ﻣَﻦْ ُﻳﻠْـﺠِـﻤُﻪُ ﺍﻟﻌَﺮَﻕُ ﺇﻟْـﺠَﺎﻣﺎً«
ﻗﺎﻝ :ﻭﺃﺷﺎﺭ ﺭﺳﻮﻝ ﺍﷲ  Fﺑﻴﺪﻩ ﺇﻟﻰ ﻓﻴ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复生日，太阳接近人类只有一英米的距
；离，人类根据各自的工作而被淹没在汗水之中
有的人被汗水淹至踝骨，有的人被汗水淹至膝
盖，有的人被汗水淹至腰部，有的人被汗水淹没
至双唇，使其哑口无言，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用手指着自己的嘴
①”
P274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ﻳَـﻘْﺒِﺾُ ﺍﷲُ ﺍﻷﺭﺽَ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ﻭَﻳَﻄْﻮِﻱ ﺍﻟﺴﱠﻤَﺎءَ ﺑِﻴَـﻤِﻴﻨِـﻪِ ﺛُﻢﱠ
ﻳَـﻘُﻮﻝُ :ﺃَﻧَﺎ ﺍﻟﻤَﻠِﻚُ ،ﺃَﻳْﻦَ ﻣُﻠُﻮﻙُ ﺍﻷﺭْﺽِ؟«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在复生日，真主将大地握起，诸天将卷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6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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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右手中，然后他说：‘我是君主，大地上
’？所有的君主都到哪里去啦
①”
-谁在真主的荫影之下：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ﱠﺒِﻲﱢ  Fﻗَﺎﻝَ» :ﺳَﺒْﻌَﺔٌ
ﻳُﻈِﻠﱡﻬُﻢُ ﺍﷲُ ﻓِﻲ ﻇِﻠﱢﻪِ ﻳَﻮْﻡَ ﻟَﺎ ﻇِﻞﱠ ﺇِﻟﱠﺎ ﻇِﻠﱡﻪُ :ﺍﻟْﺈِﻣَﺎﻡُ ﺍﻟْﻌَﺎﺩِﻝُ ،ﻭَﺷَﺎﺏﱞ ﻧَﺸَﺄَ ﻓِﻲ
ﻋِﺒَﺎﺩَﺓِ ﺭَﺑﱢﻪِ ،ﻭَﺭَﺟُﻞٌ ﻗَﻠْﺒُﻪُ ﻣُﻌَﻠﱠﻖٌ ﻓِﻲ ﺍﻟْﻤَﺴَﺎﺟِﺪِ ،ﻭَﺭَﺟُﻠَﺎﻥِ ﺗَـﺤَﺎﺑﱠﺎ ﻓِﻲ ﺍﷲ
ﺍﺟْﺘَﻤَﻌَﺎ ﻋَﻠَﻴْﻪِ ﻭَﺗَﻔَﺮﱠﻗَﺎ ﻋَﻠَﻴْﻪِ ،ﻭَﺭَﺟُﻞٌ ﻃَﻠَﺒَﺘْﻪُ ﺍﻣْﺮَﺃَﺓٌ ﺫَﺍﺕُ ﻣَﻨْﺼِﺐٍ ﻭَﺟَـﻤَﺎﻝٍ،
ﻓَﻘَﺎﻝَ :ﺇِﻧﱢﻲ ﺃَﺧَﺎﻑُ ﺍﷲَ ،ﻭَﺭَﺟُﻞٌ ﺗَﺼَﺪﱠﻕَ؛ ﺃَﺧْﻔَﻰ ﺣَﺘﱠﻰ ﻟَﺎ ﺗَﻌْﻠَﻢَ ﺷِﻤَﺎﻟُﻪُ ﻣَﺎ
ﺗُﻨْﻔِﻖُ ﻳَﻤِﻴﻨُﻪُ ،ﻭَﺭَﺟُﻞٌ ﺫَﻛَﺮَ ﺍﷲَ ﺧَﺎﻟِﻴًﺎ ﻓَﻔَﺎﺿَﺖْ ﻋَﻴْﻨَﺎﻩُ«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有七种人，真主将在只有他的荫影的日子
里，用自己的荫影遮蔽他们：公正的伊玛目；在
崇拜真主的环境中成长的青年；内心时刻牵挂着
清真寺者；两个人因真主而互相喜爱，因主而聚，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38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78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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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而散；一种人当他遇到有美貌和地位的女人
向他求爱时，他说：
‘我害怕真主’；一种人秘密
地施舍东西，甚至连他的左手也不知他的右手所
施舍的是什么；一种人在秘密记念真主时，双目
流泪。
”①
-欧格柏图·本·阿米尔（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他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ﻋُﻘْﺒَﺔَ ﺑْﻦَ ﻋَﺎﻣِ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ﻛُﻞﱡ ﺍﻣْﺮِﺉٍ ﻓِﻲ ﻇِﻞﱢ ﺻَﺪَﻗَﺘِﻪِ ﺣَﺘﱠﻰ ﻳُﻔْﺼَﻞَ ﺑَﻴْﻦَ ﺍﻟﻨﱠﺎﺱ:ُ ﻳَﻘُﻮﻝF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ﺍﺑﻦ ﺧﺰﻳﻤﺔ
“每个人都在自己施舍的荫影之下，直至人
们之间获得判决。” ②
P27F

-真主来临进行判决：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6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
圣训集》第 1031 段
②
正确的圣训，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7333 段，原文出自《艾哈默德
圣训集》，
《伊本呼宰麦圣训集》第 243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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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日，伟大尊严的真主将来临进行判决，
大地因真主的光亮而容光焕发，众生因他的庄
。严、伟大和崇高而晕死
-清高的真主说：
ﻼ ﺇﹺﺫﹶﺍ ﺩﻛﱠﺖ ﺍﻷَﺭﺽ ﺩﻛﺎ ﺩﻛﺎ ﻭﺟﺎﺀَ ﺭﺑﻚ ﻭﺍﻟﹾﻤﻠﹶﻚ ﺻﻔﺎ
ﻛﹶ ﱠ
ﺻﻔﺎ] ﺍﻟﻔﺠﺮ ﺁﻳﺔ[(٢٢-٢١) :
【绝不然！当大地震动复震动，你的主的命
。令，和排班的天使，一齐来临的时候
①】
P278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ﻻﺗُـﺨَﻴﱢﺮُﻭْﻧِﻲ ﻋَﻠَﻰ ﻣُﻮﺳَﻰ ،ﻓَﺈﻥﱠ ﺍﻟﻨﱠﺎﺱَ ﻳَﺼْﻌَﻘُﻮﻥَ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ﻓَﺄَﺻْﻌَﻖُ ﻣَﻌَﻬُـﻢْ ،ﻓَﺄَﻛُﻮﻥُ ﺃَﻭﱠﻝَ ﻣَﻦْ ﻳُﻔِﻴﻖُ ﻓَﺈﺫَﺍ ﻣُﻮﺳَﻰ ﺑَﺎﻃِﺶٌ ﺟَﺎﻧِﺐَ
ﺍﻟﻌَﺮْﺵِ ،ﻓَﻼ ﺃَﺩْﺭِﻱ ﺃَﻛَﺎﻥَ ﻓِﻴْـﻤَﻦْ ﺻَﻌِﻖَ ﻓﺄَﻓَﺎﻕَ ﻗَﺒْﻠِﻲ ،ﺃَﻭْ ﻛَﺎﻥَ ﻣِـﻤﱠﻦ
ﺍﺳْﺘَﺜْﻨَﻰ ﺍ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黎明章》第 21-22 节

278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你们不要说我优先于穆萨，因为在复生
日，所有的人都将晕死，我也不例外。我是第一
个苏醒过来的人，突然我发现穆萨紧抓着‘阿尔
西’的一边，我不知道他是在晕死后先我而醒的，
还是真主并没有使他晕死过去。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41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3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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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

-当人类在复生日被集合到他们的养主
那里时，他们对骇人听闻的场面和艰难的场所极
为不安，渴望养主在他们之间进行裁决，把他们
分开。当他们停留的时间延长、灾难加剧时，他
们就去寻求众先知为他们在真主跟前说情，以便
把他们分开。
-清高的真主说：
ﺬﺌﻣﻮﻞﹲ ﻳﻳﻭﻥﹶ ﻭﺭﺬﺘﻌ ﻓﹶﻴﻢﺫﹶﻥﹸ ﻟﹶﻬﺆﻻﹶ ﻳﻘﹸﻮﻥﹶ ﻭﻨﻄ ﻻﹶ ﻳﻡﻮﺬﹶﺍ ﻳﻫ
ﺪ ﻛﹶﻴ ﻓﹶﺈﹺﻥ ﻛﹶﺎﻥﹶ ﻟﹶﻜﹸﻢﲔﻟﺍﻷَﻭ ﻭﺎﻛﹸﻢﻨﻌﻤﻞﹺ ﺟ ﺍﻟﻔﹶﺼﻡﻮﺬﹶﺍ ﻳ ﻫﻜﹶﺬﱢﺑﹺﲔﻟﱢﻠﹾﻤ
[(٣٩-٣٥) ： ]ﺍﳌﺮﺳﻼﺕ ﺁﻳﺔﻭﻥﻴﺪﻓﹶﻜ
【这是他们不得发言之日。他们不蒙许可，
故不能道歉。在那日，伤哉否认真理的人们！这
是判决之日，我把你们和先民集合在一处。如果
你们有什么计谋，你们可对我用计。】 ①
P280F

①

《天使章》第 35-3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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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一
）天，有人给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送来了一只羊前腿，这是使者最喜欢吃的，于是
他咬了一口，然后他说：
 -٢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Fﻗﺎﻝ:
»ﺃَﻧَﺎ ﺳَﻴﱢﺪُ ﺍﻟﻨﱠﺎﺱِ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ﻭَﻫَﻞْ ﺗَﺪْﺭُﻭﻥَ ﺑِﻢَ ﺫَﺍﻙَ؟ ﻳَـﺠْـﻤَﻊُ ﺍﷲُ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ﺍﻷَﻭﱠﻟِﻴﻦَ ﻭَﺍﻵﺧِﺮِﻳﻦَ ﻓِﻲ ﺻَﻌِﻴﺪٍ ﻭَﺍﺣِﺪٍ ،ﻓَﻴُﺴْﻤِﻌُﻬُـﻢ ﺍﻟﺪﱠﺍﻋِﻲُ،
ﻭَﻳَﻨْﻔُﺬُﻫُـﻢُ ﺍﻟﺒَﺼَﺮُ ،ﻭَﺗَﺪْﻧُﻮ ﺍﻟﺸﱠﻤْﺲُ ،ﻓَﻴَﺒْﻠُﻎُ ﺍﻟﻨﱠﺎﺱَ ﻣِﻦَ ﺍﻟﻐَﻢﱢ ﻭَﺍﻟﻜَﺮْﺏِ ﻣَﺎ
ﻻ ﻳُﻄِﻴﻘُﻮﻥَ ،ﻭَﻣَﺎ ﻻ ﻳَـﺤْﺘَـﻤِﻠُﻮﻥَ ،ﻓَﻴَـﻘُﻮﻝُ ﺑَـﻌْﺾُ ﺍﻟﻨﱠﺎﺱِ ﻟِﺒَـﻌْﺾٍ :ﺃَﻻ
ﺗَﺮَﻭْﻥَ ﻣَﺎ ﺃَﻧْﺘُـﻢْ ﻓِﻴْـﻪِ؟ ﺃَﻻ ﺗَﺮَﻭْﻥَ ﻣَﺎ ﻗَﺪْ ﺑَﻠَﻐَﻜُﻢْ؟ ﺃَﻻ ﺗَﻨْﻈُﺮُﻭﻥَ ﻣَﻦْ ﻳَﺸْﻔَﻊُ
ﻟَﻜُﻢْ ﺇﻟَﻰ ﺭَﺑﱢﻜُﻢْ؟
“复生日，我是全人类的首领，你们知道那
是为什么吗？真主将把古今所有的人类集合在
一块高地上，唤者都能听见，观者都能看见；太
阳离他们很近，人类遇到了无法解决，无力承担
的忧愁和艰难。于是有人对其他的人说：‘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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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清自己所遇到的处境吗？你们还不找找谁
’？能在真主的面前为你们说情吗
ﻓﻴَـﻘَﻮُﻝُ ﺑَـﻌْﺾُ ﺍﻟﻨﱠﺎﺱِ ﻟِﺒَـﻌْﺾٍ :ﺍﺋْﺘُﻮﺍ ﺁﺩَﻡَ ،ﻓَﻴَﺄْﺗُﻮﻥَ ﺁﺩَﻡَ،
ﻓَﻴَـﻘُﻮﻟُﻮﻥَ :ﻳَﺎ ﺁﺩَﻡُ ﺃَﻧْﺖَ ﺃَﺑُﻮ ﺍﻟﺒَﺸَﺮِ ،ﺧَﻠَﻘَﻚَ ﺍﷲُ ﺑِﻴَﺪِﻩِ ،ﻭَﻧَﻔَﺦَ ﻓِﻴﻚَ ﻣِﻦْ
ﺭُﻭْﺣِﻪِ ،ﻭَﺃَﻣَـﺮَ ﺍﻟﻤﻼﺋِﻜَﺔَ ﻓَﺴَﺠَﺪُﻭﺍ ﻟَﻚَ ،ﺍﺷْﻔَﻊْ ﻟَﻨَﺎ ﺇﻟَﻰ ﺭَﺑﱢﻚَ ،ﺃَﻻ ﺗَﺮَﻯ ﺇﻟَﻰ
ﻣَﺎ ﻧَﺤْﻦُ ﻓِﻴﻪِ ،ﺃَﻻ ﺗَﺮَﻯ ﺇﻟَﻰ ﻣَﺎ ﻗَﺪْ ﺑَﻠَﻐَﻨَﺎ؟.
有人对其他的人说：‘你们去找人祖阿丹
！吧！’于是，他们来到阿丹跟前说：‘阿丹啊
你是人类之父，真主亲自创造了你，为你吹入灵
魂，并命令众天使向你祝贺。你为我们向你的养
主求情吧！难道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的处境，我
’？们的遭遇吗
ﻓَﻴَـﻘُﻮﻝُ ﺁﺩَﻡُ :ﺇﻥﱠ ﺭَﺑﱢﻲ ﻏَﻀِﺐَ ﺍﻟﻴَﻮﻡَ ﻏَﻀَﺒﺎً ﻟَـﻢْ ﻳَـﻐْﻀَﺐْ ﻗَﺒْﻠَـﻪُ
ﻣِﺜْﻠَـﻪُ ،ﻭَﻟَﻦْ ﻳَـﻐْﻀَﺐَ ﺑَـﻌْﺪَﻩُ ﻣِﺜْﻠَـﻪُ ،ﻭَﺇﻧﱠﻪُ ﻧَـﻬَﺎﻧِﻲ ﻋَﻦِ ﺍﻟﺸﱠﺠَﺮَﺓِ ﻓَﻌَﺼَﻴْﺘُـﻪُ،
ﻧَﻔْﺴِﻲ ﻧَﻔْﺴِﻲ ،ﺍﺫْﻫَﺒُﻮﺍ ﺇﻟَﻰ ﻏَﻴْﺮِﻱ« ﻓﻴﺄﺗﻮﻥ ﻧﻮﺣﺎً ،ﻓﺈﺑﺮﺍﻫﻴﻢ ،ﻓﻤﻮﺳﻰ،
ﻓﻌﻴﺴﻰ ،ﻓﻴﻌﺘﺬﺭ ﻛﻞ ﻭﺍﺣﺪٍ ،ﻭﻛﻠﻬﻢ ﻳﻘﻮﻟﻮﻥ» :ﺇﻥﱠ ﺭَﺑﱢﻲ ﻗَﺪْ ﻏَﻀِﺐَ
ﺍﻟﻴَﻮﻡَ ﻏَﻀَﺒﺎً ﻟَـﻢْ ﻳَـﻐْﻀَﺐْ ﻗَﺒْﻠَـﻪ ﻣِﺜْﻠَـﻪ ،ﻭَﻟَﻦْ ﻳَـﻐْﻀَﺐَ ﺑَـﻌْﺪَﻩ ﻣِﺜْﻠَـ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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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ﻧَﻔْﺴِﻲ ﻧَﻔْﺴِﻲ
阿丹说：‘我的主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发
怒过，他以后也不会这样发怒；的确，他曾禁止
我靠近禁树，而我违抗了他；我也要寻找出路，
你们去找别人吧！’然后他们又找到努哈、伊布
拉欣、穆萨和尔萨，他们每个人都婉言谢绝了，
并且说：
‘我的主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发怒过，
他以后也不会这样发怒……我也要寻找出路。’
F ٍ ﺍﺫْﻫَﺒُﻮﺍ ﺇﻟَﻰ ﻣُـﺤَـﻤﱠﺪ، »ﺍﺫْﻫَﺒُﻮﺍ ﺇﻟَﻰ ﻏَﻴْﺮِﻱ:ﺛﻢ ﻳﻘﻮﻝ ﻋﻴﺴﻰ
،ِ ﻭَﺧَﺎﺗَـﻢُ ﺍﻷَﻧْﺒِﻴَﺎء، ﻳَﺎ ﻣُـﺤَـﻤﱠﺪُ ﺃَﻧْﺖَ ﺭَﺳُﻮﻝُ ﺍﷲ:َﻓَﻴَﺄْﺗُﻮﻧﱢﻲ ﻓَﻴَـﻘُﻮﻟُﻮﻥ
 ﺃَﻻ،َ ﺍﺷْﻔَﻊْ ﻟَﻨَﺎ ﺇﻟَﻰ ﺭَﺑﱢﻚ،َﻭَﻏَﻔَﺮَ ﺍﷲُ ﻟَﻚَ ﻣَﺎ ﺗَﻘَﺪﱠﻡَ ﻣِﻦْ ﺫَﻧْﺒِﻚَ ﻭَﻣَﺎ ﺗَﺄَﺧﱠﺮ
ﺗَﺮَﻯ ﻣَﺎ ﻧَﺤْﻦُ ﻓِﻴْـﻪِ؟ ﺃَﻻ ﺗَﺮَﻯ ﻣَﺎ ﻗَﺪْ ﺑَﻠَﻐَﻨَﺎ؟
然后，尔萨对他们说：‘你们去找别人吧！
你们去找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吧！然后他们就来找我。他们说：‘穆罕默德啊！
你是真主的使者，是封印的先知，真主已饶恕了
你前前后后的一切错误，请你为我们向你的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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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情吧！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的处境吗？难道你
’？没有看见我们的遭遇吗
ﻓَﺄَﻧْﻄَﻠِﻖُ ﻓَﺂﺗِﻲ ﺗَـﺤْﺖَ ﺍﻟﻌَﺮْﺵِ ،ﻓَﺄَﻗَﻊُ ﺳَﺎﺟِﺪﺍً ﻟِﺮَﺑﱢﻲ ،ﺛُﻢﱠ ﻳَﻔْﺘَـﺢُ
ﺍﷲُ ﻋَﻠَﻲﱠ ﻭَﻳُﻠْـﻬِـﻤُﻨِﻲ ﻣِﻦْ ﻣَـﺤَﺎﻣِﺪِﻩِ ،ﻭَﺣُﺴْﻦِ ﺍﻟﺜﱠﻨَﺎءِ ﻋَﻠَﻴْـﻪِ ﺷَﻴْﺌﺎً ﻟَـﻢْ
ﻳَﻔْﺘَـﺤْﻪُ ﻷَﺣَﺪٍ ﻗَﺒْﻠِﻲ ،ﺛُﻢﱠ ﻳُـﻘَﺎﻝُ :ﻳَﺎ ﻣُـﺤَـﻤﱠﺪُ ﺍﺭْﻓَﻊْ ﺭَﺃْﺳَﻚَ ،ﺳَﻞْ ﺗُﻌْﻄَﻪْ،
ﺍﺷْﻔَﻊْ ﺗُﺸَﻔﱠﻊْ ،ﻓَﺄَﺭْﻓَﻊُ ﺭَﺃْﺳِﻲ ،ﻓَﺄَﻗُﻮﻝُ :ﻳَﺎ ﺭَﺏﱢ ﺃُﻣﱠﺘِﻲ ﺃُﻣﱠﺘِﻲ.
我立刻动身来到阿尔西之下，倒身向我的主
叩头；然后真主为我把他的赞颂和赞美打开了一
点，在我之前他从来没有为任何人打开过；然后
真主说：‘穆罕默德啊！抬起头来，你有求必应，
说情必准’我抬起头来说：‘我的主啊！拯救我
’！的民众，拯救我的民众
ﻓَﻴُـﻘَﺎﻝُ :ﻳَﺎ ﻣُـﺤَـﻤﱠﺪُ ﺃَﺩْﺧِ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ﻣِﻦْ ﺃُﻣﱠﺘِﻚَ ﻣَﻦْ ﻻ ﺣِﺴَﺎﺏَ ﻋَﻠَﻴْـﻪِ
ﻣِﻦَ ﺍﻟﺒَﺎﺏِ ﺍﻷَﻳْـﻤَﻦِ ﻣِﻦْ ﺃَﺑْﻮَﺍﺏِ ﺍﻟﺠَﻨﱠﺔِ ،ﻭَﻫُـﻢْ ﺷُﺮَﻛَﺎءُ ﺍﻟﻨﱠﺎﺱِ ﻓِﻴْـﻤَﺎ
ﺳِﻮَﻯ ﺫَﻟِﻚَ ﻣِﻦَ ﺍﻷَﺑْﻮَﺍﺏِ ،ﻭَﺍﻟﱠﺬِﻱ ﻧَﻔْﺲُ ﻣُـﺤَـﻤﱠـﺪٍ ﺑِﻴَﺪِﻩِ ﺇﻥّ ﻣَـﺎ ﺑَﻴْﻦَ
ﺍﻟﻤِﺼْﺮَﺍﻋَﻴﻦِ ﻣِﻦْ ﻣَﺼَﺎﺭِﻳﻊِ ﺍﻟﺠَﻨﱠﺔِ ﻟَﻜَﻤَﺎ ﺑَﻴْﻦَ ﻣَﻜﱠﺔَ ﻭَﻫَﺠَﺮٍ ،ﺃَﻭْ ﻛَﻤَﺎ
ﺑَﻴْﻦَ ﻣَﻜﱠﺔَ ﻭَﺑُﺼْﺮَﻯ«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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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说：‘穆罕默德啊！让你的民众中不受
清算的人从天堂的右门进去，其余的人从其它门
进人天堂。’以掌握穆罕默德的生命的主宰发誓，
天堂的两扇门之间的距离就像麦加与海杰尔 ①之
间的距离，或者就像麦加与布苏拉之间的距
离。” ②
-真主在人类之间判决，分发功过薄，放
置天秤，清算人类，用右手接功过薄者进天堂，
用左手接功过薄者进火狱。
-清高的真主说：
ﻲﻗﹸﻀﻢ ﻭ ﻬﹺﺑ ﺭﺪﻤﻮﻥﹶ ﺑﹺﺤﺤﺒﺴﺵﹺ ﻳﺮﻝﹺ ﺍﻟﻌﻮ ﺣﻦ ﻣﺎﻓﱢﲔﻜﹶﺔﹶ ﺣﻯ ﺍﳌﹶﻼﺋﺮﺗﻭ
[(٧٥) ： ]ﺍﻟﺰﻣﺮ ﺁﻳﺔﲔﺎﻟﹶﻤ ﺍﻟﻌﺏ ﺭﻠﱠﻪ ﻟﺪﻴﻞﹶ ﺍﳊﹶﻤﻗ ﻭﻖﻢ ﺑﹺﺎﻟﹾﺤﻬﻨﻴﺑ
【你将见众天使环绕在宝座的四周，颂扬他
们的主，他们将被秉公裁判。或者说：“一切赞
①

译者注：城市名，指现今沙特的艾哈栅地区
《布哈里圣训集》第 471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94 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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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我们曾经对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2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ﱢ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ﻠْﻨَﺎ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ﻫَﻞْ ﻧَﺮَﻯ ﺭَﺑﱠﻨَﺎ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ﻗﺎﻝ» :ﻫَﻞْ ﺗُﻀَﺎﺭﱡﻭﻥَ ﻓِﻲ
ﺭُﺅْﻳَﺔِ ﺍﻟﺸﱠﻤْﺲِ ﻭَﺍﻟﻘَﻤَﺮِ ﺇﺫَﺍ ﻛَﺎﻧَﺖْ ﺻَﺤْﻮًﺍ« .ﻗُﻠْﻨَﺎ :ﻻ .ﻗﺎﻝ» :ﻓَﺈﻧﱠﻜُﻢْ
ﻻ ﺗُﻀَﺎﺭﱡﻭﻥَ ﻓِﻲ ﺭُﺅْﻳَﺔِ ﺭَﺑﱢﻜُﻢْ ﻳَﻮْﻣَﺌِﺬٍ ﺇﻻ ﻛَﻤَﺎ ﺗُﻀَﺎﺭﱡﻭﻥَ ﻓِﻲ ﺭُﺅْﻳَﺘِـﻬِـﻤَﺎ«.
ﺛُﻢﱠ ﻗﺎﻝ» :ﻳُﻨَﺎﺩِﻱ ﻣُﻨَﺎﺩٍ :ﻟِﻴَﺬْﻫَﺐْ ﻛُﻞﱡ ﻗَﻮْﻡٍ ﺇﻟَﻰ ﻣَﺎ ﻛَﺎﻧُﻮﺍ ﻳَـﻌْﺒُﺪُﻭﻥَ،
ﻓَﻴَﺬْﻫَﺐُ ﺃﺻْﺤَﺎﺏُ ﺍﻟﺼﱠﻠِﻴﺐِ ﻣَﻊَ ﺻَﻠِﻴﺒِـﻬِـﻢْ ،ﻭَﺃﺻْﺤَﺎﺏُ ﺍﻷﻭْﺛَﺎﻥِ ﻣَﻊَ
ﺃﻭْﺛَﺎﻧِـﻬِـﻢْ ،ﻭَﺃﺻْﺤَﺎﺏُ ﻛُﻞﱢ ﺁﻟِـﻬَﺔٍ ﻣَﻊَ ﺁﻟِـﻬَﺘِـﻬِـﻢْ ،ﺣَﺘﱠﻰ ﻳَﺒْﻘَﻰ ﻣَﻦْ ﻛَﺎﻥَ
ﻳَـﻌْﺒُﺪُ ﺍﷲَ ،ﻣِﻦْ ﺑَﺮﱟ ﺃﻭْ ﻓَﺎﺟِﺮٍ ،ﻭَﻏُﺒﱠﺮَﺍﺕٌ ﻣِﻦْ ﺃﻫْﻞِ ﺍﻟﻜِﺘَﺎﺏِ.
“主的使者！我们在复生日能看见我们的
养主吗？”使者说：“如果天空晴朗、万里无云，
你们在看太阳和月亮时会受到伤害吗？”我们
说：“不会受到伤害。”使者说：“那一天，你
①

《队伍章》第 7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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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见你们的养主时，就像你们看太阳和月亮时
不会受到伤害一样。”然后他又接着说：“一个
召唤者呼吁：让所有的人都跟随他们曾经所崇拜
的；崇拜十字架者跟随他们所崇拜的十字架，崇
拜偶像者跟随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崇拜什么神祗
者就跟随其所崇拜的神祗；最后只剩下崇拜真主
的人，包括行善者和作恶者，以及剩余的有经典
者 ①。
ْ ﻟَـﻢْ ﻳَﻜُﻦ،ْ ﻛَﺬَﺑْﺘُـﻢ:ُ ﻓَﻴُـﻘَﺎﻝ، ﻛُﻨﱠﺎ ﻧَﻌْﺒُﺪُ ﻋُﺰَﻳْﺮَ ﺍﺑْﻦَ ﺍﷲ:ﻗَﺎﻟُﻮﺍ
:ُ ﻓَﻴُـﻘَﺎﻝ، ﻧُﺮِﻳﺪُ ﺃﻥْ ﺗَﺴْﻘِﻴَﻨَﺎ: ﻓَﻤَﺎ ﺗُﺮِﻳﺪُﻭﻥَ؟ ﻗَﺎﻟُﻮﺍ،ٌﺻَﺎﺣِﺒَﺔٌ ﻭَﻻ ﻭَﻟَﺪ
.َ ﻓَﻴَﺘَﺴَﺎﻗَﻄُﻮﻥَ ﻓِﻲ ﺟَﻬَﻨﱠﻢ،ﺍﺷْﺮَﺑُﻮﺍ
然后火狱被带来，就像被呈现的海市蜃楼，
天使问犹太教徒：‘你们曾经拜的是谁？’他们
说：‘我们曾经拜的是真主的儿子欧宰尔。’天
使说：‘你们在撒谎，真主更本就没有妻子和子
女。你们想要些什么？’他们说：‘我们想要你
①

译者注：指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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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一点水喝。’天使说：‘你们喝去吧
。他们就纷纷坠入火狱之中
ﺛُﻢﱠ ﻳُـﻘَﺎﻝُ ﻟِﻠﻨﱠﺼَﺎﺭَﻯ :ﻣَﺎ ﻛُﻨْــﺘُـﻢْ ﺗَﻌْﺒُﺪُﻭﻥَ ؟ ﻓَﻴَـﻘُﻮﻟُﻮﻥَ :ﻛُﻨﱠﺎ ﻧَﻌْﺒُﺪُ
ﺍﻟﻤَﺴِﻴﺢَ ﺍﺑْﻦَ ﺍﷲ ،ﻓَﻴُـﻘَﺎﻝُ :ﻛَﺬَﺑْﺘُـﻢْ ،ﻟَـﻢْ ﻳَﻜُﻦْ  ،ﺻَﺎﺣِﺒَﺔٌ ﻭَﻻ ﻭَﻟَﺪٌ ،ﻓَﻤَﺎ
ﺗُﺮِﻳﺪُﻭﻥَ؟ ﻓَﻴَـﻘُﻮﻟُﻮﻥَ :ﻧُﺮِﻳﺪُ ﺃﻥْ ﺗَﺴْﻘِﻴَﻨَﺎ ،ﻓَﻴُـﻘَﺎﻝُ :ﺍﺷْﺮَﺑُﻮﺍ ،ﻓَﻴَﺘَﺴَﺎﻗَﻄُﻮﻥَ.
然后天使问基督教徒：‘你们曾经拜的是
谁？’他们说：‘我们曾经拜的是真主的儿子麦
西哈。’天使说：‘你们在撒谎，真主更本就没
有妻子和子女。你们想要些什么？’他们说：
‘我
们想要你给我们一点水喝。’天使说：‘你们喝
。去吧！’他们就纷纷坠入火狱之中
ﺣَﺘﱠﻰ ﻳَﺒْﻘَﻰ ﻣَﻦْ ﻛَﺎﻥَ ﻳَـﻌْﺒُﺪُ ﺍﷲَ ،ﻣِﻦْ ﺑَﺮﱟ ﺃﻭْ ﻓَﺎﺟِﺮٍ ،ﻓَﻴُـﻘَﺎﻝُ ﻟَـﻬُـﻢْ:
ﻣَﺎ ﻳَـﺤْﺒِﺴُﻜُﻢْ ﻭَﻗَﺪْ ﺫَﻫَﺐَ ﺍﻟﻨﱠﺎﺱُ ؟ ﻓَﻴَـﻘُﻮﻟُﻮﻥَ :ﻓَﺎﺭَﻗْﻨَﺎﻫُـﻢْ ﻭَﻧَﺤْﻦُ ﺃﺣْﻮَﺝُ
ﻣِﻨﱠﺎ ﺇﻟَﻴْـﻪِ ﺍﻟﻴَﻮْﻡَ ،ﻭَﺇﻧﱠﺎ ﺳَﻤِﻌْﻨَﺎ ﻣُﻨَﺎﺩِﻳًﺎ ﻳُﻨَﺎﺩِﻱ :ﻟِﻴَﻠْـﺤَﻖْ ﻛُﻞﱡ ﻗَﻮْﻡٍ ﺑِﻤَﺎ
ﻛَﺎﻧُﻮﺍ ﻳَـﻌْﺒُﺪُﻭﻥَ ،ﻭَﺇﻧﱠﻤَﺎ ﻧَﻨْﺘَﻈِﺮُ ﺭَﺑﱠﻨَﺎ.
最后只剩下崇拜真主者，其中包括了行善者
和作恶者，天使对他们说：‘其它民族都已经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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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崇拜的离去，你们还在等什么呀？’他们说：
‘我们离开了他们，今天我们最需要同他们分道
扬镳；我们确已听到一个召唤者的召唤：让所有
的人都跟随他们曾经所崇拜的，我们在等待我们
’。的养主
ﻗﺎﻝ :ﻓَﻴَﺄْﺗِﻴﻬِـﻢُ ﺍﻟﺠَﺒﱠﺎﺭُ ﻓِﻲ ﺻُﻮﺭَﺓٍ ﻏَﻴْﺮِ ﺻُﻮﺭَﺗِـﻪِ ﺍﻟﱠﺘِﻲ ﺭَﺃﻭْﻩُ ﻓِﻴﻬَﺎ
ﺃﻭﱠﻝَ ﻣَﺮﱠﺓٍ .ﻓَﻴَـﻘُﻮﻝُ :ﺃﻧَﺎ ﺭَﺑﱡﻜُﻢْ ،ﻓَﻴَـﻘُﻮﻟُﻮﻥَ :ﺃﻧْﺖَ ﺭَﺑﱡﻨَﺎ ،ﻓَﻼ ﻳُﻜَﻠﱢﻤُﻪُ ﺇﻻ
ﺍﻷﻧْﺒِﻴَﺎءُ.
他说：强悍的主就以并不是他们第一次所见
的另一尊容来于他们，并说：‘我就是你们的养
主。’他们说：‘你是我们的养主？’只有众先
。知同他说话
ﻓَﻴَـﻘُﻮﻝُ :ﻫَﻞْ ﺑَﻴْﻨَﻜُﻢْ ﻭَﺑَﻴْﻨَـﻪُ ﺁﻳَﺔٌ ﺗَﻌْﺮِﻓُﻮﻧَـﻪُ ،ﻓَﻴَـﻘُﻮﻟُﻮﻥَ :ﺍﻟﺴﱠﺎﻕُ،
ﻓَﻴَﻜْﺸِﻒُ ﻋَﻦْ ﺳَﺎﻗِﻪِ ،ﻓَﻴَﺴْﺠُﺪُ ﻟَـﻪُ ﻛُﻞﱡ ﻣُﺆْﻣِﻦٍ ،ﻭَﻳَﺒْﻘَﻰ ﻣَﻦْ ﻛَﺎﻥَ ﻳَﺴْﺠُﺪُ
ﺭِﻳَﺎءً ﻭَﺳُﻤْﻌَﺔً ،ﻓَﻴَﺬْﻫَﺐُ ﻛَﻴْـﻤَﺎ ﻳَﺴْﺠُﺪَ ﻓَﻴَـﻌُﻮﺩُ ﻇَﻬْﺮُﻩُ ﻃَﺒَﻘًﺎ ﻭَﺍﺣِﺪًﺍ.

他说：‘你们和真主之间有你们认识他的标
记吗？’他们说：‘大难。’然后真主使大难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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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所有的信士都为之叩头，以前曾因沽名钓誉
而为真主叩头的人依然站着，他们的脊背变得就
。像一块板子，使他们不能弯腰
ﺛُﻢﱠ ﻳُﺆْﺗَﻰ ﺑِﺎﻟﺠَﺴْﺮِ ﻓَﻴُـﺠْﻌَﻞُ ﺑَﻴْﻦَ ﻇَﻬْﺮَﻱْ ﺟَﻬَﻨﱠﻢَ« .ﻗُﻠْﻨَﺎ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ﻣَﺎ ﺍﻟﺠَﺴْﺮُ؟
然后‘吉斯尔’被带来，架在火狱的上
面。”我们问道：“主的使者啊！‘吉斯尔’是
”？什么呢
ﻗﺎﻝ» :ﻣَﺪْﺣَﻀَﺔٌ ﻣَﺰِﻟﱠﺔٌ ،ﻋَﻠَﻴْـﻪِ ﺧَﻄَﺎﻃِﻴﻒُ ﻭَﻛَﻼﻟِﻴﺐُ ،ﻭَﺣَﺴَﻜَﺔٌ
ﻣُﻔَﻠْﻄَﺤَﺔٌ ﻟَـﻬَﺎ ﺷَﻮْﻛَﺔٌ ﻋَﻘِﻴﻔﺔ ،ﺗَـﻜُﻮﻥُ ﺑِﻨَﺠْﺪٍ ،ﻳُـﻘَﺎﻝُ ﻟَـﻬَﺎ :ﺍﻟﺴﱠﻌْﺪَﺍﻥُ،
ﺍﻟﻤُﺆْﻣِﻦُ ﻋَﻠَﻴْـﻬَﺎ ﻛَﺎﻟﻄﱠﺮْﻑِ ﻭَﻛَﺎﻟﺒَﺮْﻕِ ﻭَﻛَﺎﻟﺮﱢﻳﺢِ ،ﻭَﻛَﺄﺟَﺎﻭِﻳﺪِ ﺍﻟﺨَﻴْﻞِ
ﻭَﺍﻟﺮﱢﻛَﺎﺏِ ،ﻓَﻨَﺎﺝٍ ﻣُﺴَﻠﱠﻢٌ ﻭَﻧَﺎﺝٍ ﻣَـﺨْﺪُﻭﺵٌ ،ﻭَﻣَﻜْﺪُﻭﺱٌ ﻓِﻲ ﻧَﺎﺭِ ﺟَﻬَﻨﱠﻢَ،
ﺣَﺘﱠﻰ ﻳَـﻤُﺮﱠ ﺁﺧِﺮُﻫُـﻢْ ﻳُﺴْﺤَﺐُ ﺳَﺤْﺒًﺎ ،ﻓَﻤَﺎ ﺃﻧْﺘُـﻢْ ﺑِﺄﺷَﺪﱠ ﻟِﻲ ﻣُﻨَﺎﺷَﺪَﺓً ﻓِﻲ
ﺍﻟﺤَﻖﱢ ،ﻗَﺪْ ﺗَـﺒَﻴﱠﻦَ ﻟَﻜُﻢْ ﻣَﻦْ ﺍﻟﻤُﺆْﻣِﻦِ ﻳَﻮْﻣَﺌِﺬٍ ﻟِﻠْـﺠَﺒﱠﺎﺭِ.
、他说：“它就是难行易倒的、上面有火钩
’有直刺，有倒勾刺的桥，它就像在 ‘奈吉德
地区生长的一种被人们称之为‘晒阿达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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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一样。信士经过它时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有
眨眼间就经过的，有的如闪电的、有的如疾风、
有的如飞禽、有的形似快马、有的如同骆驼的速
度，平安地获救了，有的被抓得遍体鳞伤地也获
救了；至于被火钩拉住者，便跌入了火狱之中；
直到他们最后的人被拉着经过；没有任何人像复
生日那天信士为跌入火狱中的弟兄那样强烈地
向真主恳求过，在那天，确已为你们阐明了谁是
皈依强悍主的人。
 ﺭَﺑﱠﻨَﺎ:َ ﻳَـﻘُﻮﻟُﻮﻥ،ْﻭَﺇﺫَﺍ ﺭَﺃﻭْﺍ ﺃﻧﱠﻬُـﻢْ ﻗَﺪْ ﻧَﺠَﻮْﺍ ﻓِﻲ ﺇﺧْﻮَﺍﻧِـﻬِـﻢ
، ﻭَﻳَـﻌْﻤَﻠُﻮﻥَ ﻣَﻌَﻨَﺎ، ﻭَﻳَﺼُﻮﻣُﻮﻥَ ﻣَﻌَﻨَﺎ، ﻛَﺎﻧُﻮﺍ ﻳُﺼَﻠﱡﻮﻥَ ﻣَﻌَﻨَﺎ،ﺇﺧْﻮَﺍﻧُﻨَﺎ
ْ ﺍﺫْﻫَﺒُﻮﺍ ﻓَﻤَﻦْ ﻭَﺟَﺪْﺗُـﻢْ ﻓِﻲ ﻗَﻠْﺒِـﻪِ ﻣِﺜْﻘَﺎﻝَ ﺩِﻳﻨَﺎﺭٍ ﻣِﻦ:ﻓَﻴَـﻘُﻮ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
.ِ ﻭَﻳُـﺤَﺮﱢﻡُ ﺍﷲُ ﺻُﻮَﺭَﻫُـﻢْ ﻋَﻠَﻰ ﺍﻟﻨﱠﺎﺭ،ُﺇﻳﻤَﺎﻥٍ ﻓَﺄﺧْﺮِﺟُﻮﻩ
当他们脱离火狱后，他们说：‘我们的养主
啊！求您拯救我们的兄弟们吧！他们曾经和我们
一起封斋、一起礼拜、一起工作。’真主说：‘你
们去把凡心中有金币大的信仰者都带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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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禁止火烧他们的容貌
ﻓَﻴَﺄْﺗُﻮﻧَـﻬُـﻢْ ﻭَﺑَـﻌْﻀُﻬُـﻢْ ﻗَﺪْ ﻏَﺎﺏَ ﻓِﻲ ﺍﻟﻨﱠﺎﺭِ ﺇﻟَﻰ ﻗَﺪَﻣِﻪِ ،ﻭَﺇﻟَﻰ
ﺃﻧْﺼَﺎﻑِ ﺳَﺎﻗَﻴْـﻪِ ،ﻓَﻴُـﺨْﺮِﺟُﻮﻥَ ﻣَﻦْ ﻋَﺮَﻓُﻮﺍ
他们去到时，火已经烧到部分人的脚和部分
人小腿了，他们把他们所认识心中有金币大的信
。仰者带了出来
ﺛُﻢﱠ ﻳَـﻌُﻮﺩُﻭﻥَ ،ﻓَﻴَـﻘُﻮﻝُ :ﺍﺫْﻫَﺒُﻮﺍ ﻓَﻤَﻦْ ﻭَﺟَﺪْﺗُـﻢْ ﻓِﻲ ﻗَﻠْﺒِـﻪِ ﻣِﺜْﻘَﺎﻝَ
ﻧِﺼْﻒِ ﺩِﻳﻨَﺎﺭٍ ﻓَﺄﺧْﺮِﺟُﻮﻩُ ،ﻓَﻴُـﺨْﺮِﺟُﻮﻥَ ﻣَﻦْ ﻋَﺮَﻓُﻮﺍ
当他们返回时，真主说：‘你们去把凡心中
有半个金币大的信仰者都带出来吧！’他们把他
。们所认识心中有半个金币大的信仰者带了出来
ﺛُﻢﱠ ﻳَـﻌُﻮﺩُﻭﻥَ ،ﻓَﻴَـﻘُﻮﻝُ :ﺍﺫْﻫَﺒُﻮﺍ ﻓَﻤَﻦْ ﻭَﺟَﺪْﺗُـﻢْ ﻓِﻲ ﻗَﻠْﺒِـﻪِ ﻣِﺜْﻘَﺎﻝَ ﺫَﺭﱠﺓٍ
ﻣِﻦْ ﺇﻳﻤَﺎﻥٍ ﻓَﺄﺧْﺮِﺟُﻮﻩُ ،ﻓَﻴُـﺨْﺮِﺟُﻮﻥَ ﻣَﻦْ ﻋَﺮَﻓُﻮﺍ«.
当他们再次返回时，真主说：‘你们去把凡
心中有丝毫重的信仰者都带出来吧！’他们就把
”。他们所认识心中有丝毫重的信仰者带了出来
).(PONML KJIH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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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塞尔德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所传述
！的这段《圣训》，你们可以读下面这节经文吧
【真主必不亏枉人一丝毫。如果人有一丝毫善
。功，他要加倍地酬劳他
”① 】
»ﻓَﻴَﺸْﻔَﻊُ ﺍﻟﻨﱠﺒِﻴﱡﻮﻥَ ﻭَﺍﻟﻤَﻼﺋِﻜَﺔُ ﻭَﺍﻟﻤُﺆْﻣِﻨُﻮﻥَ ،ﻓَﻴَـﻘُﻮﻝُ ﺍﻟﺠَﺒﱠﺎﺭُ :ﺑَﻘِﻴَﺖْ
ﺷَﻔَﺎﻋَﺘِﻲ ،ﻓَﻴَـﻘْﺒِﺾُ ﻗَﺒْﻀَﺔً ﻣِﻦَ ﺍﻟﻨﱠﺎﺭِ ،ﻓَﻴُـﺨْﺮِﺝُ ﺃﻗْﻮَﺍﻣًﺎ ﻗَﺪِ ﺍﻣْﺘُـﺤِﺸُﻮﺍ،
ﻓَﻴُﻠْﻘَﻮْﻥَ ﻓِﻲ ﻧَـﻬَﺮٍ ﺑِﺄﻓْﻮَﺍﻩِ ﺍﻟﺠَﻨﱠﺔِ ﻳُـﻘَﺎﻝُ ﻟَـﻪُ :ﻣَﺎءُ ﺍﻟﺤَﻴَﺎﺓِ ،ﻓَﻴَﻨْﺒُﺘُﻮﻥَ ﻓِﻲ
ﺣَﺎﻓَﺘَﻴْـﻪِ ﻛَﻤَﺎ ﺗَﻨْﺒُﺖُ ﺍﻟﺤَﺒﱠﺔُ ﻓِﻲ ﺣَـﻤِﻴﻞِ ﺍﻟﺴﱠﻴْﻞِ ،ﻗَﺪْ ﺭَﺃﻳْﺘُـﻤُﻮﻫَﺎ ﺇﻟَﻰ ﺟَﺎﻧِﺐِ
ﺍﻟﺼﱠﺨْﺮَﺓِ ،ﻭَﺇﻟَﻰ ﺟَﺎﻧِﺐِ ﺍﻟﺸﱠﺠَﺮَﺓِ ،ﻓَﻤَﺎ ﻛَﺎﻥَ ﺇﻟَﻰ ﺍﻟﺸﱠﻤْﺲِ ﻣِﻨْـﻬَﺎ ﻛَﺎﻥَ
ﺃﺧْﻀَﺮَ ،ﻭَﻣَﺎ ﻛَﺎﻥَ ﻣِﻨْـﻬَﺎ ﺇﻟَﻰ ﺍﻟﻈﱢـﻞﱢ ﻛَﺎﻥَ ﺃﺑْﻴَﺾَ.
“众先知、众天使和信士们都求情后，真
主说：‘现在只剩下我的说情了。’真主就从火
狱抓出一把，他们已经被烧的类似一块焦炭，真
主把他们放到天堂门口的被称之为生命之河的
河里，他们犹如洪水夹带的泥土中一颗种子生长
那样长出肉体。你们确已见过在石头或大树旁边
①

《天使章》第 35-3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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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植物，获得阳光的是绿色的，在阴影下面的
”。是白色的
ﻓَﻴَـﺨْﺮُﺟُﻮﻥَ ﻛَﺄﻧﱠﻬُـﻢُ ﺍﻟﻠﱡﺆْﻟُﺆُ ،ﻓَﻴُـﺠْﻌَﻞُ ﻓِﻲ ﺭِﻗَﺎﺑِـﻬِـﻢُ ﺍﻟﺨَﻮَﺍﺗِﻴﻢُ،
ﻓَﻴَﺪْﺧُﻠُﻮﻥَ ﺍﻟﺠَﻨﱠﺔَ ،ﻓَﻴَـﻘُﻮﻝُ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ﻫَﺆُﻻءِ ﻋُﺘَﻘَﺎءُ ﺍﻟﺮﱠﺣْـﻤَﻦِ،
ﺃﺩْﺧَﻠَـﻬُـﻢُ ﺍﻟﺠَﻨﱠﺔَ ﺑِـﻐَﻴْﺮِ ﻋَﻤَﻞٍ ﻋَﻤِﻠُﻮﻩُ ،ﻭَﻻ ﺧَﻴْﺮٍ ﻗَﺪﱠﻣُﻮﻩُ ،ﻓَﻴُـﻘَﺎﻝُ ﻟَـﻬُـﻢْ:
ﻟَﻜُﻢْ ﻣَﺎ ﺭَﺃﻳْﺘُـ ْﻢ ﻭَﻣِﺜْﻠَـﻪُ ﻣَﻌَ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使者又接着说：“他们长出的肉体，就像珍
珠一样，他们脖子上刻有印记，然后他们进入了
天堂，天堂的居民说：
‘这些人是真主赦免之人，
真主让他们进入了天堂，他们没有做过善功和善
事。’真主对他们说：‘你们进入天堂吧！你们
①”。’拥有你们所看到的，以及类似他们所拥有的
P286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43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
圣训集》第 18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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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与天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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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ﻲﻦ ﺃﹸﻭﺗ ﺎ ﻣﻴﻪ ﻓﹶﺄﹶﻣﻼﻗﺣﺎﹰ ﻓﹶﻤ ﻛﹶﺪﻚﺑ ﺇﹺﻟﹶﻰ ﺭﺡ ﻛﹶﺎﺩﻚﺎﻥﹸ ﺇﹺﻧﺎ ﺍﻹِﻧﺴﻳﻬﺎ ﺃﹶِﻳ
ﻪﻫﻠ  ﺇﹺﻟﹶﻰ ﺃﹶﺐﻨﻘﹶﻠﻳﻭ
ﺼﻠﹶﻰ
 ﻳﻭ

ﺴِﲑ ﺍﹰﺎﺑﺎﹰ ﻳﺴ ﺣﺐﺎﺳﺤ ﻳﻑﻮﻓﹶﺴ

ﻴﻨﹺ ﻪﻤ ﺑﹺﻴﻪﺎﺑﺘﻛ

ﻮﺭﺍﹰﻮ ﺛﹸﺒﻋﺪ ﻳﻑﻮ ﻓﹶﺴﺮﹺﻩﺍﺀَ ﻇﹶﻬﺭ ﻭﻪﺎﺑﺘ ﻛﻲ ﺃﹸﻭﺗﻦﺎ ﻣﺃﹶﻣﻭﺭﺍﹰ ﻭﺮﺴ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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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١٢-٦) :ﲑﺍﹰ ]ﺍﻻﻧﺸﻘﺎﻕ ﺁﻳﺔﻌ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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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P287F

-清高的真主说：
ﻢ ﻟﹶﻪ ﻭ ﺎﺑﹺﻴﺘ ﻛ ﺃﹸﻭﺕﻨﹺﻲ ﻟﹶﻢﺘﺎ ﻟﹶﻴﻘﹸﻮﻝﹸ ﻳ ﻓﹶﻴﻪﺎﻟﻤ ﺑﹺﺸﻪﺎﺑﺘ ﻛﻲ ﺃﹸﻭﺗﻦﺎ ﻣﺃﹶﻣِﻭ
[(٢٧-٢٥) :ﺔﹶ ]ﺍﳊﺎﻗﺔ ﺁﻳﺔﻴ ﺍﻟﻘﹶﺎﺿﺖﺎ ﻛﹶﺎﻧﻬﺘﺎ ﻟﹶﻴ ﻳﻪﺎﺑﹺﻴﺴﺎ ﺣﺭﹺ ﻣﺃﹶ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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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P28F

-设置天秤：
复生日，设置天秤是为了稽核众生，人们一

①
②

《绽裂章》第 6-12 节
《真灾章》第 25-2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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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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高的真主说：
ﺇﹺﻥ ﻛﹶﺎﻥﹶﺌﺎﹰ ﻭﻴ ﺷﻔﹾﺲ ﻧﻈﹾﻠﹶﻢ ﻓﹶﻼﹶ ﺗﺔﺎﻣﻴﻡﹺ ﺍﻟﻘﻮﻴﻂﹶ ﻟﺴ ﺍﻟﻘﺍﺯﹺﻳﻦ ﺍﳌﹶﻮﻊﻀﻧﻭ
[(٤٧) : ]ﺍﻷﻧﺒﻴﺎﺀ ﺁﻳﺔﺒﹺﲔﺎﺳﺎ ﺣﻛﹶﻔﹶﻰ ﺑﹺﻨﺎ ﻭﺎ ﺑﹺﻬﻨﻴﻝﹴ ﺃﹶﺗﺩﺮ ﺧﻦ ﻣﺔﺒﺜﹾﻘﹶﺎﻝﹶ ﺣ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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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P289F

-清高的真主说：
ﻔﱠﺖ ﺧﻦﺎ ﻣﺃﹶﻣ ﻭﺔﻴﺍﺿ ﺭﺔﻴﺸﻲ ﻋ ﻓﻮﻓﹶﻬ

ﻪﺍﺯﹺﻳﻨﻮ ﻣﻦ ﺛﹶﻘﹸﻠﹶﺖﺎ ﻣِﻓﹶﺄﹶﻣ

: ﺔﹲ ]ﺍﻟﻘﺎﺭﻋﺔ ﺁﻳﺔﻴﺎﻣ ﺣﺎﺭ ﻧ ﻪﻴﺎﻫ ﻣﺍﻙﺭﺎ ﺃﹶﺩﻣ ﺔﹲ ﻭﺎﻭﹺﻳ ﻫﻪ ﻓﹶﺄﹸﻣ ﻪﺍﺯﹺﻳﻨﻮﻣ
[(١١-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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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众先知章》第 4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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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你怎能知道深坑里有什么？有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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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٣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Fﻳﻘﻮﻝ» :ﻳُﺪْﻧَﻰ ﺍﻟﻤُﺆْﻣِﻦُ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ﻣِﻦْ ﺭَﺑﱢﻪِ ﻋَﺰﱠ ﻭَﺟَﻞﱠ ﺣَﺘﱠﻰ ﻳَﻀَﻊَ
ﻋَﻠَﻴْـﻪِ ﻛَﻨَﻔَﻪُ ،ﻓَﻴُـﻘَﺮﱢﺭُﻩُ ﺑِﺬُﻧُﻮﺑِـﻪِ ،ﻓَﻴَـﻘُﻮﻝُ :ﻫَﻞْ ﺗَﻌْﺮِﻑُ؟ ﻓَﻴَـﻘُﻮﻝُ :ﺃَﻱْ ﺭَﺏﱢ
ﺃَﻋْﺮِﻑُ ﻗَﺎﻝَ :ﻓَﺈﻧﱢﻲ ﻗَﺪْ ﺳَﺘَﺮْﺗُـﻬَﺎ ﻋَﻠَﻴْﻚَ ﻓِﻲ ﺍﻟﺪﱡﻧْﻴَﺎ ،ﻭَﺇﻧﱢﻲ ﺃَﻏْﻔِﺮُﻫَﺎ ﻟَﻚَ
ﺍﻟﻴَﻮﻡَ ،ﻓَﻴُـﻌْﻄَﻰ ﺻَﺤِﻴْﻔَﺔَ ﺣَﺴَﻨَﺎﺗِـﻪِ ،ﻭَﺃَﻣﱠﺎ ﺍﻟﻜُﻔﱠﺎﺭُ ﻭَﺍﻟﻤﻨَﺎﻓِﻘُﻮﻥَ ﻓَﻴُﻨَﺎﺩِﻱ
ﺑِـﻬِـﻢْ ﻋَﻠَﻰ ﺭُﺅُﻭﺱِ ﺍﻟﺨَﻼﺋِﻖِ ﻫَﺆُﻻءِ ﺍﻟﱠﺬِﻳﻦَ ﻛَﺬَﺑُﻮﺍ ﻋَﻠَﻰ ﺍ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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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大难章》第 6-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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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生上面的 ①呼喊道：
‘他们这些人是假借真主
的名义而造谣的人们’。” ②

-复生日，人类将要受到考问的事项：
-清高的真主说：
 ﻛﹸﻞﱡﺍﺩﺍﻟﹾﻔﹸﺆ ﻭﺮﺼﺍﻟﹾﺒ ﻭﻊﻤ ﺇﹺﻥﱠ ﺍﻟﺴﻠﹾﻢ ﻋ ﺑﹺﻪ ﻟﹶﻚﺲﺎ ﻟﹶﻴ ﻣﻘﹾﻒﻻﹶ ﺗﻭ
[(٣٦) :ﻭﻻﹰ ]ﺍﻹﺳﺮﺍﺀ ﺁﻳﺔﺆﺴ ﻣﻪﻨ ﻛﹶﺎﻥﹶ ﻋﻚﻟﹶﺌﺃﹸ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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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P293F

-清高的真主说：
ﻮﻥﹶ ]ﺍﻟﻘﺼﺺﻤﻋﺰ ﺗﻢ ﻛﹸﻨﺘﻳﻦ ﺍﻟﱠﺬﻲﻛﹶﺎﺋﺮ ﺷﻦﻘﹸﻮﻝﹸ ﺃﹶﻳ ﻓﹶﻴﻳﻬﹺﻢﺎﺩﻨ ﻳﻡﻮﻳﻭ
[(٦٢) :ﺁﻳ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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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P294F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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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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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夜行章》第 36 节
④
《故事章》第 6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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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٦٥) : ]ﺍﻟﻘﺼﺺ ﺁﻳﺔﲔﻠﺳ ﺍﳌﹸﺮﻢﺘﺒﺎﺫﹶﺍ ﺃﹶﺟﻘﹸﻮﻝﹸ ﻣ ﻓﹶﻴﻳﻬﹺﻢﺎﺩﻨ ﻳﻡﻮﻳ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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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P295F

-清高的真主说：
:ﻠﹸﻮﻥﹶ ]ﺍﳊﺠﺮ ﺁﻳﺔﻌﻤ ﻮﺍ ﻳﺎ ﻛﹶﺎﻧﻤ ٍﻋﲔﻌﻤ ﺃﹶﺟﻢﻬﺄﹶﻟﹶﻨﺴ ﻟﹶﻨﻚﺑﺭﻓﹶﻮ
[(٩٣-٩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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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P296F

-清高的真主说：
[(٣٤) :ﺌﹸﻮﻻﹰ ]ﺍﻹﺳﺮﺍﺀ ﺁﻳﺔﺴ ﻛﹶﺎﻥﹶ ﻣﺪﻬ ﺇﹺﻥﱠ ﺍﻟﻌﺪﻬﻓﹸﻮﺍ ﺑﹺﺎﻟﹾﻌﺃﹶﻭﻭ
【你们应当履行诺言；诺言确是要被审问的
事。】 ③
P297F

-清高的真主说：
[(٨) :ﻴﻢﹺ ]ﺍﻟﺘﻜﺎﺛﺮ ﺁﻳﺔﻌﻦﹺ ﺍﻟﻨ ﻋﺬﺌﻣﻮ ﻳﺄﹶﻟﹸﻦﺴ ﻟﹶﺘﺛﹸﻢ
①

《故事章》第 65 节
《石谷章》第 92-93 节
③
《夜行章》第 34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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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日,你们必为恩泽而被审问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ﻓﹶﻠﹶﻨﺴﺌﹶﻠﹶﻦ ﺍﻟﱠﺬﻳﻦ ﺃﹸﺭﺳﻞﹶ ﺇﹺﻟﹶﻴﻬﹺﻢ ﻭﻟﹶﻨﺴﺌﹶﻠﹶﻦ ﺍﳌﹸﺮﺳﻠﲔ ﻓﹶﻠﹶﻨﻘﹸﺼﻦ ﻋﻠﹶ ﻴﻬﹺﻢ
ﺑﹺﻌﻠﹾﻢﹴ ﻭﻣﺎ ﻛﹸﻨﺎ ﻏﹶﺎﺋﺒﹺﲔ] ﺍﻷﻋﺮﺍﻑ ﺁﻳﺔ[(٧-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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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P29F

-艾布白尔宰图·艾勒艾斯莱米（愿主喜
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٨ﻋﻦ ﺃﺑﻲ ﺑﺮﺯﺓ ﺍﻷﺳﻠﻤ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Fﻻ ﺗَﺰُﻭﻝُ ﻗَﺪَﻣَﺎ ﻋَﺒْﺪٍ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ﺣَﺘﱠﻰ ﻳُﺴْﺄَﻝَ ﻋَﻦْ ﻋُﻤْﺮِﻩِ
ﻓِﻴﻤَﺎ ﺃَﻓْﻨَﺎﻩُ ،ﻋﻦ ﻋِﻠْـﻤِﻪِ ﻓِﻴﻤَﺎ ﻓَﻌَﻞَ ،ﻋﻦ ﻣَﺎﻟِﻪِ ﻣِﻦْ ﺃَﻳْﻦَ ﺍﻛْﺘَﺴَﺒَـﻪُ
ﻭَﻓِﻴﻤَﺎ ﺃَﻧْﻔَﻘَﻪُ ،ﻋﻦ ﺟِﺴْﻤِﻪِ ﻓِﻴﻤَﺎ ﺃَﺑْﻼﻩُ«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ﺍﻟﺪﺍﺭﻣﻲ
“复生日，仆人的双脚将会站在原地不动，

①

《竞赛富庶章》第 8 节
《高处章》第 6-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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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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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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ﻟَﻴْﺲَ ﺃَﺣَﺪ: ﻗﺎﻝF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ﺃﻟﻴﺲ ﻗﺪ ﻗﺎﻝ ﺍﷲ: ﻓﻘﻠﺖ،«َﻳُـﺤَﺎﺳَﺐُ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ﺇﻟﱠﺎ ﻫَﻠَﻚ
( ﻓﻘﺎﻝTSRQPONMLKJ) :ﺗﻌﺎﻟﻰ

َ ﻭَﻟَﻴْﺲَ ﺃَﺣَﺪٌ ﻳُﻨَﺎﻗَﺶُ ﺍﻟﺤِﺴﺎﺏَ ﻳَﻮﻡ،ُ »ﺇﻧﱠﻤَﺎ ﺫَﻟِﻚَ ﺍﻟﻌَﺮْﺽ:F ﺭﺳﻮﻝ ﺍ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ﺍﻟﻘِﻴَﺎﻣَﺔِ ﺇﻟﱠﺎ ﻋُﺬﱢﺏ

“复生日，任何被稽核者，都会遭到毁灭。”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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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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
“主的使者啊！难道真主没说过‘
【至于用
右手接过功过簿者，将受简易的稽核】
’？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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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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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ﺎﻢ ﺑﹺﻤﻠﹸﻬﺟ ﺃﹶﺭﺪﻬﺸﺗ ﻭﻳﻬﹺﻢﺪﺎ ﺃﹶﻳﻨﻜﹶﻠﱢﻤﺗ ﻭﻬﹺﻢﺍﻫﻠﹶﻰ ﺃﹶﻓﹾﻮ ﻋﻢﺘﺨ ﻧﻡﻮﺍﻟﹾﻴ
[(٦٥):]ﻳﺲ ﺁﻳﺔ

ﻮﻥﹶﻜﹾﺴِﺒﻮﺍ ﻳﻛﹶﺎ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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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P30F

①

《绽裂章》第 7-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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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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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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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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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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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ﺎﻨﺎﺗﻮﺍ ﺑﹺﺂﻳﺎ ﻛﹶﺎﻧﻢ ﺑﹺﻤﻬﻭﺍ ﺃﹶﻧﻔﹸﺴﺴِﺮ ﺧﻳﻦ ﺍﻟﱠﺬﻚﻟﹶﺌ ﻓﹶﺄﹸﻭﻪﺍﺯﹺﻳﻨﻮ ﻣﻔﱠﺖ ﺧﻦﻣﻭ
ﻢ ﻫﻚﻟﹶﺌ ﻓﹶﺄﹸﻭﻪﺍﺯﹺﻳﻨﻮ ﻣﻦ ﺛﹶﻘﹸﻠﹶﺖ ﻓﹶﻤ ﺍﳊﹶﻖﺬﺌﻣﻮﻥﹸ ﻳﺯﺍﻟﹾﻮﻮﻥﹶ ﻭﻤﻈﹾﻠﻳ
[(٩-٨) :ﻮﻥﹶ ]ﺍﻷﻋﺮﺍﻑ ﺁﻳﺔﺤﺍﳌﹸﻔﹾ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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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P30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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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高处章》第 8-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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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ﺭﺳﻮﻝ ﺍﷲ-٢
َ»ﺇﻧﱠﻪُ ﻟَﻴَﺄْﺗِﻲ ﺍﻟﺮﱠﺟُﻞُ ﺍﻟﻌَﻈِﻴﻢُ ﺍﻟﺴﱠﻤِﻴﻦُ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ﻻ ﻳَﺰِﻥُ ﻋِﻨْﺪَ ﺍﷲ ﺟَﻨَﺎﺡ
 ﻣﺘﻔﻖ.«( £ ¢ ¡  )} ~ ﮯ: ﺍﻗْﺮَﺅُﻭﺍ ﺇﻥ ﺷﺌﺘﻢ: ﻭﻗﺎﻝ،ٍﺑَـﻌُﻮﺿَﺔ
ﻋﻠﻴ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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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日我不为他们树立权衡 ①】。” ②
P305F

P

P30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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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

《山洞章》第 11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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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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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ﻭﻣﻦ ﺃﹶﻇﹾﻠﹶﻢ ﻣﻤﻦﹺ ﺍﻓﹾﺘﺮﻯ ﻋﻠﹶﻰ ﺍﻟﻠﱠﻪ ﻛﹶﺬﺑﺎﹰ ﺃﹸﻭﻟﹶﺌﻚ ﻳﻌﺮﺿﻮﻥﹶ ﻋﻠﹶﻰ ﺭﺑﻬﹺ ﻢ
ﻭﻳﻘﹸﻮﻝﹸ ﺍﻷَﺷﻬﺎﺩ ﻫﺆﻻﺀِ ﺍﻟﱠﺬﻳﻦ ﻛﹶﺬﹶﺑﻮﺍ ﻋﻠﹶﻰ ﺭﺑﻬﹺﻢ ﺃﹶﻻﹶ ﻟﹶﻌﻨﺔﹸ ﺍﻟﻠﱠﻪ ﻋﻠﹶﻰ
ﺍﻟﻈﱠﺎﻟﻤﲔ] ﻫﻮﺩ ﺁﻳﺔ[(١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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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的
P307F

-清高的真主说：
ﻣﺜﹶﻞﹸ ﺍﻟﱠﺬﻳﻦ ﻛﹶﻔﹶﺮﻭﺍ ﺑﹺﺮﺑﻬﹺﻢ ﺃﹶﻋﻤﺎﻟﹸﻬﻢ ﻛﹶﺮﻣﺎﺩ ﺍﺷﺘﺪﺕ ﺑﹺﻪ ﺍﻟﺮﻳﺢ ﻓﻲ ﻳﻮﻡﹴ
ﻋﺎﺻﻒ ﻻﱠ ﻳﻘﹾﺪﺭﻭﻥﹶ ﻣﻤﺎ ﻛﹶﺴﺒﻮﺍ ﻋﻠﹶﻰ ﺷﻲﺀٍ ﺫﹶﻟﻚ ﻫﻮ ﺍﻟﻀﻼﻝﹸ ﺍﻟﺒﻌﻴﺪ] ﺇﺑﺮﺍﻫﻴﻢ
ﺁﻳﺔ[(١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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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呼德章》第 1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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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获得一点报酬。这确是深深的迷误。】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ﺮﺍﹰﺠﻘﹸﻮﻟﹸﻮﻥﹶ ﺣﻳ ﻭﲔﺮﹺﻣﺠ ﻟﱢﻠﹾﻤﺬﺌﻣﻮﻯ ﻳﺮﺸﻜﹶﺔﹶ ﻻﹶ ﺑﻥﹶ ﺍﳌﹶﻼﺋﻭﺮ ﻳﻡﻮﻳ
ﻨﺜﹸﻮﺭﺍﹰ ]ﺍﻟﻔﺮﻗﺎﻥﺎﺀً ﻣﺒ ﻫﺎﻩﻠﹾﻨﻌﻞﹴ ﻓﹶﺠﻤ ﻋﻦﻠﹸﻮﺍ ﻣﻤﺎ ﻋﺎ ﺇﹺﻟﹶﻰ ﻣﻨﻣﻗﹶﺪﻮﺭﺍﹰ ﻭﺠﺤﻣ
[(٢٣-٢٢) :ﺁﻳ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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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P30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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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ﺓﺜﹾﻘﹶﺎﻝﹶ ﺫﹶﺭﻞﹾ ﻣﻤﻌﻦ ﻳ ﻓﹶﻤﻢﺎﻟﹶﻬﻤﺍ ﺃﹶﻋﻭﺮﺎﺗﺎﹰ ﻟﱢﻴﺘ ﺃﹶﺷﺎﺱ ﺍﻟﻨﺭﺪﺼ ﻳﺬﺌﻣﻮﻳ
①

《伊布拉欣章》第 18 节
《准则章》第 22-2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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ﺧﻴﺮﺍﹰ ﻳﺮﻩ ﻭﻣﻦ ﻳﻌﻤﻞﹾ ﻣﺜﹾﻘﹶﺎﻝﹶ ﺫﹶﺭﺓ ﺷﺮﺍ ﻳﺮﻩ

]ﺍﻟﺰﻟﺰﻟﺔ ﺁﻳﺔ[(٨-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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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P310F

-功过在今后两世的报赏：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Fﺇﻥﱠ ﺍﷲَ ﻻ
ﻳَﻈْﻠِـﻢُ ﻣُﺆْﻣِﻨًﺎ ﺣَﺴَﻨَﺔً ،ﻳُـﻌْﻄَﻰ ﺑِـﻬَﺎ ﻓِﻲ ﺍﻟﺪﱡﻧْﻴَﺎ ،ﻭَﻳُـﺠْﺰَﻯ ﺑِـﻬَﺎ ﻓِﻲ
ﺍﻵﺧِﺮَﺓِ ،ﻭَﺃَﻣﱠﺎ ﺍﻟﻜَﺎﻓِﺮُ ﻓَﻴُﻄْﻌَﻢُ ﺑِـﺤَﺴَﻨَﺎﺕِ ﻣَﺎ ﻋَﻤِﻞَ ﺑِـﻬَﺎ  ،ﻓِﻲ ﺍﻟﺪﱡﻧْﻴَﺎ ،ﺣَﺘﱠﻰ
ﺇﺫَﺍ ﺃَﻓْﻀَﻰ ﺇﻟَﻰ ﺍﻵﺧِﺮَﺓِ ،ﻟَـﻢْ ﻳَﻜُﻦْ ﻟَـﻪُ ﺣَﺴَﻨَﺔٌ ﻳُـﺠْﺰَﻯ ﺑِـﻬَ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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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为真主所做的
①

《地震章》第 6-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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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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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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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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池
- 伟大尊严的真主为每一位先知都创造
了仙池，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的仙池最宏伟、其中的水最甘甜，在
复生日，来临它的人最多。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的仙池：
-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他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١
ُ ﻭَﺭِﻳْـﺤُﻪُ ﺃَﻃْﻴَﺐ،ِ ﻣَﺎﺅُﻩُ ﺃَﺑْﻴَﺾُ ﻣِﻦَ ﺍﻟﻠﱠﺒَﻦ،ٍ »ﺣَﻮْﺿِﻲ ﻣَﺴِﻴْﺮَﺓُ ﺷَﻬْﺮ:F
ُ ﻣَﻦْ ﺷَﺮِﺏَ ﻣِﻨْـﻬَﺎ ﻓَﻼ ﻳَﻈْﻤَﺄ،ِ ﻭَﻛِﻴﺰَﺍﻧُـﻪُ ﻛَﻨُﺠُﻮﻡِ ﺍﻟﺴﱠﻤَﺎء،ِﻣِﻦَ ﺍﻟﻤِﺴْﻚ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ﺃَﺑَﺪﺍ
“我的仙池有一个月的行程，它的水比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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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白，它的味道比麝香更香，池中的饮具多如天
上的繁星，谁喝了其中的水，永远都不会感觉干
渴。” ①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ﻗﺎﻝF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٢
َ ﻭَﺇﻥﱠ ﻓِﻴْـﻪِ ﻣِﻦ،ِ»ﺇﻥﱠ ﻗَﺪْﺭَ ﺣَﻮﺿِﻲ ﻛَﻤَﺎ ﺑَﻴْﻦَ ﺃَﻳْﻠَﺔَ ﻭَﺻَﻨْﻌَﺎءَ ﻣِﻦَ ﺍﻟﻴَـﻤَﻦ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ﺍﻷَﺑَﺎﺭِﻳﻖ ﻛَﻌَﺪَﺩِ ﻧُﺠُﻮﻡِ ﺍﻟﺴﱠﻤَﺎء
“我仙池的长度犹如艾依赖图市至也门的
帅纳阿奴市之间的距离，其中有多如繁星的饮
具。” ②
P31F

-从仙池被驱逐出境者：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7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292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8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303 段；译者注：艾依赖图市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北面，也门
的帅纳阿奴市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南面，这说明了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的仙池之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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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Fﻗﺎﻝ» :ﻳَﺮِﺩُ
ﻋَﻠَﻲﱠ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ﺭَﻫْﻂٌ ﻣِﻦْ ﺃَﺻْﺤَﺎﺑِﻲ ،ﻓَﻴُـﺠْﻠَﻮﻥَ ﻋَﻦِ ﺍﻟﺤَﻮﺽِ ،ﻓَﺄَﻗُﻮﻝُ:
ﻳَﺎ ﺭَﺏﱢ ﺃَﺻْﺤَﺎﺑِﻲ ،ﻓَﻴَـﻘُﻮﻝُ :ﺇﻧﱠﻚَ ﻻ ﻋِﻠْـﻢَ ﻟَﻚَ ﺑِﻤَﺎ ﺃَﺣْﺪَﺛُﻮﺍ ﺑَـﻌْﺪَﻙَ ،ﺇﻧﱠﻬُـﻢ
ﺍﺭْﺗَﺪﱡﻭﺍ ﻋَﻠَﻰ ﺃَﺩْﺑَﺎﺭِﻫِـﻢُ ﺍﻟﻘَﻬْﻘَﺮَﻯ«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复生日，我的一些弟子们来临我，他们
被阻止接近仙池，我说：‘主啊！他们是我的弟
子呀！’他说：
‘你不知道他们在你之后做的异端，
。’他们确已相继都背叛了
①”
P314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8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290，229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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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拉特”桥
-“随拉特”：就是架在火狱表面的桥梁，
信士们通过它而进入天堂。

-过“随拉特”者：
通过“随拉特”者他们是众信士，至于否认
者和举伴者，他们追随自己在尘世中曾经崇拜的
偶像、恶魔等各种虚妄的神灵去了，首先就与他
们所崇拜一起进入了火狱。
在那之后，只剩下表面上崇拜独一无二的真
主者，无论是真实者还是伪信者，然后为这些人
立起了“随拉特”，以阻止伪信者叩头而把他们
从信士中区别开了，光亮普照众信士，伪信者返
回到后面的火狱之中，信士们通过“随拉特”桥
而进入了天堂。

- 过“随拉特”桥是在稽核与称量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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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之后，然后人们被迫过“随拉特”桥，犹如
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ﻭﺇﹺﻥ ﻣﻨﻜﹸﻢ ﺇﹺﻻﱠ ﻭﺍﺭﹺﺩﻫﺎ ﻛﹶﺎﻥﹶ ﻋﻠﹶﻰ ﺭﺑﻚ ﺣﺘﻤﺎﹰ ﻣﻘﹾﻀﻴﺎﹼ

ﺛﹸﻢ ﻧﻨﺠﻲ

ﺍﻟﱠﺬﻳﻦ ﺍﺗﻘﹶﻮﺍ ﻭﻧﺬﹶﺭ ﺍﻟﻈﱠﺎﻟﻤﲔ ﻓﻴﻬﺎ ﺟﹺﺜﻴﺎ] ﻣﺮﱘ ﺁﻳﺔ[(٧٢-٧١) :
【你们中没有一个人不到火狱的，那是你的
主决定要实行的。然后，我将拯救敬畏者，而让
。不义者跪在那里面
①】
P315F

-“随拉特”及其过桥的形式：
）在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
传述的有关见真主与过桥形式的《圣训》中提到，
有人说：
”？“主的使者啊！‘吉斯尔’是什么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ـﻦ ﺃﺑــﻲ ﺳﻌﻴـــﺪ ﺍﻟﺨــــﺪﺭﻱ ﺭﺿـــﻲ ﺍﷲ ﻋﻨـﻪ ﻓﻲ ﺣﺪﻳﺚ
ﺍﻟﺮﺅﻳﺔ ﻭﺻﻔﺔ ﺍﻟﺼﺮﺍﻁ- ..ﻭﻓﻴﻪ -ﻗﻴﻞ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ﻣﺎ ﺍﻟﺠﺴﺮ؟ ﻗﺎﻝ:
»ﺩَﺣْﺾٌ ﻣَﺰَﻟﱠﺔٌ ،ﻓِﻴْـﻪِ ﺧَﻄَﺎﻃِﻴﻒُ ،ﻭَﻛَﻼﻟِﻴﺐُ ،ﻭَﺣَﺴَﻚٌ ﺗَـﻜُﻮﻥُ ﺑِﻨَﺠْﺪٍ ،ﻓِﻴْـﻬَﺎ
①

《麦尔彦章》第 71-7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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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ﻓَﻴَـﻤُﺮﱡ ﺍﻟﻤُﺆْﻣِﻨُـﻮﻥَ ﻛَﻄَـﺮْﻑِ ﺍﻟﻌَﻴﻦ،ُﺷُﻮَﻳْﻜَﺔٌ ﻳُـﻘَﺎﻝُ ﻟَـﻬَﺎ ﺍﻟﺴﱠﻌْﺪَﺍﻥ
ٍ ﻓَﻨَﺎﺝ،ِ ﻭَﻛَﺄَﺟَﺎﻭِﻳْﺪِ ﺍﻟﺨَﻴْﻞِ ﻭَﺍﻟﺮﱢﻛَﺎﺏ،ِ ﻭَﻛَﺎﻟﻄﱠﻴْﺮ،ِ ﻭَﻛَﺎﻟﺮﱢﻳﺢ،ِﻭَﻛَﺎﻟﺒَﺮْﻕ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ﻣَﻜْﺪُﻭﺱٌ ﻓِﻲ ﻧَﺎﺭِ ﺟَﻬَﻨﱠﻢ،ٌﺨﺪُﻭﺵٌ ﻣُﺮْﺳَﻞ
ْ  ﻭَﻣَـ،ٌﻣُﺴَﻠﱠﻢ
“它就是难行易倒的、上面有火钩、有直
刺，有倒勾刺的桥，它就像在 ‘奈吉德’地区
生长的一种被人们称之为‘晒阿达努’的刺一
样。信士经过它时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眨
眼间就经过的，有的如闪电的、有的如疾风、有
的如飞禽、有的形似快马、有的如同骆驼的速度，
平安地获救了，有的被抓得遍体鳞伤地也获救
了，至于被火钩拉住者，则跌入了火狱之中。”①
P316F

-首先过“随拉特”桥者：
首先过“随拉特”桥的人是穆罕默德（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及其民众，只有信士们才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43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
圣训集》第 18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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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随拉特”桥，他们根据各自信仰的程度
和善功而获得光明，然后他们凭此过桥，信义和
血亲被派遣在桥的左右两边，在那日，众使者的
祈祷是：
“主啊！求您赐予平安！求您赐予平安！
”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在有关
见真主的《圣训》中提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ﻗﺎﻝ ﻓﻲF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ﻓَﺄَﻛُﻮﻥُ ﺃَﻧَﺎ،َ »ﻭَﻳُﻀْﺮَﺏُ ﺍﻟﺼﱢﺮَﺍﻁُ ﺑَﻴْﻦَ ﻇَﻬْـﺮَﻱ ﺟَﻬَﻨﱠﻢ:ﺣﺪﻳﺚ ﺍﻟﺮﺅﻳﺔ
ِ ﻭَﺩَﻋْﻮَﻯ ﺍﻟﺮﱡﺳُﻞ،ُ ﻭَﻻ ﻳَﺘَـﻜَﻠﱠﻢُ ﻳَﻮْﻣَﺌِﺬٍ ﺇﻻ ﺍﻟﺮﱡﺳُﻞ،ُﻭَﺃُﻣﱠﺘِﻲ ﺃَﻭﱠﻝَ ﻣَﻦْ ﻳُـﺠِﻴﺰ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ﺍﻟﻠﻬُـﻢﱠ ﺳَﻠﱢﻢْ ﺳَﻠﱢﻢ:ٍﻳَﻮْﻣَﺌِﺬ
“‘随拉特’桥被架在火狱上面，我和我的
民众是首先通过的。在那日，除了众使者外，任
何人不能讲话。众使者在那日的祈祷是：
‘主啊！
求您赐予平安！求您赐予平安！’” ①
P317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80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82 段，原文出自
《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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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士们在过“随拉特”桥之后将会怎
样：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Fﻳَـﺨْﻠُﺺُ ﺍﻟﻤﺆْﻣِﻨُﻮﻥَ ﻣِﻦَ ﺍﻟﻨﱠﺎﺭِ ﻓَﻴُـﺤْﺒَﺴُﻮﻥَ ﻋَﻠَﻰ ﻗَﻨْﻄَﺮَﺓٍ ﺑَﻴْﻦَ
ﺍﻟﺠَﻨﱠﺔِ ﻭَﺍﻟﻨﱠﺎﺭِ ،ﻓَﻴُـﻘْﺘَﺺﱡ ﻟِﺒَـﻌْﻀِﻬِـﻢْ ﻣِﻦْ ﺑَـﻌْﺾٍ ﻣَﻈَﺎﻟِـﻢُ ﻛَﺎﻧَﺖْ ﺑَﻴْﻨَـﻬُـﻢْ ﻓِﻲ
ﺍﻟﺪﱡﻧْﻴَﺎ ،ﺣَﺘّﻰ ﺇﺫَﺍ ﻫُﺬﱢﺑُﻮﺍ ﻭَﻧُﻘﱡﻮﺍ ﺃُﺫِﻥَ ﻟَـﻬُـﻢْ ﻓِﻲ ﺩُﺧُﻮﻝِ ﺍﻟﺠَﻨﱠﺔِ ،ﻓَﻮَﺍﻟﱠﺬِﻱ
ﻧَﻔْﺲُ ﻣُـﺤَـﻤﱠﺪٍ ﺑِﻴَﺪِﻩِ ﻷﺣَﺪُﻫُـﻢْ ﺃَﻫْﺪَﻯ ﺑِﻤَﻨْﺰِﻟِـﻪِ ﻓِﻲ ﺍﻟﺠَﻨﱠﺔِ ﻣِﻨْـﻪُ ﺑِﻤَﻨْﺰِﻟِـﻪِ
ﻛَﺎﻥَ ﻓِﻲ ﺍﻟﺪﱡﻧْﻴِﺎ«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信士们脱离火狱之后，被拘禁在天堂与
火狱之间的拱桥上，在尘世里受欺者将要向欺凌
者复仇，直至当他们完全纯清之后，才获准进入
天堂。指亲手掌管穆罕默德生命的主宰发誓，任
何人对自己在天堂中的地位，比其对今世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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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都认识得更为清楚。”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3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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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情
-说情：就是帮助他人请求。
-说情的种类：
在复生日，说情分为两种：
-专归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个人的说情，它分为以下几类：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最大的
说情就是在人们停滞不前、等待裁决时，他为人
们的说情，然后真主对人们进行裁决。那是专归
他的崇高的地位。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自己
的民众说情，让他们中的七万人不受稽核地进入
天堂。当时真主对他说：“让你民族中的七万人
不受稽核从右门进入天堂。”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那些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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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过相等的民众说情，以便他们进入天堂。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进入
天堂者说情，升高他们的品级，超出他们工作应
得的报酬。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叔叔
艾布塔利布求情，减轻他所受到的惩罚。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向真主
请求允许所有的信士进入天堂。
-归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以及其他的众先知、众天使和信士们的
广泛说情：
为应该进入火狱者说情不进其中，为已进入
者说情脱离火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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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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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ﻭَﺇﻧﱢﻲ ﺍﺧْﺘَـﺒَﺄْﺕ،ُ ﻓَﺘَﻌَﺠﱠﻞَ ﻛُﻞﱡ ﻧَﺒِﻲﱟ ﺩَﻋْﻮَﺗَـﻪ،ٌ»ﻟِﻜُﻞﱢ ﻧَﺒِﻲﱟ ﺩَﻋْﻮَﺓٌ ﻣُﺴْﺘَـﺠَﺎﺑَﺔ
َﺩَﻋْﻮَﺗِﻲ ﺷَﻔَﺎﻋَﺔً ﻷُﻣﱠﺘِﻲ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ﻓَﻬِﻲَ ﻧَﺎﺋِﻠَﺔٌ ﺇﻥْ ﺷَﺎءَ ﺍﷲُ ﻣَﻦْ ﻣَﺎﺕ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ﻣِﻦْ ﺃُﻣﱠﺘِﻲ ﻻ ﻳُﺸْﺮِﻙُ ﺑِﺎﷲ ﺷَﻴْﺌﺎ
“每位先知都有一个被应答的祈祷，其他
所有的先知都已匆忙地祈祷了，我的祈祷选择了
在复生日为我的民众说情，它是一种恩惠，真主
意欲，我为我的民众中没有举伴主而去世者说
情。” ①
P319F

-清高的真主谈到众天使时说：
 ﺃﹶﻥﺪﻌ ﺑﻦﺌﺎﹰ ﺇﹺﻻﱠ ﻣﻴ ﺷﻢﻬﺘﻔﹶﺎﻋﻨﹺﻲ ﺷﻐ ﻻﹶ ﺗﺍﺕﻮﻤﻲ ﺍﻟﺴ ﻓﻠﹶﻚﻦ ﻣﻛﹶﻢ ﻣﻭ
[(٢٦) :ﻰ ]ﺍﻟﻨﺠﻢ ﺁﻳﺔﺿﺮﻳـﺎﺀُ ﻭﺸﻦ ﻳﻤ ﻟﺄﹾﺫﹶﻥﹶ ﺍﻟﻠﱠﻪﻳ
【天上的许多天使，他们的说情，毫无裨益，
除非在真主许可他们为自己所意欲者和所喜悦
者说情之么。】 ②
P320F

-艾布戴尔达易（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30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99 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星宿章》第 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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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F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ﺑﻲ ﺍﻟﺪﺭﺩﺍء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٣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ﻳُﺸﻔﱠﻊُ ﺍﻟﺸﱠﻬِﻴْﺪُ ﻓِﻲ ﺳَﺒْﻌِﻴﻦَ ﻣِﻦْ ﺃَﻫْﻞِ ﺑَﻴْﺘِـﻪ
“烈士可以为自己的七十位家人说情。”①
P321F

-说情要具备两个条件：
-真主允许说情，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
说：
[(٢٥٥) :]ﺍﻟﺒﻘﺮﺓ ﺁﻳﺔ

 ﺇﹺﻻﱠ ﺑﹺﺈﹺﺫﹾﻧﹺﻪﻩﻨﺪ ﻋﻔﹶﻊﺸﻱ ﻳﻦ ﺫﹶﺍ ﺍﻟﱠﺬﻣ

【不经他的许可，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
呢？】 ②
P32F

-真主喜爱说情者与被说情者，犹如超绝
万物的真主所说：
[(٢٨) :]ﺍﻷﻧﺒﻴﺎﺀ ﺁﻳﺔ

ﻰﻀﺗﻦﹺ ﺍﺭﻤﻮﻥﹶ ﺇﹺﻻﱠ ﻟﻔﹶﻌﺸﻻﹶ ﻳﻭ

【他们只替他所喜悦者说情。
】③
P32F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522 段
《黄牛章》第 255 节
③
《众先知章》第 2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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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否认主的人没有说情可言，他将永
居火狱，不能进入天堂，即使让某人为他说情，
其说情也将无益于他，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在谈
到作恶者时所说：
[(٤٨) : ]ﺍﳌﺪﺛﺮ ﺁﻳﺔﲔﻌﺎﻓﺔﹸ ﺍﻟﺸﻔﹶﺎﻋ ﺷﻢﻬﻨﻔﹶﻌﺎ ﺗﻓﹶﻤ
【说情者的说情，将无益于他们。
】①
P324F

-寻求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的说情：
谁希望获得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的说情，让他向伟大的真主寻求这种
说情，比如他说：“主啊！求您赐予我你先知的
说情吧！”随后他做各种获得此说情而必须应做
的善功。如：忠诚地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祝福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寻

①

《盖被的人章》第 4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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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他为说情的媒介。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ﺃَﺳْﻌَﺪ: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ﺍﻟﻨﱠﺎﺱِ ﺑِﺸَﻔَﺎﻋَﺘِﻲ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ﻣَﻦْ ﻗَﺎﻝَ ﻻ ﺇﻟَـﻪَ ﺇﻟﱠﺎ ﺍﷲُ ﺧَﺎﻟِﺼﺎً ﻣِﻦْ ﻗَﻠْﺒِـﻪ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ﺃَﻭْ ﻧَﻔْﺴِﻪ
“复生日，最幸福地获得我的说请者就是
内心虔诚敬意地说‘除了独一无二的真主外，绝
无真正应受崇拜的’
。” ①
P325F

-报偿的场所：
今世是栽种场，后世是获得报偿的场所。但
是，在进入永久的居所（天堂或火狱）之前，工
作与拷问不会停止；至于在“柏尔热赫”与复生
的场所，那也不会间断的。如在坟墓里两位天使
拷问亡人，复生日众生应招去向真主叩头，与考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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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死亡于患精神病那段时间的人。然后真主根据
仆人们的伊玛尼和工作在他们之间秉公裁决，一
部分人将进入天堂中，另一部分人将进入火狱
里。
-清高的真主说：
ﺭﻨﺬﺗﺎ ﻭﻟﹶﻬﻮ ﺣﻦﻣﻯ ﻭ ﺍﻟﻘﹸﺮ ﺃﹸﻡﺭﻨﺬ ﻟﱢﺘﺑﹺﻴﺎﺮﺁﻧﺎﹰ ﻋ ﻗﹸﺮﻚﺎ ﺇﹺﻟﹶﻴﻨﻴﺣ ﺃﹶﻭﻚﻛﹶﺬﹶﻟﻭ
:]ﺍﻟﺸﻮﺭﻯ ﺁﻳﺔ

ﲑﻌﻲ ﺍﻟﺴ ﻓﻓﹶﺮﹺﻳﻖ ﻭﺔﻲ ﺍﳉﹶﻨ ﻓ ﻓﹶﺮﹺﻳﻖﻴﻪ ﻓﺐﻳﻊﹺ ﻻﹶ ﺭ ﺍﳉﹶﻤﻡﻮﻳ
[(٧)

【我这样启示你一本阿拉伯文的《古兰经》，
以便你警告首邑及其四周的居民，以便你预告毫
无疑义的集合日。一部分人将在乐园中，一部分
人将在烈火中。
】①
P326F

-清高的真主说：
ﻲ ﻓﺎﺕﺤﺎﻟﻠﹸﻮﺍ ﺍﻟﺼﻤﻋﻮﺍ ﻭﻨ ﺁﻣﻳﻦ ﻓﹶﺎﻟﱠﺬﻢﻬﻨﻴ ﺑﻜﹸﻢﺤ ﷲ ﻳﺬﺌﻣﻮ ﻳﺍﳌﹸﻠﹾﻚ
ﻬﹺﲔ ﻣﺬﹶﺍﺏ ﻋﻢ ﻟﹶﻬﻚﻟﹶﺌﺎ ﻓﹶﺄﹸﻭﻨﺎﺗﻮﺍ ﺑﹺﺂﻳﻛﹶﺬﱠﺑﻭﺍ ﻭ ﻛﹶﻔﹶﺮﻳﻦﺍﻟﱠﺬﻴﻢﹺ ﻭﻌ ﺍﻟﻨﺎﺕﻨﺟ
[(٥٧-٥٦) :]ﺍﳊﺞ ﺁﻳﺔ
①

《协商章》第 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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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日，主权只是真主的。他要判决他们。
信道而且行善，将在极乐园中；不信道而且否认
我的迹象者，将受凌辱的刑罚。】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ﻠﹸﻮﺍﻤﻋﻮﺍ ﻭﻨ ﺁﻣﻳﻦﺎ ﺍﻟﱠﺬﻗﹸﻮﻥﹶ ﻓﹶﺄﹶﻣﻔﹶﺮﺘ ﻳﺬﺌﻣﻮﺔﹸ ﻳﺎﻋ ﺍﻟﺴﻘﹸﻮﻡ ﺗﻡﻮﻳﻭ
ِﻘﹶﺎﺀﻟﺎ ﻭﻨﺎﺗﻮﺍ ﺑﹺﺂﻳﻛﹶﺬﱠﺑﻭﺍ ﻭ ﻛﹶ ﹶﻔﺮﻳﻦﺎ ﺍﻟﱠﺬﺃﹶﻣﻭﻥﹶ ﻭﺮﺒﺤ ﻳﺔﺿﻭﻲ ﺭ ﻓﻢ ﻓﹶﻬﺎﺕﺤﺎﻟﺍﻟﺼ
[(١٦-١٤) :ﻭﻥﹶ ]ﺍﻟﺮﻭﻡ ﺁﻳﺔﺮﻀﺤﺬﹶﺍﺏﹺ ﻣﻲ ﺍﻟﻌ ﻓﻚﻟﹶﺌ ﻓﹶﺄﹸﻭﺓﺮﺍﻵﺧ
【复活时来临之日，他们将彼此分离。至于
信道而且行善者，将在一个胜地，感觉快乐；至
于不信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以及后世的相会
者，将被拘禁在刑罚中。
】②
P328F

①

《朝觐章》第 56-57 节
《罗马章》第 14-16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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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堂的描述
-天堂：是真主为男女信士在后世里准备
的安宅。

-凭着真主的意欲，我们将从谁创造了天
堂、创造了其中的恩惠、创造了其中的居民谈论
天堂。他是超绝万物的真主。并且提到进入天堂
而脚踩大地者的信息，他就是穆罕默德（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犹如在尊贵的《古兰经》
和正确的《圣训》所提到的那样。

-天堂最著名的称号：
-天堂。清高的真主说：
ﻦﺠﺮﹺﻱ ﻣ
  ﺗﺎﺕﻨ ﺟﻠﹾﻪﺧﺪ ﻳﻮﻟﹶﻪﺳﺭ ﻭﻊﹺ ﺍﻟﻠﱠﻪﻄﻦ ﻳﻣ ﻭ ﺍﻟﻠﱠﻪﻭﺩﺪ ﺣﻠﹾﻚﺗ
[(١٣) :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ﻴﻢﻈ ﺍﻟﻌﺯ ﺍﻟﻔﹶﻮﻚﺫﹶﻟﺎ ﻭﻴﻬ ﻓﻳﻦﺪﺎﻟ ﺧﺎﺭﻬﺎ ﺍﻷَﻧﻬﺘﺤﺗ
【这些是真主的法度，谁服从真主和使者，
真主将使谁入那下临诸河的天堂，而永居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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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伟大的成功。】 ①
-费尔道斯天堂。清高的真主说：
¹ ¸ ¶ µ ´ ³ ²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

.[١٠٧/ »( ]ﺍﻟﻜﻬﻒº

【信仰而且行善者，得以费尔道斯天堂
的居所。】 ②
P30F

-阿德尼天堂。清高的真主说：
ﻢﺔﹰ ﻟﱠﻬﺤﻔﹶﺘ ﻣﻥﺪ ﻋﺎﺕﻨﺂﺏﹴ ﺟ ﻣﻦﺴ ﻟﹶﺤﲔﻘﺘﻠﹾﻤﺇﹺﻥﱠ ﻟ ﻭﻛﹾﺮﺬﹶﺍ ﺫﻫ
[(٥٠-٤٩) :ِ ]ﺹ ﺁﻳﺔﺍﺏﻮﺍﻷَﺑ
【[49]这是一种教诲。敬畏的人们，必得享
受优美的归宿，[50]阿德尼的天堂，园门是为他
们常开的。
】③
P31F

-永居的天堂。清高的真主说：
ًﺍﺀﺰ ﺟﻢ ﻟﹶﻬﺖﻘﹸﻮﻥﹶ ﻛﹶﺎﻧ ﺍﳌﹸﺘﺪﻋﻲ ﻭ ﺍﻟﹶﺘﺔﹸ ﺍﳋﹸﻠﹾﺪﻨ ﺟ ﺃﹶﻡﺮﻴ ﺧﻚﻗﹸﻞﹾ ﺃﹶﺫﹶﻟ
[(15):ﲑﺍﹰ ]ﺍﻟﻔﺮﻗﺎﻥ ﺁﻳﺔﺼﻣﻭ
①

《妇女章》第 13 节
《山洞章》第 107 节
③
《萨德章》第 49-50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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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这是更好的呢？还是应许敬畏者
永居其中的天堂更好呢？它是他们所有的报酬
和归宿。】 ①
-奈阿姆天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ﻴﻢﹺ ]ﻟﻘﻤﺎﻥﻌ ﺍﻟﻨﺎﺕﻨ ﺟﻢ ﻟﹶﻬﺎﺕﺤﺎﻟﻠﹸﻮﺍ ﺍﻟﺼﻤﻋﻮﺍ ﻭﻨ ﺁﻣﻳﻦﺇﹺﻥﱠ ﺍﻟﱠﺬ
[(٨) :ﺁﻳﺔ
【信道而且行善者，必将享受奈阿姆的天
堂。】 ②
P3F

-归宿的天堂。清高的真主说：
ﺎﻻﹰ ﺑﹺﻤﺰﻯ ﻧ ﺍﳌﹶﺄﹾﻭﺎﺕﻨ ﺟﻢ ﻓﹶﻠﹶﻬﺎﺕﺤﺎﻟﻠﹸﻮﺍ ﺍﻟﺼﻤﻋﻮﺍ ﻭﻨ ﺁﻣﻳﻦﺎ ﺍﻟﱠﺬﺃﹶﻣ
[(١٩) :ﻠﹸﻮﻥﹶ ]ﺍﻟﺴﺠﺪﺓ ﺁﻳﺔﻤﻌﻮﺍ ﻳﻛﹶﺎﻧ
【至于信道而且行善者，将来得以天堂为归
宿，那是为了报酬他们的行为的。
】③
P34F

-平安的居所。清高的真主说：
ﻠﹸﻮﻥﹶﻤﻌﻮﺍ ﻳﺎ ﻛﹶﺎﻧﻢ ﺑﹺﻤﻬﻴﻟ ﻭﻮﻫ ﻭﻬﹺﻢﺑ ﺭﻨﺪﻼﻡﹺ ﻋ ﺍﻟﺴﺍﺭ ﺩﻢﻟﹶﻬ
①

《准则章》第 15 节
《鲁格曼章》第 8 节
③
《叩头章》第١٩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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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١٢٧) :]ﺍﻷﻧﻌﺎﻡ ﺁﻳﺔ

-天堂的位置：
-清高真主说：
[(٢٢) :]ﺍﻟﺬﺍﺭﻳﺎﺕ ﺁﻳﺔ

ﻭﻥﹶﺪﻮﻋﺎ ﺗﻣ ﻭﻗﹸﻜﹸﻢﺎﺀِ ﺭﹺﺯﻤﻲ ﺍﻟﺴﻓﻭ

【在天上，有你们的给养，也有应许你们的
赏罚。
】①
P35F

-清高的真主说：
ﻯﺔﹸ ﺍﳌﹶ ﹾﺄﻭﻨﺎ ﺟﻫﻨﺪﻰ ﻋﻬ ﺍﳌﹸﻨﺘﺓﺭﺪ ﺳﻨﺪﻯ ﻋﺮﻟﹶﺔﹰ ﺃﹸﺧﺰ ﻧﺁﻩ ﺭﻟﹶﻘﹶﺪﻭ
[(١٥-١٣) :]ﺍﻟﻨﺠﻢ ﺁﻳﺔ
【[13]他确已见他二次下降，[14]在极境的
酸枣树旁，[15]那里有归宿的乐园。】 ②
P3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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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ﻣَﻦ: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ﱠﺒِﻲﱢ-٣
①

《播种者章》第 22 节
《星宿章》第 13-15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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ﺁﻣَﻦَ ﺑِﺎﷲ ﻭَﺭَﺳُﻮﻟِـﻪِ ،ﻭَﺃﻗَﺎﻡَ ﺍﻟﺼﱠﻼﺓَ ،ﻭَﺻَﺎﻡَ ﺭَﻣَﻀَﺎﻥَ ،ﻛَﺎﻥَ ﺣَﻘّﺎً ﻋَﻠَﻰ
ﺍﷲ ﺃﻥْ ﻳُﺪْﺧِﻠَـﻪُ ﺍﻟﺠَﻨﱠﺔَ ،ﻫَﺎﺟَﺮَ ﻓِﻲ ﺳَﺒِﻴﻞِ ﺍﷲ ،ﺃﻭْ ﺟَﻠَﺲَ ﻓِﻲ ﺃﺭْﺿِﻪِ ﺍﻟﱠﺘِﻲ
ﻭُﻟِﺪَ ﻓِﻴﻬَﺎ« .ﻗَﺎﻟُﻮﺍ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ﺃﻓَﻼ ﻧُﻨَﺒﱢﺊُ ﺍﻟﻨﱠﺎﺱَ ﺑِﺬَﻟِﻚَ؟ ﻗﺎﻝ» :ﺇﻥﱠ ﻓِﻲ
ﺍﻟﺠَﻨﱠﺔِ ﻣِﺎﺋَﺔَ ﺩَﺭَﺟَﺔٍ ،ﺃَﻋَﺪﱠﻫَﺎ ﺍﷲُ ﻟِﻠْـﻤُـﺠَﺎﻫِﺪِﻳﻦَ ﻓِﻲ ﺳَﺒِﻴﻠِـﻪِ ،ﻛُﻞﱡ ﺩَﺭَﺟَﺘَﻴْﻦِ
ﻣَﺎ ﺑَﻴْﻨَـﻬُـﻤَﺎ ﻛَﻤَﺎ ﺑَﻴْﻦَ ﺍﻟﺴﱠﻤَﺎءِ ﻭَﺍﻷﺭْﺽِ ،ﻓَﺈﺫَﺍ ﺳَﺄﻟْﺘُـﻢُ ﺍﷲَ ﻓَﺴَﻠُﻮﻩُ
ﺍﻟﻔِﺮْﺩَﻭْﺱَ ،ﻓَﺈﻧﱠﻪُ ﺃﻭْﺳَﻂُ ﺍﻟﺠَﻨﱠﺔِ ،ﻭَﺃﻋْﻠَﻰ ﺍﻟﺠَﻨﱠﺔِ ،ﻭَﻓَﻮْﻗَﻪُ ﻋَﺮْﺵُ
ﺍﻟﺮﱠﺣْـﻤَﻦِ ،ﻭَﻣِﻨْـﻪُ ﺗَﻔَﺠﱠﺮُ ﺃﻧْـﻬَﺎﺭُ ﺍﻟﺠَﻨﱠﺔِ«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谁归信真主及其使者，力行拜功，封‘赖
麦丹’月的斋戒，真主就有义务使其进入天堂，
无论他为主道迁徙，或者是居住在出生地。”他
们（众圣门弟子）说：“难道我们不应把这个信
息告诉人们吗？”主的使者说：“的确在天堂里
有一百个级别，真主为那些为主道奋斗者所准备
的，每两个级别之间的距离犹如天地之遥；如果
你们向真主祈求时，你们当向他祈求费尔道斯天
堂，的确，它是最中央的天堂，是最高的天堂，
其上面就是至慈主的‘阿尔西’，天堂里的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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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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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٤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Fﻗﺎﻝ:
»ﺇﻥﱠ ﺍﻟﻤُﺆْﻣِﻦَ ﺇﺫَﺍ ﺣَﻀَﺮَﻩُ ﺍﻟﻤَﻮْﺕُ ﺣَﻀَﺮَﺗْـﻪُ ﻣَﻼﺋِﻜَﺔُ ﺍﻟﺮﱠﺣْـﻤَﺔِ ،ﻓَﺈﺫَﺍ
ﻗُﺒِﻀَﺖْ ﻧَﻔْﺴُﻪُ ﺟُﻌِﻠَﺖْ ﻓﻲ ﺣَﺮِﻳﺮﺓٍ ﺑَﻴْﻀَﺎءَ ﻓَﻴُﻨْﻄَﻠَﻖُ ﺑِـﻬَﺎ ﺇﻟَﻰ ﺑَﺎﺏِ
ﺍﻟﺴﱠﻤَﺎءِ ،ﻓَﻴَـﻘُﻮﻟُﻮﻥَ ﻣَﺎ ﻭَﺟَﺪْﻧَﺎ ﺭِﻳْـﺤﺎً ﺃَﻃْﻴَﺐَ ﻣِﻦْ ﻫَﺬِﻩِ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ﺤﺎﻛﻢ ﻭﺍﺑﻦ ﺣﺒﺎﻥ
“当死亡来临信士时，至慈主的天使就会来
于他，当他的灵魂被取出之后，就被放在白色的
丝绸上，天使带着他来到天堂门口，他们说：
‘我
’……们没有发现比这更芬芳的气息了
② ”。
P38F

-天堂诸门的名字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423 段
《哈克姆圣训集》第 1304 段，《伊本汉巴尼圣训集》第 3013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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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Fﻗﺎﻝ» :ﻣَﻦْ
ﺃَﻧْﻔَﻖَ ﺯَﻭْﺟَﻴﻦِ ﻓِﻲ ﺳَﺒِﻴْﻞِ ﺍﷲ ﻧُﻮﺩِﻱَ ﻣِﻦْ ﺃَﺑْﻮَﺍﺏِ ﺍﻟﺠَﻨﱠﺔِ .ﻳَﺎ ﻋَﺒْﺪَ ﺍﷲ ﻫَﺬَﺍ
ﺧَﻴْﺮٌ ،ﻓَﻤَﻦْ ﻛَﺎﻥَ ﻣِﻦْ ﺃَﻫْﻞِ ﺍﻟﺼﱠﻼﺓِ ﺩُﻋِﻲَ ﻣِﻦْ ﺑَﺎﺏِ ﺍﻟﺼﱠﻼﺓِ ،ﻭَﻣَﻦْ ﻛَﺎﻥَ ﻣِﻦْ
ﺃَﻫْﻞِ ﺍﻟﺠِﻬَﺎﺩِ ﺩُﻋِﻲَ ﻣِﻦْ ﺑَﺎﺏَ ﺍﻟﺠِﻬَﺎﺩِ ،ﻭَﻣَﻦْ ﻛَﺎﻥَ ﻣِﻦْ ﺃَﻫْﻞِ ﺍﻟﺼﱢﻴَﺎﻡِ ﺩُﻋِﻲَ
ﻣِﻦْ ﺑَﺎﺏِ ﺍﻟﺮﱠﻳﱠﺎﻥِ ،ﻭَﻣَﻦْ ﻛَﺎﻥَ ﻣِﻦْ ﺃَﻫْﻞِ ﺍﻟﺼﱠﺪَﻗَﺔِ ﺩُﻋِﻲَ ﻣِﻦْ ﺑَﺎﺏِ ﺍﻟﺼﱠﺪَﻗَﺔِ«
“谁为主道付出一对骆驼，他将在天堂的
’。各个门口被召唤：‘真主的仆人啊！这里更好
谁属于紧守拜功者，将从拜功的门口被请进；谁
属于为主道奋斗者，将从为主道奋斗的门口被请
进；谁属于斋戒的人，将从‘岚雅努’的门口被
。请进。谁属于施舍者，将从施舍的门口被请进
”
ﻓﻘﺎﻝ ﺃﺑﻮ ﺑﻜ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ﺑﺄﺑﻲ ﺃﻧﺖ ﻭﺃﻣﻲ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ﻣﺎ ﻋﻠﻰ ﻣَﻦْ ﺩُﻋِﻲَ ﻣﻦ ﺗﻠﻚ ﺍﻷﺑﻮﺍﺏ ﻣﻦ ﺿﺮﻭﺭﺓ ،ﻓﻬﻞ ﻳُﺪﻋﻰ ﺃﺣﺪ ﻣﻦ
ﺗﻠﻚ ﺍﻷﺑﻮﺍﺏ ﻛﻠﻬﺎ؟ ﻗﺎﻝ» :ﻧَﻌَﻢْ؛ ﻭَﺃَﺭْﺟُﻮ ﺃَﻥْ ﺗَـﻜُﻮﻥَ ﻣِﻨْـﻬُـﻢْ«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艾布白克尔说：“主的使者啊！愿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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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你赎身！ 一个人能受到每扇门的天使的邀请
而不为难吗？真的有人会受到那每一扇门的天
使的邀请吗？”使者说：“是的，我希望你就是
属于这类人。” ①

-天堂门的宽度
-欧特柏图·本·额扎宛（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我们被告知：
 ﺫُﻛِﺮَ ﻟَﻨَﺎ ﺃَﻥﱠ ﻣَﺎ: ﻋﻦ ﻋﺘﺒﺔ ﺑﻦ ﻏﺰﻭﺍﻥ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ﻭَﻟَﻴَﺄْﺗِﻴَﻦﱠ،ًﺑَﻴْﻦَ ﻣِﺼْﺮَﺍﻋَﻴْﻦِ ﻣِﻦْ ﻣَﺼَﺎﺭِﻳﻊِ ﺍﻟﺠَﻨﱠﺔِ ﻣَﺴِﻴْﺮَﺓُ ﺃَﺭْﺑَـﻌِﻴﻦَ ﺳَﻨَ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ﻋَﻠَﻴْـﻬَﺎ ﻳَﻮْﻡٌ ﻭَﻫُﻮَ ﻛَﻈِﻴْﻆٌ ﻣِﻦَ ﺍﻟﺰﱢﺣَﺎﻡ
“天堂的两扇之间的距离是四十年的行
程，将来一定会有一天，天堂的门前挤满了人
群。” ②
P340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9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1027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6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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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Fﻗﺎﻝ:
»ﻭَﺍﻟﱠﺬِﻱ ﻧَﻔْﺲُ ﻣُـﺤَـﻤﱠﺪٍ ﺑِﻴَﺪِﻩِ ﺇَﻥﱠ ﻣَﺎ ﺑَﻴْﻦَ ﺍﻟﻤﺼْﺮَﺍﻋَﻴْﻦِ ﻣِﻦْ ﻣَﺼَﺎﺭِﻳﻊِ
ﺍﻟﺠَﻨﱠﺔِ ﻟﻜَﻤَﺎ ﺑَﻴْﻦَ ﻣَﻜﱠﺔَ ﻭَﻫَﺠَﺮٍ ﺃَﻭْ ﻛَﻤَﺎ ﺑَﻴْﻦَ ﻣَﻜﱠﺔَ ﻭَﺑُﺼْﺮَﻯ«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以掌握穆罕默德的生命的主宰发誓，天
堂的两扇门之间的距离就像麦加与海杰尔之间
。的距离，或者就像麦加与布苏拉之间的距离
①”
P341F

-天堂门的数量
-清高的真主说：
ﺖ
ﻭﺳﻴﻖ ﺍﻟﹶﺬﻳﻦ ﺍﺗﻘﹶﻮﺍ ﺭﺑﻬﻢ ﺇﹺﻟﹶﻰ ﺍﳉﹶﻨﺔ ﺯﻣﺮﺍﹰ ﺣﺘﻰ ﺇﹺﺫﹶﺍ ﺟﺎﺀُﻭﻫﺎ ﻭﻓﹸﺘﺤ 
ﺃﹶﺑﻮﺍﺑﻬﺎ ﻭﻗﹶﺎﻝﹶ ﻟﹶﻬﻢ ﺧﺰﻧﺘﻬﺎ ﺳﻼﻡ ﻋﻠﹶﻴﻜﹸﻢ ﻃﺒﺘﻢ ﻓﹶﺎﺩﺧﻠﹸﻮﻫﺎ ﺧﺎﻟﺪﻳﻦ

]ﺍﻟﺰﻣﺮ

ﺁﻳﺔ[(٧٣) ：
【敬畏主者将一队一队地被邀入乐园，迨他
们来到乐园前面的时候，园门开了，管园的天使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71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94 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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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他们说：“祝你们平安！你们已经纯洁了，
所以请你们进去永居吧！”
】①
-赛海鲁·本·塞阿德（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ﻓِﻲ: ﻗﺎﻝF  ﻋﻦ ﺳﻬﻞ ﺑﻦ ﺳﻌ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٢
 ﻓِﻴْـﻬَﺎ ﺑَﺎﺏٌ ﻳُﺴَﻤﱠﻰ ﺍﻟﺮﱠﻳﱠﺎﻥَ ﻻ ﻳَﺪْﺧُﻠُـﻪُ ﺇﻟﱠﺎ،ٍﺍﻟﺠَﻨﱠﺔِ ﺛَﻤَﺎﻧِﻴَﺔُ ﺃَﺑْﻮَﺍﺏ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ﺍﻟﺼﱠﺎﺋِﻤُﻮﻥ
“在天堂里有八扇门，其中有一扇门被称
为‘岚雅努’，只有斋戒者才能从中进入天堂。
”②
P34F

-天堂的诸门为其居民而敞开：
清高的真主说：
ﻢﺔﹰ ﻟﱠﻬﺤﻔﹶﺘ ﻣﻥﺪ ﻋﺎﺕﻨﺂﺏﹴ ﺟ ﻣﻦﺴ ﻟﹶﺤﲔﻘﺘﻠﹾﻤﺇﹺﻥﱠ ﻟ ﻭﻛﹾﺮﺬﹶﺍ ﺫﻫ
[(٥٠-٤٩) :ِ ]ﺹ ﺁﻳﺔﺍﺏﻮﺍﻷَﺑ
【[49]这是一种教诲。敬畏的人们，必得享
①

《队伍章》第 73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5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1152 段
②

337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受优美的归宿，[50]阿德尼的天堂，园门是为他
们常开的。
】①

-今世里打开天堂大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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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١
 ﻭﻳَﻮﻡَ ﺍﻟﺨَـﻤِﻴْﺲِ ﻓَﻴُـﻐْﻔَﺮُ ﻟِﻜُﻞﱢ ﻋَﺒْﺪٍ ﻻ،ِ»ﺗُﻔْﺘَـﺢُ ﺃَﺑْﻮَﺍﺏُ ﺍﻟﺠَﻨﱠﺔِ ﻳَﻮﻡَ ﺍﻹﺛْﻨَﻴْﻦ
ُ ﻓَﻴُـﻘَﺎﻝ،ُﻳُﺸْﺮِﻙُ ﺑِﺎﷲ ﺷَﻴْﺌﺎً ﺇﻻ ﺭَﺟُﻼً ﻛَﺎﻧَﺖْ ﺑَﻴْﻨَـﻪُ ﻭَﺑَﻴْﻦَ ﺃَﺧِﻴﻪِ ﺷَﺤْﻨَﺎء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ﺛَﻼﺛﺎ- ﺃَﻧْﻈِﺮُﻭﺍ ﻫَﺬَﻳْﻦِ ﺣَﺘﱠﻰ ﻳَﺼْﻄَﻠِـﺤَﺎ
“天堂的门在每星期一和星期四皆被打
开，没有举伴真主的每一个人均得到了饶恕，除
非是某人与他的兄弟之间存有仇恨。曰：‘你们
等一下这两个人，直至他俩言归于好；你们等一
下这两个人，直至他俩言归于好；你们等一下这

①

《萨德章》第 49-5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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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直至他俩言归于好
。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F
»ﺇﺫَﺍ ﺩَﺧَـﻞَ ﺭَﻣَﻀَﺎﻥُ ﻓُﺘﱢﺤَﺖْ ﺃَﺑْﻮَﺍﺏُ ﺍﻟﺠَﻨﱠﺔِ ،ﻭَﻏُﻠﱢﻘَﺖْ ﺃَﺑْﻮَﺍﺏُ ﺟَﻬَﻨﱠﻢَ،
ﻭَﺳُﻠْﺴِﻠَﺖِ ﺍﻟﺸﱠﻴَﺎﻃِﻴﻦُ«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当斋月来临时，天堂的门都被打开了，
火狱的门都被关闭了，所有的恶魔都被戴上了手
。铐和脚镣
②”
P346F

-欧麦尔·本·罕塔布（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٣ﻋﻦ ﻋﻤﺮ ﺑﻦ ﺍﻟﺨﻄﺎ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Fﻣَﺎ ﻣِﻨْﻜُﻢْ ﻣِﻦْ ﺃَﺣَﺪٍ ﻳَﺘَﻮَﺿﱠﺄُ ﻓَﻴُﺒْﻠِﻎُ )ﺃَﻭْ ﻓﻴُﺴْﺒِـﻎُ( ﺍﻟﻮُﺿُﻮءَ ،ﺛُﻢﱠ
ﻳَـﻘُﻮﻝُ ﺃَﺷْﻬَﺪُ ﺃَﻥْ ﻻ ﺇﻟَـﻪَ ﺇﻟﱠﺎ ﺍﷲُ ﻭَﺃَﻥﱠ ﻣُـﺤَـﻤﱠﺪﺍً ﻋَﺒْﺪُ ﺍﷲ ﻭَﺭَﺳُﻮﻟُـﻪُ ﺇﻻ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565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7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107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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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ﻓُﺘِـﺤَﺖْ ﻟَـﻪُ ﺃَ ْﺑﻮَﺍﺏُ ﺍﻟﺠَﻨﱠﺔِ ﺍﻟﺜﱠﻤَﺎﻧِﻴَﺔُ ﻳَﺪْﺧُﻞُ ﻣِﻦْ ﺃَﻳﱢﻬَﺎ ﺷَﺎء
“只要你们中有任何人洗了完美的小净，
然后他说了‘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
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那
么，天堂的八扇门都为之而敞开，任他随便从哪
一扇门进入。” ①
P347F

-第一个进入天堂的人：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ﺁﺗِﻲ ﺑَﺎﺏ:F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ﻓَﺄَﻗُﻮﻝ، ﻣَﻦْ ﺃَﻧْﺖَ؟:ُ ﻓَﻴَـﻘُﻮﻝُ ﺍﻟﺨَﺎﺯِﻥ،ُﺍﻟﺠَﻨﱠﺔِ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ﻓَﺄَﺳْﺘَﻔْﺘِـﺢ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ﺑِﻚَ ﺃُﻣِﺮْﺕُ ﻟَﺎ ﺃَﻓْﺘَـﺢُ ﻷَﺣَﺪٍ ﻗَﺒْﻠَﻚ:ُ ﻓَﻴَـﻘُﻮﻝ،ٌﻣُـﺤَـﻤﱠﺪ
“复生日，我来到天堂门口请求开门，看
管天堂门的天使问：
‘你是谁？’我说：
‘穆罕默
德。’他说：‘我奉命在你之前不为任何人开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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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①

-第一个进入天堂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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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ﻭَﻧَﺤْﻦُ ﺃَﻭﱠﻝُ ﻣَﻦْ ﻳَﺪْﺧُﻞُ ﺍﻟﺠَﻨﱠﺔ،ِ»ﻧَﺤْﻦُ ﺍﻵﺧِﺮُﻭﻥَ ﺍﻷﻭﱠﻟُﻮﻥَ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在现世里我们是在最后的，复生日，我
们是在最前的，我们是首先进入天堂的。” ②
P349F

-第一批进入天堂的人：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F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7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87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855 段，原文出自
《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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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ﺇﻥّ ﺃَﻭﱠﻝَ ﺯُﻣْﺮَﺓٍ ﻳَﺪْﺧُﻠُﻮﻥَ ﺍﻟﺠَﻨﱠﺔَ ﻋَﻠَﻰ ﺻُﻮﺭَﺓِ ﺍﻟﻘَﻤَﺮِ ﻟَﻴْﻠَﺔَ ﺍﻟﺒَﺪْﺭِ ،ﺛُﻢﱠ
ﺍﻟﱠﺬِﻳﻦَ ﻳَﻠُﻮﻧَـﻬُـﻢْ ﻋَﻠَﻰ ﺃَﺷَﺪﱢ ﻛَﻮْﻛَﺐٍ ﺩُﺭﱢﻱﱟ ﻓِﻲ ﺍﻟﺴﱠﻤَﺎءِ ﺇﺿَﺎءَﺓً ،ﻻ
ﻳَﺒُﻮﻟُﻮﻥَ ،ﻭَﻻ ﻳَﺘَﻐَﻮﱠﻃُﻮﻥَ ،ﻭَﻻ ﻳَﺘْﻔِﻠُﻮﻥَ ،ﻭَﻻ ﻳَـﻤْﺘَـﺨِﻄُﻮﻥَ ،ﺃَﻣْﺸَﺎﻃُﻬُـﻢُ
ﺍﻟﺬﱠﻫَﺐُ ،ﻭَﺭَﺷْﺤُﻬُـﻢُ ﺍﻟﻤِﺴْﻚُ ،ﻭَﻣَـﺠَﺎﻣِﺮُﻫُـﻢُ ﺍﻷﻟُﻮﱠﺓُ ،ﻭَﺃَﺯْﻭَﺍﺟُﻬُـﻢُ ﺍﻟﺤُﻮﺭُ
ﺍﻟﻌِﻴﻦُ ،ﻋَﻠَﻰ ﺧَﻠْﻖِ ﺭَﺟُﻞٍ ﻭَﺍﺣِﺪٍ ،ﻋَﻠَﻰ ﺻُﻮﺭَﺓِ ﺃَﺑِﻴْـﻬِـﻢْ ﺁﺩَﻡَ ﺳِﺘﱡﻮﻥَ ﺫِﺭَﺍﻋﺎً
ﻓِﻲ ﺍﻟﺴﱠﻤَﺎءِ«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第一批进入天堂的人面容宛如‘白德尔
之夜的圆月，然后跟着他们进去的人比天上灿烂
的明星更加耀眼。他们无便无溺，不流鼻涕，不
吐痰，他们用的梳子都是金制的，他们的汗水如
麝香，他们香炉中的燃料是沉香，他们的妻子是
纯洁美丽的女子。他们的秉性宛如一人，长得都
① ”。酷似人祖阿丹在天上的模样，身高六丈
P350F

-赛海鲁·本·塞阿德（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2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3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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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ﻋﻦ ﺳﻬﻞ ﺑﻦ ﺳﻌ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Fﻗﺎﻝ:
»ﻟَﻴَﺪْﺧُﻠَﻦﱠ ﺍﻟﺠَﻨﱠﺔَ ﻣِﻦْ ﺃُﻣﱠﺘِﻲ ﺳَﺒْﻌُﻮﻥ ﺃَﻟْﻔﺎً ﺃَﻭْ ﺳَﺒْﻌُﻤِﺎﺋَﺔِ ﺃَﻟْﻒٍ
ﻣُﺘَـﻤَﺎﺳِﻜُﻮﻥَ ﺁﺧِﺬٌ ﺑَـﻌْﻀُﻬُـﻢْ ﺑَـﻌْﻀﺎً ،ﻻ ﻳَﺪْﺧُﻞُ ﺃَﻭﱠﻟُـﻬُـﻢْ ﺣَﺘﱠﻰ ﻳَﺪْﺧُﻞَ
ﺁﺧِﺮُﻫُـﻢْ ،ﻭُﺟُﻮﻫُﻬُـﻢْ ﻋَﻠَﻰ ﺻُﻮﺭَﺓِ ﺍﻟﻘَﻤَﺮِ ﻟَﻴْﻠَﺔَ ﺍﻟﺒَﺪْﺭِ«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的民众中有七万人或七十万人手拉手
进入天堂，他们不分先后一起进入，他们的面容
。宛如‘白德尔’之夜的圆月
①”
P351F

）-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٣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Fﻳﻘﻮﻝ» :ﺇﻥﱠ ﻓُﻘَﺮَﺍءَ ﺍﻟﻤُﻬَﺎﺟِﺮِﻳْﻦَ ﻳَﺴْﺒِﻘُﻮﻥَ ﺍﻷَﻏْﻨِﻴَﺎءَ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ﺇﻟَﻰ ﺍﻟﺠَﻨﱠﺔِ ﺑِﺄَﺭْﺑَـﻌِﻴﻦَ ﺧَﺮِﻳﻔ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复生日，迁士中的穷人们比富人提前四
。十年进入天堂
②”
P352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4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9 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7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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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居民的年龄：
穆阿兹·本·洁柏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ﻣﻌﺎﺫ ﺑﻦ ﺟﺒﻞ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ﻳَﺪْﺧُﻞُ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ﺍﻟﺠَﻨﱠﺔَ ﺟُﺮْﺩﺍً ﻣُﺮْﺩﺍً ﻣُﻜَﺤﱠﻠِﻴﻦَ ﺃَﺑْﻨَﺎءَ ﺛَﻼﺛِﻴﻦَ ،ﺃَﻭْ ﺛَﻼﺙٍ ﻭَﺛَﻼﺛِﻴﻦَ
ﺳَﻨَﺔً«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天堂的居民进入天堂时的容貌都是无体
。毛、无胡须、无皱纹的三十岁或三十三岁
①”
P35F

-天堂居民的面部表情：
-清高的真主说：
ﺇﹺﻥﱠ ﺍﻷَﺑﺮﺍﺭ ﻟﹶﻔﻲ ﻧﻌﻴﻢ ﻋﻠﹶﻰ ﺍﻷَﺭﺍﺋﻚ ﻳﻨﻈﹸﺮﻭﻥﹶ ﺗﻌﺮﹺﻑ ﻓﻲ ﻭﺟﻮﻫﻬﹺﻢ
ﻧﻀﺮﺓﹶ ﺍﻟﻨﻌﻴﻢﹺ ]ﺍﳌﻄﻔﻔﲔ ﺁﻳﺔ[(٢٤-٢٢) ：
【[22]善人们必在恩泽中，[23]靠在床上注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7920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545 段，原
》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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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着，[24]你能在他们的面目上认识恩泽的光
华。】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ﺍﻟﻘﻴﺎﻣﺔ ﺁﻳﺔ

ﺓﹲﺮﺎﻇﺎ ﻧﻬﺑ ﺓﹲ ﺇﹺﻟﹶﻰ ﺭﺮﺎﺿ ﻧﺬﺌﻣﻮ ﻳﻮﻩﺟﻭ
[(٢٣-٢٢)

【[22]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华的，[23]
是仰视着他们的主的。】 ②
P35F

-清高的真主说：
ﺔﻴﺎﻟ ﻋﺔﻨﻲ ﺟﻓ

ﺔﹲﻴﺍﺿﺎ ﺭﻴﹺﻬﻌﺴﻟ

ﺔﹲﻤﺎﻋ ﻧﺬﺌﻣﻮ ﻳﻮﻩﺟﻭ
[(١٠-٨) ：]ﺍﻟﻐﺎﺷﻴﺔ ﺁﻳﺔ

【[8]在那日，将有许多人，是享福的，[9]
是为其劳绩而愉快的，[10]他们将在崇高的乐园
中。】 ③
P356F

-清高的真主说：
： ﺓﹲ ]ﻋﺒﺲ ﺁﻳﺔﺮﺸﺒﺘﺴﻜﹶﺔﹲ ﻣﺎﺣﺿ
①

《称量不公章》第 22-24 节
《复活章》第 22-23 节
③
《大灾章》第 8-10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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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٣٩-٣٨
]【[38]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华的，[39
① 】。是喜笑的，是愉快的
P357F

-清高的真主说：
ﻭﺃﹶﻣﺎ ﺍﻟﱠﺬﻳﻦ ﺍﺑﻴﻀﺖ ﻭﺟﻮﻫﻬﻢ ﻓﹶﻔﻲ ﺭﺣ ﻤﺔ ﺍﻟﻠﱠﻪ ﻫﻢ ﻓﻴﻬﺎ ﺧﺎﻟﺪﻭﻥﹶ
]ﺁﻝ ﻋﻤﺮﺍﻥ ﺁﻳﺔ[(١٠٧) ：
【至于脸色变白的人，将入于真主的慈恩
② 】。内，而永居其中
P35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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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٦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 :Fﺃَﻭﱠﻝُ ﺯُﻣْﺮَﺓٍ
ﺗَﺪْﺧُ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ﻋَﻠَﻰ ﺻُﻮﺭَﺓِ ﺍﻟﻘَﻤَﺮِ ﻟَﻴْﻠَﺔَ ﺍﻟﺒَﺪْﺭِ ،ﻭَﺍﻟﱠﺬِﻳﻦَ ﻋَﻠَﻰ ﺁﺛَﺎﺭِﻫِـﻢْ
ﻛَﺄَﺣْﺴَﻦِ ﻛَﻮْﻛَﺐٍ ﺩُﺭﱢﻱﱟ ﻓِﻲ ﺍﻟﺴﱠﻤَﺎءِ ﺇﺿَﺎءَﺓً ﻗُﻠُﻮﺑُـﻬُـﻢْ ﻋَﻠَﻰ ﻗَﻠْﺐِ ﺭَﺟُﻞٍ
ﻭَﺍﺣِﺪٍ ،ﻻ ﺗَـﺒَﺎﻏُﺾَ ﺑَﻴﻨَـﻬُـﻢْ ﻭَﻻ ﺗَـﺤَﺎﺳُ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第一批进入天堂的人面容宛如‘白德尔

①

《皱眉章》第 38-39 节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0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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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夜的圆月，然后跟着他们进去的人比天上灿烂
的明星更加耀眼，在他们之后进去的人比天上灿
烂的明星更加优美，他们心心相印，他们之间没
有仇恨，也没有嫉妒。” ①

-欢迎天堂居民的情景：
-清高的真主说：
ﺖ
 ﺤﻓﹸﺘﺎ ﻭﺎﺀُﻭﻫﻰ ﺇﹺﺫﹶﺍ ﺟﺘﺮﺍﹰ ﺣﻣ ﺯﺔ ﺇﹺﻟﹶﻰ ﺍﳉﹶﻨﻢﻬﺑﺍ ﺭﻘﹶﻮ ﺍﺗ ﺍﻟﹶﺬﻳﻦﻴﻖﺳﻭ
]ﺍﻟﺰﻣﺮ

ﻳﻦﺪﺎﻟﺎ ﺧﻠﹸﻮﻫﺧ ﻓﹶﺎﺩﻢﺘﺒ ﻃﻜﹸﻢﻠﹶﻴ ﻋﻼﻡﺎ ﺳﻬﺘﻧﺰ ﺧﻢﻗﹶﺎﻝﹶ ﻟﹶﻬﺎ ﻭﻬﺍﺑﻮﺃﹶﺑ
[(٧٣) ：ﺁﻳﺔ
【敬畏主者将一队一队地被邀入乐园，迨他

们来到乐园前面的时候，园门开了，管园的天使
要对他们说：“祝你们平安！你们已经纯洁了，
所以请你们进去永居吧！”
】②
P360F

-清高的真主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5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34 段
②
《队伍章》第 7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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ﻢ ﺮﺗ ﺒﺎ ﺻﻜﹸﻢ ﺑﹺﻤﻠﹶﻴ ﻋﻼﻡﺎﺏﹴ ﺳﻦ ﻛﹸﻞﱢ ﺑﻬﹺﻢ ﻣﻠﹶﻴﻠﹸﻮﻥﹶ ﻋﺧﺪﻜﹶﺔﹸ ﻳﻼﺋﺍﻟﹾﻤﻭ
[(٢٤-٢٣) :]ﺍﻟﺮﻋﺪ ﺁﻳﺔ

ﺍﺭﹺﻰ ﺍﻟﺪﻘﹾﺒ ﻋﻢﻓﹶﻨﹺﻌ

【[23]众天使从每道门进去见他们，[24]
（说）：
“祝你们平安！这是你们因坚忍而得的报
酬，后世的善果真优美。”
】①
P361F

-清高的真主说：
ﻢﻱ ﻛﹸﻨﺘ ﺍﻟﱠﺬﻜﹸﻢﻣﻮﺬﹶﺍ ﻳﻜﹶﺔﹸ ﻫ ﺍﳌﹶﻼﺋﻢﻠﹶﻘﱠﺎﻫﺘﺗ ﻭﺮ ﺍﻷَﻛﹾﺒﻉ ﺍﻟﻔﹶﺰﻢﻬﻧﺰﺤﻻﹶ ﻳ
[(١٠٣) :]ﺍﻷﻧﺒﻴﺎﺀ ﺁﻳﺔ

ﻭﻥﹶﺪﻮﻋﺗ

【不使他们忧愁最大的恐怖。众天使将欢迎
他们（说）
：”这是你们曾受应许的日子。
”
】②
P362F

-不受任何稽核与惩罚而直接进入天
堂的人：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雷霆章》第 23-24 节
《众先知章》第 10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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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F
»ﻋُﺮِﺿَﺖْ ﻋَﻠَﻲﱠ ﺍﻷُﻣَـﻢُ ،ﻓَﺄَﺟِﺪُ ﺍﻟﻨﱠﺒِﻲﱠ ﻳَـﻤُﺮﱡ ﻣَﻌَﻪُ ﺍﻷُﻣﱠﺔُ ،ﻭَﺍﻟﻨﱠﺒِﻲﱡ ﻳَـﻤُﺮﱡ ﻣَﻌَﻪُ
ﺍﻟﻨﱠﻔَﺮُ ،ﻭَﺍﻟﻨﱠﺒِﻲﱡ ﻳَـﻤُﺮﱡ ﻣَﻌَﻪُ ﺍﻟﻌَﺸَﺮَﺓُ ،ﻭَﺍﻟﻨﱠﺒِﻲﱡ ﻳَـﻤُﺮﱡ ﻣَﻌَﻪُ ﺍﻟﺨَـﻤْﺴَﺔُ ،ﻭَﺍﻟﻨﱠﺒِﻲﱡ
ﻳَـﻤُﺮﱡ ﻭَﺣْﺪَﻩُ ،ﻓَﻨَﻈَﺮْﺕُ ﻓَﺈﺫَﺍ ﺳَﻮَﺍﺩٌ ﻛَﺜِﻴﺮٌ ،ﻗُﻠْﺖُ :ﻳَﺎ ﺟِﺒْﺮﻳﻞُ ،ﻫَﺆُﻻءِ ﺃُﻣﱠﺘِﻲ؟
ﻗَﺎﻝَ :ﻻ ،ﻭَﻟَﻜِﻦ ﺍﻧْﻈُﺮْ ﺇﻟَﻰ ﺍﻷُﻓُﻖِ ،ﻓَﻨَﻈَﺮْﺕُ ﻓَﺈﺫَﺍ ﺳَﻮﺍﺩٌ ﻛَﺜِﻴﺮٌ .ﻗَﺎﻝَ :ﻫَﺆُﻻءِ
ﺃُﻣﱠﺘُﻚَ ،ﻭَﻫَﺆُﻻءِ ﺳَﺒْﻌُﻮﻥَ ﺃَﻟْﻔﺎً ﻗُﺪﱠﺍﻣَﻬُـﻢْ ﻻ ﺣِﺴَﺎﺏَ ﻋَﻠَﻴْـﻬِـﻢْ ﻭَﻻ ﻋَﺬَﺍﺏَ.
ﻗُﻠْﺖُ :ﻭَﻟِـﻢَ؟ ﻗَﺎﻝَ :ﻛَﺎﻧُﻮﺍ ﻻ ﻳَﻜْﺘَﻮﻭﻥَ ،ﻭﻻ ﻳَﺴْﺘَﺮْﻗﻮﻥَ ،ﻭَﻻ ﻳَﺘَﻄَﻴﱠﺮُﻭﻥ،
ﻭَﻋَﻠَﻰ ﺭَﺑﱢﻬِـﻢْ ﻳَﺘَﻮَﻛﱠﻠُﻮﻥَ«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复生日，）所有民族都被呈现在我的面
前，我看见有的先知带着一个人，有的先知带着
一伙人，有的先知带着十个人，有的先知带着五
个人，有的先知一个人也没带。我突然看见黑压
压地一大群人，于是我问：‘吉布拉依赖啊！这
是我的民众吗？’他说：‘不是的，但是你看旁
边。’我突然看见黑压压地一大群人，他说：
‘这
些人是你的民族，他们前面的七万人不受稽核与
惩罚地进入天堂。’我问：
‘为什么？’他说：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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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使用烫烙疗法，也不使用符箓治病，更不会
把其当作凶兆，他们只托靠他们的养主’
。” ①
-艾布乌玛麦（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F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ﺑﻲ ﺃﻣﺎﻣ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ﻭَﻋَﺪَﻧِﻲ ﺭَﺑﱢﻲ ﺳُﺒْـﺤَﺎﻧَـﻪُ ﺃَﻥْ ﻳُﺪْﺧِ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ﻣِﻦْ ﺃُﻣﱠﺘِﻲ ﺳَﺒْﻌِـﻴﻦ:ﻳﻘﻮﻝ
ُ ﻭَﺛَﻼﺙ،ً ﻣَﻊَ ﻛُﻞﱢ ﺃَﻟْﻒٍ ﺳَﺒْﻌُـﻮﻥَ ﺃَﻟْﻔﺎ،َ ﻭَﻻ ﻋَـﺬَﺍﺏ،ْﺃَﻟْﻔﺎً ﻻ ﺣِﺴَﺎﺏَ ﻋَﻠَﻴْـﻬِـﻢ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ﺣَﺜَﻴَﺎﺕٍ ﻣِﻦْ ﺣَﺜَﻴَﺎﺕِ ﺭَﺑﱢﻲ ﻋَﺰﱠ ﻭَﺟَﻞﱠ
“我超绝万物的养主许诺我，我的民族中
有七万人不受稽核与惩罚地进入天堂，同着他们
的每一千人还有七万人，和来自于我养主的三捧
人。” ②
P364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4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20 段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437 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4286 段，原
文出自《伊本马哲圣训集》
译者注：“三捧”处于主格地位，与同着他们中的每一千人还有“七
万人”同位，这里的意思指的是捧了七十次三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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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的地面及其建筑的描述：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当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登霄到天上之
后，
 ﻟﻤﺎ ﻋُﺮﺝ ﺑﻪ ﺇﻟﻰF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١
 ﻓَﻐَﺸِﻴَـﻬَﺎ، ﺛُﻢﱠ ﺍﻧْﻄَﻠَﻖَ ﺣَﺘﱠﻰ ﺃَﺗَﻰ ﺑِﻲ ﺍﻟﺴﱢﺪْﺭَﺓَ ﺍﻟﻤﻨْﺘَـﻬَﻰ...» :ﺍﻟﺴﻤﺎء ﻗﺎﻝ
،ِ ﻓَﺈﺫَﺍ ﻓِﻴْـﻬَﺎ ﺟَﻨَﺎﺑِﺬُ ﺍﻟﻠﱡﺆْﻟُﺆ،َ ﺛُﻢﱠ ﺃُﺩْﺧِﻠْﺖُ ﺍﻟﺠَﻨﱠﺔ،َﺃَﻟْﻮَﺍﻥٌ ﻻ ﺃَﺩْﺭِﻱ ﻣَﺎ ﻫِ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ﻭَﺇﺫَﺍ ﺗُﺮَﺍﺑُـﻬﺎ ﺍﻟﻤِﺴْﻚ
他说：“……然后他（吉布拉依赖天使）带
着我到了极境的酸枣林，它被五光十色所笼罩，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接着我被带进了天堂，其中
有许多高大的珍珠建筑，它的土都是麝香的。
”①
P365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我
们说：“主的使者啊！天堂是由何而建？”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42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16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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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ﻠﻨﺎ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ﺍﻟﺠﻨﺔ ﻣﺎ ﺑﻨﺎﺅﻫﺎ؟ ﻗﺎﻝ » :Fﻟَﺒِﻨَﺔٌ ﻣِﻦْ ﻓِﻀﱠﺔٍ ،ﻭَﻟَﺒِﻨَﺔٌ ﻣِﻦْ ﺫَﻫَﺐٍ،
ﻭَﻣِﻼﻃُﻬَﺎ ﺍﻟﻤﺴْﻚُ ﺍﻷَﺫْﻓَﺮُ ،ﻭَﺣَﺼْﺒَﺎﺅُﻫَﺎ ﺍﻟﻠﱡﺆْﻟُﺆُ ﻭَﺍﻟﻴَﺎﻗُﻮﺕُ ،ﻭَﺗُﺮْﺑَﺘُـﻬَﺎ
ﺍﻟﺰﱠﻋْﻔَﺮَﺍﻥُ ،ﻣَﻦْ ﺩَﺧَﻠَـﻬَﺎ ﻳَﻨْﻌَﻢُ ﻭَﻻ ﻳَﺒْﺄَﺱُ ،ﻭَﻳُـﺨَﻠﱠﺪُ ﻭَﻻ ﻳَـﻤُﻮﺕُ ،ﻻ ﺗَﺒْﻠَﻰ
ﺛِﻴَﺎﺑُـﻬُـﻢْ ﻭَﻻ ﻳَﻔْﻨَﻰ ﺷَﺒَﺎﺑُـﻬُـﻢْ«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ﺍﻟﺪﺍﺭﻣﻲ
“是由银砖和金砖而建，它的胶泥是气味
最芬芳的麝香，它的沙石是珍珠和宝石，它的泥
土是香花，进入者享受恩惠，而不会遭灾，永生
。不死，衣服不旧，青春永驻
①”
P36F

-艾布塞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٣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ﺑﻦ ﺻﻴﺎﺩ ﺳﺄﻝ ﺍﻟﻨﺒﻲ F
ﻋﻦ ﺗﺮﺑﺔ ﺍﻟﺠﻨﺔ؟ ﻓﻘﺎﻝ» :ﺩَﺭْﻣَﻜَﺔٌ ﺑَﻴْﻀَﺎءُ ،ﻣِﺴْﻚٌ ﺧَﺎﻟِﺺٌ«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伊本率亚德曾经关于天堂里的泥土请教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使者说：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526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达
尔米圣训集》第 271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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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粉和麝香
①”
P367F

-天堂居民的帐篷：
-清高的真主说：
]ﺍﻟﺮﲪﻦ ﺁﻳﺔ[(٧٢) :

ﺣﻮﺭ ﻣﻘﹾﺼﻮﺭﺍﺕ ﻓﻲ ﺍﳋﻴﺎﻡ

。【他们是白皙的，是蛰居于帐幕中的
②】
P368F

）-阿布杜拉·本·盖伊斯（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ﻗﻴ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ﺇﻥﱠ ﻟِﻠْـﻤُﺆْﻣِﻦِ ﻓِﻲ ﺍﻟﺠَﻨﱠﺔِ ﻟَـﺨَﻴْـﻤَﺔً ﻣِﻦْ ﻟُﺆْﻟُﺆَﺓٍ ﻭَﺍﺣِﺪَﺓٍ ﻣُـﺠَﻮﱠﻓَﺔٍ ،ﻃُﻮﻟُـﻬَﺎ
ﺳِﺘﱡﻮﻥَ ﻣِﻴﻼً ،ﻟِﻠْـﻤُﺆْﻣِﻦِ ﻓِﻴﻬَﺎ ﺃَﻫْﻠُﻮﻥَ ،ﻳَﻄُﻮﻑُ ﻋَﻠَﻴْـﻬِـﻢُ ﺍﻟﻤﺆْﻣِﻦُ ،ﻓَﻼ ﻳَﺮَﻯ
ﺑَـﻌْﻀُﻬُـﻢْ ﺑَـﻌْﻀ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信士在天堂中有一座由一颗空心的珍珠
而制作成的帐篷，它有六十英里长，在其中有信
士的许多家人，他周游于他们之间，而他们相互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28 段
《至仁主章》第٧٢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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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看不见

-天堂的市场：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Fﻗﺎﻝ» :ﺇﻥﱠ
ِﻓﻲ ﺍﻟﺠَﻨﱠﺔِ ﻟَﺴُﻮﻗﺎً ﻳَﺄْﺗُﻮﻧَـﻬَﺎ ﻛُﻞﱠ ﺟُـﻤُﻌَﺔٍ ،ﻓَﺘَـﻬُﺐﱡ ﺭِﻳﺢُ ﺍﻟﺸﱠﻤَﺎﻝِ ،ﻓَﺘَـﺤْﺜُﻮ
ﻓِﻲ ﻭُﺟُﻮﻫِﻬِـﻢْ ﻭَﺛِﻴَﺎﺑِـﻬِـﻢْ ﻓَﻴَﺰْﺩَﺍﺩُﻭﻥَ ﺣُﺴْﻨﺎً ﻭَﺟَـﻤَﺎﻻً ،ﻓَﻴَﺮْﺟِﻌُﻮﻥَ ﺇﻟَﻰ
ﺃَﻫْﻠِﻴﻬِـﻢْ ﻭَﻗَﺪْ ﺍﺯْﺩَﺍﺩُﻭﺍ ﺣُﺴْﻨﺎً ﻭَﺟَـﻤَﺎﻻً ،ﻓَﻴَـﻘُﻮﻝُ ﻟَـﻬُـﻢْ ﺃَﻫْﻠُﻮﻫُـﻢْ :ﻭَﺍﷲ ﻟَﻘَﺪِ
ﺍﺯْﺩَﺩْﺗُـﻢْ ﺑَـﻌْﺪَﻧَﺎ ﺣُﺴْﻨﺎً ﻭَﺟَـﻤَﺎﻻً ،ﻓَﻴَـﻘُﻮﻟُﻮﻥَ :ﻭَﺃَﻧْﺘُـﻢْ ﻭَﺍﷲ ﻟَﻘَﺪِ ﺍﺯْﺩَﺩْﺗُـﻢْ
ﺑَـﻌْﺪَﻧَﺎ ﺣُﺴْﻨﺎً ﻭَﺟَـﻤَﺎﻻً«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天堂中有一个市场，人们每周到此观赏
当北风吹过他们的面容和衣服，就增加了他们的
俊美漂亮，然后他们就更加俊美漂亮地回到家
中，家人见了对他们说：
‘指主发誓，一会不见，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79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38 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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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变得更加俊美漂亮。
’他们说：
‘指主发誓，
你们也是如此，变得更加美丽动人’。
”①

-天堂的宫殿：
伟大尊严的真主创造了天堂的居室内与宫
殿中赏心悦目的一切。
清高的真主说：
ﺎﺭﻧﻬَﺎ ﺍﻷﻬﺘﺤﻦ ﺗﺮﹺﻱ ﻣﺠ ﺗﺎﺕﻨ ﺟﺎﺕﻨﻣﺆﺍﻟﹾﻤ ﻭﻨﹺﲔﻣ ﺍﳌﹸﺆ ﺍﻟﻠﱠﻪﺪﻋﻭ
ﻮ ﻫﻚ ﺫﹶﻟﺮ ﺃﹶﻛﹾﺒ ﺍﻟﻠﱠﻪﻦﺍﻥﹲ ﻣﻮﺭﹺﺿ ﻭﻥﺪ ﻋﺎﺕﻨﻲ ﺟﺔﹰ ﻓﺒ ﻃﹶﻴﻦﺎﻛﺴﻣﺎ ﻭﻴﻬ ﻓﻳﻦﺪﺎﻟﺧ
[(٧٢) :]ﺍﻟﺘﻮﺑﺔ ﺁﻳﺔ

ﻴﻢﻈ ﺍﻟﻌﺯﺍﻟﻔﹶﻮ

【真主应许信道的男女们将进入下临诸河
的乐园，并永居其中，他们在常住的乐园里，将
有优美的住宅，得到真主的更大的喜悦；这就是
伟大的成功。】 ②
P371F

-天堂居民居住的宫殿各异：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33 段
《忏悔章》第 72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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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ﻭﺇﹺﺫﹶﺍ ﺭﺃﹶﻳﺖ ﺛﹶﻢ ﺭﺃﹶﻳﺖ ﻧﻌﻴﻤﺎﹰ ﻭﻣﻠﹾﻜﺎﹰ ﻛﹶﺒﹺﲑﺍﹰ

]ﺍﻹِﻧﺴﺎﻥ ﺁﻳﺔ[(٢٠) :

【当你观看那里的时候，你会看见恩泽和大
① 】。国
P372F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٢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F
ﻗﺎﻝ» :ﺇﻥﱠ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ﻟَﻴَﺘَﺮَﺍءَﻭْﻥَ ﺃَﻫْﻞَ ﺍﻟﻐُﺮَﻑِ ﻣِﻦْ ﻓَﻮْﻗِﻬِـﻢْ ،ﻛَﻤَﺎ
ﺗَﺘَﺮَﺍءَﻭْﻥَ ﺍﻟﻜَﻮْﻛَﺐَ ﺍﻟﺪﱡﺭﱢﻱﱠ ﺍﻟﻐَﺎﺑِﺮَ ﻣِﻦَ ﺍﻷُﻓُﻖِ ﻣِﻦَ ﺍﻟﻤﺸْﺮِﻕِ ﺃَﻭِ ﺍﻟﻤﻐْﺮِﺏِ
ﻟِﺘَﻔَﺎﺿُﻞِ ﻣَﺎ ﺑَﻴْﻨَـﻬُـﻢْ« ،ﻗﺎﻟﻮﺍ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ﺗﻠﻚ ﻣﻨﺎﺯﻝ ﺍﻷﻧﺒﻴﺎء ﻻ
ﻳﺒﻠﻐﻬﺎ ﻏﻴﺮﻫﻢ ﻗﺎﻝ» :ﺑَﻠَﻰ ،ﻭَﺍﻟﱠﺬِﻱ ﻧَﻔْﺴِﻲ ﺑِﻴَﺪِﻩِ ،ﺭِﺟَﺎﻝٌ ﺁﻣَﻨُﻮﺍ ﺑِﺎﷲ
ﻭَﺻَﺪﱠﻗُﻮﺍ ﺍﻟﻤُﺮْﺳَﻠِﻴﻦَ«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天堂的居民看见他们楼阁上的居住者，
由于他们之间互相优越的因素，犹如你们看见东

①

《人章》第٢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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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或西方天际上陨落的明星。”他们（众圣门弟
子）说：“主的使者啊！那是众先知的居所，其
“不然，指
他的人达不到那个品级吧！”使者说：
掌握我生命的主宰发誓，他们是那些信仰真主，
相信众使者的人们。
”①

-描述天堂居民的住所：
-清高的真主说：
ﻦﺠﺮﹺﻱ ﻣ
 ﻓﺎﹰ ﺗ ﻏﹸﺮﺔ ﺍﳉﹶﻨﻦﻢ ﻣﻬﺋﹶﻨﻮﺒ ﻟﹶﻨﺎﺕﺤﺎﻟﻠﹸﻮﺍ ﺍﻟﺼﻤﻋﻮﺍ ﻭﻨ ﺁﻣﻳﻦﺍﻟﱠﺬﻭ
[(٥٨) : ]ﺍﻟﻌﻨﻜﺒﻮﺕ ﺁﻳﺔﲔﻠﺎﻣ ﺍﻟﻌﺮ ﺃﹶﺟﻢﺎ ﻧﹺﻌﻴﻬ ﻓﻳﻦﺪﺎﻟ ﺧﺎﺭﻬﺎ ﺍﻷَﻧﻬﺘﺤﺗ
【信道而且行善者，我必使他们在乐园中得
居在下临诸河的楼上，他们将永居其中。工作者
的报酬真好！】 ②
P374F

-清高的真主说：
ﻦﺮﹺﻱ ﻣﺠﺔﹲ ﺗﻨﹺﻴﺒ ﻣﻑﺎ ﻏﹸﺮﻬﻗﻦ ﻓﹶﻮ ﻣﻑ ﻏﹸﺮﻢ ﻟﹶﻬﻢﻬﺑﺍ ﺭﻘﹶﻮ ﺍﺗﻳﻦﻦﹺ ﺍﻟﱠﺬﻟﹶﻜ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5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31 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蜘蛛章》第 5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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ﺗﺤﺘﻬﺎ ﺍﻷَﻧﻬﺎﺭ ﻭﻋﺪ ﺍﻟﻠﱠﻪ ﻻﹶ ﻳﺨﻠﻒ ﺍﻟﻠﱠﻪ ﺍﳌﻴﻌﺎﺩ] ﺍﻟﺰﻣﺮ ﺁﻳﺔ[(٢٠) :
【但敬畏真主者，将来得享受楼房，楼上建
楼，下临诸河，那是真主的应许，真主将不爽
① 】。约
P375F

-阿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٣ﻋﻦ ﻋﻠ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Fﻗﺎﻝ» :ﺇﻥﱠ ﻓِﻲ
ﺍﻟﺠَﻨﱠﺔِ ﻏُﺮَﻓﺎً ﺗُﺮَﻯ ﻇُﻬُﻮﺭُﻫَﺎ ﻣِﻦْ ﺑُﻄُﻮﻧِـﻬَﺎ ،ﻭَ ُﺑﻄُﻮﻧُـﻬَﺎ ﻣِﻦْ ﻇُﻬُﻮﺭِﻫَﺎ«
ﻓَﻘَﺎﻡَ ﺃَﻋْﺮَﺍﺑِﻲﱞ ﻓَﻘَﺎﻝَ :ﻟِـﻤَﻦْ ﻫِﻲَ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ﻟِـﻤَﻦْ ﺃَﻃَﺎﺏَ ﺍﻟﻜَﻼﻡَ،
ﻭَﺃَﻃْﻌَﻢَ ﺍﻟﻄﱠﻌَﺎﻡَ ،ﻭَﺃَﺩَﺍﻡَ ﺍﻟﺼﱢﻴَﺎﻡَ ،ﻭَﺻَﻠَﻰ  ،ﺑِﺎﻟﻠﱠﻴْﻞِ ﻭَﺍﻟﻨﱠﺎﺱُ ﻧِﻴَﺎﻡٌ«.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的确，在天堂中有座阁楼，内外透明
一位游牧人站起来说：“使者啊！它属于哪些
、“属于那些言语优美、供人饮食
人？” 使者说：
常守斋戒、深夜别人睡觉时他为真主而礼拜

①

《队伍章》第 2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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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①

-描述天堂的坐垫：
清高的真主说：
[(٥٤) :]ﺍﻟﺮﲪﻦ ﺁﻳﺔ

ﻕﹴﺮﺒﺘ ﺇﹺﺳﻦﺎ ﻣﻬﻨﻄﹶﺎﺋﺵﹴ ﺑﻠﹶﻰ ﻓﹸﺮ ﻋﲔﺌﻜﺘﻣ

【他们靠在用锦缎做里子的坐褥上。】 ②
P37F

-天堂居民的绒毯：
-清高的真主说：
：]ﺍﻟﻐﺎﺷﻴﺔ ﺁﻳﺔ

ﺜﹸﻮﺛﹶﺔﹲﺒ ﻣﺍﺑﹺﻲﺭﺯﻔﹸﻮﻓﹶ ﺔﹲ ﻭﺼ ﻣﺎﺭﹺﻕﻤﻧﻭ
[(١٦-١٥)

【[15]有排列着的靠枕，[16]有铺展开的绒
毯。】 ③
P378F

-清高的真主说：
:]ﺍﻟﺮﲪﻦ ﺁﻳﺔ

ﺎﻥﺴﻘﹶﺮﹺﻱﹴّ ﺣﺒﻋﺮﹴ ﻭﻀ ﺧﻑﻓﹾﺮﻠﹶﻰ ﺭ ﻋﲔﺌﻜﺘﻣ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338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616 段
《至仁主章》第٥٤节
③
《大灾章》第 15-16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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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٧٦)
【他们靠在翠绿的坐褥和美丽的花毯上。】①
P379F

-天堂的床：
它就是家庭所用的床，或者是带靠垫的椅
子。
-清高的真主说：
：]ﺍﳌﻄﻔﻔﲔ ﺁﻳﺔ

ﻭﻥﹶﻨﻈﹸﺮ ﻳﻚﺍﺋﻠﹶﻰ ﺍﻷَﺭﻴﻢ ﻋﻌﻲ ﻧ ﻟﹶﻔﺍﺭﺮﺇﹺﻥﱠ ﺍﻷَﺑ
[(٢٣-٢٢)

【[22]善人们必在恩泽中，[23]靠在床上注
视着。
】②
P380F

-清高的真主说：
ﺮﹺﻳﺮﺍﹰﻬﻣﻻﹶ ﺯﺴﺎﹰ ﻭﻤﺎ ﺷﻴﻬﻥﹶ ﻓﻭﺮ ﻻﹶ ﻳﻚﺍﺋﻠﹶﻰ ﺍﻷَﺭﺎ ﻋﻴﻬ ﻓﲔﺌﻜﺘﻣ
[(١٣) :]ﺍﻹِﻧﺴﺎﻥ ﺁﻳﺔ
【他们在乐园中，靠在床上，不觉炎热，也

①

《至仁主章》第٧٦节
《称量不公章》第 22-2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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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觉严寒。
】①
P381F

-清高的真主说：
ﻲ ﻓﻢﻬﺍﺟﻭﺃﹶﺯ ﻭﻢﻫ

ٍﻮﻥﹶﻬﻞﹴ ﻓﹶﺎﻛﻐﻲ ﺷ ﻓﻡﻮ ﺍﻟﻴﺔ ﺍﳉﹶﻨﺎﺏﺤﺇﹺﻥﱠ ﺃﹶﺻ
[(٥٦-٥٥):ﺌﹸﻮﻥﹶ ]ﻳﺲ ﺁﻳﺔﻜﺘ ﻣﻚﺍﺋﻠﹶﻰ ﺍﻷَﺭﻼﻝﹴ ﻋﻇ

【[55]乐园的居民在那日确是从事于愉乐
的。[56]他们和自己的配偶，在树荫下，靠在床
上。】 ②
P382F

-描述天堂居民的高榻：
-清高的真主说：
ﲔﻘﹶﺎﺑﹺﻠﺘﺭﹴ ﻣﺮﻠﹶﻰ ﺳﺍﻧﺎﹰ ﻋﻮﻞﹴّ ﺇﹺﺧ ﻏﻦﻢ ﻣﻭﺭﹺﻫﺪﻲ ﺻﺎ ﻓﺎ ﻣﻨﻋﺰﻧﻭ
[(٤٧) :]ﺍﳊﺠﺮ ﺁﻳﺔ
【我清除他们胸中的怨恨，他们将成为弟
兄，在高榻上相对而坐。
】③
P38F

-清高的真主说：
①

《人章》第١٣节
《雅辛章》第 55-56 节
③
《石谷章》第 47 节
②

361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ﺍﻟﻄﻮﺭ ﺁﻳﺔ

ﲔﹴﻮﺭﹴ ﻋﻢ ﺑﹺﺤﺎﻫﻨﺟﻭﺯ ﻭﻔﹸﻮﻓﹶﺔﺼﺭﹴ ﻣﺮﻠﹶﻰ ﺳ ﻋﲔﺌﻜﺘﻣ
[(٢٠)

【他们靠在分列成行的床上，我将以白皙
的、美目的女子做他们的伴侣。】 ①
P384F

P

-清高的真主说：
: ]ﺍﻟﻮﺍﻗﻌﺔ ﺁﻳﺔ ﲔﻘﹶﺎﺑﹺﻠﺘﺎ ﻣﻬﻠﹶﻴ ﻋﲔﺌﻜﺘ ﻣ ﺔﻮﻧﺿﻮﺭﹴ ﻣﺮﻠﹶﻰ ﺳﻋ
[(١٦-١٥)
【[15]在珠宝镶成的床榻上，[16]彼此相对
地靠在上面。】 ②
P385F

-清高的真主说：
[(١٣) ：ﺔﹲ ]ﺍﻟﻐﺎﺷﻴﺔ ﺁﻳﺔﻓﹸﻮﻋﺮ ﻣﺭﺮﺎ ﺳﻴﻬﻓ
【里面有高榻。
】③
P386F

-描述天堂居民的器皿：
-清高的真主说：
①

《山岳章》第 20 节
《大事章》第 15-16 节
③
《大灾章》第 1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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ﻳﻄﹸﻮﻑ ﻋﻠﹶﻴﻬﹺﻢ ﻭﻟﹾﺪﺍﻥﹲ ﻣﺨﻠﱠﺪﻭﻥﹶ
ﻣﻌﲔﹴ

ﺑﹺﺄﹶﻛﹾﻮﺍﺏﹴ ﻭﺃﹶﺑﺎﺭﹺﻳﻖ ﻭﻛﹶ ﹾﺄﺱﹴ ﻣﻦ

]ﺍﻟﻮﺍﻗﻌﺔ ﺁﻳﺔ[(١٨-١٧) :

【[17]长生不老的僮仆，轮流着服待他们，
。[18]捧着盏和壶，与满杯的醴泉
①】
P387F

-清高的真主说：
ﺸﺘﻬﹺﻴﻪ
ﻳﻄﹶﺎﻑ ﻋﻠﹶﻴﻬﹺﻢ ﺑﹺﺼﺤﺎﻑ ﻣﻦ ﺫﹶﻫﺐﹴ ﻭﺃﹶﻛﹾﻮﺍﺏﹴ ﻭﻓﻴﻬﺎ ﻣﺎ ﺗ 
ﺍﻷَﻧﻔﹸﺲ ﻭﺗﻠﹶﺬﱡ ﺍﻷَﻋﻴﻦ ﻭﺃﹶﻧﺘﻢ ﻓﻴﻬﺎ ﺧﺎﻟﺪﻭﻥﹶ

]ﺍﻟﺰﺧﺮﻑ ﺁﻳﺔ[(٧١) :

。【将有金盘和金杯，在他们之间依次传递
乐园中有心所恋慕，眼所欣赏的乐趣，你们将永
② 】。居其中
P38F

-清高的真主说：
ﻭﻳﻄﹶﺎﻑ ﻋﻠﹶﻴﻬﹺﻢ ﺑﹺﺂﻧﹺﻴﺔ ﻣﻦ ﻓﻀﺔ ﻭﺃﹶﻛﹾﻮﺍﺏﹴ ﻛﹶﺎﻧﺖ ﻗﹶﻮﺍﺭﹺﻳﺮ ﻗﹶﻮﺍﺭﹺﻳﺮ ﻣﻦ
ﻓﻀﺔ ﻗﹶﺪﺭﻭﻫﺎ ﺗﻘﹾﺪﻳﺮﺍﹰ ]ﺍﻹِﻧﺴﺎﻥ ﺁﻳﺔ[(١٦-١٥) :
【[15]将有人在他们之间传递银盘和玻璃
杯——[16]晶莹如玻璃的银杯，他们预定每杯的

①

《大事章》第 17-18 节
《金饰章》第 71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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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
①】
）-阿布杜拉·本·盖伊斯（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٤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ﻗﻴ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F
ﻗﺎﻝ» :ﺟَﻨﱠﺘَﺎﻥِ ﻣِﻦْ ﻓِﻀﱠﺔٍ ﺁﻧﻴَﺘُـﻬُـﻤَﺎ ﻭَﻣَﺎ ﻓِﻴﻬِـﻤَﺎ ،ﻭَﺟَﻨﱠﺘَﺎﻥِ ﻣِﻦْ ﺫَﻫَﺐٍ
ﺁﻧِﻴَﺘُـﻬُـﻤَﺎ ﻭَﻣَﺎ ﻓِﻴْـﻬِـﻤَﺎ ،ﻭَﻣَﺎ ﺑَﻴْﻦَ ﺍﻟﻘَﻮﻡِ ﻭَﺑَﻴْﻦَ ﺃَﻥْ ﻳَﻨْﻈُﺮُﻭﺍ ﺇﻟَﻰ ﺭَﺑﱢﻬِـﻢْ ﺇﻻ
ﺭِﺩَﺍءُ ﺍﻟﻜِﺒْﺮِﻳَﺎءِ ﻋَﻠَﻰ ﻭَﺟْﻬِﻪِ ﻓِﻲ ﺟَﻨﱠﺔِ ﻋَﺪْﻥٍ«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有两座天堂及其中所有的器皿全都是银
子的；有两座天堂及其中所有的器皿全都是金子
的；人们在‘阿德尼’天堂里亲见他们的养主，
。中间只隔着真主伟大的幔子
②”
P390F

-天堂居民的饰品及服饰：
-清高的真主说：

①

《人章》第١٥-16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744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80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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ﺠﺮﹺﻱ ﻣﻦ
ﺇﹺﻥﱠ ﺍﻟﻠﱠﻪ ﻳﺪﺧﻞﹸ ﺍﻟﱠﺬﻳﻦ ﺁﻣﻨﻮﺍ ﻭﻋﻤﻠﹸﻮﺍ ﺍﻟﺼﺎﻟﺤﺎﺕ ﺟﻨﺎﺕ ﺗ 
ﺗﺤﺘﻬﺎ ﺍﻷَﻧﻬﺎﺭ ﻳﺤﻠﱠﻮﻥﹶ ﻓﻴﻬﺎ ﻣﻦ ﺃﹶﺳﺎﻭﹺﺭ ﻣﻦ ﺫﹶﻫﺐﹴ ﻭﻟﹸﺆﻟﹸﺆﺍﹰ ﻭﻟﺒﺎﺳﻬﻢ ﻓﻴﻬﺎ ﺣﺮﹺﻳﺮ
]ﺍﳊﺞ ﺁﻳﺔ[(٢٣) :
【真主必定要使信道而且行善者进入那下
临诸河的乐园，他们在其中得享用金镯和珍珠作
。装饰，他们的衣服是丝绸的
①】
P391F

-清高的真主说：
ﺃﹸﻭﻟﹶﺌﻚ ﻟﹶﻬﻢ ﺟﻨﺎﺕ ﻋﺪﻥ ﺗﺠﺮﹺﻱ ﻣﻦ ﺗﺤﺘﻬﹺﻢ ﺍﻷَﻧﻬﺎﺭ ﻳﺤﻠﱠﻮﻥﹶ ﻓﻴﻬﺎ ﻣ ﻦ
ﺃﹶﺳﺎﻭﹺﺭ ﻣﻦ ﺫﹶﻫﺐﹴ ﻭﻳﻠﹾﺒﺴﻮﻥﹶ ﺛﻴﺎﺑﺎﹰ ﺧﻀﺮﺍﹰ ﻣﻦ ﺳﻨﺪﺱﹴ ﻭﺇﹺﺳﺘﺒﺮﻕﹴ ﻣﺘﻜﺌﲔ ﻓﻴﻬﺎ ﻋﻠﹶﻰ
]ﺍﻟﻜﻬﻒ ﺁﻳﺔ[(٣١) :

ﺍﻷَﺭﺍﺋﻚ ﻧﹺﻌﻢ ﺍﻟﺜﱠﻮﺍﺏ ﻭﺣﺴﻨﺖ ﻣﺮﺗﻔﹶﻘﺎﹰ

【这等人得享受常住的乐园，他们下临诸
河，他们在乐园里，佩金质的手镯，穿绫罗锦缎
的绿袍，靠在床上。那报酬，真优美！那归宿，
② 】！真美好
P392F

-清高的真主说：

①

《朝觐章》第 23 节
《山洞章》第 31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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ﺔﻀﻦ ﻓ ﻣﺎﻭﹺﺭﻠﱡﻮﺍ ﺃﹶﺳﺣ ﻭﻕﺮﺒﺘﺇﹺﺳ ﻭﺮﻀﺱﹴ ﺧﻨﺪ ﺳﺎﺏﻴ ﺛﻢﻬﻴﺎﻟﻋ
[(٢١) :ﻮﺭﺍﹰ ]ﺍﻹِﻧﺴﺎﻥ ﺁﻳﺔﺍﺑﺎﹰ ﻃﹶﻬﺮ ﺷﻢﻬﺑ ﺭﻢﻘﹶﺎﻫﺳﻭ
【他们将穿着绫罗锦缎的绿袍，他们将享受
银镯的装饰，他们的主，将以纯洁的饮料赏赐他
们。】 ①
P39F

-天堂里第一位穿衣的人：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ﻭﺇﻥﱠ...» : ﻗﺎﻝF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ﺃَﻭﱠﻝَ ﺍﻟﺨَﻼﺋِﻖِ ﻳُﻜْﺴَﻰ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ﺇﺑْﺮَﺍﻫِﻴْـﻢُ ﺍﻟﺨَﻠِﻴْﻞ
“……复生日，众生中第一位获得穿衣的
是真主的爱友伊布拉欣。
”②
P394F

描述天堂居民的服侍者：

①

《人章》第٢١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26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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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ﻳﻄﹸﻮﻑ ﻋﻠﹶﻴﻬﹺﻢ ﻭﻟﹾﺪﺍﻥﹲ ﻣﺨﻠﱠﺪﻭﻥﹶ
ﻣﻌﲔﹴ

ﺑﹺﺄﹶﻛﹾﻮﺍﺏﹴ ﻭﺃﹶﺑﺎﺭﹺﻳﻖ ﻭﻛﹶ ﹾﺄﺱﹴ ﻣﻦ

]ﺍﻟﻮﺍﻗﻌﺔ ﺁﻳﺔ[(١٨-١٧) :

【[17]长生不老的僮仆，轮流着服待他们，
。[18]捧着盏和壶，与满杯的醴泉
①】
P395F

-清高的真主说：
ﻭﻳﻄﹸﻮﻑ ﻋﻠﹶﻴﻬﹺﻢ ﻭﻟﹾﺪﺍﻥﹲ ﻣﺨﻠﱠﺪﻭﻥﹶ ﺇﹺﺫﹶﺍ ﺭﺃﹶﻳﺘﻬﻢ ﺣﺴِﺒﺘﻬﻢ ﻟﹸﺆﻟﹸﺆﺍﹰ ﻣﻨﺜﹸﻮﺭﺍﹰ
]ﺍﻹِﻧﺴﺎﻥ ﺁﻳﺔ[(١٩) :
。【许多长生不老的少年，轮流着服侍他们
当你看见那些少年的时候，你以为他们是些散漫
② 】。的珍珠
P396F

-清高的真主说：
ﻭﻳﻄﹸﻮﻑ ﻋﻠﹶﻴﻬﹺﻢ ﻏﻠﹾﻤﺎﻥﹲ ﻟﱠﻬﻢ ﻛﹶﺄﹶﻧﻬﻢ ﻟﹸﺆﻟﹸﺆ ﻣﻜﹾﻨﻮﻥﹲ

]ﺍﻟﻄﻮﺭ ﺁﻳﺔ:

)[(٢٤
【他们的僮仆轮流着服侍他们，那些僮仆，

①

《大事章》第 17-18 节
《人章》第١٩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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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藏在蚌壳里的珍珠一样。
】①

-天堂居民吃的第一种食品：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阿布杜拉·本·色俩姆请教先知穆罕默德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天堂的居民吃的第
一种食品是什么？先知说：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ﺳﻼﻡ-١
: ﻣﺎ ﺃﻭﻝ ﻃﻌﺎﻡ ﻳﺄﻛﻠﻪ ﺃﻫﻞ ﺍﻟﺠﻨﺔ؟ ﻓﻘﺎﻝF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ﺳﺄﻝ ﺍﻟﻨﺒﻲ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ﺯِﻳَﺎﺩَﺓُ ﻛَﺒِﺪِ ﺣُﻮﺕ
“是鱼肝尖。” ②
P398F

-稍巴尼（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我在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身边站着，
来了一位犹太学者……犹太学者说：“……谁是
第一个过桥者？”使者说：

①

《山岳章》第 24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29 段

②

368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٢ﻋﻦ ﺛﻮﺑﺎﻥ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ﻨﺖ ﻗﺎﺋﻤﺎً ﻋﻨﺪ ﺭﺳﻮﻝ ﺍﷲ
 Fﻓﺠﺎء ﺣَﺒﺮ ﻣﻦ ﺃﺣﺒﺎﺭ ﺍﻟﻴﻬﻮﺩ- ...ﻭﻓﻴﻪ :-ﻓﻘﺎﻝ ﺍﻟﻴﻬﻮﺩﻱ ..ﻓَﻤَﻦْ ﺃﻭﻝ
ﺍﻟﻨﺎﺱ ﺇﺟﺎﺯﺓ؟ ﻗﺎﻝ» :ﻓُﻘَﺮَﺍءُ ﺍﻟﻤُﻬَﺎﺟِﺮِﻳﻦَ« ﻗﺎﻝ ﺍﻟﻴﻬﻮﺩﻱ :ﻓﻤﺎ ﺗﺤﻔﺘﻬﻢ
ﺣﻴﻦ ﻳﺪﺧﻠﻮﻥ ﺍﻟﺠﻨﺔ؟ ﻗﺎﻝ» :ﺯِﻳَﺎﺩَﺓُ ﻛَﺒِﺪِ ﺍﻟﻨﱡﻮﻥِ« ﻓﻘﺎﻝ ﻓﻤﺎ ﻏﺬﺍﺅﻫﻢ ﻋﻠﻰ
ﺇﺛﺮﻫﺎ؟ ﻗﺎﻝ» :ﻳُﻨْﺤَﺮُ ﻟَـﻬُـﻢْ ﺛَﻮﺭُ ﺍﻟﺠَﻨﱠﺔِ ﺍﻟﱠﺬِﻱ ﻛَﺎﻥَ ﻳَﺄْﻛُﻞُ ﻣِﻦْ ﺃَﻃْﺮَﺍﻓِﻬَﺎ«
ﻗﺎﻝ :ﻓﻤﺎ ﺷﺮﺍﺑﻬﻢ ﻋﻠﻴﻪ ﻗﺎﻝ» :ﻣِﻦْ ﻋَﻴْﻦٍ ﻓِﻴْـﻬَﺎ ﺗُﺴَﻤﱠﻰ ﺳَﻠْﺴَﺒِﻴﻼً«.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迁士中的穷人。”犹太学者说：“当他们
进入天堂时，他们所得到的礼品是什么？”使者
说：
。“是鱼肝尖
”他说：
”？“他们紧接着吃什么呢
使者说：“天堂中牧放的一头公牛被宰杀供他们
享用。”他说：“他们喝什么？”使者说：“喝天
。堂中有名的‘清快泉’的水
①”
P39F

-描述天堂居民的食品：
-清高的真主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315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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ﺍﺩﺧﻠﹸﻮﺍ ﺍﳉﹶﻨﺔﹶ ﺃﹶﻧﺘﻢ ﻭﺃﹶﺯﻭﺍﺟﻜﹸﻢ ﺗﺤﺒﺮﻭﻥﹶ ﻳﻄﹶﺎﻑ ﻋﻠﹶﻴﻬﹺﻢ ﺑﹺﺼﺤﺎﻑ ﻣﻦ
ﺫﹶﻫﺐﹴ ﻭﺃﹶﻛﹾﻮﺍﺏﹴ ﻭﻓﻴﻬﺎ ﻣﺎ ﺗﺸﺘﻬﹺﻴﻪ ﺍﻷَﻧﻔﹸﺲ ﻭﺗﻠﹶﺬﱡ ﺍﻷَﻋﻴﻦ ﻭﺃﹶﻧﺘﻢ ﻓﻴﻬﺎ ﺧﺎﻟﺪﻭﻥﹶ
]ﺍﻟﺰﺧﺮﻑ ﺁﻳﺔ[(٧١-٧٠) :
【[70]“你们和你们的妻子，愉快地进乐园
去吧！[71]将有金盘和金杯，在他们之间依次传
递。乐园中有心所恋慕，眼所欣赏的乐趣，你们
① 】。将永居其中
P40F

-清高的真主说：
ﻣﺜﹶﻞﹸ ﺍﳉﹶﻨﺔ ﺍﻟﹶﺘﻲ ﻭﻋﺪ ﺍﳌﹸﺘﻘﹸﻮﻥﹶ ﺗﺠﺮﹺﻱ ﻣﻦ ﺗﺤﺘﻬﺎ ﺍﻷَﻧﻬﺎﺭ ﺃﹸﻛﹸﻠﹸﻬﺎ ﺩﺍﺋﻢ
ﻭﻇﻠﱡﻬﺎ

]ﺍﻟﺮﻋﺪ ﺁﻳﺔ[(٣٥) :

【已应许敬畏者的乐园，其情状是这样的：
那乐园下临诸河，其中的果实是永恒的，其中的
② 】。荫影也是永恒的
P401F

-清高的真主说：
ﻭﻓﹶﺎﻛﻬﺔ ﻣﻤﺎ ﻳﺘﺨﻴﺮﻭﻥﹶ ﻭﻟﹶﺤﻢﹺ ﻃﹶﻴﺮﹴ ﻣﻤﺎ ﻳﺸﺘﻬﻮﻥﹶ

]ﺍﻟﻮﺍﻗﻌﺔ ﺁﻳﺔ:

①

《金饰章》第 70-71 节
《雷霆章》第 35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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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٢١-٢٠
【[20]他们有自己所选择的水果，[21]和自
① 】。己所爱好的鸟肉
P402F

-清高的真主说：
ِﻛﹸﻠﹸﻮﺍ ﻭﺍﺷﺮﺑﻮﺍ ﻫﻨﹺﻴﺌﺎﹰ ﺑﹺﻤﺎ ﺃﹶﺳﻠﹶﻔﹾﺘﻢ ﻓﻲ ﺍﻷَﻳﺎﻡﹺ ﺍﳋﹶﺎﻟﻴﺔ

]ﺍﳊﺎﻗﺔ ﺁﻳﺔ:

)[(٢٤
【你们可以愉快地饮食，因为你们在过去的
。岁月中行过善
②】
P403F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٥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F
»ﺗَـﻜُﻮﻥُ ﺍﻷَﺭْﺽُ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ﺧُﺒْﺰَﺓً ﻭَﺍﺣِﺪَﺓً ،ﻳَﺘَـﻜَﻔﱠﺆُﻫَﺎ ﺍﻟﺠﺒﱠﺎﺭُ ﺑِﻴَﺪِﻩِ،
ﻛَﻤَﺎ ﻳَﻜْﻔَﺆُ ﺃَﺣَﺪُﻛُﻢْ ﺧُﺒْﺰَﺗَـﻪُ ﻓِﻲ ﺍﻟﺴﱠﻔَﺮِ ﻧُﺰُﻻً ﻷ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ﻭﻓﻴﻪ -ﻓﺄﺗﻰ
ﺭﺟﻞ ﻣﻦ ﺍﻟﻴﻬﻮﺩ ...ﻓﻘﺎﻝ :ﺃَﻻ ﺃُﺧْﺒِﺮُﻙَ ﺑِﺈﺩَﺍﻣِﻬِـﻢْ؟ ﻗﺎﻝ :ﺇﺩَﺍﻣُﻬُـﻢْ ﺑَﺎﻻﻡٌ

①

《大事章》第 20-21 节
《真灾章》第 24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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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ﺛَﻮْﺭٌ ﻭَﻧُﻮﻥٌ ﻳَﺄْﻛُﻞُ ﻣِﻦْ ﺯَﺍﺋِﺪَﺓِ ﻛَﺒِﺪِﻫِـﻤَﺎ:َ ﻭﻣَﺎ ﻫَﺬَﺍ؟ ﻗَﺎﻝ: ﻗﺎﻟﻮﺍ،ٌﻭَﻧُﻮﻥ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ﺳَﺒْﻌُﻮﻥَ ﺃَﻟْﻔﺎ
“复生日，大地将成为一个面包，强悍的
主亲自保护它，犹如你们某人在旅行中保护他的
面包一样，作为天堂居民客栈中的食物。”在其
中提到：来了一个犹太人，……他说：“我可以
“可以。”
告诉你他们的长久的食物吗？”使者说：
他说：
“他们的食物是巴拉姆和鲸鱼。”他们（众
“公牛和鱼，
圣门弟子）问：
“那是什么？”他说：
它俩的肝尖足够七万人的。” ①
P40F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我听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ﻳﻘﻮﻝF  ﺳﻤﻌﺖ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ﺟﺎﺑ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٦
،َ ﻭَﻻ ﻳَﺒُﻮﻟُﻮﻥ،َ ﻭَﻻ ﻳَﺘْﻔِﻠُﻮﻥ،َ ﻭَﻳَﺸْﺮَﺑُﻮﻥ،»ﺇﻥﱠ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ﻳَﺄْﻛُﻠُﻮﻥَ ﻓِﻴْـﻬَﺎ
ٌ »ﺟُﺸَﺎء: ﻓﻤﺎ ﺑﺎﻝ ﺍﻟﻄﻌﺎﻡ؟ ﻗﺎﻝ: ﻭَﻻ ﻳَـﻤْﺘَـﺨِﻄُﻮﻥ« ﻗﺎﻟﻮﺍ،َﻭَﻻ ﻳَﺘَﻐَﻮﱠﻃُﻮﻥ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2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79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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ﻭَﺭَﺷْﺢٌ ﻛَﺮَﺷْﺢِ ﺍﻟﻤﺴْﻚِ ﻳُﻠْـﻬَـﻤُﻮﻥَ ﺍﻟﺘﱠﺴْﺒِﻴْـﺢَ ﻭَﺍﻟﺘﱠﺤْـﻤِﻴﺪَ ﻛَﻤَﺎ ﻳُﻠْـﻬَـﻤُﻮﻥَ
ﺍﻟﻨﱠﻔَﺲَ«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天堂的居民在天堂中吃喝，他们不便不
。溺，不流鼻涕
”他们（众圣门弟子）说：
“那又
是什么食物呢？”使者说：“他们的饮食如麝香
散发出来的气味，他们轻松愉快地赞主超绝和赞
P

① ”。主至大，犹如他们轻松愉快地呼吸一样
P405F

-欧特白图·本·阿布杜勒素来米（愿主
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٧ﻋﻦ ﻋﺘﺒﺔ ﺑﻦ ﻋﺒﺪ ﺍﻟﺴﻠﻤ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ﻨﺖ ﺟﺎﻟﺴﺎً
ﻣﻊ ﺭﺳﻮﻝ ﺍﷲ  Fﻓﺠﺎء ﺃﻋﺮﺍﺑﻲ ﻓﻘﺎﻝ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ﺃﺳﻤﻌﻚ ﺗﺬﻛﺮ
ﺷﺠﺮﺓ ﻓﻲ ﺍﻟﺠﻨﺔ ﻻ ﺃﻋﻠﻢ ﻓﻲ ﺍﻟﺪﻧﻴﺎ ﺷﺠﺮﺓ ﺃﻛﺜﺮ ﺷﻮﻛﺎً ﻣﻨﻬﺎ -ﻳﻌﻨﻲ
ﺍﻟﻄﻠﺢ -ﻓﻘ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Fﻓَﺈﻥﱠ ﺍﷲَ ﻳَـﺠْﻌَﻞُ ﻣَﻜَﺎﻥَ ﻛُﻞﱢ ﺷَﻮْﻛَﺔٍ ﻣِﺜْﻞَ
ﺧِﺼْﻴَﺔِ ﺍﻟﺘﱠﻴْﺲِ ﺍﻟﻤَﻠْﺒُﻮﺩِ -ﻳﻌﻨﻲ ﺍﻟﻤﺨﺼﻲ -ﻓِﻴﻬَﺎ ﺳَﺒْﻌُﻮﻥَ ﻟَﻮْﻧﺎً ﻣِﻦَ
ﺍﻟﻄﱠﻌَﺎﻡِ ﻻ ﻳُﺸْﺒِـﻪُ ﻟَﻮْﻧُـﻪُ ﻟَﻮْﻥَ ﺍﻵﺧَﺮِ«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ﻄﺒﺮﺍﻧﻲ ﻓﻲ ﺍﻟﻜﺒﻴﺮ
ﻭﻓﻲ ﻣﺴﻨﺪ ﺍﻟﺸﺎﻣﻴﻴﻦ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3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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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坐在一起，来了一个游牧人，他说：
‘主
的使者啊！我听你提到在天堂里有一棵树，我不
知道在今世里有比它更多刺的树了。’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真主使每根
刺的位置都类似健壮的公山羊蛋一样大，在其中
有七十种不同的菜肴’。” ①

-描述天堂居民的饮料：
-清高的真主说：
] ﺍﻹِﻧﺴﺎﻥ

ﺎ ﻛﹶﺎﻓﹸﻮﺭﺍﹰﻬﺍﺟﺰﻦ ﻛﹶﺄﹾﺱﹴ ﻛﹶﺎﻥﹶ ﻣﻮﻥﹶ ﻣﺑﺮﺸ ﻳﺍﺭﺮﺇﹺﻥﱠ ﺍﻷَﺑ
[(٥) :ﺁﻳﺔ

【善人们必得饮含有樟脑的醴泉。
】②
P407F

-清高的真主说：
[(١٧) :]ﺍﻹِﻧﺴﺎﻥ ﺁﻳﺔ

ﳒﹶﺒﹺﻴﻼﹰﺎ ﺯﻬﺍﺟﺰﺎ ﻛﹶﺄﹾﺳﺎﹰ ﻛﹶﺎﻥﹶ ﻣﻴﻬﻥﹶ ﻓﻘﹶﻮﺴﻳﻭ

①

《泰白拉尼大词汇集》（130/7），
《萨米伊尼圣训集》（282/1），《正
确丛书》第 2734 段
②
《人章》第 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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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得用那些杯饮含有姜汁的醴泉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ﻳﺴﻘﹶﻮﻥﹶ ﻣﻦ ﺭﺣﻴﻖﹴ ﻣﺨﺘﻮﻡﹴ ﺧﺘﺎﻣﻪ ﻣﺴﻚ ﻭﻓﻲ ﺫﹶﻟﻚ ﻓﹶ ﹾﻠﻴﺘﻨﺎﻓﹶﺲﹺ
ﺍﳌﹸﺘﻨﺎﻓﺴﻮﻥﹶ

ﻭﻣﺰﺍﺟﻪ ﻣﻦ ﺗﺴﻨﹺﻴﻢﹴ ﻋﻴﻨﺎﹰ ﻳﺸﺮﺏ ﺑﹺﻬﺎ ﺍﳌﹸﻘﹶﺮﺑﻮﻥﹶ ]ﺍﳌﻄﻔﻔﲔ ﺁﻳﺔ:

)[(٢٨-٢٥
【[25]他们将饮封存的天醇，[26]封瓶口
的，是麝香。让贪爱这种幸福的人们，争先为善
]吧！[27]天醇的混合物，是由太斯尼姆来的，[28
② 】。那是一眼泉水，真主所亲近的人将饮它
P409F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٤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F
»ﺍﻟﻜَﻮْﺛَﺮُ ﻧَـﻬْﺮٌ ﻓِﻲ ﺍﻟﺠَﻨﱠﺔِ ،ﺣَﺎﻓَﺘَﺎﻩُ ﻣِﻦْ ﺫَﻫَﺐٍ ،ﻭَﻣَـﺠْﺮَﺍﻩُ ﻋَﻠَﻰ ﺍﻟﺪﱡﺭﱢ
ﻭَﺍﻟﻴَﺎﻗُﻮﺕِ ،ﺗُﺮْﺑَﺘُـﻪُ ﺃَﻃْﻴَﺐُ ﻣِﻦَ ﺍﻟﻤِﺴْﻚِ ،ﻭَﻣَﺎﺅُﻩُ ﺃَﺣْﻠَﻰ ﻣِﻦَ ﺍﻟﻌَﺴَﻞِ،
ﻭَﺃَﺑْﻴَﺾُ ﻣِﻦَ ﺍﻟﺜﱠﻠْـﺞِ«.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①

《人章》第١٩节
《称量不公章》第 22-24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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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塞尔’是天堂里的一条河，其两边是
黄金岸，河床是珍珠和宝石，其泥土比麝香还美，
水比蜜还甜，比雪还白。
”①

-描述天堂的树木及水果：
1-清高的真主说：
:] ﺍﻹِﻧﺴﺎﻥ ﺁﻳﺔ

ﻴﻼﹰﺗﺬﹾﻟ ﺎ ﻗﹸﻄﹸﻮﻓﹸﻬﺫﹸﻟﱢﻠﹶﺖﺎ ﻭﻼﻟﹸﻬ ﻇﻬﹺﻢﻠﹶﻴﺔﹰ ﻋﺍﻧﹺﻴﺩﻭ
[(١٤)

【乐园的荫影覆庇着他们，乐园的果实，他
们容易采摘。】 ②
P41F

2-清高的真主说：
]ﺍﳌﺮﺳﻼﺕ

ﻮﻥﹶﻬﺘﺸﺎ ﻳﻤ ﻣﻪﺍﻛﻓﹶﻮ ﻭﻮﻥﻴﻋﻼﻝﹴ ﻭﻲ ﻇ ﻓﲔﻘﺇﹺﻥﱠ ﺍﳌﹸﺘ
[(٤٢-٤١) ：ﺁﻳﺔ

【[41]敬畏的人们，必定在树荫之下，清泉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361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伊
本马哲圣训集》第 4334 段
②
《人章》第 1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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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滨，[42]享受他们爱吃的水果。】 ①
3-清高的真主说：清高的真主说：
:]ﺹ ﺁﻳﺔ

ﺍﺏﹴﺮﺷ ﻭﺓﲑ ﻛﹶﺜﺔﻬﺎ ﺑﹺﻔﹶﺎﻛﻴﻬﻮﻥﹶ ﻓﻋﺪﺎ ﻳﻴﻬ ﻓﲔﺌﻜﺘﻣ
[(٥١)

【他们在园中，靠在床上；他们在园中叫人
拿种种水果和饮料来。】 ②
P413F

4-清高的真主说：
[(١٥) :]ﳏﻤﺪ ﺁﻳﺔ

ﺍﺕﺮﻦ ﻛﹸﻞﱢ ﺍﻟﺜﱠﻤﺎ ﻣﻴﻬ ﻓﻢﻟﹶﻬﻭ

【他们在乐园中，有各种水果，可以享受。
】③
P41F

5-清高的真主说：
[(٣٢-٣١) :]ﺍﻟﻨﺒﺄ ﺁﻳﺔ

ﺎﺑﺎﹰﻨﺃﹶﻋ ﻭﻖﺍﺋﺪﻔﹶﺎﺯﺍﹰ ِﺣ ﻣﲔﻘﺘﻠﹾﻤﺇﹺﻥﱠ ﻟ

【[31]敬畏的人们必有一种收获，[32]许多
园圃和葡萄。】 ④
P415F

6-清高的真主说：
ﺎﻴﻬﹺﻤﻓ

[(٥٢) :]ﺍﻟﺮﲪﻦ ﺁﻳﺔ

ﺎﻥﺟﻭ ﺯﺔﻬﻦ ﻛﹸﻞﱢ ﻓﹶﺎﻛﺎ ﻣﻴﻬﹺﻤﻓ

①

《天使章》第 41-42 节
《萨德章》第٥١节
③
《穆罕默德章》第١٥节
④
《消息章》第 31-32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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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٦٨) :]ﺍﻟﺮﲪﻦ ﺁﻳﺔ

ﺎﻥﹲﻣﺭﻞﹲ ﻭﺨﻧﺔﹲ ﻭﻬﻓﹶﺎﻛ

【在那两座乐园里，每种水果，都有两样。
】①
P416F

P

【在那两座乐园里，有水果，有椰枣，有石榴。】②
P417F

7-清高的真主说：
[(٥٥) :]ﺍﻟﺪﺧﺎﻥ ﺁﻳﺔ

ﻨﹺﲔ ﺁﻣﺔﻬﺎ ﺑﹺﻜﹸﻞﱢ ﻓﹶﺎﻛﻴﻬﻮﻥﹶ ﻓﻋﺪﻳ

【他们在乐园中，将安全地索取各种水
果。】 ③
P418F

8-清高的真主说：
ﻃﹶ ﹾﻠﺢﹴ ﻭﻮﺩﻀﺨﺭﹴ ﻣﺪﻲ ﺳﲔﹺ ﻓﻤ ﺍﻟﻴﺎﺏﺤﺎ ﺃﹶﺻﲔﹺ ﻣﻤ ﺍﻟﻴﺎﺏﺤﺃﹶﺻﻭ
ﻻﹶ ﻭﺔﻘﹾﻄﹸﻮﻋﻻﹶ ﻣ

ﺓﲑ ﻛﹶﺜﺔﻬﻓﹶﺎﻛﻜﹸﻮﺏﹴ ﻭﺴﺎﺀٍ ﻣﻣ ﻭﻭﺩﺪﻤﻞﹴّ ﻣﻇ ﻭﻮﺩﻨﻀﻣ
[(٣٣-٢٧) : ]ﺍﻟﻮﺍﻗﻌﺔ ﺁﻳﺔﺔﻮﻋﻨﻤﻣ

【[27]幸福者，幸福者是何等的人？[28]
他们享受无刺的酸枣树，[29]结实累累的（香蕉）
树；[30]漫漫的树荫；[31]泛泛的流水；[32]
丰富的水果，[33]四时不绝，可以随意摘食。】④
P419F

①

《至仁主章》第 52 节
《至仁主章》第 68 节
③
《烟雾章》第 55 节
④
《大事章》第 27-3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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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清高的真主说：
ﻓﻲ ﺟﻨﺔ ﻋﺎﻟﻴﺔ
ﻓﻲ ﺍﻷَﻳﺎﻡﹺ ﺍﳋﹶﺎﻟﻴﺔ

ﻗﹸﻄﹸﻮﻓﹸﻬﺎ ﺩﺍﻧﹺﻴﺔﹲ ِﻛﹸﻠﹸﻮﺍ ﻭﺍﺷﺮﺑﻮﺍ ﻫﻨﹺﻴﺌﺎﹰ ﺑﹺﻤﺎ ﺃﹶ ﺳﻠﹶ ﹾﻔﺘ ﻢ

]ﺍﳊﺎﻗﺔ ﺁﻳﺔ[(٢٤-٢٢) :

【[22]在崇高的乐园里，[23]那里面的水果
伸手可得。[24]“你们可以愉快地饮食，因为你
”。们在过去的岁月中行过善
①】
P420F

）10-马立克·本·率阿率阿（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登
霄的故事里提到，先知说：
 -١٠ﻋﻦ ﻣﺎﻟﻚ ﺑﻦ ﺻﻌﺼﻌ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ﻓﻲ ﻗﺼﺔ
ﺍﻟﻤﻌﺮﺍﺝ –ﻭﻓﻴﻪ :-ﺃﻥ ﺍﻟﻨﺒـﻲ  Fﻗــﺎﻝ» :ﻭَﺭُﻓِﻌَـﺖْ ﻟــِﻲ ﺳِﺪْﺭَﺓُ
ﺍﻟﻤﻨْﺘَـﻬَﻰ ﻓَﺈﺫَﺍ ﻧَﺒِﻘُﻬَﺎ ﻛَﺄَﻧﱠﻪُ ﻗِﻼﻝُ ﻫَﺠَﺮَ ،ﻭَﻭَﺭَﻗُﻬَﺎ ﻛَـﺄَﻧﱠــﻪُ ﺁﺫَﺍﻥُ ﺍﻟﻔُﻴُﻮﻝِ،
ﻓِﻲ ﺃَﺻْﻠِـﻬَﺎ ﺃَﺭْﺑَـﻌَﺔُ ﺃَﻧْـﻬَﺎﺭٍ :ﻧَـﻬْﺮَﺍﻥِ ﺑَﺎﻃِﻨَﺎﻥِ ،ﻭَﻧَـﻬْﺮَﺍﻥِ ﻇَﺎﻫِﺮَﺍﻥِ،
ﻓَﺴَﺄﻟْﺖُ ﺟِﺒْﺮﻳﻞَ ،ﻓَﻘَﺎﻝَ :ﺃَﻣﱠﺎ ﺍﻟﺒَﺎﻃِﻨَﺎﻥِ ﻓَﻔِﻲ ﺍﻟﺠَﻨﱠﺔِ ،ﻭَﺃَﻣﱠﺎ ﺍﻟﻈﱠﺎﻫِﺮَﺍﻥِ ﺍﻟﻨﱢﻴﻞُ
ﻭَﺍﻟﻔُﺮَﺍﺕُ«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当我被带到极境的酸枣林时，树的果实
①

《真灾章》第 22-2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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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海杰尔市水罐那么大，树的叶子如大象的耳
朵，四条河流从其根部流出，两条明河，两条暗
河。我问吉布拉依赖，他告诉我：‘两条暗河是
天堂中的河，两条明河是尼罗河和幼发拉底
河’。” ①
11-艾布塞尔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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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ﺇﻥﱠ: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١١
َﻓِﻲ ﺍﻟﺠَﻨﱠﺔِ ﻟَﺸَﺠَﺮَﺓً ﻳَﺴِﻴْﺮُ ﺍﻟﺮﱠﺍﻛِﺐُ ﺍﻟﺠَﻮﺍﺩَ ﺃَﻭ ﺍﻟﻤﻀَﻤﱠﺮَ ﺍﻟﺴﱠﺮﻳﻊَ ﻣﺎﺋَ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ﻋَﺎﻡٍ ﻣَﺎ ﻳَـﻘْﻄَﻌُﻬَﺎ
“在天堂里有一棵树，乘骑赛马在其树荫
下跑一百年，也跑不出其范畴。” ②
P42F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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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١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0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162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5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2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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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ﻣﺎ ﻓِﻲ ﺍﻟﺠَﻨﱠﺔِ ﺷَﺠَﺮَﺓٌ ﺇﻟﱠﺎ ﻭَﺳَﺎﻗُﻬَﺎ ﻣِﻦْ ﺫَﻫَﺐٍ«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① ”。“天堂中所有树的树干都是黄金的
P423F

-描述天堂的河流：
-清高的真主说：
ﺤﺘﻬﺎ
ﺇﹺﻥﱠ ﺍﻟﱠﺬﻳﻦ ﺁﻣﻨﻮﺍ ﻭﻋﻤﻠﹸﻮﺍ ﺍﻟﺼﺎﻟﺤﺎﺕ ﻟﹶﻬﻢ ﺟﻨﺎﺕ ﺗﺠﺮﹺﻱ ﻣﻦ ﺗ 
ﺍﻷَﻧﻬﺎﺭ ﺫﹶﻟﻚ ﺍﻟﻔﹶﻮﺯ ﺍﻟﻜﹶﺒﹺﲑ

]ﺍﻟﱪﻭﺝ ﺁﻳﺔ[(١١) :

【信道而且行善的人们，必入下临诸河的乐
。园，那确是伟大的成功
②】
P42F

-清高的真主说：
ﻣﺜﹶﻞﹸ ﺍﳉﹶﻨﺔ ﺍﻟﹶﺘﻲ ﻭﻋﺪ ﺍﳌﹸﺘﻘﹸﻮﻥﹶ ﻓﻴﻬﺎ ﺃﹶﻧﻬﺎﺭ ﻣﻦ ﻣﺎﺀٍ ﻏﹶﻴﺮﹺ ﺁﺳﻦﹴ ﻭﺃﹶﻧﻬﺎﺭ ﻣﻦ
ﻟﱠﺒﻦﹴ ﻟﱠﻢ ﻳﺘﻐﻴﺮ ﻃﹶﻌﻤﻪ ﻭﺃﹶﻧﻬﺎﺭ ﻣﻦ ﺧﻤﺮﹴ ﻟﱠﺬﱠﺓ ﻟﱢﻠﺸﺎﺭﹺﺑﹺﲔ ﻭﺃﹶﻧﻬﺎﺭ ﻣﻦ ﻋﺴﻞﹴ ﻣﺼﻔﻰ
ﻭﻟﹶﻬﻢ ﻓﻴﻬﺎ ﻣﻦ ﻛﹸﻞﱢ ﺍﻟﺜﱠﻤﺮﺍﺕ ﻭﻣﻐﻔﺮﺓﹲ ﻣﻦ ﺭﺑﻬﹺﻢ

]ﳏﻤﺪ ﺁﻳﺔ[(١٥) :

【敬畏的人们所蒙应许的乐园，其状况是这
样的：其中有水河，水质不腐；有乳河，乳味不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525 段
《十二宫章》第١١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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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有酒河，饮者称快；有蜜河，蜜质纯洁；他
们在乐园中，有各种水果，可以享受；还有从他
。们的主发出的赦宥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ﺇﹺﻥﱠ ﺍﳌﹸﺘﻘﲔ ﻓﻲ ﺟﻨﺎﺕ ﻭﻧﻬﺮﹴ ﻓﻲ ﻣﻘﹾﻌﺪ ﺻﺪﻕﹴ ﻋﻨﺪ ﻣﻠﻴﻚ ﻣ ﹾﻘﺘﺪﺭﹴ
]ﺍﻟﻘﻤﺮ ﺁﻳﺔ[(٥٥-٥٤) :
【[54]敬畏的人们，必定在乐园里，在光明
中，[55]在全能的主那里，得居一个如意的地
② 】。位
P426F

-艾奈斯·本·马立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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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٤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ﺑَﻴْﻨَﻤَﺎ ﺃَﻧَﺎ ﺃَﺳﻴﺮُ ﻓِﻲ ﺍﻟﺠَﻨﱠﺔِ ﺇﺫَﺍ ﺃَﻧَﺎ ﺑِﻨَـﻬَﺮٍ ﺣَﺎﻓَﺘَﺎﻩُ ﻗِﺒﺎﺏُ ﺍﻟﺪﱡﺭﱢ ﺍﻟﻤُـﺠَﻮﱠﻑِ،
ﻗُﻠْﺖُ ﻣَﺎ ﻫَﺬَﺍ ﻳَﺎ ﺟِﺒْﺮِﻳﻞُ؟ ﻗَﺎﻝَ :ﻫَﺬَﺍ ﺍﻟﻜَﻮْﺛَﺮُ ﺍﻟﱠﺬِﻱ ﺃَﻋْﻄَﺎﻙَ ﺭَﺑﱡﻚَ ،ﻓَﺈﺫَﺍ

①

《穆罕默德章》第١٥节
《月亮章》第 54-55 节

②

382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ﺃَﻭْ ﻃﻴﻨُـﻪُ ﻣِﺴْﻚٌ ﺃﺫْﻓَﺮ،ُﻃﻴﺒُـﻪ
“正当我在天堂中夜行，突然我看见一条
河，两边都是空心的珍珠圆顶屋，我问吉布拉依
赖：‘这是什么呀？吉布拉依赖！’他说：‘这是
你的主恩赐你的考塞尔——多福河；’其香味比
麝香还美。
”①
P427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٥
.«ِ ﻛُﻞﱞ ﻣِﻦْ ﺃَﻧْـﻬَﺎﺭِ ﺍﻟﺠَﻨّﺔ،ُ ﻭَﺍﻟﻔُﺮَﺍﺕُ ﻭَﺍﻟﻨﱢﻴﻞ،ُ»ﺳَﻴْـﺤَﺎﻥُ ﻭَﺟَﻴْـﺤَﺎﻥ:F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锡尔河、阿姆河 ②、幼发拉底河、尼罗河
P428F

P

均属天堂的河流。” ③
P429F

-描述天堂的泉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81 段
译者注：锡尔河与阿姆河位处接近沙姆的亚美尼亚地区，详见《穆
斯林圣训集注释》
，作者：脑威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3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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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٤٥) :]ﺍﳊﺠﺮ ﺁﻳﺔ

ﻮﻥﻴﻋ ﻭﺎﺕﻨﻲ ﺟ ﻓﲔﻘﺇﹺﻥﱠ ﺍﳌﹸﺘ

【敬畏者们必定在一些乐园和源泉之间。
】①
P430F

-清高的真主说：
ﺏﺸﺮ
 ﻨﺎﹰ ﻳﻴﻋ

ﺎ ﻛﹶﺎﻓﹸﻮﺭﺍﹰﻬﺍﺟﺰﻦ ﻛﹶﺄﹾﺱﹴ ﻛﹶﺎﻥﹶ ﻣﻮﻥﹶ ﻣﺑﺮﺸ ﻳﺍﺭﺮﺇﹺﻥﱠ ﺍﻷَﺑ
[(٦-٥) :] ﺍﻹِﻧﺴﺎﻥ ﺁﻳﺔ

ﻔﹾﺠﹺﲑﺍﹰﺎ ﺗﻬﻭﻧﺮﻔﹶﺠ ﻳ ﺍﻟﻠﱠﻪﺎﺩﺒﺎ ﻋﺑﹺﻬ

【[5]善人们必得饮含有樟脑的醴泉，[6]
即真主的众仆所饮的一道泉水，他们将使它大量
涌出。
】②
P431F

-清高的真主说：
：]ﺍﳌﻄﻔﻔﲔ ﺁﻳﺔ

ﻮﻥﹶﺑﺎ ﺍﳌﹸ ﹶﻘﺮ ﺑﹺﻬﺏﺮﺸﻨﺎﹰ ﻳﻴﻨﹺﻴﻢ ﻋﺴﻦ ﺗ ﻣﻪﺍﺟﺰﻣﻭ
[(٢٨-٢٧)

【[27]天醇的混合物，是由太斯尼姆来的，
[28]那是一眼泉水，真主所亲近的人将饮它。】③
P432F

①

《石谷章》第 45 节
《人章》第 5-6 节
③
《称量不公章》第 22-2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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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ﻓﻴﻬﹺﻤﺎ ﻋﻴﻨﺎﻥ ﺗﺠﺮﹺﻳﺎﻥ
ﻧﻀﺎﺧﺘﺎﻥ
P

]ﺍﻟﺮﲪﻦ ﺁﻳﺔ[(٥٠) :

ﻓﻴﻬﹺﻤﺎ ﻋ ﻴﻨﺎﻥ

]ﺍﻟﺮﲪﻦ ﺁﻳﺔ[ (٦٦) :

。【在那两座乐园里，有两眼流行的泉源
①】
P43F

。【在那两座乐园里，有两眼涌出的泉源
②】
P43F

-清高的真主说：
ﻭﻳﺴﻘﹶﻮﻥﹶ ﻓﻴﻬﺎ ﻛﹶﺄﹾﺳﺎﹰ ﻛﹶﺎﻥﹶ ﻣﺰﺍﺟﻬﺎ ﺯﳒﹶﺒﹺﻴﻼﹰ

ﻋﻴﻨﺎﹰ ﻓﻴﻬﺎ ﺗﺴﻤﻰ

ﺳﻠﹾﺴﺒﹺﻴﻼﹰ ]ﺍﻹِﻧﺴﺎﻥ ﺁﻳﺔ[(١٨-١٧) :
【[17]他们得用那些杯饮含有姜汁的醴泉，
。[18]即乐园中有名的清快泉
③】
P435F

-描述天堂居民的妻室：
-清高的真主说：
ﻟﻠﱠﺬﻳﻦ ﺍﺗﻘﹶﻮﺍ ﻋﻨﺪ ﺭﺑﻬﹺﻢ ﺟﻨﺎﺕ ﺗﺠﺮﹺﻱ ﻣﻦ ﺗﺤﺘﻬﺎ ﺍﻷَﻧﻬﺎﺭ ﺧﺎﻟﺪﻳﻦ ﻓﻴﻬﺎ
ﻭﺃﹶﺯﻭﺍﺝ ﻣﻄﹶﻬﺮﺓﹲ ﻭﺭﹺﺿﻮﺍﻥﹲ ﻣﻦ ﺍﻟﻠﱠﻪ ﻭﺍﻟﻠﱠﻪ ﺑﺼﲑ ﺑﹺﺎﻟﹾﻌﺒﺎﺩ] ﺁﻝ ﻋﻤﺮﺍﻥ ﺁﻳﺔ：
①

《至仁主章》第 50 节
《至仁主章》第 66 节
③
《人章》第 17-1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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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١٥)
【敬畏者得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下临诸河
的乐园，他们得永居其中，并获得纯洁的配偶，
和真主的喜悦。真主是明察众仆的。】 ①
P436F

-清高的真主说：
ﺎﺏﹺﺻﺤ
 َﺍﺑﺎﹰ ﻷﺮﺑﺎﹰ ﺃﹶﺗﺮﻜﹶﺎﺭﹰﺍ ﻋ ﺃﹶﺑﻦﺎﻫﻠﹾﻨﻌﺎﺀً ﻓﹶﺠ ﺇﹺﻧﺸﻦﺎﻫﺄﹾﻧﺎ ﺃﹶﻧﺸﺇﹺﻧ
[(٤٠-٣٥) : ]ﺍﻟﻮﺍﻗﻌﺔ ﺁﻳﺔﺮﹺﻳﻦ ﺍﻵﺧﻦﺛﹸﻠﱠﺔﹲ ﻣ ﻭﲔﻟ ﺍﻷَﻭﻦﲔﹺ ﺛﹸﻠﱠﺔﹲ ﻣﻤﺍﻟﻴ
【[35]我使她们重新生长，[36]我使她们常
为处女，[37]依恋丈夫，彼此同岁；[38]这些都
是幸福者所享受的。[39]他们是许多前人[40]
和许多后人。】 ②
P437F

-清高的真主说：
ﻮﻥﹲ ]ﺍﻟﺼﺎﻓﺎﺕﻜﹾﻨ ﻣﺾﻴ ﺑﻦﻬ ﻛﹶﺄﹶﻧﲔ ﻋﻑ ﺍﻟﻄﱠﺮﺍﺕﺮ ﻗﹶﺎﺻﻢﻫﻋﻨﺪ
[(٤٩-٤٨) :ﺁﻳﺔ
【[48]他们将有不视非礼的、美目的伴侣，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5 节
《大事章》第 35-40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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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她们仿佛被珍藏的鸵卵样。】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ﻠﹸﻮﻥﹶﻤﻌﻮﺍ ﻳﺎ ﻛﹶﺎﻧﺍﺀً ﺑﹺﻤﺰﺟ

ﻮﻥﻟﹸﺆﹺ ﺍﳌﹶﻜﹾﻨﺜﹶﺎﻝﹺ ﺍﻟﻠﱡﺆ ﻛﹶﺄﹶﻣﲔ ﻋﻮﺭﺣﻭ
[(٢٤-٢٢) :]ﺍﻟﻮﺍﻗﻌﺔ ﺁﻳﺔ

【[22]还有白皙的、美目的妻子，[23]好象
藏在蚌壳里的珍珠一样。[24]那是为了报酬他们
的善行。】 ②
P439F

-清高的真主说：
ﺎﻥﱞ ﻓﹶﺒﹺﺄﹶﻱﻻﹶ ﺟ ﻭﻢﻠﹶﻬ ﻗﹶﺒ ﺇﹺﻧﺲﻦﺜﹾﻬﻄﹾﻤ ﻳ ﻟﹶﻢﻑ ﺍﻟﻄﱠﺮﺍﺕﺮ ﻗﹶﺎﺻﻴﻬﹺﻦﻓ
:]ﺍﻟﺮﲪﻦ ﺁﻳﺔ

ﺎﻥﹸﺟﺮﺍﻟﹾﻤ ﻭﺎﻗﹸﻮﺕ ﺍﻟﻴﻦﻬﻛﹶﺄﹶﻧ

ﺎﻥﻜﹶﺬﱢﺑﺎ ﺗﻜﹸﻤﺑﺁﻻﺀِ ﺭ
[(٥٨-٥٦)

【[56]在那些乐园中，有不视非礼的妻子，
在他们的妻子之前，任何人和任何精灵都未与她
们交接过。[57]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
恩典呢？[58]她们好象红宝石和小珍珠一样。
】③
P40F

①

《列班者章》第 48-49 节
《大事章》第 27-33 节
③
《至仁主章》第 56-5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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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ﻓﻴﻬﹺﻦ ﺧﻴﺮﺍﺕ ﺣﺴﺎ ﻥﹲ

ﺣﻮﺭ

ﻓﹶﺒﹺﺄﹶﻱ ﺁﻻﺀِ ﺭﺑﻜﹸﻤﺎ ﺗﻜﹶﺬﱢﺑﺎﻥ

ﻣﻘﹾﺼﻮﺭﺍﺕ ﻓﻲ ﺍﳋﻴﺎﻡﹺ ]ﺍﻟﺮﲪﻦ ﺁﻳﺔ[(٧٢-٧٠) :
【[70]在那些乐园里，有许多贤淑佳丽的女
子。[71]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
①】。呢？[72]他们是白皙的，是蛰居于帐幕中的
P41F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٧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ﻟَﺮَﻭْﺣَﺔٌ ﻓِﻲ ﺳَﺒِﻴﻞِ ﺍﷲ ﺃَﻭْ ﻏَﺪْﻭَﺓٌ ﺧَﻴْﺮٌ ﻣِﻦَ ﺍﻟﺪﱡﻧْﻴَﺎ ﻭَﻣَﺎ ﻓِﻴﻬَﺎ ،ﻭَﻟَﻘَﺎﺏُ
ﻗَﻮْﺱِ ﺃَﺣَﺪِﻛُﻢْ ﻣِﻦَ ﺍﻟﺠَﻨﱠﺔِ ،ﺃَﻭْ ﻣَﻮْﺿِﻊُ ﻗِﻴْـﺪٍ -ﻳَـﻌْﻨِﻲ ﺳَﻮْﻃَﻪُ -ﺧَﻴْﺮٌ ﻣِﻦَ
ﺍﻟﺪﱡﻧْﻴَﺎ ﻭَﻣَﺎ ﻓِﻴﻬَﺎ ،ﻭَﻟَﻮْ ﺃَﻥﱠ ﺍﻣْﺮَﺃﺓً ﻣِﻦْ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ﺍﻃﱠﻠَﻌَﺖْ ﺇﻟَﻰ ﺃَﻫْﻞِ
ﺍﻷَﺭْﺽِ ﻷَﺿَﺎءَﺕْ ﻣَﺎ ﺑَﻴْﻨَـﻬُـﻤَﺎ ،ﻭَﻟﻤﻸَﺗْـﻪُ ﺭِﻳﺤﺎً ،ﻭَﻟَﻨَﺼِﻴﻔُﻬَﺎ ﻋَﻠَﻰ ﺭَﺃْﺳِﻬَﺎ
ﺧَﻴْﺮٌ ﻣِﻦَ ﺍﻟﺪﱡ ْﻧﻴَﺎ ﻭَﻣَﺎ ﻓِﻴﻬَ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为主道出去一个早晨或一个下午，比今世
及其中的一切都更好，你们某人在天堂中获得一
①

《至仁主章》第 70-7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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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或一鞭之地，比今世及其中的一切都更好。假
若天堂中的某个女人俯视一下大地上的居民，她
的光亮一定会照亮天地之间，她的香气一定会充
满其间，她头上的盖头比今世及其中的一切都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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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ﺭﺳﻮﻝ ﺍﷲ-٨
 ﻭَﺍﻟﱠﺘِﻲ،ِ»ﺇﻥﱠ ﺃَﻭﱠﻝَ ﺯُﻣْﺮَﺓٍ ﺗَﺪْﺧُ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ﻋَﻠﻰَ ﺻُﻮﺭَﺓِ ﺍﻟﻘْﻤَﺮِ ﻟَﻴْﻠَﺔَ ﺍﻟﺒَﺪْﺭ
ْ ﻟِﻜُﻞﱢ ﺍﻣْﺮِﺉٍ ﻣِﻨْـﻬُـﻢ،ِﺗَﻠِﻴﻬَﺎ ﻋَﻠَﻰ ﺃَﺿْﻮَءِ ﻛَﻮْﻛَﺐٍ ﺩُﺭﱢﻱﱟ ﻓِﻲ ﺍﻟﺴﱠﻤَﺎء
ِ ﻭَﻣَﺎ ﻓِﻲ ﺍﻟﺠَﻨﱠﺔ،ِ ﻳُﺮَﻯ ﻣُـﺦﱡ ﺳُﻮﻗِﻬِـﻤَﺎ ﻣِﻦْ ﻭَﺭَﺍءِ ﺍﻟﻠﱠﺤْـﻢ،ِﺯَﻭْﺟَﺘَﺎﻥِ ﺍﺛْﻨَﺘَﺎﻥ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ﺃﻋْﺰَﺏ
“第一批进入天堂的人面容宛如‘白德尔’
之夜的圆月，然后跟着他们进去的人比天上灿烂
的明星更加耀眼。他们每一个人有两个妻子，美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79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188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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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得玲珑透体，在天堂里没有单身者
①”

-天堂的香气：
那是根据不同的人、以及他们的地位和级别
。的彼此悬殊而各不相同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Fﺇﻥﱠ ﺃﻭﱠﻝَ ﺯُﻣْﺮَﺓٍ ﻳَﺪْﺧُﻠُﻮﻥَ ﺍﻟﺠَﻨﱠﺔَ ﻋَﻠَﻰ ﺻُﻮﺭَﺓِ ﺍﻟﻘَﻤَﺮِ ﻟَﻴْﻠَﺔَ ﺍﻟﺒَﺪْﺭِ ،ﺛُﻢﱠ
ﺍﻟﱠﺬِﻳﻦَ ﻳَﻠُﻮﻧَـﻬُـﻢْ ﻋَﻠَﻰ ﺃﺷَﺪﱢ ﻛَﻮْﻛَﺐٍ ﺩُﺭﱢﻱﱟ ﻓِﻲ ﺍﻟﺴﱠﻤَﺎءِ ﺇﺿَﺎءَﺓً ،ﻻ ﻳَﺒُﻮﻟُﻮﻥَ
ﻭَﻻ ﻳَﺘَﻐَﻮﱠﻃُﻮﻥَ ،ﻭَﻻ ﻳَﺘْﻔِﻠُﻮﻥَ ﻭَﻻ ﻳَـﻤْﺘَـﺨِﻄُـﻮﻥَ ،ﺃﻣْﺸَﺎﻃُﻬُـﻢُ ﺍﻟﺬﱠﻫَـﺐُ،
ﻭَﺭَﺷْﺤُﻬُـﻢُ ﺍﻟﻤِﺴْـﻚُ ،ﻭَﻣَـﺠَﺎﻣِﺮُﻫُـﻢُ ﺍﻷُﻟُـﻮﱠﺓُ -ﺍﻷﻟَﻨْﺠُﻮﺝُ ،ﻋُﻮﺩُ ﺍﻟﻄﱢﻴﺐِ-
ﻭَﺃﺯْﻭَﺍﺟُﻬُـﻢُ ﺍﻟﺤُﻮﺭُ ﺍﻟﻌِﻴﻦُ ،ﻋَﻠَﻰ ﺧَﻠْﻖِ ﺭَﺟُﻞٍ ﻭَﺍﺣِﺪٍ ،ﻋَﻠَﻰ ﺻُﻮﺭَﺓِ ﺃﺑِﻴﻬِـﻢْ
ﺁﺩَﻡَ ،ﺳِﺘﱡﻮﻥَ ﺫِﺭَﺍﻋًﺎ ﻓِﻲ ﺍﻟﺴﱠﻤَﺎءِ«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第一批进入天堂的人面容宛如‘白德尔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4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34 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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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夜的圆月，然后跟着他们进去的人比天上灿烂
的明星更加耀眼。他们无便无溺，不流鼻涕，不
吐痰，他们用的梳子都是金制的，他们的汗水如
麝香，他们的香炉中的燃料是沉香，他们的妻子
是纯洁美丽的仙女。他们的秉性宛如一人，都长
得酷似人祖阿丹在天上的模样身高六丈。” ①
-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 ﻗﺎﻝF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ﺍﻟﻨﺒﻲ-٢
ْ ﻭَﺇﻥﱠ ﺭِﻳﺤَﻬَﺎ ﻳُﻮﺟَﺪُ ﻣِﻦ،ِ»ﻣَﻦْ ﻗَﺘَﻞَ ﻣُﻌَﺎﻫَﺪﺍً ﻟَـﻢْ ﻳَﺮَﺡْ ﺭَﺍﺋِﺤَﺔَ ﺍﻟﺠَﻨﱠﺔ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ﻣَﺴِﻴﺮَﺓِ ﺃَﺭْﺑَـﻌِﻴﻦَ ﻋَﺎﻣﺎ
“谁杀害了与穆斯林结约得到保护者，谁
就闻不到天堂的气息。的确，天堂的气息在四十
年的行程之外就能闻到。
”②
P45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2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34 段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403 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68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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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传述中，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 -٣ﻭَﺇﻥﱠ ﺭِﻳﺤَﻬَﺎ ﻟَﻴُﻮﺟَﺪُ ﻣِﻦْ ﻣَﺴِﻴﺮَﺓِ ﺳَﺒْـﻌِﻴﻦَ ﺧَﺮِﻳﻔﺎً«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的确，天堂的气息在四十个秋季的行程
。之外就能闻到
①”
P46F

-天堂居民妻室的歌唱：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
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ﺇﻥﱠ ﺃَﺯْﻭَﺍﺝَ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ﻟَﻴُـﻐَﻨﱢﻴﻦَ ﺃَﺯْﻭَﺍﺟَﻬُﻦﱠ ﺑِﺄَﺣْﺴَ�ﻦِ ﺃَﺻْ�ﻮَﺍﺕٍ ﺳَ�ﻤِﻌَﻬَﺎ ﺃَﺣَ�ﺪٌ ﻗَ�ﻂّ،
ﺇﻥّ ﻣِ��ـﻤﱠﺎ ﻳُ��ـﻐَﻨﱢﻴﻦَ ﺑِ��ـﻪِ :ﻧَﺤْ��ﻦُ ﺧَﻴ��ﺮُ ﺍﻟﺤِﺴَ��ﺎﻥِ ،ﺃَﺯْﻭَﺍﺝُ ﻗَ��ﻮﻡٍ ﻛِ��ﺮَﺍﻡٍ،
ﻳَﻨْﻈُ�ﺮْﻥَ ﺑِﻘُ�ﺮﱠﺓِ ﺃَﻋْﻴَ��ﺎﻥِ .ﻭَﺇﻥﱠ ﻣِ�ـﻤﱠﺎ ﻳُ�ـﻐَﻨﱢﻴﻦَ ﺑِ��ـﻪِ :ﻧَﺤْ�ﻦُ ﺍﻟﺨَﺎﻟِ�ﺪَﺍﺕُ ﻓَ��ﻼ
ﻳَـﻤُﺘْﻨَـﻪْ ،ﻧَﺤْﻦُ ﺍﻵﻣِﻨَﺎﺕُ ﻓَﻼ ﻳَـﺨَﻔْﻨَـﻪْ ،ﻧَﺤْﻦُ ﺍﻟﻤﻘﻴﻤَﺎﺕُ ﻓَ�ﻼ ﻳَﻈْﻌَﻨﱠ�ﻪْ«.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16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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ﺃﺧﺮﺟﻪ ﺍﻟﻄﺒﺮﺍﻧﻲ
“天堂居民的妻室以最优美动听的声音她们的
丈夫一个人歌唱，只有她们的丈夫一个人能听到
她们的歌声。她们的歌词是：我们是最优美、最
纯洁的，是高尚者的妻室，是赏心悦目的；她们
的歌词有：我们是永生不死的、我们是平安无忧
的、我们是永居不分离的。” ①
P47F

-天堂居民的房事：
-清高的真主说：
ﻲ ﻓﻢﻬﺍﺟﻭﺃﹶﺯ ﻭﻢﻮﻥﹶ ﻫﻛﻬ ﻞﹴ ﻓﹶﺎﻐﻲ ﺷ ﻓﻡﻮ ﺍﻟﻴﺔ ﺍﳉﹶﻨﺎﺏﺤﺇﹺﻥﱠ ﺃﹶﺻ
[(56-5٥):]ﻳﺲ ﺁﻳﺔ

ﺌﹸﻮﻥﹶﻜﺘ ﻣﻚﺍﺋﻠﹶﻰ ﺍﻷَﺭﻼﻝﹴ ﻋﻇ

【[55]乐园的居民在那日确是从事于愉乐
的。[56]他们和自己的配偶，在树荫下，靠在床
上。】 ②
P48F

①

《泰白拉尼大词汇集》第 4917 段，
《雅辛章》第 51-52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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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德·本·艾尔盖慕（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٢ﻋﻦ ﺯﻳﺪ ﺑﻦ ﺃﺭﻗﻢ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ـــﺎﻝ :ﻗــﺎﻝ ﺭﺳـــﻮﻝ ﺍﷲ
» :Fﺇﻥﱠ ﺍﻟﺮﱠﺟُــﻞَ ﻣِـﻦْ ﺃَﻫْــ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ﻟَﻴُـﻌْﻄَﻰ ﻗُﻮﱠﺓَ ﻣِﺎﺋَـــﺔِ ﺭَﺟُﻞٍ ﻓِــــــﻲ
ﺍﻷَﻛْﻞِ ﻭَﺍﻟﺸﱡــــــﺮْﺏِ ﻭَﺍﻟﺸﱠﻬْــــــﻮَﺓِ ﻭَﺍﻟﺠِـﻤَﺎﻉِ« ،ﻓـﻘﺎﻝ ﺭﺟﻞ ﻣﻦ ﺍﻟﻴﻬﻮﺩ:
ﻓﺈﻥ ﺍﻟﺬﻱ ﻳﺄﻛﻞ ﻭﻳﺸـﺮﺏ ﺗﻜـﻮﻥ ﻟـﻪ ﺍﻟﺤﺎﺟـﺔ ،ﻓـــﻘـــ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Fﺣَﺎﺟَﺔُ ﺃَﺣَﺪِﻫِـﻢْ ﻋَﺮَﻕٌ ﻳَﻔِﻴﺾُ ﻣِﻦْ ﺟِﻠْﺪِﻩِ ،ﻓَﺈﺫَﺍ ﺑَﻄْﻨُـﻪُ ﻗَﺪْ ﺿَﻤِﺮَ«.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ﻄﺒﺮﺍﻧﻲ ﻭﺍﻟﺪﺍﺭﻣﻲ
“的确，天堂中的一个男人在吃、喝、欲
望和房事方面有一百个男子的能力。”有一个犹
太男子询问道：
！“吃喝者都是有需要的
”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他们的需
要是从其皮肤中流出的汗水，当汗水流出后，其
① ”。肚腹确已干瘪了
P49F

①

《泰白拉尼大词汇集》第 4917 段，原文出自《泰白拉尼大词汇集》，
《达尔米圣训集》第 27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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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有人询问：
 ﻫﻞ: ﻗﻴﻞ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٣
 »ﺇﻥﱠ ﺍﻟﺮﱠﺟُﻞَ ﻟَﻴَﺼِﻞُ ﻓِﻲ ﺍﻟﻴَﻮْﻡِ ﺇﻟَﻰ:ﻧﺼﻞ ﺇﻟﻰ ﻧﺴﺎﺋﻨﺎ ﻓﻲ ﺍﻟﺠﻨﺔ؟ ﻓﻘﺎﻝ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ﻄﺒﺮﺍﻧﻲ ﻭﺃﺑﻮ ﻧﻌﻴﻢ ﻓﻲ ﺻﻔﺔ ﺍﻟﺠﻨﺔ.«َﻣِﺎﺋَﺔِ ﻋَﺬْﺭَﺍء
“主的使者啊！在天堂里我们能与我们的
妻子房事吗？”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天堂中的一个男子在一天里确能与
一百个处女房事。” ①
P450F

-天堂中的孩子：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①

《泰白拉尼中词汇集》第 4917 段，《艾布奈尔姆圣训集》对天堂的
描述篇，第 373 段，
《正确丛书》第 36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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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ﺍﻟﻤﺆْﻣِﻦُ ﺇﺫَﺍ ﺍﺷْﺘَـﻬَﻰ ﺍﻟﻮَﻟَﺪَ ﻓِﻲ ﺍﻟﺠَﻨﱠﺔِ ﻛَﺎﻥَ ﺣَـﻤْﻠُـﻪُ ﻭَﻭَﺿْﻌُﻪ:F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ﻭَﺳِﻨﱡﻪُ ﻓِﻲ ﺳَﺎﻋَﺔٍ ﻛَﻤَﺎ ﻳَﺸْﺘَـﻬِﻲ
“当信士在天堂里向往孩子时，就会怀孕、
分娩，孩子的年龄瞬间就能成为他所向往的。
”①
P451F

-天堂居民持久的恩典：
当天堂的居民进入天堂时，众天使来见他
们，并以天堂中各种他们闻所未闻的、永恒恩典
向他们报喜。
-清高的真主说：
ﻢﺍﺋﺎ ﺩ ﺃﹸﻛﹸﻠﹸﻬﺎﺭﻬﺎ ﺍﻷَﻧﻬﺘﺗﺤ ﻦﺮﹺﻱ ﻣﺠﻘﹸﻮﻥﹶ ﺗ ﺍﳌﹸﺘﺪﻋﻲ ﻭ ﺍﻟﹶﺘﺔﺜﹶﻞﹸ ﺍﳉﹶﻨﻣ
[(٣٥) :]ﺍﻟﺮﻋﺪ ﺁﻳﺔ

ﺎﺭ ﺍﻟﻨﺮﹺﻳﻦﻰ ﺍﻟﻜﹶﺎﻓﻘﹾﺒﻋﺍ ﻭﻘﹶﻮ ﺍﺗﻳﻦﻰ ﺍﻟﱠﺬﻘﹾﺒ ﻋﻠﹾﻚﺎ ﺗﻠﱡﻬﻇﻭ

【已应许敬畏者的乐园，其情状是这样的：
那乐园下临诸河，其中的果实是永恒的，其中的
荫影也是永恒的。这是敬畏者的果报；不信道者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1079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56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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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果报是火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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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٢
ْ ﻭَﺇﻥّ ﻟَﻜُﻢْ ﺃَﻥ،ً ﺇﻥﱠ ﻟَﻜُﻢْ ﺃَﻥْ ﺗَﺼِﺤﱡﻮﺍ ﻓﻼ ﺗَﺴْﻘَﻤُﻮﺍ ﺃَﺑَﺪﺍ:ٍ»ﻳُﻨَﺎﺩِﻱ ﻣُﻨَﺎﺩ
 ﻭَﺇﻥﱠ،ً ﻭَﺇﻥﱠ ﻟَﻜُﻢْ ﺃَﻥْ ﺗَﺸِﺒﱡﻮﺍ ﻓﻼ ﺗَـﻬْﺮَﻣُﻮﺍ ﺃَﺑَﺪﺍ،ًﺗَـﺤْﻴَﻮْﺍ ﻓﻼ ﺗَـﻤُﻮﺗُﻮﺍ ﺃَﺑَﺪﺍ
Ö Õ Ô) :ﻟَﻜُﻢْ ﺃَﻥْ ﺗَﻨْﻌَﻤُﻮﺍ ﻓَﻼ ﺗَﺒْﺄَﺳُﻮﺍ ﺃَﺑَﺪﺍً« ﻓﺬﻟﻚ ﻗﻮﻟﻪ ﻋﺰﻭﺟﻞ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ÛÚÙØ×

“呼喊者呼吁道：
‘你们永远健康无病，你
们永生不死，你们永远年轻不老，你们永享恩惠
不会绝望’
。那是因为真主说：
【或者将大声地对
他们说：‘这就是你们因自己的行为而得继承的
乐园 ②’】。
”③
P453F

P

P45F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有
人询问：“主的使者啊！天堂的居民睡觉吗？”
①

《雷霆章》第 35 节
《高处章》第 43 节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3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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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٣ﻋﻦ ﺟﺎﺑ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ﻴﻞ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ﻫﻞ ﻳﻨﺎﻡ
ﺃﻫﻞ ﺍﻟﺠﻨﺔ؟ ﻗﺎﻝ» :ﻻ ،ﺍﻟﻨﱠﻮْﻡُ ﺃَﺧُﻮ ﺍﻟﻤَﻮْﺕِ«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ﺰﺍﺭ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他们不睡觉，睡觉是死亡的兄弟
P45F

-天堂的级别：
-清高的真主说：
ﺍﻧﻈﹸﺮ ﻛﹶﻴﻒ ﻓﹶﻀﻠﹾﻨﺎ ﺑﻌﻀﻬﻢ ﻋﻠﹶﻰ ﺑﻌﺾﹴ ﻭﻟﹶﻶﺧﺮﺓﹸ ﺃﹶﻛﹾﺒﺮ ﺩﺭﺟﺎﺕ ﻭﺃﹶ ﹾﻛﺒﺮ
ﺗﻔﹾﻀﻴﻼﹰ

]ﺍﻹﺳﺮﺍﺀ ﺁﻳﺔ[(٢١) :

【你看我怎样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
。一部分人；后世确是品级更高，优越更甚的
②】
P456F

-清高的真主说：
ﻭﻣﻦ ﻳﺄﹾﺗﻪ ﻣﺆﻣﻨﺎﹰ ﻗﹶﺪ ﻋﻤﻞﹶ ﺍﻟﺼﺎﻟﺤﺎﺕ ﻓﹶﺄﹸﻭﻟﹶﺌﻚ ﻟﹶﻬﻢ ﺍﻟﺪﺭﺟﺎﺕ
ﺍﻟﻌﻠﹶﻰ ﺟﻨﺎﺕ ﻋﺪﻥ ﺗﺠﺮﹺﻱ ﻣﻦ ﺗﺤﺘﻬﺎ ﺍﻷَﻧﻬﺎﺭ ﺧﺎﻟﺪﻳﻦ ﻓﻴﻬﺎ ﻭﺫﹶﻟﻚ ﺟﺰﺍﺀُ ﻣﻦ
ﺗﺰﻛﱠﻰ ]ﻃﻪ ﺁﻳﺔ[(٧٦-٧٥) :
①

《班拉兹圣训集》第 3517 段，《正确丛书》第 1087 段
《夜行章》第 2١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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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信道行善而来见主者，得享最高的品
。级[76]——常住的乐园，下临诸河，而永居其中
。那是纯洁者的报酬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ﻭﺍﻟﺴﺎﺑﹺﻘﹸﻮﻥﹶ ﺍﻟﺴﺎﺑﹺﻘﹸﻮﻥﹶ
ﻣﻦ ﺍﻵﺧﺮﹺﻳﻦ

ﺃﹸﻭﻟﹶﺌﻚ ﺍﳌﹸﻘﹶﺮﺑﻮ ﹶﻥ

ﺛﹸﻠﱠﺔﹲ ﻣﻦ ﺍﻷَﻭﻟﲔ ﻭﺛﹸﻠﱠﺔﹲ

]ﺍﻟﻮﺍﻗﻌﺔ ﺁﻳﺔ[(١٤-١٠) :

]【[10]最先行善者，是最先入乐园的人，[11
这等人，确是蒙主眷顾的。[12]他们将在恩泽的
。乐园中。[13]许多前人[14]和少数后人
②】
P458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٤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 :Fﻣَﻦْ
ﺁﻣَﻦَ ﺑِﺎﷲ ﻭَﺑِﺮَﺳُﻮﻟِـﻪِ ،ﻭَﺃَﻗَﺎﻡَ ﺍﻟﺼﱠﻼﺓَ ،ﻭَﺻَﺎﻡَ ﺭَﻣَﻀَﺎﻥَ ،ﻛَﺎﻥَ ﺣَﻘﺎً ﻋَﻠَﻰ
ﺍﷲ ﺃَﻥْ ﻳُﺪْﺧِﻠَـﻪُ ﺍﻟﺠَﻨﱠﺔَ ،ﺟَﺎﻫَﺪَ ﻓِﻲ ﺳَﺒِﻴْﻞِ ﺍﷲ ،ﺃَﻭْ ﺟَﻠَﺲَ ﻓِﻲ ﺃَﺭْﺿِﻪِ ﺍﻟﱠﺘِﻲ
ﻭُﻟِﺪَ ﻓِﻴﻬَﺎ Cﻓﻘﺎﻟﻮﺍ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ﺃﻓﻼ ﻧﺒﺸﺮ ﺍﻟﻨﺎﺱ؟.
①

《塔哈章》第٧5-76 节
《大事章》第 10-14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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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信真主及其使者、并且力行拜功、封
‘赖麦丹’月的斋戒者，真主负责使其进入天堂，
无论他是为主道奋斗，或者是坐在家中。”他们
（众圣门弟子）说：“难道我们不应把这个喜讯
告诉人们吗？”
 »ﺇﻥﱠ ﻓِﻲ ﺍﻟﺠَﻨﱠﺔِ ﻣِﺎﺋَﺔَ ﺩَﺭَﺟَﺔٍ ﺃَﻋَﺪﱠﻫَﺎ ﺍﷲُ ﻟِﻠْـﻤُـﺠَﺎﻫِﺪِﻳﻦَ ﻓِﻲ:ﻗﺎﻝ
ُ ﻣَﺎ ﺑَﻴْﻦَ ﺍﻟﺪﱠﺭَﺟَﺘَﻴﻦِ ﻛَﻤَﺎ ﺑَﻴْﻦَ ﺍﻟﺴﱠﻤَﺎءِ ﻭَﺍﻷَﺭْﺽِ ﻓَﺈﺫَﺍ ﺳَﺄَﻟْﺘُـﻢ،ﺳَﺒِﻴﻞِ ﺍﷲ
: ﺃﺭﺍﻩ ﻗﺎﻝ،«ِ ﻭَﺃَﻋْﻠَﻰ ﺍﻟﺠَﻨﱠﺔ،ِﺍﷲَ ﻓَﺎﺳْﺄَﻟُﻮﻩُ ﺍﻟﻔِﺮْﺩَﻭﺱَ ﻓَﺈﻧﱠﻪُ ﺃَﻭْﺳَﻂُ ﺍﻟﺠَﻨﱠﺔ
 ﺃﺧﺮﺟﻪ.«ِ ﻭَﻣِﻨْـﻪُ ﺗَﻔَﺠﱠﺮُ ﺃَﻧْـﻬَﺎﺭُ ﺍﻟﺠَﻨﱠﺔ،ِ»ﻭَﻓَﻮﻗَﻪُ ﻋَﺮْﺵُ ﺍﻟﺮﱠﺣْـﻤَﻦ
ﺍﻟﺒﺨﺎﺭﻱ
使者又说：“的确，在天堂中有真主为参加
主道奋斗者准备的一百个品级，每两品级之间的
距离犹如天地之遥。如果你们向真主祈求时，你
们当向他祈求费尔道斯天堂，的确，它是最中央
的天堂，是最高的天。”我认为他还说了 ①：“其
P459F

①

P

译者注：这是伊玛目布哈里的老师耶哈亚·本·刷利哈说的话，详
情查阅《布哈里圣训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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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就是至慈主的‘阿尔西’，天堂里的诸河从
中流出。” ①

-升高信士子孙的品级，即使他们曾经
没有善功也罢！
清高的真主说：
ﻢﺎﻫﺘﻨ ﺎ ﺃﹶﻟﹶﻣ ﻭﻢﻬﺘﻳ ﺫﹸﺭﺎ ﺑﹺﻬﹺﻢﻘﹾﻨ ﺃﹶﻟﹾﺤﺎﻥﻢ ﺑﹺﺈﹺﳝﻬﺘﻳ ﺫﹸﺭﻢﻬﺘﻌﺒﺍﺗﻮﺍ ﻭﻨ ﺁﻣﻳﻦﺍﻟﱠﺬﻭ
[(٢١) : ]ﺍﻟﻄﻮﺭ ﺁﻳﺔﲔﻫ ﺭﺐﺎ ﻛﹶﺴﺮﹺﺉﹴ ﺑﹺﻤﺀٍ ﻛﹸﻞﱡ ﺍﻣﻲﻦ ﺷﻬﹺﻢ ﻣﻠﻤ ﻋﻦﻣ
【自己信道，子孙也跟着信道者，我将使他
们的子孙与他们同级，我不减少他们的善功一丝
毫。每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②
P461F

P

-描述天堂中的庇荫：
-清高的真主说：
ﻦﺠﺮﹺﻱ ﻣ
  ﺗﺎﺕﻨ ﺟﻢﻠﹸﻬﺧﺪﻨ ﺳﺎﺕﺤﺎﻟﻠﹸﻮﺍ ﺍﻟﺼﻤﻋﻮﺍ ﻭﻨ ﺁﻣﻳﻦﺍﻟﱠﺬﻭ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790 段
《山岳章》第 21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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ﺗﺤﺘﻬﺎ ﺍﻷَﻧﻬﺎﺭ ﺧﺎﻟﺪﻳﻦ ﻓﻴﻬﺎ ﺃﹶﺑﺪﺍﹰ ﻟﱠﻬﻢ ﻓﻴﻬﺎ ﺃﹶﺯﻭﺍﺝ ﻣﻄﹶﻬﺮﺓﹲ ﻭﻧﺪﺧﻠﹸﻬﻢ ﻇﻼ ﻇﹶﻠﻴﻼﹰ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٥٧) :
【信道而且行善者，我将使他们入下临诸河
的乐园，而永居其中。他们在乐园里有纯洁的配
① 】。偶，我将使他们入于永恒的庇荫中
P462F

-清高的真主说：
ﻭﺃﹶﺻﺤﺎﺏ ﺍﻟﻴﻤﲔﹺ ﻣﺎ ﺃﹶﺻﺤﺎﺏ ﺍﻟﻴﻤﲔﹺ ﻓﻲ ﺳﺪﺭﹴ ﻣﺨﻀﻮﺩ ﻭﻃﹶ ﹾﻠﺢﹴ
ﻣﻨﻀﻮﺩ ﻭﻇﻞﹴّ ﻣﻤﺪﻭﺩ

]ﺍﻟﻮﺍﻗﻌﺔ ﺁﻳﺔ[(٣٣-٢٧) :

]【[27]幸福者，幸福者是何等的人？[28
）他们享受无刺的酸枣树，[29]结实累累的（香蕉
② 】。树；[30]漫漫的树荫
P463F

-清高的真主说：
ﻣﺘﻜﺌﲔ ﻓﻴﻬﺎ ﻋﻠﹶﻰ ﺍﻷَﺭﺍﺋﻚ ﻻﹶ ﻳﺮﻭﻥﹶ ﻓﻴﻬﺎ ﺷﻤﺴﺎﹰ ﻭﻻﹶ
ﺯﻣﻬﺮﹺﻳﺮﺍﹰ ﻭﺩﺍﻧﹺﻴﺔﹰ ﻋﻠﹶﻴﻬﹺﻢ ﻇﻼﻟﹸﻬﺎ ﻭﺫﹸﻟﱢﻠﹶﺖ ﻗﹸﻄﹸﻮﻓﹸﻬﺎ ﺗﺬﹾﻟﻴﻼﹰ

]ﺍﻹِﻧﺴﺎﻥ ﺁﻳﺔ:

)[(١٤-١٣

①

《妇女章》第 57 节
《大事章》第 27-3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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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他们在乐园中，靠在床上，不觉炎热，
也不觉严寒。[14]乐园的荫影覆庇着他们，乐园
的果实，他们容易采摘。
】①
P46F

-清高的真主说：
ﻢﺍﺋﺎ ﺩ ﺃﹸﻛﹸﻠﹸﻬﺎﺭﻬﺎ ﺍﻷَﻧﻬﺘﺗﺤ ﻦﺮﹺﻱ ﻣﺠﻘﹸﻮﻥﹶ ﺗ ﺍﳌﹸﺘﺪﻋﻲ ﻭ ﺍﻟﹶﺘﺔﺜﹶﻞﹸ ﺍﳉﹶﻨﻣ
[(٣٥) :]ﺍﻟﺮﻋﺪ ﺁﻳﺔ

ﺎﻠﱡﻬﻇﻭ

【已应许敬畏者的乐园，其情状是这样的：
那乐园下临诸河，其中的果实是永恒的，其中的
荫影也是永恒的。】 ②
P465F

-天堂的高与宽阔：
-清高的真主说：
ﻊﺴﻤ
  ﻻﹶ ﺗﺔﻴﺎﻟ ﻋﺔﻨﻲ ﺟﻓ

ﺔﹲﻴﺍﺿﺎ ﺭﻴﹺﻬﻌﺴﻟ

ﺔﹲﻤﺎﻋ ﻧﺬﺌﻣﻮ ﻳﻮﻩﺟﻭ

[(١١-٨) ：]ﺍﻟﻐﺎﺷﻴﺔ ﺁﻳﺔ

ﺔﹰﻴﺎ ﻻﻏﻴﻬﻓ

【[8]在那日，将有许多人，是享福的，[9]

《人章》第١٤-١٣节
《雷霆章》第 35 节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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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其劳绩而愉快的，[10]他们将在崇高的乐园
中，[11]听不到恶言。】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ﺽﺍﻷَﺭ ﻭﺍﺕﻮﻤﺎ ﺍﻟﺴﻬﺿﺮ ﻋﺔﻨﺟ ﻭﻜﹸﻢﺑﻦ ﺭ ﻣﺓﺮﻔﻐﻮﺍ ﺇﹺﻟﹶﻰ ﻣﺎﺭﹺﻋﺳﻭ
[(133) ：]ﺁﻝ ﻋﻤﺮﺍﻥ ﺁﻳﺔ

ﲔﻘﺘﻠﹾﻤ ﻟﺕﺪﺃﹸﻋ

【你们当争先趋赴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赦宥，
和那与天地同宽的、已为敬畏者预备好的乐
园。】 ②
P467F

-清高的真主说：
j i h g f e d c)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w v u t s r q p o n m lk
.[٢١/ { |}~( ]ﺍﻟﺤﺪﻳﺪz y x

【你们应当争取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赦宥，和
与天地一样广阔的乐园——为信仰真主和众使
者的人们而准备的乐园——那是真主的恩典，他

①

《大灾章》第 8-11 节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3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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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赏赐他所意欲者。真主是有宏恩的
①】

-天堂中最高的居所：
阿布杜拉·本·阿慕尔•本•阿税（愿主喜悦
他俩）的传述，他听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ﺑﻦ ﺍﻟﻌﺎﺹ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ﻧﻪ ﺳﻤﻊ
ﺍﻟﻨﺒﻲ  Fﻳﻘﻮﻝ» :ﺇﺫَﺍ ﺳَﻤِﻌْﺘُـﻢُ ﺍﻟﻤﺆﺫﱢﻥَ ﻓَﻘُﻮﻟُﻮﺍ ﻣِﺜْﻞَ ﻣَﺎ ﻳَـﻘُﻮﻝُ ،ﺛُﻢﱠ
ﺻَﻠﱡﻮﺍ ﻋَﻠَﻲﱠ ،ﻓَﺈﻧﱠﻪُ ﻣَﻦْ ﺻَﻠﱠﻰ ﻋَﻠَﻲﱠ ﺻَﻼﺓً ،ﺻَﻠ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ﺑِـﻬَﺎ ﻋَﺸْﺮﺍً،
ﺛُﻢﱠ ﺳَﻠُﻮﺍ ﺍﷲَ ﻟِﻲَ ﺍﻟﻮَﺳِﻴﻠَﺔَ ،ﻓَﺈﻧﱠﻬَﺎ ﻣَﻨْﺰِﻟَﺔٌ ﻓِﻲ ﺍﻟﺠَﻨﱠﺔِ ﻻ ﺗَﻨْﺒَـﻐِﻲ ﺇﻟﱠﺎ ﻟِﻌَﺒْﺪٍ
ﻣِﻦْ ﻋِﺒَﺎﺩِ ﺍﷲ ،ﻭَﺃَﺭْﺟُﻮ ﺃَﻥْ ﺃَﻛُﻮﻥَ ﺃَﻧَﺎ ﻫُﻮَ ،ﻓَﻤَﻦْ ﺳَﺄَﻝَ ﻟِﻲ ﺍﻟﻮَﺳِﻴﻠَﺔَ ﺣَﻠﱠﺖْ
ﻟَـﻪُ ﺍﻟﺸﱠﻔَﺎﻋَ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当你们听到宣礼员念宣礼词时，你们应
该和宣礼员念的一样，然后你们当祝福我；的确，
谁祝福我一次，真主以此赐福他十次；然后你们
当向真主为我祈求媒介，那是天堂中的一个品
①

《铁章》第 2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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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在真主的众仆人中只有一个人能获得，我希
望我就是那个人，所以谁为我祈求媒介，他在
复生日将能得到我的说情。” ①

-天堂最高层的居民及最低层的居民：
穆阿莱图·本·苏阿白图（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 ﻗﺎﻝF ﻋﻦ ﺍﻟﻤﻐﻴﺮﺓ ﺑﻦ ﺷﻌﺒ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ﻫُﻮَ ﺭَﺟُﻞٌ ﻳَـﺠِﻲء:َ ﻣَﺎ ﺃَﺩْﻧَﻰ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ﻣَﻨْﺰِﻟَﺔً؟ ﻗَﺎﻝ:ُ»ﺳَﺄَﻝَ ﻣُﻮﺳَﻰ ﺭَﺑﱠﻪ
ْ ﺃَﻱ:ُ ﻓَﻴَـﻘُﻮﻝ،َ ﺍﺩْﺧُﻞِ ﺍﻟﺠَﻨﱠﺔ:ُﺑَـﻌْﺪَ ﻣَﺎ ﺃُﺩْﺧِﻞَ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ﺍﻟﺠَﻨﱠﺔَ ﻓَﻴُـﻘَﺎﻝُ ﻟَـﻪ
ﺭَﺏﱢ ﻛَﻴْﻒَ ﻭَﻗَﺪْ ﻧَﺰَﻝَ ﺍﻟﻨﱠﺎﺱُ ﻣَﻨَﺎﺯِﻟَـﻬُـﻢْ ﻭَﺃَﺧَﺬُﻭﺍ ﺃَﺧَﺬَﺍﺗِـﻬِـﻢْ؟
“穆萨问他的养主：
‘天堂的居民中最低的
品级是什么？’真主说：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天堂的居民完全都进入天堂之后他来了。有人
对他说：你进天堂去吧！他说：我的主啊！ 我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38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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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进去呢？人们都已经各自占据了自己的位
。置，拿走了属于自己的赐赏
’
ﻓَﻴُـﻘَﺎ ُﻝ ﻟَـﻪُ :ﺃَﺗَﺮْﺿَﻰ ﺃَﻥْ ﻳَﻜُﻮﻥَ ﻟَﻚَ ﻣِﺜْﻞُ ﻣُﻠﻚِ ﻣَﻠِﻚٍ ﻣِﻦ ﻣُﻠُﻮﻙِ
ﺍﻟﺪﱡﻧْﻴَﺎ؟ ﻓَﻴَـﻘُﻮﻝُ :ﺭَﺿِﻴْﺖُ ﺭَﺏﱢ ،ﻓَﻴَـﻘُﻮﻝُ :ﻟَﻚَ ﺫَﻟِﻚَ ﻭَﻣِﺜْﻠُـﻪُ ،ﻭَﻣِﺜْﻠُـﻪُ،
ﻭَﻣِﺜْﻠُـﻪُ ،ﻭَﻣِ ْﺜﻠُـﻪُ ،ﻓَﻘَﺎﻝَ ﻓِﻲ ﺍﻟﺨَﺎﻣِﺴَﺔِ ﺭَﺿِﻴﺖُ ﺭَﺏﱢ ،ﻓَﻴَـﻘُﻮﻝُ :ﻫَﺬَﺍ ﻟَﻚَ
ﻭَﻋَﺸَﺮَﺓُ ﺃَﻣْﺜَﺎﻟِـﻪِ ،ﻭَﻟَﻚَ ﻣَﺎ ﺍﺷْﺘَـﻬَﺖْ ﻧَﻔْﺴُﻚَ ،ﻭَﻟَﺬﱠﺕْ ﻋَﻴْﻨُﻚَ ،ﻓَﻴَـﻘُﻮﻝُ:
ﺭَﺿِﻴْﺖُ ﺭَﺏﱢ.
真主说对他说：‘你拥有类似尘世中一个国
王的疆域，你满意吗？’他说：
。‘主啊！我满意
’
真主说：‘你拥有这些，还拥有类似的，还拥有
类似的，还拥有类似的，还拥有类似的。’在第
五次时，他说：‘主啊！我满意了。’真主又说：
‘这些都归你，还有类似的十倍，以及你心中所
。想的，眼睛所见的
’他说：
‘我的主啊！我满意
’。了
ﻗَﺎﻝَ :ﺭَﺏﱢ ﻓَﺄَﻋْﻼﻫُـﻢْ ﻣَﻨْﺰِﻟَﺔً؟ ﻗَﺎﻝَ :ﺃَﻭْﻟَﺌِﻚَ ﺍﻟﱠﺬِﻳﻦَ ﺃَﺭَﺩْﺕﱡ ،ﻏَﺮَﺳْﺖُ
ﻛَﺮَﺍﻣَﺘَـﻬُـﻢْ ﺑِﻴَﺪِﻱ ،ﻭَﺧَﺘَـﻤْﺖُ ﻋَﻠَﻴﻬَﺎ ،ﻓَﻠَـﻢْ ﺗَﺮَ ﻋَﻴْﻦٌ ،ﻭَﻟَـﻢْ ﺗَﺴْﻤَﻊْ ﺃُﺫُ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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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ﻭﻣﺼﺪﺍﻗﻪ ﻓﻲ ﻛﺘﺎﺏ ﺍﷲ ﻋﺰ ﻭﺟﻞ:ﻭَﻟَـﻢْ ﻳَـﺨْﻄُﺮْ ﻋَﻠَﻰ ﻗَﻠْﺐِ ﺑَﺸَﺮٍ« ﻗﺎﻝ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xwvutsrqp)

穆萨又问：‘我的主啊！天堂的居民中最高

的品级是什么？’真主说：
‘他们是我选拔的人，
我亲自主持他们的荣誉，并完善之。那是眼睛未
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任何人的心中未曾想过
的。其在《古兰经》之中的证据是：【任何人都
不知道已为他们贮藏了什么慰藉 ①】。” ②
P470F

P

P

471F

在另一传述中阐明了天堂的居民中最低的
品级：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ﻓَﺈﻥﱠ ﻟَﻚَ ﻣِﺜْﻞَ ﺍﻟﺪﱡﻧْﻴَﺎ ﻭَﻋَﺸَﺮَﺓَ ﺃَﻣْﺜَﺎﻟِـﻬَﺎ
“的确，你拥有类似尘世及其十倍的恩
惠。” ③
P472F

-天堂的居民所享有的最伟大的恩典：

①

《叩头章》第١٧节
《穆斯林圣训集》第 189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7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86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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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ﮯ: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 ® ¬« ª©¨ §¦¥

.[٧٢ /( ]ﺍﻟﺘﻮﺑﺔº¹¸¶µ´ ³²±
【真主应许信道的男女们将进入下临诸河
的乐园，并永居其中，他们在常住的乐园里，将
有优美的住宅，得到真主的更大的喜悦；这就是
伟大的成功。】 ①
P473F

-清高的真主说：
( 0 / . - , + *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٢

[٢٣-٢٢/]ﺍﻟﻘﻴﺎﻣﺔ

【[22]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华的，[23]
是仰视着他们的主的。】 ②
P47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人
们请教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忏悔章》第 72 节
《复活章》第 22-2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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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ﻧﺎﺳﺎً ﻗﺎﻟﻮﺍ ﻟﺮﺳﻮﻝ ﺍﷲ-٣
:F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ﻫﻞ ﻧﺮﻯ ﺭﺑﻨﺎ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ﻓﻘ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F
، ﻻ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ﻟﻮﺍ.«»ﻫَﻞْ ﺗُﻀَﺎﺭﱡﻭﻥَ ﻓِﻲ ﺭُﺅْﻳَﺔِ ﺍﻟﻘَﻤَﺮِ ﻟَﻴْﻠَﺔَ ﺍﻟﺒَﺪْﺭِ؟
 ﻻ ﻳﺎ: ﻗﺎﻟﻮﺍ.« »ﻫَﻞْ ﺗُﻀَﺎﺭﱡﻭﻥَ ﻓِﻲ ﺍﻟﺸﱠﻤْﺲِ ﻟَﻴْﺲَ ﺩُﻭْﻧَـﻬَﺎ ﺳَﺤَﺎﺏٌ؟:ﻗﺎﻝ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ﻓَﺈﻧﱠﻜُﻢْ ﺗَﺮَﻭْﻧَـﻪُ ﻛَﺬَﻟِﻚ: ﻗﺎﻝ،ﺭﺳﻮﻝ ﺍﷲ
“主的使者啊！我们在复生日能见到我们
的养主吗？”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你们在圆月之夜会因看月亮时的拥挤
而相互受到伤害吗？”他们说：“主的使者啊！
“在天空晴朗、万里
不会受到伤害的。”使者说：
无云之日，你们会因看太阳时的拥挤而相互受到
伤害吗？”他们说：“主的使者啊！不会受到伤
“的确，你们见你们的养主时，
害的。”使者说：
就像你们看太阳和月亮时不会受到伤害一样。”①
P475F

-苏海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穆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80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82 段，原文出自
《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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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٤ﻋﻦ ﺻﻬﻴﺐ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ﺇﺫَﺍ ﺩَﺧَﻞَ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ﺍﻟﺠَﻨﱠﺔَ ،ﻗَﺎﻝَ :ﻳَـﻘُﻮﻝُ ﺍﷲُ ﺗَـﺒَﺎﺭَﻙَ ﻭَﺗَﻌَﺎﻟَﻰ ،ﺗُﺮِﻳﺪُﻭﻥَ ﺷَﻴْﺌﺎً
ﺃَﺯِﻳْﺪُﻛُﻢْ؟ ﻓَﻴَـﻘُﻮﻟُﻮﻥَ :ﺃَﻟَـﻢْ ﺗُﺒَﻴﱢﺾْ ﻭُﺟُﻮﻫَﻨَﺎ؟ ﺃَﻟَـﻢْ ﺗُﺪْﺧِﻠْﻨَﺎ ﺍﻟﺠَﻨﱠﺔَ ،ﻭَﺗُﻨَﺠﱢﻨَﺎ
ﻣِﻦَ ﺍﻟﻨﱠﺎﺭِ؟ ﻗَﺎﻝَ :ﻓَﻴَﻜْﺸِﻒُ ﺍﻟﺤِﺠَﺎﺏَ ،ﻓَﻤَﺎ ﺃُﻋْﻄُﻮﺍ ﺷَﻴْﺌﺎً ﺃَﺣَﺐﱠ ﺇﻟَﻴْـﻬِـﻢْ ﻣِﻦَ
ﺍﻟﻨﱠﻈَﺮِ ﺇﻟَﻰ ﺭَﺑﱢﻬِـﻢْ ﻋَﺰﱠ ﻭَﺟَﻞﱠ«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当天堂的居民都进入天堂之后，清高
吉庆的真主说：‘你们还需要什么？我给你们增
加。’他们说：
‘你已使我们的面容变白如皎，让
我们进入天堂，脱离了火狱，我们还需要什么
呢？’他（穆圣）说：‘然后真主揭开幔帐，对
于他们来说，有什么赏赐能比见到真主更受他们
① ”’？的喜爱呢
P476F

-描述天堂里的恩典：
这是对天堂的各种特征、以及对其中的各种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8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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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恩惠的描述。愿真主使我们和你们、以及全
体穆斯林都成为天堂的居民，他确是慷慨的、仁
慈的主。
-清高的真主说：
ﻜﹸﻢﺍﺟﻭﺃﹶﺯ ﻭﻢﺔﹶ ﺃﹶﻧﺘﻠﹸﻮﺍ ﺍﳉﹶﻨﺧ ﺍﺩﲔﻤﻠﺴﻮﺍ ﻣﻛﹶﺎﻧﺎ ﻭﻨﺎﺗﻮﺍ ﺑﹺﺂﻳﻨ ﺁﻣﻳﻦﺍﻟﱠﺬ
ﻬﹺﻴﻪﺸﺘ
 ﺎ ﺗﺎ ﻣﻴﻬﻓﺍﺏﹴ ﻭﺃﹶﻛﹾﻮﺐﹴ ﻭﻦ ﺫﹶﻫ ﻣﺎﻑﺤﻬﹺﻢ ﺑﹺﺼﻠﹶﻴ ﻋﻄﹶﺎﻑﻭﻥﹶ ﻳﺮﺒﺤﺗ
ﺎﺎ ﺑﹺﻤﻮﻫﻤﻲ ﺃﹸﻭﺭﹺﺛﹾﺘﺔﹸ ﺍﻟﹶﺘ ﺍﳉﹶﻨﻠﹾﻚﺗﻭﻥﹶ ﻭﺪﺎﻟﺎ ﺧﻴﻬ ﻓﻢﺘﺃﹶﻧ ﻭﻦﻴﻠﹶﺬﱡ ﺍﻷَﻋﺗ ﻭﺍﻷَﻧﻔﹸﺲ
:ﺄﹾﻛﹸﻠﹸﻮ ﻥﹶ ]ﺍﻟﺰﺧﺮﻑ ﺁﻳﺔﺎ ﺗﻬﻨﲑﺓﹲ ﻣﺔﹲ ﻛﹶﺜﻬﺎ ﻓﹶﺎﻛﻴﻬ ﻓﻛﹸﻢ

ﻠﹸﻮﻥﹶﻤﻌ ﺗﻢﻛﹸﻨﺘ
[(٧٣-٦٩)

【[69]他们曾归信我的迹象，他们原是顺服
的。[70]“你们和你们的妻子，愉快地进乐园去
吧！[71]将有金盘和金杯，在他们之间依次传递。
乐园中有心所恋慕，眼所欣赏的乐趣，你们将永
居其中。[72]这是你们因自己的善行而得继承的
乐园。[73]你们在其中，将有许多水果，供你们
取食。”
】①
P47F

①

《金饰章》第 69-7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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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ﺇﹺﻥﱠ ﺍﳌﹸﺘﻘﲔ ﻓﻲ ﻣﻘﹶﺎﻡﹴ ﺃﹶﻣﲔﹴ ﻓﻲ ﺟﻨﺎﺕ ﻭﻋﻴﻮﻥ

ﻳﻠﹾﺒﺴﻮﻥﹶ ﻣﻦ ﺳﻨﺪﺱﹴ

ﻭﺇﹺﺳﺘﺒﺮﻕﹴ ﻣﺘﻘﹶﺎﺑﹺﻠﲔ ﻛﹶﺬﹶﻟﻚ ﻭﺯﻭﺟﻨﺎﻫﻢ ﺑﹺﺤﻮﺭﹴ ﻋﲔﹴ ﻳﺪﻋﻮﻥﹶ ﻓﻴﻬﺎ ﺑﹺﻜﹸﻞﱢ ﻓﹶﺎﻛﻬﺔ
ﺁﻣﻨﹺ ﲔ

ﻻﹶ ﻳﺬﹸﻭﻗﹸﻮﻥﹶ ﻓﻴﻬﺎ ﺍﳌﹶﻮﺕ ﺇﹺﻻﱠ ﺍﳌﹶﻮﺗﺔﹶ ﺍﻷُﻭﻟﹶﻰ ﻭﻭﻗﹶﺎﻫﻢ ﻋﺬﹶﺍﺏ

ﺍﳉﹶﺤﻴﻢﹺ ]ﺍﻟﺪﺧﺎﻥ ﺁﻳﺔ[(٥٦-٥١) :
——【[51]敬畏者必定要住在安全的地方
[52]住在乐园之中，住在泉源之滨，[53]穿着绫
罗绸缎，相向而坐。[54]结局是这样的：我将以
白皙的、美目的女子，做他们的伴侣。[55]他们
在乐园中，将安全地索取各种水果。[56]他们在
乐园中，除初次死亡外不再尝死的滋味。真主将
。使他们得免于火狱的刑罚
①】
P478F

-清高的真主说：
ﻭﺟﺰﺍﻫﻢ ﺑﹺﻤﺎ ﺻﺒﺮﻭﺍ ﺟﻨﺔﹰ ﻭﺣﺮﹺﻳﺮﺍﹰ ﻣﺘﻜﺌﲔ ﻓﻴﻬﺎ ﻋﻠﹶﻰ ﺍﻷَﺭﺍﺋﻚ ﻻﹶ
ﻳﺮﻭﻥﹶ ﻓﻴﻬﺎ ﺷﻤﺴﺎﹰ ﻭﻻﹶ ﺯﻣﻬﺮﹺﻳﺮﺍﹰ ﻭﺩﺍﻧﹺﻴﺔﹰ ﻋﻠﹶﻴﻬﹺﻢ ﻇﻼﻟﹸﻬﺎ ﻭﺫﹸﻟﱢﻠﹶﺖ ﻗﹸﻄﹸﻮﻓﹸﻬﺎ
ﺗﺬﹾﻟﻴﻼﹰ ﻭﻳﻄﹶﺎﻑ ﻋﻠﹶﻴﻬﹺﻢ ﺑﹺﺂﻧﹺﻴﺔ ﻣﻦ ﻓﻀﺔ ﻭﺃﹶﻛﹾﻮﺍﺏﹴ ﻛﹶﺎﻧﺖ ﻗﹶﻮﺍﺭﹺﻳﺮ ﻗﹶﻮﺍﺭﹺﻳﺮ ﻣﻦ
①

《烟雾章》第 51-5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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ﺎﻴﻬﻨﺎﹰ ﻓﻴﳒﹶﺒﹺﻴﻼﹰ ﻋﺎ ﺯﻬﺍﺟﺰﺎ ﻛﹶﺄﹾﺳﺎﹰ ﻛﹶﺎﻥﹶ ﻣﻴﻬﻥﹶ ﻓﻘﹶﻮﺴﻳﻳﺮﺍﹰ ﻭﻘﹾﺪﺎ ﺗﻭﻫﺭ ﻗﹶﺪﺔﻀﻓ
ﻟﹸﺆﺍﹰ ﻟﹸﺆﻢﻬﺘﺴِﺒ ﺣﻢﻬﺘﺃﹶﻳﻭﻥﹶ ﺇﹺﺫﹶﺍ ﺭﻠﱠﺪﺨﺍﻥﹲ ﻣﻟﹾﺪ ﻭﻬﹺﻢﻠﹶﻴ ﻋﻄﹸﻮﻑﻳﺒﹺﻴﻼﹰ ﻭﻠﹾﺴﻰ ﺳﻤﺴﺗ
ﺱﹴﻨﺪ ﺳﺎﺏﻴ ﺛﻢﻬﻴﺎﻟﻠﹾﻜﺎﹰ ﻛﹶﺒﹺﲑﺍﹰ ﻋﻣﻴﻤﺎﹰ ﻭﻌ ﻧﺖﺃﹶﻳ ﺭ ﺛﹶﻢﺖﺃﹶﻳﺇﹺﺫﹶﺍ ﺭﻨﺜﹸﻮﺭﺍﹰ ﻭﻣ
ﺬﹶﺍﻮﺭﺍﹰ ﺇﹺﻥﱠ ﻫﺍﺑﺎﹰ ﻃﹶﻬﺮ ﺷﻢﻬﺑ ﺭﻢﻘﹶﺎﻫﺳ ﻭﺔﻀﻦ ﻓ ﻣﺎﻭﹺﺭﻠﱡﻮﺍ ﺃﹶﺳﺣ ﻭﻕﺮﺒﺘﺇﹺﺳ ﻭﺮﻀﺧ
[(٢٢-١٢) :ﻜﹸﻮﺭﺍﹰ ]ﺍﻹِﻧﺴﺎﻥ ﺁﻳﺔﺸﻜﹸﻢ ﻣﻴﻌﻛﹶﺎﻥﹶ ﺳﺍﺀً ﻭﺰ ﺟﻛﹶﺎﻥﹶ ﻟﹶﻜﹸﻢ
【[12]他将因他们的坚忍而以乐园和丝绸
报酬他们。[13]他们在乐园中，靠在床上，不觉
炎热，也不觉严寒。[14]乐园的荫影覆庇着他们，
乐园的果实，他们容易采摘。[15]将有人在他们
之间传递银盘和玻璃杯——[16]晶莹如玻璃的
银杯，他们预定每杯的容量。[17]他们得用那些
杯饮含有姜汁的醴泉，[18]即乐园中有名的清快
泉。[19]许多长生不老的少年，轮流着服侍他们。
当你看见那些少年的时候，你以为他们是些散漫
的珍珠。[20]当你观看那里的时候，你会看见恩
泽和大国。[21]他们将穿着绫罗锦缎的绿袍，他
们将享受银镯的装饰，他们的主，将以纯洁的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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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赏赐他们。[22]（将对他们说：
”这确是你们
”。的报酬，你们的劳绩是有报酬的
①】
P479F

-清高的真主说：
ﻭﺍﻟﺴﺎﺑﹺﻘﹸﻮﻥﹶ ﺍﻟﺴﺎﺑﹺﻘﹸﻮﻥﹶ ﺃﹸﻭﻟﹶﺌﻚ ﺍﳌﹸﻘﹶﺮﺑﻮﻥﹶ ﺛﹸﻠﱠﺔﹲ ﻣﻦ ﺍﻷَﻭﻟﲔ ﻭﺛﹸﻠﱠﺔﹲ ﻣﻦ
ﺍﻵﺧﺮﹺﻳ ﻦ ﻭﻗﹶﻠﻴﻞﹲ ﻣﻦ ﺍﻵﺧﺮﹺﻳ ﻦ ﻋﻠﹶﻰ ﺳﺮﺭﹴ ﻣﻮﺿﻮﻧ ﺔ ﻣﺘﻜﺌﲔ ﻋﻠﹶ ﻴﻬﺎ
ﻣﺘﻘﹶﺎﺑﹺﻠ ﲔ ﻳﻄﹸﻮﻑ ﻋﻠﹶﻴﻬﹺﻢ ﻭﻟﹾﺪﺍﻥﹲ ﻣﺨﻠﱠﺪﻭ ﻥﹶ ﺑﹺﺄﹶﻛﹾﻮﺍﺏﹴ ﻭﺃﹶﺑﺎﺭﹺﻳﻖ ﻭﻛﹶ ﹾﺄﺱﹴ ﻣﻦ
ﺤﻢﹺ ﻃﹶ ﻴﺮﹴ
ﻣﻌﲔﹴ ﻻﹶ ﻳﺼﺪﻋﻮﻥﹶ ﻋﻨﻬﺎ ﻭ ﻻﹶ ﻳﻨﺰﹺﻓﹸﻮﻥﹶ ﻭﻓﹶﺎﻛﻬﺔ ﻣﻤﺎ ﻳﺘﺨﻴﺮﻭﻥﹶ ﻭﻟﹶ 
ﻣﻤﺎ ﻳﺸﺘﻬﻮ ﻥﹶ ﻭﺣﻮﺭ ﻋﲔ ﻛﹶﺄﹶﻣﺜﹶﺎﻝﹺ ﺍﻟﻠﱡﺆﻟﹸﺆﹺ ﺍﳌﹶﻜﹾﻨﻮ ﻥ ﺟﺰﺍﺀً ﺑﹺﻤﺎ ﻛﹶﺎﻧﻮﺍ
ﻳﻌﻤﻠﹸﻮﻥﹶ ﻻﹶ ﻳﺴﻤﻌﻮﻥﹶ ﻓﻴﻬﺎ ﻟﹶﻐﻮﺍﹰ ﻭﻻﹶ ﺗﺄﹾﺛﻴﻤﺎﹰ ﺇﹺﻻﱠ ﻗﻴﻼﹰ ﺳﻼﻣﺎﹰ ﺳﻼﻣﺎﹰ

]ﺍﻟﻮﺍﻗﻌﺔ

ﺁﻳﺔ[(٢٦-١٠) :
]【[10]最先行善者，是最先入乐园的人，[11
这等人，确是蒙主眷顾的。[12]他们将在恩泽的
]乐园中。[13]许多前人，[14]和少数后人，[15
在珠宝镶成的床榻上，[16]彼此相对地靠在上
]面。[17]长生不老的僮仆，轮流着服待他们，[18
捧着盏和壶，与满杯的醴泉；[19]他们不因那醴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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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而头痛，也不酩酊。[20]他们有自己所选择的
水果，[21]和自己所爱好的鸟肉。[22]还有白皙
的、美目的妻子，[23]好象藏在蚌壳里的珍珠一
样。[24]那是为了报酬他们的善行。[25]他们在
乐园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26]但听到说：
“祝
你们平安！祝你们平安！”
】①
-清高的真主说：
ﻃﹶ ﹾﻠﺢﹴ ﻭﻮﺩﻀﺨﺭﹴ ﻣﺪﻲ ﺳﲔﹺ ﻓﻤ ﺍﻟﻴﺎﺏﺤﺎ ﺃﹶﺻﲔﹺ ﻣﻤ ﺍﻟﻴﺎﺏﺤﺃﹶﺻﻭ
ﻻﹶ ﻭﺔﻘﹾﻄﹸﻮﻋﻻﹶ ﻣ

ﺓﲑ ﻛﹶﺜﺔﻬﻓﹶﺎﻛﻜﹸﻮﺏﹴ ﻭﺴﺎﺀٍ ﻣﻣ ﻭﻭﺩﺪﻤﻞﹴّ ﻣﻇ ﻭﻮﺩﻨﻀﻣ

ﺑﺎﹰﺮﻜﹶﺎﺭﺍﹰ ﻋ ﺃﹶﺑﻦﺎﻫﻠﹾﻨﻌﺎﺀً ﻓﹶﺠ ﺇﹺﻧﺸﻦﺎﻫﺄﹾﻧﺎ ﺃﹶﻧﺸ ﺇﹺﻧﺔﻓﹸﻮﻋﺮﺵﹴ ﻣﻓﹸﺮ ﻭﺔﻮﻋﻨﻤﻣ
: ]ﺍﻟﻮﺍﻗﻌﺔ ﺁﻳﺔﺮﹺﻳﻦ ﺍﻵﺧﻦﺛﹸﻠﱠﺔﹲ ﻣ ﻭﲔﻟ ﺍﻷَﻭﻦﲔﹺ ﺛﹸﻠﱠﺔﹲ ﻣﻤﺎﺏﹺ ﺍﻟﻴﺤﺍﺑﺎﹰ ﻷَﺻﺮﺃﹶﺗ
[(٤٠-٢٧)
【[27]幸福者，幸福者是何等的人？[28]
他们享受无刺的酸枣树，[29]结实累累的（香蕉）
树；[30]漫漫的树荫；[31]泛泛的流水；[32]
丰富的水果，[33]四时不绝，可以随意摘食；[3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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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升起的床榻。[35]我使她们重新生长，[36]
我使她们常为处女，[37]依恋丈夫，彼此同岁；
[38]这些都是幸福者所享受的。[39]他们是许多
前人[40]和许多后人。】 ①
-艾布胡莱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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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ﻗَﺎﻝ: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٦
ٌ ﻭَﻻ ﺃُﺫُﻥ،ْ ﺃَﻋْﺪَﺩْﺕﱡ ﻟِﻌِﺒَﺎﺩِﻱَ ﺍﻟﺼﱠﺎﻟِـﺤِﻴﻦَ ﻣَﺎ ﻻ ﻋَﻴْﻦٌ ﺭَﺃَﺕ:ﺍﷲُ ﻋَﺰّ ﻭَﺟَﻞﱠ
w v u t s r q p) .«ٍ ﻭَﻻ ﺧَﻄَﺮَ ﻋَﻠَﻰ ﻗَﻠْﺐِ ﺑَﺸَﺮ،ْﺳَﻤِﻌَﺖ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zyx

“伟大尊严的真主说：‘我为清廉的仆人们

准备了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任何人的
心中都未曾想过的恩惠。’其在《古兰经》之中
的证据是：【任何人都不知道已为他们贮藏了什
么慰藉，以报酬他们的行为 ②】
。” ③
P482F

①

P

P

483F

《大事章》第 27-40 节
《叩头章》第١٧节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4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2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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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居民的纪念真主及言语：
-清高的真主说：
ﺔ ﺍﳉﹶﻨﻦﺃﹸ ﻣﻮﺒﺘ ﻧﺽﺎ ﺍﻷَﺭﺛﹶﻨﺭﺃﹶﻭ ﻭﻩﺪﻋﺎ ﻭﻗﹶﻨﺪﻱ ﺻ ﺍﻟﱠﺬﻠﱠﻪ ﻟﺪﻗﹶﺎﻟﹸﻮﺍ ﺍﳊﹶﻤﻭ
[(٧٤) :]ﺍﻟﺰﻣﺮ ﺁﻳﺔ

ﲔﻠﺎﻣ ﺍﻟﻌﺮ ﺃﹶﺟﻢﺎﺀُ ﻓﹶﻨﹺﻌﺸﺚﹸ ﻧﻴﺣ

【他们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对我
们实践了他的约言，他使我们继承乐土，我们在
乐园中随意居住。工作者的报酬真优美！”】 ①
P48F

-清高的真主说：
ﻢﺍﻫﻮﻋ ﺩﺮﺁﺧ ﻭﻼﻡﺎ ﺳﻴﻬ ﻓﻢﻬﺘﻴﺤﺗ ﻭﻢ ﺍﻟﻠﱠﻬﻚﺎﻧﺤﺒﺎ ﺳﻴﻬ ﻓﻢﺍﻫﻮﻋﺩ
[(١٠) :]ﻳﻮﻧﺲ ﺁﻳﺔ

ﲔﺎﻟﹶﻤ ﺍﻟﻌﺏ ﺭﻠﱠﻪ ﻟﺪ ﺍﳊﹶﻤﺃﹶﻥ

【他们在乐园中的祈祷是：“我们的养主
啊！我们赞美您。
”他们在乐园中祝辞是：
“平安。”
他们最后的祈祷是：“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全世界的主。”】 ②
P485F

①

《队伍章》第 74 节
《优努斯章》第 10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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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ﻼﻣﺎﹰﻼﻣﺎﹰ ﺳﻴﻼﹰ ﺳﺇﹺﻻﱠ ﻗ

ﻴﻤ ﺎﹰﺄﹾﺛﻻﹶ ﺗﻮﺍﹰ ﻭﺎ ﻟﹶﻐﻴﻬﻮﻥﹶ ﻓﻌﻤﺴﻻﹶ ﻳ
[(٢٦-٢٥) :]ﺍﻟﻮﺍﻗﻌﺔ ﺁﻳﺔ

【[25]他们在乐园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
[26]但听到说：
“祝你们平安！祝你们平安！”
】①
P486F

-真主对天堂居民的问候：
-清高的真主说：
:ﺮﺍﹰ ﻛﹶﺮﹺﳝﺎﹰ ]ﺍﻷﺣﺰﺍﺏ ﺁﻳﺔ ﺃﹶﺟﻢ ﻟﹶﻬﺪﺃﹶﻋ ﻭﻼﻡ ﺳﻪﻧﻠﹾﻘﹶﻮ ﻳﻡﻮ ﻳﻢﻬﺘﻴﺤﺗ
[(٤٤)
【他们与真主会见的那天，真主对他们的祝
辞是：
“祝你们平安。
”他已为他们预备了优厚的
报酬。
】②
P487F

P

-清高的真主说：
[(٥٨):]ﻳﺲ ﺁﻳﺔ
①

《大事章》第 25-26 节
《同盟军章》第 44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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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这是从至慈主发出的祝辞
①】

-受喜者的相聚：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Fﻗﺎﻝ» :ﺇﻥﱠ
ﺍﷲَ ﻳَـﻘُﻮﻝُ ﻷَ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ﻳَﺎ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ﻓَﻴَـﻘُﻮﻟُﻮﻥَ :ﻟَﺒﱠﻴْﻚَ ﺭَﺑﱠﻨَﺎ ﻭَﺳَﻌْﺪَﻳْﻚَ،
ﻭَﺍﻟﺨَﻴْﺮُ ﻓِﻲ ﻳَﺪَﻳﻚَ ،ﻓَﻴَـﻘُﻮﻝُ :ﻫَﻞْ ﺭَﺿِﻴْﺘُـﻢْ؟ ﻓَﻴَـﻘُﻮﻟُﻮﻥَ :ﻭَﻣَﺎ ﻟَﻨَﺎ ﻻ ﻧَﺮْﺿَﻰ
ﻳَﺎ ﺭَﺏﱢ ﻭَﻗَﺪْ ﺃَﻋْﻄَﻴْﺘَﻨَﺎ ﻣَﺎ ﻟَـﻢْ ﺗُﻌْﻂِ ﺃَﺣَﺪﺍً ﻣِﻦْ ﺧَﻠْﻘِﻚَ ﻓَﻴَـﻘُﻮﻝُ :ﺃَﻟَﺎ ﺃُﻋْﻄِﻴﻜُﻢْ
ﺃَﻓْﻀَﻞَ ﻣِﻦْ ﺫَﻟِﻚَ؟ ﻓَﻴَـﻘُﻮﻟُﻮﻥَ :ﻳَﺎ ﺭَﺏﱢ ﻭَﺃَﻱﱡ ﺷَﻲْءٍ ﺃَﻓْﻀَﻞُ ﻣِﻦْ ﺫَﻟِﻚَ؟
ﻓَﻴَـﻘُﻮﻝُ :ﺃُﺣِﻞﱡ ﻋَﻠَﻴْﻜُﻢْ ﺭِﺿْﻮَﺍﻧِﻲ ،ﻓَﻼ ﺃَﺳْﺨَﻂُ ﻋَﻠَﻴْﻜُﻢْ ﺑَـﻌْﺪَﻩُ ﺃَﺑَﺪﺍً«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清高的真主呼吁天堂的居民：‘天堂的居
！民啊
’他们回答道：
‘我们的养主啊！响应您，
。顺从您，一切幸福均在您的掌握之中
’真主说：
！‘你们满意了吗？’他们说：‘我们的养主啊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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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确已恩赐了我们而没有赐予其他仆人的恩惠，
我们怎么会不满意呢？’他说：‘我赐于你们比
这更高贵的赏赐好吗？’他们说：‘我们的养主
啊！还有什么比这更高贵呢？’他说：‘我赐予
你们我的喜悦，在此之后，我永远不会恼怒你
们。’” ①
主啊!求您喜悦我们和我们的父母、我们的
家人，以及所有的穆斯林，凭着您的仁慈，求您
使我们进入奈阿姆的天堂吧！

-天堂中穆罕默德（ ）民众的数量：
清高的真主以伊斯兰民族成为天堂居民的
一半而使其高贵，然后对他们施加恩惠，使他们
增加到天堂居民的三分之二。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4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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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述，他说：我们曾经同主的使者坐在一个园顶
）的屋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ﻨﺎ ﻣﻊ ﺍﻟﻨﺒﻲ F
ﻓﻲ ﻗُﺒﱠﺔٍ ﻓﻘﺎﻝ» :ﺃَﺗَﺮْﺿَﻮﻥَ ﺃَﻥْ ﺗَـﻜُﻮﻧُﻮﺍ ﺭُﺑُـﻊَ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 ﻗﻠﻨﺎ ﻧﻌﻢ.

ﻗﺎﻝ» :ﺃَﺗَﺮْﺿَﻮﻥَ ﺃَﻥْ ﺗَـﻜُﻮﻧُﻮﺍ ﺛُﻠُﺚَ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 ﻗﻠﻨﺎ ﻧﻌﻢ ،ﻗﺎﻝ:
»ﺃَﺗَﺮْﺿَﻮﻥَ ﺃَﻥْ ﺗَـﻜُﻮﻧُﻮﺍ ﺷَﻄْﺮَ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 ﻗﻠﻨﺎ :ﻧﻌﻢ ،ﻗﺎﻝ» :ﺇﻧﱢﻲ
ﻷَﺭْﺟُﻮ ﺃَﻥْ ﺗَـﻜُﻮﻧُﻮﺍ ﺷَﻄْﺮَ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ﻭَﺫَﻟِﻚَ ﺃَﻥﱠ ﺍﻟﺠَﻨﱠﺔَ ﻻ ﻳَﺪْﺧُﻠُـﻬَﺎ ﺇﻟﱠﺎ
ﻧَﻔْﺲٌ ﻣُﺴْﻠِـﻤَﺔٌ ،ﻭَﻣَﺎ ﺃَﻧْﺘُـﻢْ ﻓِﻲ ﺃَﻫْﻞِ ﺍﻟﺸﱢﺮْﻙِ ﺇﻟﱠﺎ ﻛَﺎﻟﺸﱠﻌْﺮَﺓِ ﺍﻟﺒَﻴْﻀَﺎءِ ﻓِﻲ
ﺟِﻠْﺪِ ﺍﻟﺜﱠﻮﺭِ ﺍﻷَﺳْﻮَﺩِ ،ﺃَﻭْ ﻛَﺎﻟﺸﱠﻌْﺮَﺓِ ﺍﻟﺴﱠﻮْﺩَﺍءِ ﻓِﻲ ﺟِﻠْﺪِ ﺍﻟﺜﱠﻮﺭِ ﺍﻷَﺣْـﻤَﺮِ«.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你们成为天堂居民的四分之一，你们满
意吗？”我们说：“满意。”穆圣说：“你们成为
天堂居民的三分之一，你们满意吗？”我们说：
“你们成为天堂居民的二分
“满意。”穆圣又说：
之一，你们满意吗？”我们说：“满意。”他说：
“我的确希望你们成为天堂居民的二分之一；那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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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只有归信真主的人才能进入天堂，你们与
以物配主者的比例，犹如黑牛身上的一根白毛，
或红牛身上的一根黑毛。
”①

-天堂居民的班次：
布莱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ﺃَﻫْﻞ:F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ﺑﺮﻳﺪ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ﻕﺍﻝ
،ِ ﺛَﻤَﺎﻧُﻮﻥَ ﻣِﻨْـﻬَﺎ ﻣِﻦْ ﻫَﺬِﻩِ ﺍﻷُﻣﱠﺔ،ﺍﻟﺠَﻨﱠﺔِ ﻋِﺸْﺮُﻭﻥَ ﻭَﻣِﺎﺋَﺔُ ﺻَﻒﱟ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ﻭَﺃَﺭْﺑَـﻌُﻮﻥَ ﻣِﻦْ ﺳَﺎﺋِﺮِ ﺍﻷُﻣَـﻢ
“天堂的居民有一百二十队，其中的八十
班来自于这个（伊斯兰）民族，四十队来自于其
他的各民族。” ②
P491F

-天堂的居民：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2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29 段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546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伊
本马哲圣训集》第 428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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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ﺻﺤﺎﺏ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ﻭﺍﻟﱠﺬﻳﻦ ﺁﻣﻨﻮﺍ ﻭﻋﻤﻠﹸﻮﺍ ﺍﻟﺼﺎﻟﺤﺎﺕ ﺃﹸﻭﻟﹶﺌﻚ ﺃﹶ 
ﺍﳉﹶﻨﺔ ﻫﻢ ﻓﻴﻬﺎ ﺧﺎﻟﺪﻭﻥﹶ

]ﺍﻟﺒﻘﺮﺓ ﺁﻳﺔ[(٨٢) :

【信道而且行善者，是乐园的居民，他们将
。永居其中
①】
P492F

-阿雅杜·本·哈玛尔（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ﻋﻦ ﻋﻴﺎﺽ ﺑﻦ ﺣﻤﺎ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F
ﻗﺎﻝ ..» :ﻭَ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ﺛَﻼﺛَﺔٌ :ﺫُﻭ ﺳُﻠْﻄَﺎﻥٍ ﻣُﻘْﺴِﻂٌ ﻣُﺘَﺼَﺪﱢﻕٌ ﻣُﻮَﻓﱠﻖٌ،
ﻭَﺭَﺟُﻞٌ ﺭَﺣِﻴْـﻢٌ ﺭَﻗِﻴﻖُ ﺍﻟﻘَﻠْﺐِ ﻟِﻜُﻞﱢ ﺫِﻱ ﻗُﺮْﺑَﻰ ﻭَﻣُﺴْﻠِـﻢٍ ،ﻭَﻋَﻔِﻴﻒٌ ﻣُﺘَﻌَﻔﱢﻒٌ
ﺫُﻭ ﻋِﻴَﺎﻝٍ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天堂的居民分为三类：公正的、诚实
的、顺主的掌权者；内心仁慈和蔼地对待每一个
近亲和穆斯林的人；虽家境贫寒，但能保持廉洁
② ”。不求他人者
P493F

①

《黄牛章》第 82 节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6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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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本·沃海布（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听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F  ﻋﻦ ﺣﺎﺭﺛﺔ ﺑﻦ ﻭﻫﺐ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ﻪ ﺳﻤﻊ ﺍﻟﻨﺒﻲ-٣
ٍ »ﻛُﻞﱡ ﺿَﻌِﻴﻒ:F  ﻗﺎﻝ، ﺑَﻠَﻰ: »ﺃَﻻ ﺃُﺧْﺒِﺮُﻛُﻢْ ﺑِﺄَ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ﻗﺎﻟﻮﺍ:ﻗﺎﻝ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ﻣُﺘَﻀَﻌﱢﻒٍ ﻟَﻮ ﺃَﻗْﺴَﻢَ ﻋَﻠَﻰ ﺍﷲ ﻷَﺑَﺮﱠﻩ
“我告诉你们天堂的居民好吗？”他们说：
“所有被人轻视的弱者，假若
“好的。”先知说：
他们向真主发誓，真主一定成全他们的誓
言……。” ①
P49F

-天堂居民最多者：
伊姆兰·本·侯赛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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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ﻗﺎﻝF ﻋﻦ ﻋﻤﺮﺍﻥ ﺑﻦ ﺣﺼﻴﻦ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91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53 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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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ﺍﻃﱠﻠَﻌْﺖُ ﻓِﻲ ﺍﻟﺠَﻨﱠﺔِ ﻓَﺮَﺃَﻳْﺖُ ﺃَﻛْﺜَﺮَ ﺃَﻫْﻠِـﻬَﺎ ﺍﻟﻔُﻘَﺮَﺍءَ ،ﻭَﺍﻃﱠﻠَﻌْﺖُ ﻓِﻲ ﺍﻟﻨﱠﺎﺭِ
ﻓَﺮَﺃَﻳْﺖُ ﺃَﻛْﺜَﺮَ ﺃَﻫْﻠِـﻬَﺎ ﺍﻟﻨﺴﺎﺀَ«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去看天堂，我发现天堂的居民大多数
是穷人；我去看火狱，我发现火狱的居民大多数
① ”。是妇女
P495F

-最后进入天堂的人：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Fﺇﻥﱠ ﺁﺧِﺮَ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ﺩُﺧُﻮﻻً ﺍﻟﺠَﻨﱠﺔَ ،ﻭَﺁﺧِﺮَ ﺃَﻫْﻞِ ﺍﻟﻨﱠﺎﺭِ ﺧُﺮُﻭﺟﺎً ﻣِﻦَ
ﺍﻟﻨﱠﺎﺭِ :ﺭَﺟُﻞٌ ﻳَـﺨْﺮُﺝُ ﺣَﺒْﻮﺍً ،ﻓَﻴَـﻘُﻮﻝُ ﻟَـﻪُ ﺭَﺑﱡﻪُ :ﺍﺩْﺧُ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ﻓَﻴَـﻘُﻮﻝُ:
ﺭَﺏﱢ ،ﺍﻟﺠَﻨﱠﺔُ ﻣَﻸﻯ ،ﻓَﻴَـﻘُﻮﻝُ ﻟَـﻪُ ﺫَﻟِﻚَ ﺛَﻼﺙَ ﻣَﺮﱠﺍﺕٍ ،ﻓَﻜُﻞﱠ ﺫَﻟِﻚَ ﻳُـﻌﻴﺪُ ﻋَﻠَﻴﻪِ:
ﺍﻟﺠَﻨﱠﺔُ ﻣَﻸﻯ ،ﻓَﻴَـﻘُﻮﻝُ :ﺇﻥﱠ ﻟَﻚَ ﻣِﺜْﻞَ ﺍﻟﺪﱡﻧْﻴَﺎ ﻋَﺸْﺮَ ﻣِﺮَﺍﺭٍ«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4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273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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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进入天堂的人，最后一个脱离
火狱的人：他就是一个从火狱中爬出来的人，他
的养主对他说：‘你进天堂去吧！’他说：‘我的
主啊！天堂己经满了。’他的养主对他说了三遍：
‘你进天堂去吧！’每一遍他都回答说：
‘我的主
啊！天堂己经满了。
’真主对他说：
‘的确，你拥
有类似尘世及其十倍的恩惠’
。”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51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斯林
圣训集》第 18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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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狱的特性
ÄXuuuu⁄—W6Ëu∆å
-火狱：是真主在后世里为惩罚否认者、
伪信者、以及违背者所准备的居所。以此令人深
思骇人听闻的场面，并促使人们远离火狱。
-凭着清高真主的意欲，在这里我们将谈
论火狱——毁灭之境，以及火狱中的各种刑罚，
以此令人深思骇人听闻的场面，并且远离火狱；
那就是以着正信、善功、远离举伴主与违背的行
为，以便赢得天堂，脱离火狱。我们向真主祈求
获得天堂，脱离火狱。这里将根据尊贵的《古兰
经》和正确的《圣训》谈论有关火狱的事项。

-火狱最著名的称号：
火狱的本质是一个，它有许多特性，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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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称号有：
-火狱。清高的真主说：
Á À ¿ ¾ ½)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ﺍﻟﻨﺎﺭ-١

(Ê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١٤/]ﺍﻟﻨﺴﺎﺀ

【[14]谁违抗真主和使者，并超越他的法
度，真主将使谁入火狱，而永居其中，他将受凌
辱的刑罚。
】①
P497F

-劫汉乃姆的火狱。清高的真主说：
Ø × Ö Õ Ô Ó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ﺟﻬﻨﻢ-٢

.[١٤٠/( ]ﺍﻟﻨﺴﺎﺀÛÚÙ

【[140]…真主必定把伪信者和不信者全体
集合在劫汉乃姆的火狱里。】 ②
P498F

-劫黑姆的火狱。清高的真主说：
①

《妇女章》第 14 节
《妇女章》第 140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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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ﺍﻟﺠﺤﻴﻢ-٣

.[١٠/&'(( ]ﺍﳌﺎﺋﺪﺓ%

【[10]不信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是
劫黑姆火狱的居民。
】①
P49F

-烈焰的火狱。清高的真主说：
9 8 7 6 5 4 3)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ﺍﻟﺴﻌﻴﺮ-٤

.[٦٤ /( ]ﺍﻷﺣﺰﺍﺏ:

【[64]真主确已弃绝不信道者，并为他们预
备烈火。】 ②
P50F

-烧灼的火狱。清高的真主说：
Û Ú Ù Ø × Ö Õ Ô)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ﺳﻘــﺮ-٥

.[٤٨ /( ]ﺍﻟﻘﻤﺮÝÜ

【[48]他们匍匐着被拖入火狱之日，将对他
们说：
“你们尝试火狱的烧灼吧！”
】③
P501F

-燃着的火狱。清高的真主说：
①

《筵席章》第 10 节
《同盟军章》第 64 节
③
《月亮章》第 4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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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G F E D C B A)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ﺍﻟﺤﻄﻤﺔ-٦

.[٦-٤/( ]ﺍﳍﻤﺰﺓONMLKJI

【[4]绝不然,他必定要被投在毁灭坑中。[5]
你怎能知道毁灭坑是什么？[6]是真主的燃着的
烈火。
】①
P502F

-发焰的火狱。清高的真主说：
C B A @ ? > = <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ﻟﻈﻰ-٧

.[١٧-١٥/( ]ﺍﳌﻌﺎﺭﺝFED

【[15]绝不然，那确是发焰的烈火，[16]能揭
去头皮，[17]能召唤转身而逃避的人。】 ②
P503F

-毁灭之境。清高的真主说：
Y X W V U T S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ﺩﺍﺭ ﺍﻟﺒﻮﺍﺭ-٨

(ed cb a `_^ ] \ [ Z
.[٢٩-٢٨/]ﺇﺑﺮﺍﻫﻴﻢ

【[28]难道你没有看见那等人吗？他们对
①

《诽谤者章》第 4-6 节
《天梯章》第 15-1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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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忘恩负义，并使自己的宗族陷于毁灭之境
——[29]火狱之中。他们将进入火狱，那归宿真
。糟糕
①】

-火狱的位置：
-清高的真主说：
 -١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ﺍﳌﻄﻔﻔﲔ.[٧/

【[7]绝不然，恶人们的纪录，将在一本恶

② 】。行簿中
P5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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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ﹶﺎﻝﹶ ...» :ﻭﺃﹶﻣﺎ

ﺍﻟﻜﹶﺎﻓﺮ ﻓﹶﺈﺫﹶﺍ ﻗﹸﺒﹺﻀﺖ ﻧﻔﹾﺴﻪ ﻭﺫﹸﻫﺐ ﺑﹺـﻬﺎ ﺇﻟﹶﻰ ﺑﺎﺏﹺ ﺍﻷَﺭﺽﹺ ﻳـﻘﹸﻮﻝﹸ ﺧﺰﻧﺔﹸ
ﺍﻷَﺭﺽﹺ :ﻣﺎ ﻭﺟﺪﻧﺎ ﺭﹺﳛﺎﹰ ﺃﹶﻧﺘﻦ ﻣﻦ ﻫﺬﻩ ،ﻓﹶﺘﺒﻠﹸﻎﹸ ﺑﹺـﻬﺎ ﺇﱃ ﺍﻷَﺭﺽﹺ ﺍﻟﺴﻔﹾﻠﹶﻰ«.
ﺃﺧﺮﺟﻪ ﺍﳊﺎﻛﻢ ﻭﺍﺑﻦ ﺣﺒﺎﻥ.
①

《伊布拉欣章》第 28-29 节
《称量不公章》第 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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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否认者，当他的灵魂被取出之
后，然后被带到大地之门，管理大地的天使说：
‘我们没有发现比这个更臭的气味，其臭气达到
了大地的最底层’。
”①

-永居火狱的人：
否认者、多神举伴者、伪信者都是永居火狱
的人们。至于认主独一的违背者，他们在伟大、
尊严的真主的意愿之中，如果真主意欲，就饶恕
他们；如果真主意欲，就根据他们的罪行对他们
进行惩治。
-清高的真主说：
²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ÁÀ¿¾½ ¼»º ¹¸ ¶ µ´³
.[٦٨/]ﺍﻟﺘﻮﺑﺔ

【[68]真主应许伪信的男女和不信道者，他
①

《哈克姆圣训集》第 1304 段，
《伊本汉巴尼圣训集》第 30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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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入火狱，并永居其中，火狱是足以惩治他们
的。真主已诅咒他们，他们将受永恒的刑罚。】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z y x w v u t s r)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٤٨ /}~ ﮯ( ]ﺍﻟﻨﺴﺎﺀ

【[48]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
自己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 ②
P508F

-火狱居民的面部表情：
-清高的真主说：
I H G F E D C)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٦٠/( ]ﺍﻟﺰﻣﺮRQPONML K J
【[60]复生日，你将看到诬蔑真主的人面色

变黑。难道火狱里没有自大者的住处吗？】 ③
P509F

①

《忏悔章》第 68 节
《妇女章》第 48 节
③
《队伍章》第 62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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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î í ì ë ê é è ç æ)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٤٢-٤٠/( ]ﻋﺒﺲòñ ð ï

【[40]在那日，许多面目上，将有灰尘，[41]
黧黑将蒙薇它。[42]这等人，是不信道的，是荒
淫的。】 ①
P510F

-清高的真主说：
(: 9 8 7 6 5 4 3 2 1)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٢٥-٢٤/]ﺍﻟﻘﻴﺎﻣﺔ

【[24]在那日，许多面目是愁苦的，[25]
他们确信自己必遭大难。】 ②
P51F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9)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٤

.[٤-٢/( ]ﺍﻟﻐﺎﺷﻴﺔCB A

【[2]在那日，将有许多人，是恭敬的、[3]
①

《皱眉章》第 40-42 节
《复活章》第 24-25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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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辛苦的，[4]他们将入烈火。】 ①
-清高的真主说：
(Û Ú Ù Ø × Ö Õ)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٥

.[١٠٤/]ﺍﳌﺆﻣﻨﻮﻥ

【[104]火焰烧灼他们的脸，他们在火狱中
痛得咧着嘴。】 ②
P513F

-火狱门的数量：
清高的真主说：
} | { z y x w v)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٤٤-٤٣/( ]ﺍﳊﺠﺮ¤£¢¡~ﮯ

【[43]火狱必定是他们全体的约定的地方。
[44]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
的一部分人。】 ③
P514F

①

《大灾章》第 2-4 节
《信士章》第 104 节
③
《石谷章》第٤٤-٤٣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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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狱诸门对其居民而关闭：
清高的真主说：
(\[ZY XWVU) :ﻗــﺎﻝ ﺍﷲ ﺗﻌــﺎﱃ

.[٩-٨/]ﺍﳍﻤﺰﺓ

【[8]他们必定要被关在烈火中,[9]吊在许
多很高的柱子上。】 ①
P51F

-火狱将被带到在复活场上：
-清高的真主说：
.[٩١/( ]ﺍﻟﺸﻌﺮﺍﺀONML)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91]火狱将被陈列在邪恶者的面前。】 ②
P516F

-清高的真主说：
¼ » º ¹ ¸ ¶ µ ´ ³)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¾ ½

①

《诽谤者章》第 8-9 节
《众诗人章》第 91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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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٢٣-٢١ /( ]ﺍﻟﻔﺠﺮËÊ

【[21]绝不然！当大地震动复震动，[22]

你的主的命令，和排班的天使，一齐来临的时候，
[23]在那日，火狱将被拿来；在那日，人将觉悟，
但觉悟于他有何裨益呢？】 ①
P517F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ﻰﺗـﺆ »ﻳ: ِ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ﺭﺳـﻮﻝ ﺍﷲ-٣
ﻠﹶـﻚ ﻣﻮﻥﹶ ﺃﹶﻟﹾﻒﻌﺒﺎﻡﹴ ﺳ ﻛﹸﻞﱢ ﺯﹺﻣﻊ ﻣ،ﺎﻡﹴ ﺯﹺﻣﻮﻥﹶ ﺃﹶﻟﹾﻒـﻌﺒﺎ ﺳ ﻟﹶـﻬﺬﺌﻮﻣ ﻳﻢﻨﻬﺑﹺـﺠ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ﺎـﻬﻭﻧﺮـﺠﻳ
“那一天，火狱被七万根缰绳带来，每根
缰绳都有七万位天使拉着。” ②
P518F

-提到火狱、以及首批穿越的人们 ：

①

《黎明章》第 21-23 节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4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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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h g f e d c b a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s r q p o n m l k j i

.[٧٢-٧١/]ﻣﺮﱘ

【[71]你们中没有一个人不到火狱的，那是
你的主决定要实行的。[72]然后，我将拯救敬畏
者，而让不义者跪在那里面。】 ①
P519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有
一些人问：“主的使者啊！我们在复活日能看见
我们的养主吗？”在其中提到：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ﻫﻞ ﻧﺮﻯ ﺭﺑﻨﺎ: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ﻧﺎﺳﺎﹰ ﻗﺎﻟﻮﺍ-٢
ﻲﺘﺃﹸﻣﺎ ﻭ ﻓﹶﺄﹶﻛﹸﻮﻥﹸ ﺃﹶﻧﻢﻨﻬ ﺟﺮﻱ  ﻇﹶﻬﻦﻴﺍﻁﹸ ﺑﺮ ﺍﻟﺼﺏﺮﻀﻳ »ﻭ-ﻭﻓﻴﻪ-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ـﺠﻴﺰ ﻳﻦﻝﹶ ﻣﺃﹶﻭ
“‘随拉特’桥被架在火狱上面，我和我的
教民是首先通过的。” ②
P520F

①

《麦尔彦章》第 71-72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80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82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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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狱的底层 ：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١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ﻨﺎ ﻣﻊ ﺭﺳـﻮﻝ ﺍﷲ

ﺇﺫ ﲰـﻊ

ﻭﺟﺒﺔﹰ ،ﻓﻘﺎﻝ ﺍﻟﻨﱯ » :ﺗﺪﺭﻭﻥﹶ ﻣﺎ ﻫﺬﹶﺍ؟« ﻗﺎﻝ :ﻗﻠﻨﺎ ﺍﷲ ﻭﺭﺳﻮﻟﻪ ﺃﻋﻠﻢ ،ﻗـﺎﻝ:
»ﻫﺬﹶﺍ ﺣﺠﺮ ﺭﻣﻲ ﺑﹺـﻪ ﻓﻲ ﺍﻟﻨﺎﺭﹺ ﻣﻨﺬﹸ ﺳﺒﻌﲔ ﺧﺮﹺﻳﻔﺎﹰ ﻓﹶﻬﻮ ﻳـﻬﻮﹺﻱ ﻓﻲ ﺍﻟﻨـﺎﺭﹺ ﺍﻵﻥﹶ
ﺣﺘﻰ ﺍﻧﺘـﻬﻰ ﺇﻟﹶﻰ ﻗﹶﻌﺮﹺﻫ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跟前，突然他

（我们曾经在主的使者

听见有东西跌落的声音，他说：“你们知道这是
什么声音吗？’我们说: “真主及其使者最知
道。”他说：“这是一块在七十年之前被抛下的
① ”。石头，直到现在它才落到火狱的底层
P521F

）-塞姆莱图·本·君德布（愿主喜悦他
）说：

（传述，他听主的先知

 -٢ﻋﻦ ﲰﺮﺓ ﺑﻦ ﺟﻨﺪ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ﻪ ﲰﻊ ﻧﱯ ﺍﷲ

ﻳﻘﻮﻝ» :ﺇﻥﱠ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4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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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ـﻪﺗﺰﺠ ﺇﻟﹶﻰ ﺣﺬﹸﻩﺄﹾﺧ ﺗﻦ ﻣـﻢـﻬﻨﻣ ﻭ،ـﻪﻴﺒ ﺇﻟﹶﻰ ﻛﹶﻌﺎﺭ ﺍﻟﻨﺬﹸﻩﺄﹾﺧ ﺗﻦ ﻣـﻢـﻬﻨﻣ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ﻪﻘﻨ ﺇﻟﹶﻰ ﻋﺬﹸﻩﺄﹾﺧ ﺗﻦ ﻣـﻢـﻬﻨﻣﻭ
“他们中有的人火烧到踝骨，有的人火烧到
膝盖，有的人火烧到腰部，有的人火烧到脖子。”①
P52F

-创造火狱居民的哲理：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ﺱﺮ »ﺿ: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ﺓﹸ ﺛﹶﻼﺙﺴِﲑ ﻣﻩﻠﹶﻆﹸ ﺟﹺﻠﹾﺪﻏ ﻭ،ﺪﺜﹾﻞﹸ ﺃﹸﺣﺮﹺ ﻣ ﺍﻟﻜﹶﺎﻓﺎﺏ ﻧﺮﹺ ﺃﹶﻭﺍﻟﻜﹶﺎﻓ
主的（

）使者说：“否认者的臼齿、或

犬齿犹如吴侯德山一样，其皮厚犹如三日行程之
遥。” ②
P523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

）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45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51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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ﻲﺒﻨﻜ  ﻣﻦﻴﺎ ﺑ »ﻣ: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ﱯ-٢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ﺮﻉﹺﺐﹺ ﺍﳌﹸﺴﺍﻛﻠﺮﺎﻡﹴ ﻟ ﺃﹶﻳﺓﹸ ﺛﹶﻼﺛﹶﺔﺴِﲑﺎﺭﹺ ﻣﻲ ﺍﻟﻨﺮﹺ ﻓﺍﻟﻜﹶﺎﻓ
“在火狱中，否认者两肩之间的距离，犹如
快骑三天的行程。” ①
P524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

）说：

ﻮﻡﺮﹺ ﻳ ﺍﻟﹶﻜﹶﺎﻓﺱﺮ »ﺿ: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٣

ﺬﹸﻩﻓﹶﺨ ﻭ،ِﺎﺀﻀﻴﺜﹾﻞﹸ ﺍﻟﺒﻩ ﻣﺪﻀﻋ ﻭ،ﺍﻋﺎﹰﺭﻮﻥﹶ ﺫﻌﺒ ﺳﻩ ﺟﹺﻠﹾﺪﺽﺮﻋ ﻭ،ﺪﺜﹾﻞﹸ ﺃﹸﺣ ﻣﺔﺎﻣﻴﺍﻟﻘ
.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ﺍﳊﺎﻛﻢ.«ﺬﹶﺓﺑ ﺍﻟﺮﲔﺑﻨﹺﻲ ﻭﻴﺎ ﺑﺎﺭﹺ ﻣ ﺍﻟﻨﻦ ﻣﻩﺪﻘﹾﻌﻣ ﻭ،ﺭﻗﹶﺎﻥﺜﹾﻞﹸ ﻭﻣ
“在复生日，否认者的臼齿如同吴侯德山，
其皮厚七十腕尺 ②，其前臂如同柏义达吾山 ③，其
P52F

P

P526F

P

大腿如同沃尔噶尼山 ④，其在火狱之中的座位如
P527F

P

同麦地那和赖柏若图市 ⑤之间的距离。” ⑥
P528F

P

①

P529F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51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52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②
译者注：大约 50 米。
③
译者注：山名，在麦地那西北面。
④
译者注：山名，在麦地那西南面。
⑤
译者注：赖柏若图市距麦地那市大约二百公里。
⑥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8327 段，
《哈克木圣训集》第 8759 段，原文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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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狱的酷热：
-清高的真主说：

5 4 3 2 1 0):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A@?>=<; : 9 8 7 6

.[٩٨-٩٧ /( ]ﺍﻹﺳﺮﺍﺀED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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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30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ﻲ ﺍﻟﱠﺘﻩﺬ ﻫﻛﹸﻢﺎﺭ »ﻧ: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ﱯ-٢

 ﻭﺍﷲ ﺇﻥ ﻛﺎﻧﺖ:« ﻗﺎﻟﻮﺍﻢﻨﻬ ﺟﺮ ﺣﻦﺀﺍﹰ ﻣﺰ ﺟﲔﻌﺒ ﺳﻦﺀٌ ﻣﺰ ﺟﻡ ﺁﺩﻦ ﺍﺑﺪﻮﻗﻳ
ﺀﺍﹰ ﻛﹸﻠﱡﻬﺎﺰ ﺟﲔﺘﺳ ﻭﺔﻌﺴﺎ ﺑﹺﺘـﻬﻠﹶﻴ ﻋﻠﹶﺖﺎ ﻓﹸﻀﻬ »ﻓﹶﺈﻧ: ﻗﺎﻝ،ﻟﻜﺎﻓﻴﺔ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哈克木圣训集》，
《正确丛书》第 1105 段，
①

《夜行章》第 97-9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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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ﺎﻫﺮﺜﹾﻞﹸ ﺣﻣ
“你们现在所使用的火，只是火狱之火热量
的七十分之一。”他们（圣门弟子）说：“指主
发誓，主的使者啊！这个火已经够热的了。”使
者说：“它再加上剩余的六十九份，才能类似于
火狱之火的热量。” ①
P531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

）说：

ﺎﺭ ﺍﻟﻨـﻜﹶﺖﺘ »ﺍﺷ: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٣
ﻲﻔﹶﺲﹴ ﻓ ﻧ،ﲔﹺﻔﹶﺴﺎ ﺑﹺﻨﻥﹶ ﻟﹶـﻬ ﻓﹶﺄﹶﺫ،ﻀﺎﹰـﻌﻲ ﺑﻀـﻌ ﺃﹶﻛﹶﻞﹶ ﺑﺏ ﺭ:ﺎ ﻓﹶﻘﹶﺎﻟﹶﺖﻬﺑﺇﻟﹶﻰ ﺭ
ﻭﻥﹶـﺠﹺﺪﺎ ﺗ ﻣﺪﺃﹶﺷ ﻭ، ﺍﳊﹶﺮﻦﻭﻥﹶ ﻣـﺠﹺﺪﺎ ﺗ ﻣﺪ ﻓﹶﺄﹶﺷ،ﻒﻴﻲ ﺍﻟﺼﻔﹶﺲﹴ ﻓﻧﺎﺀِ ﻭﺘﺍﻟﺸ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ﺮﹺﻳﺮﹺﻬﻣ ﺍﻟﺰﻦﻣ
“火狱向它的养主诉苦，它说：
‘我的主啊！
我确在自焚。’然后真主允许它出两口气：一口
在冬季，一口在夏季，就是你们所遇到的酷暑和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65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43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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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所遇到的严寒。” ①

-火狱的燃料：
-清高的真主说：
³ ² ± ° ¯ ®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 ¾ ½ ¼ » º ¹ ¸ ¶ µ´
.[٦/( ]ﺍﻟﺘﺤﺮﱘÃ Â Á À

【[6]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为自身和家属

而预防那以人和石为燃料的火刑，主持火刑的，
是许多残忍而严厉的天使，他们不违抗真主的命
令，他们执行自己所奉的训令。
】②
P53F

-清高的真主说：
Õ Ô Ó Ò Ñ Ð Ï Î)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٢٤/×( ]ﺍﻟﺒﻘﺮﺓÖ

【[24]如果你们不能作──你们绝不能作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6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圣训
集》第 617 段
②
《禁戒章》第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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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们当防备火狱，那是用人和石做燃
料的，已为不信道的人们预备好了。】 ①
-清高的真主说：
x w v u t s r)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٩٨/{|}( ]ﺍﻷﻧﺒﻴﺎﺀzy

【[98]你们和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确是火
狱的燃料，你们将进入火狱。
】②
P53F

-火狱的层次：
火狱有许多层，一层在另一层的下面，伪信
者在最底层，那是因为他们敌意的否认，以及他
们对信士们的伤害。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ª © ¨ § ¦ ¥ ¤ £ ¢) :ﻛﻤﺎ 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

.[١٤٥/«¬®( ]ﺍﻟﻨﺴﺎﺀ

【[145]伪信者必入火狱的最下层，你绝不

①

《黄牛章》第 24 节
《众先知章》第 9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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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他们发现任何援助者。】 ①

-描述火狱的荫影：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ª ©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٤٣-٤١/( ]ﺍﻟﻮﺍﻗﻌﺔµ´³²±

【[41]薄命者，薄命者是何等的人？[42]
他们在毒风和沸水中，[43]在黑烟的荫影下。】②
P537F

-清高的真主说：
b a ` _ ^ ] \ [ Z Y X)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١٦/( ]ﺍﻟﺰﻣﺮjihg fedc

【[16]他们的上面，有层层的火；他们的下
面，也有层层的火。那是真主用以恫吓他的众仆
的。我的众仆啊！你们当敬畏我。】 ③
P538F

①

《妇女章》第 145 节
《大事章》第 41-43 节
③
《队伍章》第 16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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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ZYXWVUTS)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٣١-٣٠/^_`( ]ﺍﳌﺮﺳﻼﺕ

【[30]你们去享受有三个权的荫影吧！
”[31]
那荫影不是阴凉的，不能遮挡火焰的热浪。
】①
P539F

-火狱的管理员：
-清高的真主说：
Q P O N M L K J I H G F)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b a ` _ ^ ] \ [ Z Y X W V UT S R
.[٣١-٢٦/( ]ﺍﳌﺪﺛﺮgfedc

【[26]我将使他堕入火狱，[27]你怎能知道火
狱是什么？[28]它不让任何物存在，不许任何物
留下，[29]它烧灼肌肤。[30]管理它的，共计十
九名。[31]我只将管理火狱的造成天使，我只以

①

《天使章》第 30-3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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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数目，考验不信道的人们。
】①
-马立克是火狱的管理员，犹如超绝万物
的真主所说：
9876) : ﻛﻤﺎ ﻗﺎﻝ ﺳـﺒﺤﺎﻧﻪ، ﻭﻣﺎﻟﻚ ﺧﺎﺯﻥ ﺍﻟﻨﺎﺭ-٢

.[٧٧/ ; <=>?( ]ﺍﻟﺰﺧﺮﻑ:

【[77]他们将喊叫说：“马立克啊！请你的

主处决我们吧！”他说：“你们必定要留在刑罚
中。”】 ②
P541F

-辨别火狱的居民：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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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ــﻘﻮﻝﹸ ﺍﷲ »ﻳ: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ﺳﻌﻴﺪ ﺍﳋ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

ـﺮﹺﺝ ﺃﺧ: ﻓﹶﻴﻘﹸﻮﻝﹸ،ﻚﻳﺪﻲ ﻳ ﻓﺮﺍﳋﹶﻴ ﻭ،ﻚﻳﺪﻌﺳ ﻭﻴﻚ ﻟﹶﺒ:ـﻘﹸﻮﻝﹸ ﻓﹶﻴ،ﻡﺎ ﺁﺩ ﻳ:ﺎﻟﹶﻰﻌﺗ
①

《盖被的人章》第 26-31 节
《金饰章》第 7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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ﺔﹰـﻌﺴﺗ ﻭﺎﺋﹶﺔـﻌﻤﺴ ﺗ ﻛﹸﻞﱢ ﺃﹶﻟﹾﻒﻦ ﻣ:ﺎﺭﹺ؟ ﻗﹶﺎﻝﹶﺚﹸ ﺍﻟﻨـﻌﺎ ﺑﻣ ﻭ: ﻗﹶﺎﻝﹶ،ﺎﺭﹺﺚﹶ ﺍﻟﻨـﻌﺑ
876543)

ﲑـﻐ ﺍﻟﺼﻴﺐﺸﻩ ﻳﺪﻨ ﻓﹶﻌ،ﲔﻌﺴﺗﻭ

(BA@?>=<;:9
.[٢/]ﺍﳊﺞ

،ﻼﹰﺟ ﺭﻜﹸﻢﻨﻭﺍ ﻓﹶﺈﻥﱠ ﻣﺮﺸ »ﺃﹶﺑ:؟ ﻗﹶﺎﻝﹶﺪﺍﺣ ﺍﻟﻮﻚﺎ ﺫﹶﻟﻨﺃﹶﻳ ﻭ،ﻮﻝﹶ ﺍﷲﺳﺎ ﺭ ﻳ:ﻗﹶﺎﻟﹸﻮﺍ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ﺃﹶﻟﹾﻒﻮﺝﺄﺟﻣ ﻭﻮﺝﺄﹾﺟ ﻳﻦﻣﻭ
“清高的真主说：‘阿丹呀！’阿丹回答：
‘主啊！响应您，一切幸福均在您的掌握中。’
真主说：
‘你找出火狱的的居民吧！
’阿丹说：
‘如
何辨别火狱的的居民呢？’真主说：‘每一千人
中有九百九十九人属于火狱的的居民。’那是在
儿童的头发变白，【[2]吓得每个孕妇都要流产；
你把人们看成醉汉，其实他们并非是醉汉，而是
因为真主的刑罚是严厉的。】①之时。
”他们（众
P542F

P

圣门弟子）说：“主的使者！我们谁能成为那一

①

《朝觐章》第 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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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呢？”他说：“你们应该高兴，耶恶朱者和
麦恶朱者中有一千人，你们中才有一个人。
”①

-火狱居民进入火狱的形式：
-清高的真主说：
[ Z Y X W V U T S)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f e d c b a ` _ ^]\
srqponmlkji h g
¡  { | } ~ ﮯz y x wvut

.[٧٢-٧١ /( ]ﺍﻟﺰﻣﺮ£¢

【[71]不信道者，将一队一队地被赶入火

狱，迨他们来到火狱前面的时候，狱门开了，管
狱的天使要对他们说：“难道你们族中的使者没
有对你们宣读你们的主的迹象，并警告你们将有
今日的相会吗？”他们说：“不然！不信道的人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4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圣训
集》第 2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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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当受刑罚的判决。”[72]或者对他们说”
你们进火狱门去，并永居其中吧！自大者的住处
真恶劣！”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Ï Î Í ÌË Ê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10/.-,+*)('&% $ #
(= < ; : 9 8 7 6 5 4 3 2
.[١٤-١١/]ﺍﻟﻔﺮﻗﺎﻥ

【[11]不然，他们否认复活时，我已为否认
复活时者预备烈火。[12]当他从远处看见他们的
时候，他们听见爆裂声和叹息太息声。[13]当他
们被枷锁着投入烈火中一个狭隘地方的时候，他
们在那里哀号求死。[14]今天你们不要哀求一
死，你们当哀求多死。】 ②
P54F

-清高的真主说：
①

《队伍章》第 71-72 节
《准则章》第 11-14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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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١٤-١٣/( ]ﺍﻟﻄﻮﺭÍÌË Ê É È

【[13]他们将被投入火狱。[14]这就是你们
生前所否认的火刑。
】①
P546F

P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ﮯ: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٤

(« ª © ¨ § ¦ ¥ ¤
.[٥٠-٤٩/]ﺇﺑﺮﺍﻫﻴﻢ

【[49]在那日，你将看见罪人们带着桎梏，
成双成对地被捆绑起来；[50]他们的衬衣是用沥
青做的，火将笼罩他们的脸。
】②
P54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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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ﻦ ﻣﻖﻨ ﻋﺝﺮـﺨ »ﺗ: ِ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٥
ﻖﻄﻨﺎﻥﹲ ﻳﺴﻟ ﻭ،ﺎﻥﻌﻤﺴ ﺗﺎﻥﺃﹸﺫﹸﻧ ﻭ،ﺮﺍﻥﺼﺒ ﺗﺎﻥﻨﻴﺎ ﻋ ﻟﹶـﻬ،ﺔﺎﻣﻴ ﺍﻟﻘﻮﻡﺎﺭﹺ ﻳﺍﻟﻨ
①

《山岳章》第 13-14 节
《伊布拉欣章》第 49-50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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ﻳـﻘﹸﻮﻝﹸ :ﺇﻧﻲ ﻭﻛﱢﻠﹾﺖ ﺑﹺﺜﹶﻼﺛﹶﺔ :ﺑﹺﻜﹸﻞﱢ ﺟﺒﺎﺭﹴ ﻋﻨﹺﻴﺪ ،ﻭﺑﹺﻜﹸﻞﱢ ﻣﻦ ﺩﻋﺎ ﻣﻊ ﺍﷲِ ﺇﻟﹶـﻬﺎﹰ
ﺁﺧﺮ ،ﻭﺑﹺﺎﳌﺼﻮﺭﹺﻳﻦ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复生日，从火狱中伸出如长脖子形状的怪
物，它有一双可视的眼睛，一双可听的耳朵，一
根可言的舌头，它说：‘我奉命对付三种人：所
有顽固不化的暴虐者、所有的举伴主者、所有的
。’画像者
①”
P548F

-第一个被投入火狱的人：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ﲰ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ﻘﻮﻝ» :ﺇﻥﱠ ﺃﹶﻭﻝﹶ

ﺍﻟﻨﺎﺱﹺ ﻳـﻘﹾﻀﻰ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ﻋﻠﹶﻴـﻪ ،ﺭﺟﻞﹲ ﺍﺳﺘﺸﻬﹺﺪ ،ﻓﹶﺄﹸﺗﻲ ﺑﹺـﻪ ﻓﹶﻌﺮﻓﹶﻪ ﻧﹺﻌﻤﻪ
ﻓﹶﻌﺮﻓﹶﻬﺎ ،ﻗﹶﺎﻝﹶ :ﻓﹶﻤﺎ ﻋﻤﻠﹾﺖ ﻓﻴﻬﺎ؟ ،ﻗﹶﺎﻝﹶ :ﻗﹶﺎﺗﻠﹾﺖ ﻓﻴﻚ ﺣﺘﻰ ﺍﺳﺘﺸﻬﹺﺪﺕ ،ﻗﹶﺎﻝﹶ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8411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574 段，原文出
》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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ﻛﹶﺬﹶﺑﺖ ،ﻭﻟﹶﻜﻨﻚ ﻗﹶﺎﺗﻠﹾﺖ ﻷَﻥﹾ ﻳـﻘﹶﺎﻝﹶ ﺟﺮﹺﻱﺀٌ ﻓﹶﻘﹶﺪ ﻗﻴﻞﹶ ،ﺛﹸﻢ ﺃﹸﻣﺮ ﺑﹺـﻪ ﻓﹶﺴﺤﺐ
ﻋﻠﹶﻰ ﻭﺟﻬﹺﻪ ﺣﺘﻰ ﺃﹸﻟﹾﻘﻲ ﻓﻲ ﺍﻟﻨﺎﺭﹺ.
复生日，第一个被审判的人，便是以身殉教
的烈士，天使把他带来，真主为他阐明了他所享
受的恩惠，他清楚地认识它，真主说：“你为什
”？么效命疆场呢
他说：“我的主啊！我为您而战斗直至杀身
。成仁
”
真主说：
“你撒谎，因为你奋勇杀敌的目的，
是想落个英雄的荣誉，你确已被人歌颂了。”然
后真主命令天使把他的脸冲着地倒拖着投入火
。狱之中
ﻭﺭﺟﻞﹲ ﺗﻌﻠﱠﻢ ﺍﻟﻌﻠﹾـﻢ ﻭﻋﻠﱠﻤﻪ ﻭﻗﹶﺮﺃﹶ ﺍﻟﻘﹸﺮﺁﻥﹶ ،ﻓﹶﺄﹸﺗﻲ ﺑﹺـﻪ ﻓﹶﻌ ﺮﻓﹶﻪ ﻧﹺﻌﻤﻪ
ﻓﹶﻌﺮﻓﹶﻬﺎ ،ﻗﹶﺎﻝﹶ :ﻓﹶﻤﺎ ﻋﻤﻠﹾﺖ ﻓﻴﻬﺎ؟ ﻗﹶﺎﻝﹶ :ﺗﻌﻠﱠﻤﺖ ﺍﻟﻌﻠﹾـﻢ ﻭﻋﻠﱠﻤﺘـﻪ ،ﻭﻗﹶﺮﹾﺃﺕ ﻓﻴﻚ
ﺍﻟﻘﹸﺮﺁﻥﹶ ،ﻗﹶﺎﻝﹶ :ﻛﹶﺬﹶﺑﺖ ﻭﻟﹶﻜﻨﻚ ﺗﻌﻠﱠﻤﺖ ﺍﻟﻌﻠﹾـﻢ ﻟﻴـﻘﹶﺎﻝﹶ ﻋﺎﻟـﻢ ،ﻭﻗﹶﺮﺃﺕ ﺍﻟﻘﹸﺮﺁﻥﹶ
ﻟﻴـﻘﹶﺎﻝﹶ ﻫﻮ ﻗﹶﺎﺭﹺﺉ ﻓﹶﻘﹶﺪ ﻗﻴﻞﹶ ،ﺛﹸﻢ ﺃﹸﻣﺮ ﺑﹺـﻪ ﻓﹶﺴﺤﺐ ﻋﻠﹶﻰ ﻭﺟﻬﹺﻪ ﺣﺘﻰ ﺃﹸﹾﻟﻘﻲ ﻓ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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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ﺎﺭﹺﺍﻟﻨ
然后是一个学习并教授知识、诵读《古兰经》
的人，天使把他带来，真主为他阐明了他所享受
的恩惠，他清楚地认识它，真主说：“你为什么
苦苦治学呢？”
他说：“我为您而学习知识，并且教授它，
为您诵习《古兰经》
。”
真主说：“你撒谎，因为你求学的目的是为
了博得学者的美名，你诵习《古兰经》的目的，
是希望人们说你是一位诵经家，你的目的已经完
全达到了。”然后真主命令天使把他的脸冲着地
倒拖着投入火狱之中。
 ﺑﹺـﻪﻲ ﻓﹶﺄﹸﺗ، ﺍﳌﹶﺎﻝﹺ ﻛﹸﻠﱢﻪﺎﻑﻨ ﺃﹶﺻﻦ ﻣﻄﹶﺎﻩﺃﹶﻋ ﻭ،ـﻪﻠﹶﻴ ﺍﷲُ ﻋﻊﺳﻞﹲ ﻭﺟﺭﻭ
ﺐـﺤﺒﹺﻴﻞﹴ ﺗ ﺳﻦ ﻣﻛﹾﺖﺮﺎ ﺗ ﻣ:ﺎ؟ ﻗﹶﺎﻝﹶﻴﻬ ﻓﻠﹾﺖﻤﺎ ﻋ ﻓﹶﻤ: ﻗﹶﺎﻝﹶ،ﺎﻓﹶﻬﺮ ﻓﹶﻌﻪﻤ ﻧﹺﻌﻓﹶﻪﺮﻓﹶﻌ
ﻮـﻘﹶﺎﻝﹶ ﻫﻴ ﻟﻠﹾﺖ ﻓﹶﻌﻚﻨﻟﹶﻜ ﻭ،ﺖ ﻛﹶﺬﹶﺑ: ﻗﹶﺎﻝﹶ،ﺎ ﻟﹶﻚﻴﻬ ﻓﻔﹶﻘﹾﺖﺎ ﺇﻻ ﺃﹶﻧﻴﻬ ﻓﻔﹶﻖﻨﺃﹶﻥﹾ ﻳ
 ﺃﺧﺮﺟﻪ.«ﺎﺭﹺﻲ ﺍﻟﻨ ﻓﻲ ﺃﹸﻟﹾﻘ ﺛﹸﻢ،ﻬﹺﻪﺟﻠﹶﻰ ﻭ ﻋﺐﺤ ﻓﹶﺴ ﺑﹺـﻪﺮ ﺃﹸﻣ ﺛﹸﻢ،ﻴﻞﹶ ﻗ ﻓﹶﻘﹶﺪ،ﺍﺩﻮ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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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ﻣﺴﻠﻢ
最后是一个获得真主的宏恩，生活宽裕，财
富样样俱全的人，天使把他带来，真主为他阐明
了他所享受的恩惠，他清楚地认识它，真主说：
“你是怎样处理财富的呢？”
他说：“凡是您喜爱的道路，我统统没有放
弃，我全部为您施舍了。
”
真主说：“你撒谎，但是你那样做的目的是
为了让人们称颂你为慈善家，人们确已称颂你
了。”然后真主命令天使把他的脸冲着地倒拖着
投入火狱之中。 ①
P549F

-火狱的居民：
-清高的真主说：
=<;:987654)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٣٩/>?( ]ﺍﻟﺒﻘﺮﺓ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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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不信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是火
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 ①
-阿雅杜·本·哈玛尔（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ﻫﻞﹸ ﺃﹶﻭ..» :ﻗﺎﻝ

 ﻋﻦ ﻋﻴﺎﺽ ﺑﻦ ﲪﺎ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٢

ــﻌﺎﹰ ﻻـﺒ ﺗﻜﹸﻢﻴ ﻓـﻢ ﻫﻳﻦ ﺍﻟﱠﺬ، ﻟﹶـﻪﺮﺑﻱ ﻻ ﺯ ﺍﻟﱠﺬﻴﻒﻌ ﺍﻟﻀ:ﺔﹲﺴـﻤﺎﺭﹺ ﺧﺍﻟﻨ
 ﺇﻻﻕﺇ ﹾﻥ ﺩ ﻭـﻊ ﻃﹶﻤﻔﹶﻰ ﻟﹶــﻪـﺨﻱ ﻻ ﻳ ﺍﻟﱠﺬﻦﺍﳋﹶﺎﺋ ﻭ،ﺎﻻﹰﻻ ﻣﻼﹰ ﻭﻮﻥﹶ ﺃﹶﻫـﻌﺒﺘﻳ
ـﻚﻠ ﺃﹶﻫـﻦ ﻋﻚﻋﺎﺩـﺨ ﻳﻮﻫﺴِﻲ ﺇﻻ ﻭـﻤﻻ ﻳ ﻭﺒﹺـﺢﺼﻞ ﻻ ﻳﺟﺭ ﻭ،ـﻪﺎﻧﺧ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ﺎﺵ ﺍﻟﻔﹶﺤﲑﻈﻨ« ﻭﺫﻛﺮ ﺍﻟﺒﺨﻞ ﺃﻭ ﺍﻟﻜﺬﺏ »ﻭﺍﻟﺸﻚﺎﻟﻣﻭ
“火狱里的居民分为五类：没有阻止他做违
法乱纪的智力——他们肆无忌惮地追随私欲，违
背真理；明目张胆的作恶者；与你交往始终是想
打你的家人与钱财的主意者；他提到吝啬或谎言
者；道德败坏者。” ②
P51F

①

《黄牛章》第 39 节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65 段

②

458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火狱居民中最多者：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ﻓﹶـﺈﺫﹶﺍ،ﺎﺭ ﺍﻟﻨﺃﹶﻳﺖﺭ ﻭ..»

 ﻗﺎﻝ ﺍﻟﻨﱯ: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ـﲑﺸﻜﹾﻔﹸـﺮﻥﹶ ﺍﻟﻌ »ﻳ: ﻗﹶـﺎﻝﹶ،ﻥﹶ ﺑﹺﺎﷲ؟ﻜﹾﻔﹸﺮﻴﻞﹶ ﺃﹶﻳﻥﹶ« ﻗﻜﹾﻔﹸﺮﺎﺀُ ﻳﺴﺎ ﺍﻟﻨـﻬﻠ ﺃﹶﻫﺃﹶﻛﹾﺜﹶﺮ
: ﻗﹶﺎﻟﹶﺖ،ﻴﺌﺎﹰ ﺷﻚﻨ ﻣﺃﹶﺕ ﺭ ﺛﹸﻢﺮﻫ ﺍﻟﺪﻦﺍﻫﺪ ﺇﻟﹶﻰ ﺇﺣﺖﻨﺴ ﺃﹶﺣ ﻟﹶﻮ،ﺎﻥﹶﺴﻥﹶ ﺍﻹﺣﻜﹾﻔﹸﺮﻳﻭ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ﲑﺍﹰ ﻗﹶﻂﱡ ﺧﻚﻨ ﻣﺖﺃﹶﻳﺎ ﺭﻣ
“我看见火狱中大多数的人是妇女，她们忘
恩负义。”有人问道：“难道她们隐昧安拉
吗？”使者说：“她们隐昧丈夫对她们的好处，
假如你一生对待她好，而在某件事情上稍有不
周，她就会说：‘我从来没看见你有什么优
点！”

①
P52F

-火狱居民中刑罚最重者：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9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907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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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zyxwvutsrq)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1

] (¨§¦¥¤£¢¡{|}~ﮯ
.[٢٦-٢٤/ﻕ

【[24]你们俩所应当投入火狱的，是每个孤
负者、顽固者、[25]悭吝者、过分者、怀疑者、
[26]以别的神灵与真主同受崇拜者；你们俩将他
投入严厉的刑罚吧！
】①
P53F

-清高的真主说：
n m l k j i h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zyxwvuts rqpo
.[٤٦- ٤٥/{|( ]ﻏﺎﻓﺮ

【 [45] 真主 保 护他免 遭 他们所 计 谋的祸

害，并以严刑降于法老的宗族；[46]他们朝夕受
火刑。复活日来临之时，或者将说：“你们让法

①

《戛弗章》第 24-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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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宗族进去受最严厉的刑罚吧！”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٨٨/( ]ﺍﻟﻨﺤﻞ.-,+*)(

【[88]不信道而且阻碍主道者，我将因他们
的破坏而增加他们所受的刑罚。】 ②
P5F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٤

.[١٤٥/«¬®( ]ﺍﻟﻨﺴﺎﺀª

【[145]伪信者必入火狱的最下层，你绝不
能为他们发现任何援助者。】 ③
P56F

-清高的真主说：
F E D C)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٥

S R Q PO N ML KJIHG
①

《赦宥者章》第 45-46 节
《蜜蜂章》第 88 节
③
《妇女章》第 145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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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٧٠-٦٨/ [\]^_( ]ﻣﺮﱘZ Y X W V U T
【[68]指你的主发誓，我必将他们和众恶魔

集合起来。然后我必使他们去跪在火狱的周围。
[69]然后我必从每一宗派中提出对至仁主最悖
逆的人。[70]然后，我的确知道谁是最该受火刑
的。】 ①
P5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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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ﻦ ﻣﻖﻨ ﻋﺝﺮـﺨ »ﺗ: ِ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٦
ﻖﻄﻨﺎﻥﹲ ﻳﺴﻟ ﻭ،ﺎﻥﻌﻤﺴ ﺗﺎﻥﺃﹸﺫﹸﻧ ﻭ،ﺮﺍﻥﺼﺒ ﺗﺎﻥﻨﻴﺎ ﻋ ﻟﹶـﻬ،ﺔﺎﻣﻴ ﺍﻟﻘﻮﻡﺎﺭﹺ ﻳﺍﻟﻨ
 ﺍﷲِ ﺇﻟﹶـﻬﺎﹰﻊﺎ ﻣﻋ ﺩﻦﺑﹺﻜﹸﻞﱢ ﻣ ﻭ،ﻨﹺﻴﺪﺎﺭﹴ ﻋﺒ ﺑﹺﻜﹸﻞﱢ ﺟ: ﺑﹺﺜﹶﻼﺛﹶﺔﻛﱢﻠﹾﺖﻲ ﻭ ﺇﻧ:ـﻘﹸﻮﻝﹸﻳ
.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ﺭﹺﻳﻦﻮﺑﹺﺎﳌﺼ ﻭ،ﺮﺁﺧ
“复生日，从火狱中伸出如长脖子形状的怪
物，它有一双可视的眼睛，一双可听的耳朵，一
根可言的舌头，它说：‘我奉命对付三种人：所
①

《麦尔彦章》第 68-7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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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顽固不化的暴虐者、举伴主者和画像者’。
”①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ﺪ »ﺇﻥﱠ ﺃﹶﺷ: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٧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ﻭﻥﹶﺭﻮ ﺍﳌﺼﺔﺎﻣﻴ ﺍﻟﻘﻮﻡﺬﹶﺍﺑﺎﹰ ﻳﺎﺱﹺ ﻋﺍﻟﻨ
“复生日，刑罚最重的人就是画像者。
”②
P59F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ﺪ »ﺃﹶﺷ: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٨

ﺜﱢﻞﹲـﻤﻣ ﻭ،ﻼﻟﹶﺔ ﺿﺎﻡﺇﻣ ﻭ،ﺎﹰﺒﹺﻴﻞﹶ ﻧ ﻗﹶﺘ ﺃﹶﻭ،ﺒﹺﻲ ﻧﻠﹶـﻪﻞﹲ ﻗﹶﺘﺟ ﺭﺔﺎﻣﻴ ﺍﻟﻘﻮﻡﺬﹶﺍﺑﺎﹰ ﻳﺎﺱﹺ ﻋﺍﻟﻨ
.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ﺍﻟﻄﱪﺍﱐ.«ﲔﺜﱢﻠ ﺍﳌﹸـﻤﻦﻣ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8411 段，
《正确丛书》第 512 段，
《提勒秘日圣训
集》第 2574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595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09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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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日，刑罚最重的人就是先知杀死者或
杀害先知者，执迷不悟的伊玛目。
”①

-火狱居民中刑罚最轻者：
-努尔曼·本·白皙尔（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听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ﻳﻘﻮﻝ

 ﲰﻌﺖ ﺍﻟﻨﱯ: ﻋﻦ ﺍﻟﻨﻌﻤﺎﻥ ﺑﻦ ﺑﺸﲑ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١

ﺎﻥﺗﻤﺮ  ﺟـﻪﻴﻣﺺﹺ ﻗﹶﺪﻤﻠﹶﻰ ﺃﹶﺧﻞﹲ ﻋﺟ ﺭﺔﺎﻣﻴ ﺍﻟﻘﻮﻡﺬﹶﺍﺑﺎﹰ ﻳﺎﺭﹺ ﻋﻞﹺ ﺍﻟﻨﻥﹶ ﺃﹶﻫﻮ»ﺇﻥﱠ ﺃﹶﻫ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ﻘﹸﻢﹺﻞﹸ ﺑﹺﺎﻟﻘﹸﻤﺟﺮﻲ ﺍﳌﻠﻐﺎ ﻳ ﻛﹶﻤﺎﻏﹸﻪﻣﺎ ﺩﻤﻬﻨﻲ ﻣﻠـﻐﻳ
“复生日，火狱居民刑法最轻之人是两脚心
被放上两块火炭，脑子因这两块火炭而沸腾
者。”

②
P561F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3868 段，原文出自《艾哈默德圣训集》，
《泰白拉
尼大词汇集》（260/10）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62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圣训
集》第 2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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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ﺃﹶ ﻫﻮﻥﹸ ﺃﹶ ﻫﻞﹺ

ﺍﻟﻨﺎﺭﹺ ﻋﺬﹶﺍﺑﺎﹰ ﺃﹶﺑﻮ ﻃﹶﺎﻟﺐﹴ ،ﻭﻫﻮ ﻣﻨﺘﻌﻞﹲ ﺑﹺﻨﻌﻠﹶﲔﹺ ﻳـﻐﻠﻲ ﻣﻨـﻬـﻤﺎ ﺩﻣﺎﻏﹸ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火狱居民中刑法最轻者是艾布塔里布，他
①
P562F

”。穿两只火鞋，他的脑子因两鞋而沸腾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听有人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跟前提到其叔叔艾布塔里布时，先知说：
 -٣ﻋﻦ ﺃﰊ ﺳﻌﻴﺪ ﺍﳋ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ﻪ ﲰﻊ ﺍﻟﻨﱯ

-ﻭﺫﹸﻛﺮ

ﻋﻨﺪﻩ ﻋﻤﻪ ﺃﺑﻮﻃﺎﻟﺐ ﻓﻘﺎﻝ» :-ﻟﹶﻌﻠﹶـﻪ ﺗﻨﻔﹶﻌﻪ ﺷﻔﹶﺎﻋﺘﻲ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ﻓﹶﻴـﺠﻌﻞﹸ ﻓﻲ
ﺿﺤﻀﺎﺡﹴ ﻣﻦ ﺍﻟﻨﺎﺭﹺ ﻳﺒﻠﹸﻎﹸ ﻛﹶﻌﺒﻴـﻪ ﻳـﻐﻠﻲ ﻣﻨـﻪ ﺃﹸﻡ ﺩﻣﺎﻏ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复生日，但愿我的说情有益于他，他被
投入浮浅的火狱之中，火到达他的两踝骨时，他
②
P563F

”。的脑髓就沸腾了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2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6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圣训
集》第 210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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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刑最轻的火狱居民所说的话：
-清高的真主说：
¸ ¶ µ ´ ³ ² ±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º¹
.[٣٦ /( ]ﺍﳌﺎﺋﺪﺓÉÈÇ
【[36]不信道的人，假如大地上的一切都归

他们所有，再加上同样的一份，而用全部财产去
赎取复生日的刑罚；那么，他们的赎金不蒙接受，
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 ①
P564F

P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ـﻘﹸﻮﻝﹸ ﺍﷲ »ﻳ:ﻗﺎﻝ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٢

ٍﺀـﻲﻦ ﺷ ﺽﹺ ﻣﻲ ﺍﻷَﺭﺎ ﻓ ﻣ ﺃﹶﻥﱠ ﻟﹶﻚ ﻟﹶﻮ:ﺔﺎﻣﻴ ﺍﻟﻘﻮﻡﺬﹶﺍﺑﺎﹰ ﻳﺎﺭﹺ ﻋﻞﹺ ﺍﻟﻨ ﺃﹶﻫﻥﻮﺎﻟﹶﻰ ﻷَﻫﻌﺗ
ـﺬﹶﺍﻦ ﻫ ـﻥﹶ ﻣﻮ ﺃﹶﻫﻚﻨ ﻣﺕﺩ ﺃﹶﺭ:ـﻘﹸﻮﻝﹸ ﻓﹶﻴ،ﻢﻌ ﻧ:ـﻘﹸﻮﻝﹸ؟ ﻓﹶﻴﻱ ﺑﹺـﻪﺪﻔﹾﺘ ﺗﺖﺃﹶﻛﹸﻨ
①

《筵席章》第 3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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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ﺘﻔﻖ.«ﻲ  ﺑﹺﺮﹺﻙﺸ ﺇﻟﱠﺎ ﺃﹶﻥﹾ ﺗﺖﻴ ﻓﹶﺄﹶﺑ،ﺌﺎﹰﻴ ﺑﹺﻲ ﺷﺮﹺﻙﺸ ﺃﹶﻥﹾ ﻻ ﺗ:ﻡﻠﹾﺐﹺ ﺁﺩﻲ ﺻ ﻓﺖﺃﹶﻧﻭ
.ﻋﻠﻴﻪ
“清高的真主对受刑最轻的火狱居民说：
‘假如你拥有大地上的一物，你愿意用它去赎取
刑罚吗？’他说：‘我愿意。’真主说：‘你在
阿丹脊椎中时 ①，我只想要你比这更轻微的：不
P56F

P

要以任何事物举伴我；但你拒绝了命令，反而以
物配主’。”

②
P56F

-火狱的铁圈和铁链：
-清高的真主说：
ÒÑÐÏÎÍ)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٤/( ]ﺍﻹﻧﺴﺎﻥÓ

【[4]我确已为不信者预备许多铁链、铁圈

①

这里的目的是指：在创造人祖阿丹的时候，真主就与人类拿了约会：不
能举伴真主。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5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圣训
集》第 28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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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火狱。】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_ ^ ]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ـﺎﱃ-٢

k j i h g f e dc b a
.[٧٢-٧٠/( ]ﻏﺎﻓﺮsrqp o n m l
【[70]他们否认天经，否认我降示众使者

的迹象，他们不久会知道（后果的）。[71]那
时，铁圈和铁链，将在他们的颈上，[72]他们
将被拖入沸水中，然后他们将在火中被烧灼。
】②
P568F

-清高的真主说：
s r q p o n m l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ـﺎﱃ-٣

.[١٣-١٢/( ]ﺍﳌﺰﻣﻞv u t

【[12]我那里确有沉重的镣和强烈的火，[

①

《人章》第 4 节
《赦宥者章》第 70-72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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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有噎人的食物，和痛苦的刑罚。】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Ö Õ Ô Ó Ò Ñ Ð Ï Î)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٤

æ å ä ã â á à ß Þ Ý Ü Û ÚÙØ
.[٣٤-٣٠/ ( ]ﺍﳊﺎﻗﺔéè ç

【[30]“你们捉住他，给他带上枷锁，[31]
然后把他投在烈火里，[32]然后给他穿在一条七
十臂长的链子上。”[33]他生前确是不信仰尊大
的真主，[34]不勉励人账济贪民。】 ②
P570F

-火狱居民的食品：
-清高的真主说：
BA@?>=<) :ـﺎﱃ
ـﺎﻝ ﺍﷲ ﺗﻌـ
 ﻗـ-١

.[٤٦-٤٣/( ]ﺍﻟﺪﺧﺎﻥJIHGFE DC
【[43]櫕枯木的果实，[44]确是罪人的食

①

《披衣的人章》第 12-13 节
《真灾章》第 30-34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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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45]象油脚样在他们的腹中沸腾，[46]象
开水一样地沸腾。】 ①
-清高的真主说：
dc ba`_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ـﺎﱃ-٢

p o n m l k j i h gfe

} | { z y x w v utsrq
-٦٢/¦§¨©( ]ﺍﻟﺼﺎﻓﺎﺕ¥ ¤ £ ¢ ¡ ~ ﮯ

.[٦٨

【[62]那是更善的款待呢？还是攒楛树？
[63]我以它为不义者的折磨。[64]它是火狱底生
长的一棵树，[65]它的花篦，仿佛魔头。[66]
他们必定要吃那些果实，而以它充实肚腹。[67]
然后他们必定要在那些果实上加饮沸水的混汤，
[68]然后他们必定要归于火狱。】 ②
P572F

-清高的真主说：
①

《烟雾章》第 43-46 节
《列班者章》第 62-6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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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Q P O N M L K J I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ـﺎﱃ-٣

.[٧-٦/ ( ]ﺍﻟﻐﺎﺷﻴﺔV U T S

【[6]他们没有食物，但有荆棘，[7]既不能
肥人，又不能充饥。
】①
P573F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 ) :ـﺎﱃ
ـﺎﻝ ﺍﷲ ﺗﻌـ
 ﻭﻗـ-٤

.[٣٧-٣٥/( ]ﳊﺎﻗﺔ10/ . - , +

【[35]故今日他在这里没有一个亲戚。[36]
除脓汁外，他没有食物。[37]只有迷误的人们才
吃脓汁。】 ②
P574F

-火狱居民的饮料：
-清高的真主说：
y x w v u t s)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 ¤ £ ¢ ¡  {| } ~ ﮯz
①

《大灾章》第 6-7 节
《真灾章》第 35-3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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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²±°¯ ®¬ « ª© ¨ § ¦
.[١٧-١٥/´( ]ﺇﺑﺮﺍﻫﻴﻢ

【[15]他们曾要求判决。每个顽固的暴虐者
都失望了。[16]在他的身后，将有火狱，他将饮

脓汁，[17]一口一口地饮，几乎咽不下去。死亡
将从各处降临他，但他永不会死。在那种刑罚之
后，还有严峻的刑罚。】 ①
P57F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١٥/]ﳏﻤﺪ

【他们常饮沸水，肠寸寸断的人。
】②
P576F

-清高的真主说：
VU TSRQPON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a `_ ^ ] \ [ Z Y X W
.[٢٩/( ]ﺍﻟﻜﻬﻒb
①

《伊布拉欣章》第 15-17 节
《穆罕默德章》第 15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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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我已为不义的人，预备了烈火，
那烈火的烟将笼罩他们。如果他们（为干渴而）
求救，就以一种水供他们解渴，那种水像沥青那
样烧灼人面，那饮料真糟糕！那归宿真恶劣！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ª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٤

(¿ ¾ ½ ¼ » º ¹ ¸ ¶ µ ´ ³ ²
.[٥٨-٥٥/]ﺹ

【[55]这是事实。放荡者必定要得一个最恶
的归宿——[56]那就是火狱，他们将入其中。那
卧褥真恶劣！[57]这是事实。他们尝试刑罚，那
刑罚是很热的饮料，和很冷的饮料，[58]还有别
的同样恶劣的各种饮料。
】②
P578F

-火狱居民的服饰：

①

《山洞章》第 29 节
《萨德章》第 55-5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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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zyxwvut)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١٩/}~ﮯ¡( ]ﺍﳊﺞ

【[19]这两派是相争的，他们进行他们关于
他们的主的争论。不信者已经有为他们而裁制的
火衣了，沸水将倾注在他们的头上。】 ①
P579F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ﮯ: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 ª © ¨ § ¦ ¥ ¤
.[٥٠-٤٩/]ﺇﺑﺮﺍﻫﻴﻢ

【[49]在那日，你将看见罪人们带着桎梏，
成双成对地被捆绑起来；[50]他们的衬衣是用沥
青做的，火将笼罩他们的脸。
】②
P580F

-火狱居民的坐垫：
①

《朝觐章》第 19 节
《伊布拉欣章》第 49-50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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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 } | { z y x w v u)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٤١/ﮯ¡( ]ﺍﻷﻋﺮﺍﻑ

【[41]他们在火狱里要垫火褥，要盖火被，
我要这样报酬不义者。】 ①
P581F

-火狱居民的悲哀：
-清高的真主说：
³ ² ± ° ¯ ® ¬ « ª)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١٦٧/¶¸( ]ﺍﻟﺒﻘﺮﺓµ´

【[167]……真主将这样以他们的行为昭示
他们，使他们感到悔恨，他们绝不能逃出火狱。】②
P58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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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ﺪﻞﹸ ﺃﹶﺣﺧﺪ »ﻻ ﻳ:  ﻗﺎﻝ ﺍﻟﻨﱯ: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①

《高处章》第 41 节
《黄牛章》第 24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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ﺍﳉﹶﻨﺔﹶ ﺇﻟﱠﺎ ﺃﹸﺭﹺﻱ ﻣﻘﹾﻌﺪﻩ ﻣﻦ ﺍﻟﻨﺎﺭﹺ ﻟﹶﻮ ﺃﹶﺳﺎﺀَ ،ﻟﻴﺰﺩﺍﺩ ﺷﻜﹾﺮﺍﹰ ،ﻭﻻ ﻳﺪﺧﻞﹸ ﺍﻟﻨﺎﺭ ﺃﹶﺣﺪ ﺇﻻ
ﺃﹸﺭﹺﻱ ﻣﻘﹾﻌﺪﻩ ﻣﻦ ﺍﳉﹶﻨﺔ ﻟﹶﻮ ﺃﹶﺣﺴﻦ ،ﻟﻴﻜﹸﻮﻥﹶ ﻋﻠﹶﻴﻪ ﺣﺴﺮﺓﹰ«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天堂，直至他看见自己
在火狱之中的位子，假如是不好的，以便增加他
对真主的感谢；任何人都不能进入火狱，直至他
看见自己在天堂之中的位子，假如是优美的，只
①
P583F

”。会增加他的悲哀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3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

ﻗﺎﻝ» :ﻳـﻘﹸﻮﻝﹸ ﺍﷲُ

ﺗﻌﺎﻟﹶﻰ ﻷَﻫﻮﻥ ﺃﹶﻫﻞﹺ ﺍﻟﻨﺎﺭﹺ ﻋﺬﹶﺍﺑﺎﹰ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ﻟﹶﻮ ﺃﹶﻥﱠ ﻟﹶﻚ ﻣﺎ ﻓﻲ ﺍﻷَﺭﺽﹺ ﻣ ﻦ ﺷـﻲﺀٍ
ﺃﹶﻛﹸﻨﺖ ﺗﻔﹾﺘﺪﻱ ﺑﹺـﻪ؟ ﻓﹶﻴـﻘﹸﻮﻝﹸ :ﻧﻌﻢ ،ﻓﹶﻴـﻘﹸﻮﻝﹸ :ﺃﹶﺭﺩﺕ ﻣﻨﻚ ﺃﹶﻫﻮﻥﹶ ﻣـ ﻦ ﻫـﺬﹶﺍ
ﻭﺃﹶﻧﺖ ﻓﻲ ﺻﻠﹾﺐﹺ ﺁﺩﻡ :ﺃﹶﻥﹾ ﻻ ﺗﺸﺮﹺﻙ ﺑﹺﻲ ﺷﻴﺌﺎﹰ ،ﻓﹶﺄﹶﺑﻴﺖ ﺇﻟﱠﺎ ﺃﹶﻥﹾ ﺗﺸﺮﹺﻙ ﺑﹺ 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清高的真主对受刑最轻的火狱居民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6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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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拥有大地上的一物，你愿意用它去赎取
刑罚吗？’他说：‘我愿意。’真主说：‘你在
阿丹脊椎中时，我只想要你比这更轻微的：不要
以任何事物举伴我；但你拒绝了命令，反而以物
配主’。”

①

-火狱居民的言语：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 9 8 76 5 4 3 2 1 0/ . - , +
HG F E DC BA@?>= < ;
U T S R Q P O NMLKJ I
.[٣٩-٣٨  [( ]ﺍﻷﻋﺮﺍﻑZ Y X W V

【[38]真主将要说：“你们同精灵和人类中

以前逝去的各民族一起进入火狱吧。”每当一个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5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圣训
集》第 28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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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进入火狱，总要咒骂她的姐妹民族，直到他
们统统到齐了。他们中后进的论及先进的说：
“我
们的主啊！这等人曾使我们迷误，求您使他们受
加倍的火刑。”主说：“每个人都受加倍的火刑，
但你们不知道。
”[39]他们中最先的对最后的说：
“那么，你们对我们并无任何优越，故你们当因
自己的行为而尝试刑罚！”
】①
-清高的真主说：
I H G F E D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R Q P O N M L KJ
.[٢٥ /( ]ﺍﻟﻌﻨﻜﺒﻮﺕS

【[25]……但在复生日，你们将互相抵赖，
互相诅咒，你们的归宿是火狱，你们绝没有援助
者。”】 ②
P586F

-清高的真主说：
①

《高处章》第 38-39 节
《蜘蛛章》第 25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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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 8 7 6 5)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١٤ /=( ]ﺍﻟﻔﺮﻗﺎﻥ

【[14]今天你们不要哀求一死，你们当哀求
多死。
】①
P587F

①

《准则章》第 1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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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火狱居民受刑种类的描述：
①-否认者与伪信者：
清高的真主说：
² ± °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Á À ¿ ¾ ½ ¼ » º ¹ ¸ ¶ µ ´ ³
.[٦٨/]ﺍﻟﺘﻮﺑﺔ

【[68]真主应许伪信的男女和不信道者，他
们将入火狱，并永居其中，火狱是足以惩治他们
的。真主已诅咒他们，他们将受永恒的刑罚。】①
P58F

②-故意杀人者：
-清高的真主说：
g f e d c)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1

rqp onml kj ih
.[٩٣/]ﺍﻟﻨﺴﺎﺀ

(s

【[93]谁故意杀害一个信士，谁要受火狱的
①

《忏悔章》第 6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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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而永居其中，且受真主的谴怒和弃绝，真
主已为他预备重大的刑罚。】 ①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本·阿税（愿
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ﻞﹶﻦ ﻗﹶﺘ ـ »ﻣ: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ﺍﻟﻨﱯ-٢

ـﻌﲔﺭﺑ  ﺃﹶﺓﺴِﲑ ﻣﻦ ﻣﺪﻮﺟﺎ ﻳﻬﺇﻥﱠ ﺭﹺﳛ ﻭﺔﺔﹶ ﺍﳉﹶﻨﺤﺍﺋ ﺭﺡﺮ ﻳﺪﺍﹰ ﻟﹶـــﻢﺎﻫﻌﻣ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ﺎﻣﺎﹰﻋ
“谁杀害了与穆斯林结约得到保护者，谁就
闻不到天堂的气息；的确，天堂的气息在四十年
行程之外都可以发现。”

②
P590F

③-奸夫和淫妇：
塞姆莱图·本·君德布（愿主喜悦他）传述，
他说：
ﻳﻌﲏ ﳑﺎ ﻳﻜﺜﺮ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ﲰﺮﺓ ﺑﻦ ﺟﻨﺪ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①

《妇女章》第 93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3166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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ﺃﻥ ﻳﻘﻮﻝ ﻷﺻﺤﺎﺑﻪ» :ﻫﻞﹾ ﺭﺃﹶﻯ ﺃﹶﺣﺪ ﻣﻨﻜﹸﻢ ﻣﻦ ﺭﺅﻳﺎ؟« -ﻭﻓﻴﻪ -ﺃﻧﻪ ﻗﺎﻝ ﺫﺍﺕ
ﻏﺪﺍﺓ» :ﺇﻧﻪ ﺃﹶﺗﺎﻧﹺﻲ ﺍﻟﻠﱠﻴﻠﹶﺔﹶ ﺁﺗﻴﺎﻥ ،ﻭﺇﻧﻬـﻤﺎ ﺍﺑﺘﻌﺜﹶﺎﻧﹺﻲ ﻭﺇﻧﻬـﻤﺎ ﻗﹶﺎﻻ ﻟﻲ ﺍﻧﻄﹶﻠﻖ...
ﻓﹶﺎﻧﻄﹶﻠﹶﻘﹾﻨﺎ ﻓﹶﺄﹶﺗﻴﻨﺎ ﻋﻠﹶﻰ ﻣﺜﹾﻞﹺ ﺍﻟﺘﻨﻮﺭﹺ ،ﻓﹶﺈﺫﹶﺍ ﻓﻴـﻪ ﻟﹶﻐﻂﹲ ﻭﺃﹶﺻﻮﺍﺕ ،ﻗﹶﺎﻝﹶ :ﻓﹶﺎﻃﱠﻠﹶﻌﻨﺎ ﻓﻴـﻪ،
ﻓﹶﺈﺫﹶﺍ ﻓﻴﻪ ﺭﹺﺟﺎﻝﹲ ﻭﻧﹺﺴﺎﺀٌ ﻋﺮﺍﺓﹲ ،ﻭﺇﺫﹶﺍ ﻫـﻢ ﻳﺄﹾﺗﻴﻬﹺـﻢ ﻟﹶـﻬﺐ ﻣﻦ ﺃﹶﺳﻔﹶﻞﹶ ﻣﻨـﻬـﻢ
ﻓﹶﺈﺫﹶﺍ ﺃﹶﺗﺎﻫـﻢ ﺫﹶﻟﻚ ﺍﻟﻠﻬﺐ ﺿﻮﺿﻮﺍ ،ﻗﹶﺎﻝﹶ :ﻗﹸﻠﹾﺖ ﻟﹶـﻬـﻤﺎ ﻣﺎ ﻫﺆﻻﺀِ؟...
ﻭﻓﻴﻪ -ﻓﹶﻘﹶﺎﻻ :ﻭﺃﹶﻣﺎ ﺍﻟﺮﺟﺎﻝﹸ ﻭﺍﻟﻨﺴﺎﺀُ ﺍﻟﻌﺮﺍﺓﹸ ﺍﻟﱠﺬﻳﻦ ﻓﻲ ﻣﺜﹾﻞﹺ ﺑﹺﻨﺎﺀِ ﺍﻟﺘﻨﻮﺭﹺ ﻓﹶﻬـﻢﺍﻟﺰﻧﺎﺓﹸ ﻭﺍﻟﺰﻭﺍﻧﹺﻲ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经常对他的弟子们说：

（“主的使者

‘你们谁做梦了吗？’……有一天早晨，他对我
们说：‘昨晚来了两位天使，他俩对我说：走
吧!……我们来到一个火炉状的东西旁。突然听
见其中喧哗嘈杂，我们观看里面，发现有许多赤
裸的男女，突然有一火焰从他们的下面到来，当
那火焰接触他们时，他们就乱叫一通。’我问他
俩：‘这些人怎么啦？’……他俩说：‘火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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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那些赤裸的男女，他们是一群奸夫和淫妇
④-吃高利贷者：
塞姆莱图·本·君德布（愿主喜悦他）传述，
ﻋﻦ ﲰﺮﺓ ﺑﻦ ﺟﻨﺪ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ﺍﻟﻨﱯ » :ﻓﹶﺎﻧﻄﹶﻠﹶﻘﹾﻨﺎ ﺣﺘﻰ ﺃﹶﺗ ﻴﻨﺎ
ﻋﻠﹶﻰ ﻧـﻬﺮﹴ ﻣﻦ ﺩﻡﹴ ﻓﻴﻪ ﺭﺟﻞﹲ ﻗﹶﺎﺋﻢ ﻋﻠﹶﻰ ﻭﺳﻂ ﺍﻟﻨﻬﺮ ﻭﻋﻠﻰ ﺷﻂﱢ ﺍﻟﻨﻬﺮﹺ ﺭﺟﻞﹲ ﺑﻴﻦ
ﻳﺪﻳـﻪ ﺣﺠﺎﺭﺓﹲ ،ﻓﹶﺄﹶﻗﹾﺒﻞﹶ ﺍﻟﺮﺟﻞﹸ ﺍﻟﱠﺬﻱ ﻓﻲ ﺍﻟﻨﻬﺮﹺ ،ﻓﹶﺈﺫﹶﺍ ﺃﹶﺭﺍﺩ ﺃﹶﻥﹾ ﻳـﺨﺮﺝ ﺭﻣﻰ
ﺍﻟﺮﺟﻞﹸ ﺑﹺـﺤﺠﺮﹴ ﻓﻲ ﻓﻴـﻪ ﻓﹶﺮﺩﻩ ﺣﻴﺚﹸ ﻛﹶﺎﻥﹶ ،ﻓﹶﺠﻌ ﹶﻞ ﻛﹸﻠﱠﻤﺎ ﺟﺎﺀَ ﻟﻴـﺨﺮﺝ ﺭﻣﻰ
ﻓﻲ ﻓﻴﻪ ﺑﹺـﺤﺠﺮﹴ ﻓﹶﻴﺮﺟﹺﻊ ﻛﹶﻤﺎ ﻛﹶﺎﻥﹶ ﻓﹶﻘﹸﻠﹾﺖ ﻣﺎ ﻫﺬﹶﺍ؟ ...ﻗﹶﺎﻝﹶ ﻭﺍﻟﱠﺬﻱ ﺭﺃﹶﻳﺘـﻪ ﻓﻲ
ﺍﻟﻨﻬﺮﹺ ﺁﻛﻠﹸﻮ ﺍﻟ ﺮﺑﺎ«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我们又来到一条血河旁，发现在河中有一
人，在岸边有一人面前放着许多石块。当河里的
人游过来想要从河中出去时，岸上的人便把石块
投在他的口中，迫使他返回；每当他要出去时，
岸上的人就把石块投在他口中，逼他回去。我说：
‘这个人怎么啦？’……他说：‘你所看到的那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0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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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个在河里的人是吃利息的人
⑤-塑像（画像）者：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١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ﲰ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ﻘﻮﻝ:

»ﻛﹸﻞﱡ ﻣﺼﻮﺭﹴ ﻓﻲ ﺍﻟﻨﺎﺭﹺ ﻳـﺠﻌﻞﹸ ﻟﹶـﻪ ﺑﹺﻜﹸﻞﱢ ﺻﻮﺭﺓ ﺻﻮﺭﻫﺎ ﻧﻔﹾﺴﺎﹰ ﻓﹶﺘﻌ ﱢﺬﺑـﻪ ﻓﻲ
ﺟﻬﻨﻢ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每个塑像（画像）者都在火狱之中；他要
给自己所塑像（画像）的每一个像注入灵魂，并
② ”。且他将在火狱之中遭受惩罚
P593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٢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ﺩﺧﻞ ﻋﻠﻲ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ﻗﺪ ﺳﺘﺮﺕ

ﺳﻬﻮﺓﹰ ﱄ ﺑﹺﻘﺮﺍﻡﹴ ﻓﻴﻪ ﲤﺎﺛﻴﻞ ،ﻓﻠﻤﺎ ﺭﺁﻩ ﻫﺘﻜﻪ ﻭﺗﻠﻮﻥ ﻭﺟﻬﻪ ﻭﻗﺎﻝ» :ﻳﺎ ﻋﺎﺋﺸﺔﹸ ﺃﹶﺷﺪ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8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10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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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ﻠﹾﻖﹺ ﺍﷲ « ﻗﺎﻟﺖ ﻋﺎﺋﺸﺔﻮﻥﹶ ﺑﹺـﺨﺎﻫﻀ ﻳﻳﻦ ﺍﻟﱠﺬﺔﺎﻣﻴ ﺍﻟﻘﻮﻡ ﺍﷲ ﻳﺪﻨﺬﹶﺍﺑﺎﹰ ﻋﺎﺱﹺ ﻋﺍﻟﻨ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ﻓﻘﻄﻌﻨﺎﻩ ﻓﺠﻌﻠﻨﺎ ﻣﻨﻪ ﻭﺳﺎﺩﺓ ﺃﻭ ﻭﺳﺎﺩﺗﲔ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
探望我，当时我在房门上挂了一个有肖像的帘
子，当他看见上面的肖像之后，他勃然大怒地拉
开帘子，然后说：‘阿依莎啊！复生日，在真主
阙前惩罚最严重的人就是那些效仿真主创造物
的人们。’阿依莎说：‘我剪了帘子，然后将它
做成一个或两个枕头’。” ①
P594F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ﻦ  »ﻣ:ﻳﻘﻮﻝ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ﲰ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٣

ـــﺎﻴﻬ ﻓـﻔﹸــﺦﻨ ﺃﹶﻥﹾ ﻳــﺎ ﻛﹸﻠﱢــﻒﻴﻧـﻲ ﺍﻟﺪﺓﹰ ﻓـﻮﺭ ﺻﺭﻮﺻ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ﺦﹴﺎﻓ ﺑﹺﻨﻟﹶﻴــﺲ ﻭﺔــﺎﻣـﻴ ﺍﻟﻘـــﻮﻡ ﻳﻭﺡﺍﻟــــﺮ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954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07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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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今世塑了一个像，复生日他将被责成
为其所塑的像注入灵魂，但他绝不是注入者。” ①
⑥-侵吞孤儿的财产者：
清高的真主说：
\ [ZYXWVUT)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 ١٠/( ]ﺍﻟﻨﺴﺎﺀba`_ ^]

【[10]侵吞孤儿的财产的人，只是把火吞在
自己的肚腹里，他们将入烈火之中。】 ②
P596F

⑦-说谎、背谈与中伤者：
-清高的真主说：
y xwvut sr q)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ـﺎﱃ-١

.[٩٤-٩٢/{|}~( ]ﺍﻟﻮﺍﻗﻌﺔz

【[92]如果他是迷误的、否认复活者，[93]
那么，他将享受沸水的款待，[94]和烈火的烧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042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10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②
《妇女章》第 1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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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 ①
-穆阿兹·本·洁柏利（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我曾经与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一起旅行……我说：“主的先知啊！我
们都将因自己所说的话而受到拿问吗？”他说：
-ﰲ ﺳـﻔﺮ

 ﻛﻨﺖ ﻣﻊ ﺍﻟﻨﱯ: ﻋﻦ ﻣﻌﺎﺫ ﺑﻦ ﺟﺒﻞ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ـﺎ ﻳﻚ ﺃﹸﻣﻚﻠﹶﺘ »ﺛﹶﻜ: ﻭﺇﻧﺎ ﳌﺆﺍﺧﺬﻭﻥ ﲟﺎ ﻧﺘﻜﻠﻢ ﺑﻪ؟ ﻓﻘﺎﻝ، ﺍﷲ ﻓﻘﻠﺖ ﻳﺎ ﻧﱯ-ﻭﻓﻴﻪ
 ﺇﻟﱠـﺎــﻢﺮﹺﻫﺎﺧﻨﻠﹶﻰ ﻣ ﻋ ﺃﹶﻭﻬﹺـﻢﻮﻫﺟﻠﹶﻰ ﻭﺎﺭﹺ ﻋﻲ ﺍﻟﻨ ﻓﺎﺱ ﺍﻟﻨﻜﹸﺐﻞﹾ ﻳﻫ ﻭ،ﺎﺫﹸﻌﻣ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ـﻬﹺـﻢﺘ ﺃﹶﻟﹾﺴِﻨﺪﺎﺋﺼﺣ
“穆阿兹啊！你的问题真奇怪！人们被颠倒
着扔下火狱，往往就是因为他们口舌的因素。
”②
P598F

⑧-隐讳真主所降示的经典者：
清高的真主说：
 { | } ~ ﮯz y x)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①

《大事章》第 92-94 节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616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伊本马
哲圣训集》第 3973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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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ª © ¨ § ¦ ¥ ¤£¢¡
(¹ ¸ ¶ µ ´ ³ ² ± ° ¯
.[١٧٤/]ﺍﻟﺒﻘﺮﺓ

【[174]隐讳真主所降示的经典，而以廉价
出卖它的人，只是把火吞到肚子里去，在复生日，
真主既不和他们说话，又不涤除他们的罪恶，他
们将受痛苦的刑罚。】 ①
P59F

-火狱居民的相互争吵：
当否认者们看见真主为他们准备的刑罚时，
他们请求保护远离那骇人听闻的刑罚，他们憎恨
自身，他们憎恨在今世上的爱友们，他们之间的
一切友爱都变成了仇恨，与此同时，火狱居民之
间也开始相互争辩，根据他们之间不同的等级而
相互辩驳。
①

《黄牛章》第 17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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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者与被崇拜者之间的争辩：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h) -١

/ { | }( ]ﺍﻟﺸﻌﺮﺍﺀz y x w v u
.[٩٩-٩٦

【[96]他们在火狱中争辩着说：[97]“指真
主发誓，以前，我们确实在明显的迷误中。[98]
当日，我们使你们与全世界的主同受崇拜。[99]
惟有犯罪者使我们迷误。】 ①
P60F

-弱者与者之间的争辩：
¤ £ ¢ ¡  ) } ~ ﮯ-٢

± ° ¯® ¬« ª © ¨ § ¦ ¥
¾½¼ »º¹¸ ¶ µ´³²

.[٤٨-٤٧/( ]ﻏﺎﻓﺮÀ¿
【[47]那时他们在火狱中互相争论，懦弱者
对自大者说：“我们确已做过你们的顺从者，你
①

《众诗人章》第 96-9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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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替我们解除一部分火刑吗？”[48]自大者
说：“我们大家的确都在火狱中，真主确已替众
仆判决了。”】 ①
-追随者与迷误领袖之间的争辩：
6 5 4 3 2 1 0 / . - , +) -٣

GFE D C B A @ ? > = < ; : 9 8 7
WV U T S RQ P O N M L K J I H

.[٣٣-٢٧/[\( ]ﺍﻟﺼﺎﻓﺎﺕZYX
【[27]于是他们大家走向前来，互相谈论，
[28]这些人说：“你们确已用权力胁迫我们。”
[29]那些人说：“不然！你们自己原来不是信道
者，[30]我们对你们绝无权力。不然！你们是悖
逆的民众。[31]故我们应当受我们的主的判决，
我们确是尝试的。[32]所以我们使你们迷误，我
们自己也确是迷误的。”[33]在那日，他们必定
①

《赦宥者章》第 47-4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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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受刑罚。】 ①
-否认者与其伙伴恶魔之间的争辩：
¹ ¸ ¶µ´³²±°¯®¬«ª) -٤

( ÈÇÆÅ ÄÃÂÁÀ ¿¾½¼»º
.[٢٩-٢٧/]ﻕ

【[27]他的伙伴将说：“我的主啊！我没有
使他放荡，但他自陷于不近情理的迷误中。”[28]
主将说：“你们不要在我面前争论，我确已预先
警告你们了。[29]我的判词，是不可变更的，我
绝不是亏枉众仆的。”】 ②
P603F

-正当人与其肢体争辩时，得知事情比此
更加严重：
ÐÏ ÎÍÌË ÊÉÈ Ç ÆÅÄ) -٥

# " ! Ù Ø ×Ö ÕÔÓÒÑ
①

《列班者章》第 27-33 节
《戛弗章》第 27-29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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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0 /. - , + * ) ( ' & % $
.[٢١-١٩/( ]ﻓﺼﻠﺖ43

【[19]在那日，真主的敌人将被召集到火狱
去。他们是受约束的。[20]待他们来到火狱的时
候，他们的耳、目和皮肤将作证他们的行为。[21]
他们将对自己的皮肤说：“你们为什么作不利于
我们的见证呢？”它们将说：“能使万物说话的
真主，已使我们说话了。他初次创造你们，你们
只被召归于他。”
】①
P604F

-火狱的居民恳求养主让他们看见使
他们迷误者，并恳求减轻对他们的惩罚：
-清高的真主说：
Ï Î Í Ì Ë Ê É È)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٢٩/( ]ﻓﺼﻠﺖØ×ÖÕÔÓÒÑ Ð

【[29]不信道者说：“我们的主啊！求您昭

①

《奉绥来特章》第 19-2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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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们那些曾使我们迷误的精灵和人类，让我们
将他们踏在我们的脚下，以便他们变成最下贱
的。”】 ①
-清高的真主说：
L K J I H G F E)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X W V U T S R Q P ONM
(b a ` _ ^ ] \ [ Z Y

.[٦٨-٦٦/]ﺍﻷﺣﺰﺍﺏ

【[66]他们的面皮在火中被翻转之日，他们
将说：
“但愿我们曾服从真主，服从使者！
”[67]
他们说：“我们的主啊！我们确已服从我们的领
袖和我们的伟人，是他们使我们违背正道。[68]
我们的主啊！求您用加倍的刑罚处治他们，求你
严厉地弃绝他们。”
】②
P60F

-易卜劣厮对火狱居民的演说：
①

《奉绥来特章》第 29 节
《同盟军章》第 66-6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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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主判决了事情，在仆人之间进行裁决之
后，易卜劣厮就开始对火狱的居民演讲，以便增
加他们的苦恼、悔恨和悲痛。
cb a ` _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ـﺎﱃ

q p o n m l k j i h gf e d
} | { z y x w v ut sr
© ¨§ ¦ ¥ ¤ £¢¡ ~ ﮯ
.[٢٢/ « ¬ ® ¯ ( ]ﺇﺑﺮﺍﻫﻴﻢª

【[22]当事情已被判决的时候，恶魔说：
“真

主确已真实地应许你们，我也曾应许你们，但我
对你们爽约了。我对你们本来没有什么权力，不
过是我召唤你们，而你们响应我的号召。所以你
们不要责备我，应当责备自己，我不能援救你们，
你们也不能援救我。我不承认以前你们曾把我配
主，不义者必受痛苦的刑罚。
”
】①
P607F

①

《伊布拉欣章》第 2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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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狱请求增加：
-清高的真主说：
 -١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ÒÑÐ ÏÎÍÌ ËÊÉ) :

]ﻕ.[٣٠/

【[30]在那日，我将对火狱说：“你已填满
”？了吗？”它将说：“还有增加的吗
①】
P608F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

ﺃﻧﻪ ﻗﺎﻝ» :ﻻ ﺗـﺰﺍﻝﹸ

ﺟﻬﻨﻢ ﻳﻠﹾﻘﹶﻰ ﻓﻴﻬﺎ ﻭﺗﻘﹸﻮﻝﹸ :ﻫﻞﹾ ﻣﻦ ﻣﺰﹺﻳﺪ ،ﺣﺘﻰ ﻳﻀﻊ ﺭﺏ ﺍﻟﻌﺰﺓ ﻓﻴـﻬﺎ ﻗﹶﺪﻣـﻪ،
ﻓﹶﻴﻨﺰﻭﹺﻱ ﺑـﻌﻀﻬﺎ ﺇﻟﹶﻰ ﺑـﻌﺾﹴ ﻭﺗﻘﹸﻮﻝﹸ :ﻗﹶﻂﹾ ﻗﹶﻂﹾ ﺑﹺـﻌﺰﺗﻚ ﻭﻛﹶﺮﻣﻚ ،ﻭﻻ ﻳـﺰﺍﻝﹸ
ﻓﻲ ﺍﳉﹶﻨﺔ ﻓﹶﻀﻞﹲ ﺣﺘﻰ ﻳﻨﺸﺊﹶ ﺍﷲُ ﻟﹶـﻬﺎ ﺧﻠﹾﻘﺎﹰ ،ﻓﹶﻴﺴﻜﻨـﻬـﻢ ﻓﹶﻀﻞﹶ ﺍﳉﹶﻨ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火狱一直不断地要求增加，它说：‘还有
增加的吗？’尊严的养主将其脚放在其中，于是
①

《戛弗章》第 3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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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狱便拥挤不堪，他说：‘以您的尊贵和荣誉发
誓，够了，够了。’只要天堂里有一种恩惠，真
主都为其创造居民，然后让他们居住在天堂的恩
惠之中。”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4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48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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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火狱居民的状况
ÄX⁄—W6”›Y6‘W‚oY6€’6Ä‚å
1-清高的真主说：
ba`_^]\[Z) :ﻗﺎﻝ ﺍﷲ ﺗﻌـﺎﱃ-١

(onmlkji hgfedc
.[٥٦/]ﺍﻟﻨﺴﺎﺀ

【[56]不信我的迹象的人，我必定使他们入
火狱，每当他们的皮肤烧焦的时候，我另换一套
皮肤给他们，以便他们尝试刑罚。真主确是万能
的，确是至睿的。】 ①
P610F

2-清高的真主说：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٧٤/( ]ﺍﻟﺰﺧﺮﻑ543 210/ .-,+
.[٧٦

【[74]罪人们将来必永居火狱的刑罚中，

①

《妇女章》第 5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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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那刑罚不稍减轻，他们将在其中沮丧。[76]
我没有亏枉他们，但他们自欺。
】①
3-清高的真主说：
;:987654 3)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KJIHGFEDCBA@? > =<

.[٦٦ -٦٤/( ]ﺍﻷﺣﺰﺍﺏPONML

【[64]真主确已弃绝不信道者，并为他们预
备烈火。[65]他们将永居其中，不能得到任何保
护者，也不能得到任何援助者。[66]他们的面皮
在火中被翻转之日，他们将说：“但愿我们曾服
从真主，服从使者！
”】 ②
P612F

4-清高的真主说：
}|{zyxwv) :ﻭﻗــﺎﻝ ﺍﷲ ﺗﻌــﺎﱃ-٤

(ª©¨ §¦¥ ¤£ ¢¡~ﮯ
.[٣٦/]ﻓﺎﻃﺮ

①

《金饰章》第 74-76 节
《同盟军章》第 64-66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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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不信道者，将遭火狱的火刑，既不判
他们死刑，让他们死亡；又不减轻他们所遭的火
刑。我这样报酬一切忘恩的人们。】 ①
5-清高的真主说：
º¹¸¶µ´³²±)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ـﺎﱃ-٥

Ê ÉÈÇ Æ ÅÄÃ Â ÁÀ¿¾ ½¼»
.[١٠٧-١٠٦ /( ]ﻫﻮﺩÌË

【[106]至于薄命的，将进入火狱，他们在
其中将要叹气，将要哽咽。[107]他们将天长地
久地永居其中。除非你们的主所意欲的，你的主
确是为所欲为的。】 ②
P614F

6-清高的真主说：
G F E D C)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٦

WVUTSRQPONMLKJI H
.[٧٠-٦٨/ [\ ]^_( ]ﻣﺮﱘZYX
①

《创造者章》第 36 节
《呼德章》第 106-10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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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指你的主发誓，我必将他们和众恶魔
集合起来。然后我必使他们去跪在火狱的周围。
[69]然后我必从每一宗派中提出对至仁主最悖
逆的人。[70]然后，我的确知道谁是最该受火刑
的。】 ①
7-清高的真主说：
¡{|} ~ﮯzy) :ﻭﻗــﺎﻝ ﺍﷲ ﺗﻌــﺎﱃ-٧

±°¯® ¬«ª ©¨§¦ ¥¤£¢
.[٢٦-٢١/ ´( ]ﺍﻟﻨﺒﺄ³²

【[21]火狱确是伺候着，[22]它是悖逆者的
归宿；[23] 他们将在其中长时间的逗留。[24]
他们在其中不能睡眠，不得饮料，[25]只饮沸水
和脓汁。[26]那是一个很适当的报酬。】 ②
P61F

8-清高的真主说：
n m l k j i h g f)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٨
①

《麦尔彦章》第 68-70 节
《消息章》第 21-26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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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ﮯzyxwvutsrq p o
µ´³²±°¯®¬«ª©¨§¦¥¤£¢
.[٩-٦/»¼( ]ﺍﳌﻠﻚº¹¸¶

【[6]不信主的人们将受火狱的刑罚，那归

宿真恶劣！[7]当他们被投入火狱的时候，他们
将听见沸腾的火狱发出驴鸣般的声音。[8]火狱
几乎为愤怒而破碎，每有一群人被投入其中，管
火狱的天使们就对他们说：“难道没有任何警告
者降临你们吗？”[9]他们说：
“不然！警告者确
已降临我们了，但我们否认他们，我们说：‘真
主没有降示甚么，你们只在重大的迷误中'。”】①
P617F

9-清高的真主说：
Ö ÕÔÓÒÑÐ ÏÎ)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ـﺎﱃ-٩

.[٤٨-٤٧/( ]ﺍﻟﻘﻤﺮÝÜÛÚÙØ×

【[47]犯罪者的确在迷误和烈火中。[48]

①

《国权章》第 6-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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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匍匐着被拖入火狱之日，将对他们说：“你
们尝试火狱的烧灼吧！”】 ①
10-清高的真主说：
I HGFED CB A) :ـﺎﱃ
ـﺎﻝ ﺍﷲ ﺗﻌـ
ﻭﻗـ-١٠

W V U T S R Q P O NM L KJ
.[٩-٤/ [ \( ]ﺍﳍﻤﺰﺓZ Y X

【[4]绝不然,他必定要被投在毁灭坑中。[5]
你怎能知道毁灭坑是什么？[6]是真主的燃着的
烈火。[7]能升到人的心上。[8]他们必定要被关
在烈火中,[9]吊在许多很高的柱子上。】 ②
P619F

11-欧沙麦·本·宰德（愿主喜悦他俩）的
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ﲰﻌﺖ ﺭﺳـﻮﻝ ﺍﷲ:ﻋﻦ ﺃﺳﺎﻣﺔ ﺑﻦ ﺯﻳ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ﻧﻪ ﻗﺎﻝ-١١
،ـﺎﺭﹺﻲ ﺍﻟﻨ ﻓـﻪﺎﺑ ﺃﹶﻗﹾﺘﻖﻟﺪﻨﺎﺭﹺ ﻓﹶﺘﻲ ﺍﻟﻨﻠﹾﻘﹶﻰ ﻓ ﻓﹶﻴﺔﺎﻣﻴ ﺍﻟﻘﻮﻡﻞﹺ ﻳﺟﺎﺀُ ﺑﹺﺎﻟﺮـﺠ »ﻳ:ﻳﻘﻮﻝ
①

《月亮章》第 47-48 节
《诽谤者章》第 4-9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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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ـﻘﹸﻮﻟﹸﻮﻥﹶ ﻓﹶﻴـﻪﻠﹶﻴﺎﺭﹺ ﻋﻞﹸ ﺍﻟﻨ ﺃﹶﻫـﻤﻊﺘـﺠ ﻓﹶﻴ،ﺎﻩﺣ ﺑﹺﺮﺎﺭـﻤ ﺍﳊﻭﺭﺪﺎ ﻳ ﻛﹶﻤﻭﺭﺪﻓﹶﻴ
:ﻜﹶـﺮﹺ؟ ﻗﹶـﺎﻝﹶﻦﹺ ﺍﳌﹸﻨﺎ ﻋﺎﻧـﻬﻨﺗ ﻭﻭﻑﺮﺎ ﺑﹺﺎﳌﻌﻧﺮﺄﹾﻣ ﺗﺖ ﻛﹸﻨ؟ ﺃﹶﻟﹶﻴﺲﻚﺄﻧﺎ ﺷﺎ ﻓﹸﻼﻥﹸ ﻣﻳ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ـﻪﻴﻜﹶﺮﹺ ﻭﺁﺗﻦﹺ ﺍﳌﻨ ﻋﺎﻛﹸﻢـﻬﺃﹶﻧ ﻭ،ﻴﻪﻻ ﺁﺗ ﻭﻭﻑﺮ ﺑﹺﺎﳌﻌﻛﹸﻢﺮ ﺁﻣﺖﻛﹸﻨ
“复生日，有个人被带上来后投入了火狱。
他的肠肚在火狱之中全都流出来了，就像驴子拉
磨一样盘着；火狱的居民都围上来问道：‘某某
人啊!你怎么了，你不是曾经劝我们行善，止我
们作恶的人吗？’他说：
‘是的！我曾命人行善，
但我自己却不行善；我曾止人作恶，但我自己却
去作恶’。” ①
P620F

-火狱居民的哭泣及喊叫：
-清高的真主说：
W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c b a ` _ ^ ] \ [ Z Y X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6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圣训
集》第 298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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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٨٢-٨١/]ﺍﻟﺘﻮﺑﺔ
【[81]……他们互相嘱咐说：“你们不要在
热天出征。”你说：“火狱的火是更炽热的，假
若他们是明理的。”[82]让他们少笑些，多哭些，
以报酬他们的营谋。
】①
P621F

-清高的真主说：
² ± ° ¯ ®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ÁÀ¿¾ ½¼» º ¹ ¸ ¶µ´³
.[٣٧/( ]ﻓﺎﻃﺮÈÇÆÅÄ ÃÂ

【[37]他们在里面求救说：“我们的主啊！
求您放我们出去，我们将改过迁善。”难道我没
有延长你们的寿数，使能觉悟者有觉悟的时间
吗？警告者已降临你们了。你们尝试刑罚吧，不
义者绝没有任何援助者。】 ②
P62F

-清高的真主说：
①

《忏悔章》第 81-82 节
《创造者章》第 3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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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 ° ¯ ® ¬ « ª)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١٠٠/]ﺍﻷﻧﺒﻴﺎﺀ

【[100]他们在其中将经常叹息，他们在其
中将一无所闻。
】①
P623F

-清高的真主说：
1 0 / . -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٤

(= < ; : 9 8 7 6 5 4 3 2
.[١٤-١٣/]ﺍﻟﻔﺮﻗﺎﻥ

【[13]当他们被枷锁着投入烈火中一个狭
隘地方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哀号求死。[14]今天
你们不要哀求一死，你们当哀求多死。
】②
P624F

-清高的真主说：
m l k j i h g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٥

.[٢٧/( ]ﺍﻟﻔﺮﻗﺎﻥrqp o n

【[27]在那日，不义者一面咬手一面说：
①

《众先知章》第 100 节
《准则章》第 13-14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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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但愿我曾与使者采取同一道路。
】①
-清高的真主说：
² ± ° ¯ ® ¬ « ª)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٦

.[١٦٧/¶¸( ]ﺍﻟﺒﻘﺮﺓµ ´ ³

【[167]真主将这样以他们的行为昭示他
们，使他们感到悔恨，他们绝不能逃出火狱。】②
P62F

-火狱居民的祈祷：
当火狱的居民进入火狱，他们遭到严厉的惩
罚之后，他们就开始求救、呼喊，他们渴望能够
找到人拯救他们，使他们复生，他们呼喊天堂的
居民、呼喊火狱的管理者、呼喊火狱的管理者马
立克，他们呼喊他们的养主，他们得到的答复只
能使他们悔恨，然后他们绝望了，他们开始叹气
和哽咽。
①

《准则章》第 27 节
《黄牛章》第 16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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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¹ ¸ ¶ µ ´ ³ ²)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Ç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 º
.[٥٠/( ]ﺍﻷﻋﺮﺍﻑÈ

【[50]火狱的居民将要喊叫乐园的居民说：
“求你们把水或真主所供给你们的食品，倒下一
点来给我们吧！
”他们回答说：
“真主确已禁止我
们把这两样东西赠送不信道者。”
】①
P627F

-清高的真主说：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 " ! Î ÍÌËÊÉ
(4 3 2 1 0/. - ,+ * ) ( ' &
.[٥٠-٤٩/]ﻏﺎﻓﺮ

【 [49] 在火 狱 里的人 对 管理火 狱 的天使
说：“请你们祈祷你们的主，求他给我们减轻一
①

《高处章》第 5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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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刑罚。
”[50]他们说：
“难道你们族中的使者，
没有昭示你们若干明证吗？”他们说：
“不然！”
天使们说：“你们祈祷吧！但不信道者的祈祷只
在迷误中。
”】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9 8 7 6)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٧٨-٧٧/( ]ﺍﻟﺰﺧﺮﻑGFEDCBA@?
【[77]他们将喊叫说：“马立克啊！请你的

主处决我们吧！”他说：“你们必定要留在刑罚
中。”[78]我确已把真理昭示给你们，但你们大
半是厌恶真理的。】 ②
P629F

-清高的真主说：
0 / . - ,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٤

> = < ; : 98 7 6 5 4 321
.[١٠٨- ١٠٦/?@( ]ﺍﳌﺆﻣﻨﻮﻥ
①

《赦宥者章》第 49-50 节
《金饰章》第 77-7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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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他们说：“我们的主啊！我们的薄
命，曾制服我们，使我们变成迷误者。[107]我
们的主啊！求您让我们从火狱出去，如果我们再
次犯罪，我们就确是不义者。” [108]他说：
“你
们在火狱中应当忍气吞声，不要对我说话。”】①
-当火狱的居民对逃离火狱失望、对所有
的福利都绝望时，他们开始叹气和哽咽。犹如超
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º¹¸¶µ´³²±) : 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٥

Ë Ê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À ¿ ¾ ½ ¼
.[١٠٧-١٠٦ /( ]ﻫﻮﺩÌ

【[106]至于薄命的，将进入火狱，他们在
其中将要叹气，将要哽咽。[107]他们将天长地
久地永居其中。除非你们的主所意欲的，你的主
确是为所欲为的。】 ②
P631F

①

《信士章》第 106-108 节
《呼德章》第 106-107 节

②

509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求真主保佑，远离真主的恼怒与惩罚。主啊！
求您恩赐我们天堂吧！使我们远离火狱，您是我
们的主。主宰真好！援助者真好！

天堂居民的遗产是火狱居民的住所：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ﻦ ﻢ ﻣ ﻨﻜﹸ ﺎ ﻣ »ﻣ:

ِ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ﺎﺭﻞﹶ ﺍﻟﻨﺧ ﻓﹶﺪﺎﺕ ﻓﹶﺈﺫﹶﺍ ﻣ،ﺎﺭﹺﻲ ﺍﻟﻨﺰﹺﻝﹲ ﻓﻨﻣ ﻭ،ﺔﻲ ﺍﳉﹶﻨﺰﹺﻝﹲ ﻓﻨ ﻣ:ﺰﹺﻻﻥﻨ ﻣ ﺇﻟﱠﺎ ﻟﹶـﻪﺪﺃﹶﺣ
] \ [ Z) :ﺎﻟﹶﻰﻌ ﻗﹶﻮﻟﹸـﻪ ﺗﻚ ﻓﹶﺬﹶﻟ،ﺰﹺﻟﹶـﻪﻨ ﻣﺔﻞﹸ ﺍﳉﹶﻨﺭﹺﺙﹶ ﺃﹶﻫﻭ

.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ﻣﺎﺟﻪ.(dcba`_^

“你们每个人都有两所住宅：天堂中的住宅
与火狱中的住宅；如果他去世后进入了火狱，那
么，天堂的居民就继承了他的住宅，就如清高的
真主所说: 【[10]这等人，才是继承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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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① 】。他们是继承乐园的，他们将永居其中

-犯罪的认主独一者从火狱中获得释
放：
-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ﺟﺎﺑ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ﻳـﻌﺬﱠﺏ ﻧـﺎﺱ
ﻣﻦ ﺃﹶﻫﻞﹺ ﺍﻟﺘﻮﺣﻴﺪ ﻓﻲ ﺍﻟﻨﺎﺭﹺ ﺣﺘﻰ ﻳﻜﹸﻮﻧﻮﺍ ﻓﻴﻬﺎ ﺣـﻤــﻤﺎﹰ ،ﺛﹸـﻢ ﺗﺪﺭﹺﻛﹸﻬــﻢ
ﺍﻟﺮﺣـﻤﺔﹸ ،ﻓﹶﻴـﺨﺮﺟﻮﻥﹶ ﻭﻳﻄﹾﺮﺣﻮﻥﹶ ﻋﻠﹶﻰ ﺃﹶﺑـﻮﺍﺏﹺ ﺍﳉﹶﻨـﺔ «ﻗـﺎﻝ» :ﻓﹶﻴـﺮﺵ
ﻋﻠﹶﻴـﻬﹺـﻢ ﺃﹶﻫﻞﹸ ﺍﳉﹶﻨﺔ ﺍﳌﹶﺎﺀَ ﻓﹶﻴﻨﺒﺘﻮﻥﹶ ﻛﹶﻤﺎ ﻳﻨﺒﺖ ﺍﻟﻐﺜﹶﺎﺀُ ﻓﻲ ﺣـﻤﺎﻟﹶﺔ ﺍﻟﺴﻴﻞﹺ ﺛﹸـﻢ
ﻳﺪﺧﻠﹸﻮﻥﹶ ﺍﳉﹶﻨﺔﹶ«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部分犯罪的认主独一者在火狱受到惩罚，
烧得黑若焦炭，真主的怜悯降临他们，他们从火
狱中被释放出来，他们来到天堂的门口，天堂居
民往他们身上洒水，他们就象洪水的泡沫一样重
①

《信士章》第 10-11 节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4341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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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滋长，然后他们就进入天堂。” ①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ـﻦ ﻣﺝﺮـﺨ »ﻳ:ﻗﺎﻝ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ﱯ-٢

 ﺛﹸـﻢ،ﺓﹰﺮﻴﻌﺰﹺﻥﹸ ﺷﺎ ﻳﺮﹺ ﻣ ﺍﳋﹶﻴﻦ ﻣﻲ ﻗﹶﻠﹾﺒﹺـﻪﻛﹶﺎﻥﹶ ﻓ ﺇﻟﱠﺎ ﺍﷲُ ﻭ ﻻ ﺇﻟﹶـﻪ: ﻗﹶﺎﻝﹶﻦﺎﺭﹺ ﻣﺍﻟﻨ
ﺰﹺﻥﹸﺎ ﻳﺮﹺ ﻣ ﺍﳋﹶﻴﻦ ﻣﻲ ﻗﹶﻠﹾﺒﹺـﻪﻛﹶﺎﻥﹶ ﻓ ﺇﻟﱠﺎ ﺍﷲُ ﻭ ﻻ ﺇﻟﹶـﻪ: ﻗﹶﺎﻝﹶﻦﺎﺭﹺ ﻣ ﺍﻟﻨﻦ ﻣﺝﺮـﺨﻳ
ﺮﹺ ﺍﳋﹶﻴﻦ ﻣﻲ ﻗﹶﻠﹾﺒﹺـﻪﻛﹶﺎﻥﹶ ﻓ ﺇﻟﱠﺎ ﺍﷲُ ﻭ ﻻ ﺇﻟﹶـﻪ: ﻗﹶﺎﻝﹶﻦﺎﺭﹺ ﻣ ﺍﻟﻨﻦ ﻣﺝﺮـﺨ ﻳ ﺛﹸﻢ،ﺓﹰﺮﺑ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ﺓﹰﺰﹺﻥﹸ ﺫﹶﺭﺎ ﻳﻣ
“内心有大麦粒重量的信念而说了‘除真
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者可以脱离火
狱，内心有小麦粒重量的信念而说了‘除真主
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者可以脱离火狱
，内心有小蚂蚁重量的信念而说了‘除真主之
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者可以脱离火狱。

①

正确的《圣训》：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5268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597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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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火狱居民所受的最严厉的刑罚：
-最优越的恩惠就是信士们见到他们的养
主时的喜悦和欢乐，养主喜悦他们。
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٢٢/( ]ﺍﻟﻘﻴﺎﻣﺔ0 / . - , + * )) : 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١

.[٢٣

【[22]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华的，[23]
是仰视着他们的主的。】 ②
P63F

清高的真主又说：
¥¤ £¢¡ )} ~ﮯ:ﻭﻗﺎﻝ ﺗﻌﺎﱃ

²±°¯ ®¬«ª©¨§¦
.[٧٢ /( ]ﺍﻟﺘﻮﺑﺔº¹¸¶µ´ ³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4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3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②
《复活章》第 22-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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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应许信道的男女们将进入下临诸河
的乐园，并永居其中，他们在常住的乐园里，将
有优美的住宅，得到真主的更大的喜悦；这就是
伟大的成功。】 ①
-火狱中最严厉的惩罚就是火狱的居民被
遮挡无法看见他们的养主；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
所说：
]\[ ZYXWV UT) : ﻗﺎﻝ ﺳـﺒﺤﺎﻧﻪ-٢

.[١٦-١٥ /^_( ]ﺍﳌﻄﻔﻔﲔ

【[15]真的，在那日，他们必受阻拦，不得
朝见他们的主。[16]然后，他们必堕入烈火之
中。】 ②
P638F

-永居天堂者与火狱者：
-清高的真主说：

①

《忏悔章》第 72 节
《称量不公章》第 15-16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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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¹¸ ¶ µ ´ ³ ²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Ë Ê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À ¿ ¾ ½ ¼
Ø × Ö Õ Ô Ó Ò Ñ Ð Ï ÎÍÌ
.[١٠٨-١٠٦ /( ]ﻫﻮﺩáàß Þ Ý Ü Û Ú Ù

【[106]至于薄命的，将进入火狱，他们在
其中将要叹气，将要哽咽。[107]他们将天长地
久地永居其中。除非你们的主所意欲的，你的主
确是为所欲为的。§[108]至于幸福的，将进入
乐园，而永居其中，天长地久，除非你的主所意
欲的；那是不断的赏赐。】 ①
P639F

-清高的真主说：
¸ ¶ µ ´ ³ ² ±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٢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º¹

+ * ) (' & % $ # " !É È Ç
.[٣٧-٣٦/( ]ﺍﳌﺎﺋﺪﺓ.-,
①

《呼德章》第 106-10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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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不信道的人，假如大地上的一切都归
他们所有，再加上同样的一份，而用全部财产去
赎取复生日的刑罚；那么，他们的赎金不蒙接受，
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37]他们想从火狱里出
来，但他们绝不得出来，他们将受永恒的刑罚。】①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ﺎﺭ »ﺇﺫﹶﺍ ﺻ: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٣
ﺔ ﺍﳉﹶﻨﲔﻞﹶ ﺑﻌـﺠﻰ ﻳﺘ ﺣﺎﺭﹺ ﺟﹺﻲﺀَ ﺑﹺﺎﳌﻮﺕﺎﺭﹺ ﺇﻟﹶﻰ ﺍﻟﻨﻞﹸ ﺍﻟﻨﺃﹶﻫ ﻭ،ﺔ ﺇﻟﹶﻰ ﺍﳉﹶﻨﺔﻞﹸ ﺍﳉﹶﻨﺃﹶﻫ
ﺎﺭﹺ ﻻﻞﹶ ﺍﻟﻨﺎ ﺃﹶﻫ ﻳ،ﺕﻮ ﻻ ﻣﺔﻞﹶ ﺍﳉﹶﻨﺎ ﺃﹶﻫ ﻳ:ﺎﺩﻨﻱ ﻣﺎﺩﻨ ﻳ ﺛﹸﻢ،ـﺢﺬﹾﺑ ﻳ ﺛﹸﻢ،ﺎﺭﹺﺍﻟﻨﻭ
ﻧﺎﹰ ﺇﻟﹶﻰﺰﺎﺭﹺ ﺣﻞﹸ ﺍﻟﻨ ﺃﹶﻫﺍﺩﺩﻳﺰ ﻭ،ﻬﹺـﻢﺣﺣﺎﹰ ﺇﻟﹶﻰ ﻓﹶﺮ ﻓﹶﺮﺔﻞﹸ ﺍﳉﹶﻨ ﺃﹶﻫﺍﺩﺩﺰ ﻓﹶﻴ،ﺕﻮﻣ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ﻧﹺـﻬﹺـﻢﺰﺣ
“当天堂的居民最终进入天堂，火狱的居民
最终进入火狱之后，死亡被带到天堂与火狱之
间，而后被处死，然后晓谕者呼吁道：‘天堂的
①

《筵席章》第 36-3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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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啊！今后再不会有死亡了；火狱的居民啊！
今后再也不会有死亡了。’于是天堂的居民喜上
加喜，火狱的居民愁上加愁。
”①

-天堂与火狱的幔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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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ﺎﺭ ﺍﻟﻨﺖﺠﹺﺒ »ﺣ: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ﺔﹸ ﺑﹺﺎﳌﻜﹶﺎﺭﹺﻩ ﺍﳉﹶﻨﺖﺠﹺﺒﺣ ﻭ،ﺍﺕﻮﻬﺑﹺﺎﻟﺸ

“火狱被私欲的幔帐所笼罩，天堂被各种艰
辛所笼罩。” ②
P642F

-天堂与火狱的临近：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4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圣训
集》第 2850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48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圣训
集》第 2823 段，
译者注：这里的意思是必须克服各种艰难，才能到达天堂；享受各种私欲，
方能进入火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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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ﺍﻟﻨﱯ » :ﺍﳉﹶﻨﺔﹸ ﺃﹶ ﹾﻗﺮﺏ
ﺇﻟﹶﻰ ﺃﹶﺣﺪﻛﹸﻢ ﻣﻦ ﺷﺮﺍﻙ ﻧﻌﻠـﻪ ،ﻭﺍﻟﻨﺎﺭ ﻣﺜﹾﻞﹸ ﺫﹶﻟﻚ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天堂比你们任何人的鞋带都更接近他，火
① ”。狱也是如此
P643F

-天堂与火狱的争辩，真主为它俩裁
决：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 ﻗﺎﻝ» :ﺗـﺤﺎﺟﺖ ﺍﻟﻨﺎﺭ ﻭﺍﳉﹶﻨﺔﹸ،
ﻓﹶﻘﹶﺎﻟﹶﺖ ﺍﻟﻨﺎﺭ :ﺃﹸﻭﺛﺮﺕ ﺑﹺﺎﳌﹸﺘـﻜﹶﺒﺮﹺﻳﻦ ﻭﺍﳌﹸﺘـﺠﺒﺮﹺﻳﻦ ،ﻭﻗﹶﺎﻟﹶﺖ ﺍﳉﹶﻨﺔﹸ :ﻓﹶﻤﺎﻟﻲ ﻻ
ﻳﺪﺧﻠﹸﻨﹺﻲ ﺇﻟﱠﺎ ﺿﻌﻔﹶﺎﺀُ ﺍﻟﻨﺎﺱﹺ ﻭﺳﻘﹶﻄﹸﻬـﻢ ﻭﻋﺠﺰﻫـﻢ ،ﻓﹶﻘﹶﺎﻝﹶ ﺍﷲُ ﻟﻠﹾـﺠﻨﺔ :ﺃﹶﻧﺖ
ﺭﺣـﻤﺘﻲ ،ﺃﹶﺭﺣـﻢ ﺑﹺﻚ ﻣﻦ ﺃﹶﺷﺎﺀُ ﻣﻦ ﻋﺒﺎﺩﻱ ،ﻭﻗﹶﺎﻝﹶ ﻟﻠﻨﺎﺭﹺ :ﺃﹶﻧﺖ ﻋﺬﹶﺍﰊ ،ﺃﹸﻋﺬﱢﺏ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48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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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ﺎﻫﻠﹾﺆ ﻣﻜﹸﻢﻨ ﻣﺓﺪﺍﺣﻜﹸﻞﱢ ﻭﻟ ﻭ،ﻱﺎﺩﺒ ﻋﻦﺎﺀُ ﻣ ﺃﹶﺷﻦ ﻣﺑﹺﻚ
“火狱与天堂相互争执，火狱说：‘我专门
接纳高傲自大的、目空一切者。’天堂说：‘我
只接纳人们中的弱者、被不屑一顾者、不贪婪今
世者。’真主对天堂说：‘你是我的慈悯，我将
以你怜悯我所意欲的仆人。’然后他又对火狱说：
‘你是我的刑罚，我将以你惩罚我所意欲的仆
人，你们两个都将要被填满。’” ①
P64F

-警惕火狱，寻求天堂：
-清高的真主说：
Ï ÎÍ Ì Ë Ê É È)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١٣٢-١٣١/( ]ﺁﻝ ﻋﻤﺮﺍﻥÓÒÑÐ

【你们当争先趋赴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赦宥，
和那与天地同宽的、已为敬畏者预备好的乐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5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46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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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园
-阿迪云·本·哈体慕（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提到了
；火狱，他转过脸祈求真主保护，免遭火狱的伤害
然后他又提到了火狱，他转过脸祈求真主保护，
免遭火狱的伤害；最后他说：
 -٢ﻋﻦ ﻋﺪﻱ ﺑﻦ ﺣﺎﰎ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ﱯ

ﺫﹶﻛﹶﺮ ﺍﻟﻨﺎﺭ ﻓﹶﺄﹶﺷﺎﺡ

ﺑﹺﻮﺟﻬﹺﻪ ﻓﹶﺘﻌﻮﺫﹶ ﻣﻨـﻬﺎ ،ﺛﹸﻢ ﺫﹶﻛﹶﺮ ﺍﻟﻨﺎﺭ ﻓﹶﺄﹶﺷﺎﺡ ﺑﹺﻮﺟﻬﹺﻪ ﻓﹶﺘﻌﻮﺫ ﻣﻨـﻬﺎ ،ﺛﹸﻢ ﻗﹶﺎﻝﹶ:
»ﺍﺗﻘﹸﻮﺍ ﺍﻟﻨﺎﺭ ﻭﻟﹶﻮ ﺑﹺﺸﻖ ﺗـﻤﺮﺓ ،ﻓﹶﻤﻦ ﻟﹶـﻢ ﻳـﺠﹺﺪ ﻓﹶﺒﹺﻜﹶﻠـﻤﺔ ﻃﹶﻴﺒ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你们当谨防火狱，即使是半颗椰枣也
② ”！罢
P6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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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٣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ﻛﹸﻞﱡ ﺃﹸﻣﺘﻲ

ﻳﺪﺧﻠﹸﻮﻥﹶ ﺍﳉﹶﻨﺔﹶ ﺇﻟﱠﺎ ﻣﻦ ﺃﹶﺑﻰ« .ﻗﺎﻟﻮﺍ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ﻣﻦ ﻳﺄﰉ؟ ﻗﺎﻝ» :ﻣ ﻦ ﺃﹶﻃﹶﺎﻋﻨﹺﻲ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33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6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圣训
集》第 1016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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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ﻰ ﺃﹶﺑﺎﻧﹺﻲ ﻓﹶﻘﹶﺪﺼ ﻋﻦﻣ ﻭ،ﺔﹶﻞﹶ ﺍﳉﹶﻨﺧﺩ
“除拒绝者外，我所有的民众都能进入天
堂。”他们问：“主的使者啊!谁是拒绝者呢？”
他说：“谁服从我，他就能进入天堂；谁违背我，
他确已拒绝了。” ①
P647F

主啊！我们向您祈求天堂，以及接近天堂的
言行；我们求您保护免遭火狱的伤害，以及接近
火狱的言行。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28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斯林圣训
集》第 183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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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相信前定

Ä|u —X_6‹Xu∞� W6CL
-前定： 就是清高的真主知道所有的一
切，而这一切事物都是根据他的意欲存在，或都
是根据他的意欲而发生在宇宙万事万物中。他规
定那一些，并将其记录在仙牌上。

-前定：是真主在众生中存在的秘密，无
论是接近的天使、还是被派遣的先知都不知道真
主的前定。

-相信前定：
必须坚信一切好与歹都是根据真主的前定
与定然而发生的，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٤٩/( ]ﺍﻟﻘﻤﺮãâáàßÞ) :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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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我确已依定量而创造万物。
】①

-相信前定的要素（Ä| —X_6‹X∞� W6‹XÕÄY）：
相信前定包含四件事情：
第一：相信清高的真主知道一切事物的概况
和详情，无论是关于超绝万物主的行为，如创造、
管理、使复活、使死亡等等；还是有关被造物的
行为，如人类的言、行、状况，以及动物、植物、
无生物的状况，真主彻知那所有的一切；犹如超
绝万物的真主说：
Þ Ý Ü Û Ú Ù Ø × Ö Õ) :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

(î í ì ë ê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ß
.[١٢/]ﺍﻟﻄﻼﻕ

【[12]真主创造了七层天，和同样层数的大
地，真主的命令通过七层天而下降，以便你们知
①

《月亮章》第 4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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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真主是周知万物
的。】 ①
第二：相信清高的真主确已在仙牌上记录了
被造物的数量、状况、给养，记录了其份额、形
式、时间、地点，除了超绝万物主的命令，绝不
会有任何改变、替换、增加、或减少。
-清高的真主说：
{ z yx w v u t s r q)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٧٠/¦( ]ﺍﻟﺤﺞ¥¤£¢¡|}~ ﮯ

【[70]难道你不知道吗？真主知道天地万

物，这确是记载在一本天经里的。这对于真主确
是容易的。
】②
P650F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本·阿税（愿
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离婚章》第 12 节

②

《朝觐章》第 7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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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ﺑﻦ ﺍﻟﻌﺎﺹ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٢
ْ »ﻛَﺘَـﺐَ ﺍﷲُ ﻣَﻘَﺎﺩِﻳﺮَ ﺍﻟﺨَﻼﺋِﻖِ ﻗَﺒْﻞَ ﺃَﻥ: ﻳﻘﻮﻝF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ﻋَﺮْﺷُﻪُ ﻋَﻠَﻰ،ٍﻳَـﺨْﻠُﻖَ ﺍﻟﺴﱠﻤَﺎﻭَﺍﺕِ ﻭَﺍﻷَﺭْﺽَ ﺑِـﺨَـﻤْﺴِﻴﻦَ ﺃَﻟْﻒَ ﺳَﻨَ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ﺍﻟﻤَﺎء
“真主在创造天地的五万年前就规定了万
物的数量，他的‘阿尔西’是在水上。
”①
P651F

第三：坚信宇宙万物是根据真主的意愿而存
在的，万有也都是根据真主的意愿而发生的；真
主意欲的就会存在，他不意欲的绝不会出现，无
论是有关超绝万物主的行为，如创造、管理、使
复活、使死亡等等；还是有关被造物的行为，如
人类的言、行、状况。
-清高的真主说：
(´ ³ ² ±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٦٨/]ﺍﻟﻘﺼﺺ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53 段，译者注：“他的‘阿尔西’是
在水上”：是指在创造天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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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你的主，创造他所意欲的，选择他所
意欲的。】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٢٧/( ]ﺇﺑﺮﺍﻫﻴﻢQ P O N M)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٢
【真主是为所欲为的。】 ②
P653F

-清高的真主说：
.[١١٢/( ]ﺍﻷﻧﻌﺎﻡN MLKJI)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٣

【假若你的主意欲，那么，他们不做这件

事。】 ③
P654F

-清高的真主说：
ÄÃÂÁÀ¿¾½¼»º)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٤

.[٢٩-٢٨/( ]ﺍﻟﺘﻜﻮﻳﺮRÇÆÅ

【[28]对于你们中欲循规蹈矩者的教诲，

[29]你们不欲循规蹈矩，除非真主——全世界的
①

《故事章》第 68 节

②

《伊布拉欣章》第 27 节

③

《牲畜章》第 1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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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意欲的时候。
】①
第四：相信清高的真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
者，他根据万物的本质、属性、动作而创造了他
们。除他之外，绝无创造者；除他之外，绝无养
育者。
-清高的真主说：
h g f e d c b a ` _)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٦٢/( ]ﺍﻟﺰﻣﺮi

【真主是创造万物的，也是监护万物的。
】②
P65F

-清高的真主说：
.[٤٩/( ]ﺍﻟﻘﻤﺮãâáàßÞ) :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

【[49]我确已依定量而创造万物。
】③
P657F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٣
①

《黯黜章》第 28-29 节

②

《队伍章》第 62 节

③

《月亮章》第 4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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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٩٦/]ﺍﻟﺼﺎﻓﺎﺕ
【[96]真主创造你们，和你们的行为。
】①
P658F

①

《列班者章》第 9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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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定为借口
（Ä|u —X_6nXuldoÚW）
-真主的前定和定然针对人类分为两
种：
第一：真主前定和定然的工作和状况超出人
类的意愿：
其中有：高与矮、或美与丑、或生与死、或
其它人类没有选择的，如祸患、病症，以及财产、
生命、收获的损失等灾难，有时是为了对仆人的
惩罚，有时是为了对仆人的考验，有时是为了升
高仆人的品级。
这些发生在人们周围、或者是发生在人们身
上的，是人类没有能力选择的，对此，人类不被
拷问，也不被清算。他应当坚信那所有的一切都
是根据真主的前定和定然而发生的，并当坚忍、
喜悦和顺服真主的前定。在这个宇宙中所发生的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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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件，其中都有全知的、彻知的主的哲理
-清高的真主说：
 -١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 :ﮯ ¡ ¨ § ¦ ¥ ¤ £ ¢

© (¸ ¶ µ ´ ³ ² ± ° ¯ ® ¬ « ª
]ﺍﻟﺤﺪﻳﺪ.[٢٢/

【[22]大地所有的灾难，和你们自己所遭的
祸患，在我创造那些祸患之前，无不记录在天经
① 】。中；这事对于真主确是容易的
P659F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有一天，我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身后，他说：
 -٢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ﻛﻨﺖ ﺧﻠﻒ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ﻮﻣﺎﹰ

ﻓﻘﺎﻝ» :ﻳﺎ ﻏﹸﻼﻡ ﺇﻧﻲ ﺃﹸﻋﻠﱢﻤﻚ ﻛﹶﻠـﻤﺎﺕ ﺍﺣﻔﹶﻆ ﺍﷲَ ﻳـﺤﻔﹶﻈﹾﻚ ،ﺍﺣﻔﹶﻆ ﺍﷲَ
ﺗـﺠﹺﺪﻩ ﺗـﺠﺎﻫﻚ ،ﺇﺫﹶﺍ ﺳﺄﹶﻟﹾﺖ ﻓﹶﺎﺳﺄﹶﻝﹺ ﺍﷲَ ،ﻭﺇﺫﹶﺍ ﺍﺳﺘﻌﻨﺖ ﻓﹶﺎﺳﺘﻌ ﻦ ﺑﹺﺎﷲ.
ﻭﺍﻋﻠﹶـﻢ ﺃﹶﻥﱠ ﺍﻷُﻣﺔﹶ ﻟﹶﻮ ﺍﺟﺘـﻤﻌﺖ ﻋﻠﹶﻰ ﺃﹶﻥﹾ ﻳﻨﻔﹶﻌﻮﻙ ﺑﹺﺸﻲﺀٍ ﻟﹶـﻢ ﻳﻨﻔﹶﻌﻮﻙ ﺇﻟﱠﺎ
①

《铁章》第 2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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ﺀٍ ﻟﹶـﻢﻲ ﺑﹺﺸﻭﻙﺮﻀﻠﹶﻰ ﺃﹶﻥﹾ ﻳﻮﺍ ﻋﻌـﻤﺘﻟﹶﻮﹺ ﺍﺟ ﻭ، ﺍﷲُ ﻟﹶﻚـﻪـﺒ ﻛﹶﺘﺀٍ ﻗﹶﺪﻲﺑﹺﺸ
ﻔﱠﺖﺟ ﻭ، ﺍﻷَﻗﹾﻼﻡﺖﻌﻓ ﺭ،ﻠﹶﻴﻚ ﺍﷲُ ﻋـﻪـﺒ ﻛﹶﺘﺀٍ ﻗﹶﺪﻲ ﺇﻻ ﺑﹺﺸﻭﻙﺮﻀﻳ
.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ﻒﺤﺍﻟﺼ
“年青人啊，我教授你几句话：你当看守真
主的（命令与禁止），他必定保护你；看守真主
的（命令与禁止），你会发现他在你的面前！如
果你祈求时，当向真主祈求；如果你求助时，当
向真主求助；你当知道：除真主为你所规定的之
外，即使整个民族聚集起来想帮助你，他们对你
也毫无裨益；除真主为你所规定的之外，即使整
个民族聚集起来想伤害你，他们也不能伤害你丝
毫；一切均在前定之中。” ①
P60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ﺰ »ﻗﹶﺎﻝﹶ ﺍﷲُ ﻋ: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٣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669 段，《题勒秘日圣训集》第 2516
段，原文出自《题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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ﻞﹶ ﺍﻟﻠﱠﻴ ﺃﹸﻗﹶﻠﱢﺐ،ﺮﻱ ﺍﻷَﻣﺪ ﺑﹺﻴ،ﺮﻫﺎ ﺍﻟﺪﺃﹶﻧ ﻭﺮﻫ ﺍﻟﺪﺐﺴ ﻳﻡ ﺁﺩﻦﻨﹺﻲ ﺍﺑﻳﺫﺆ ﻳ:ﻞﱠﺟﻭ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ﺎﺭﻬﺍﻟﻨﻭ
“伟大尊严的真主说：
‘阿丹的子孙伤害我，
他辱骂时光，我是时光之主，我使昼夜轮回’。”①
P61F

第二：真主前定和定然的部分工作，人类可
以根据真主恩赐的理智和能力胜任、选择，如信
仰或否认，顺从或违背，行善或作恶。
这些以及类似这些方面的工作,人类将会因
此而受到稽查，根据这些而获得赏赐、或遭到惩
治。因为真主曾派遣了众使者，降示了诸部经典，
阐明了真伪，鼓励仆人笃信和顺服，警告否认和
违背。他供给人类判别真伪的理智，给予人类选
择的能力；人类可以遵行自己任意选择的道路，
无论他选择两条之中的哪一条，都是在真主的意
愿和大能之中，真主王权中的任何事物，都是根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2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24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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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的知识和意愿而发生。
-清高的真主说：
K J I H G F E D C B)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٢٩ /( ]ﺍﻟﻜﻬﻒM L

【[29] 你说：“真理是从你们的主降示的，
谁愿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
吧。”】 ①
P62F

-清高的真主说：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٢

.[٤٦/( ]ﻓﺼﻠﺖSìëê

【[46]行善者自受其益，作恶者自受其害。
你的主绝不会亏枉众仆的。】 ②
P63F

-清高的真主说：
J I H G F E D C)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٣
①

《山洞章》第 29 节

②

《奉绥来特章》第 46 节

533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٤٤/( ]ﺍﻟﺮﻭﻡML K

【[44]不信道者，将自受其不信的恶报，行
善者只为自己预备安宅。
】①
P64F

P

-清高的真主说：
½ ¼ » º ¹ ¸ ¶ µ ´ ³)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٤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٢٩-٢٧/]ﺍﻟﺘﻜﻮﻳﺮ

【[27]这只是对于全世界的教诲——[28]
对于你们中欲循规蹈矩者的教诲，[29]你们不欲
循规蹈矩，除非真主——全世界的主——意欲的
时候。
】②
P65F

-何时允 许以前 定为借 口？ （6Ç‚¶6 Èd’
Ä| —X_6nXldoÚW）

①

《罗马章》第 44 节

②

《黯黜章》第 27-29 节

534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当遭到灾难时，允许人以前定为借口，
犹如在第一种里所提到的。如人患病、或死亡，
或遭到其它人自身没有选择能力的祸患考验时，
允许他以前定为借口，他可以说：
“真主的前定，
真主意愿，随心所欲。”他应当坚忍，尽力喜悦
真主的定然，以便获得真主的赏赐。犹如超绝万
物的主所说：
C B A @ ? > = < ; ) :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

ON M L K J I H G F E D
.[١٥٧-١٥٥/( ]ﺍﻟﺒﻘﺮﺓSRQ P

【[155]……你当向坚忍的人报喜。[156]
他们遭难的时候，说：“我们确是真主所有的，
我们必定只归依他。
”[157]这等人，是蒙真主的
祜佑和慈恩的；这等人，确是遵循正道的。
】①
P6F

-当人类违抗真主的命令，放弃主命，或

①

《黄牛章》第 155-15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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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非法的工作时，不允许他以前定为借口。因为
真主确已命令他顺服，远离罪恶；命令他工作付
出，禁止他依赖以前定为借口违抗命令。假若前
定能作为某个人的托词，那么，真主就不会惩罚
那些中伤众使者的人，如努哈的族人、阿德的族
人、赛姆德的族人等等；也就不会命令对那些背
叛者执行法度。
谁认为前定能作为违抗者们的借口，取消对
他们的责备与惩罚，那么，当有人侵犯他的时候，
他不应当责备任何人，更不能惩罚。在他跟前行
善者与作恶者之间没有区别，这是纯属妄言。

-行为因素（bX`ÑÙW6”æ≈）：
真主为仆人前定的任何善或恶都联系着它
的各种因素。善的因素：笃信和顺服；恶的因素：
否认和违抗。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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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纯粹是根据真主为他规定的意愿和赐
予他的选择能力而工作。仆人只有以通过真主赐
予他的选择能力去做那些因素为媒介，才能达到
真主为其前定的幸福或不幸。有许多进入天堂的
媒介，也有许多进入火狱的媒介。
-清高的真主说：
6 5 4 3 2 1 0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D C B A @ ? >= < ; : 9 8 7

T S R Q P O N M L K J IHGFE
.[١٤٨ /]ﺍﻷﻧﻌﺎﻡ

(W V U

【[148]以物配主的人将说：“假若真主意
欲，那么，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
我们也不以任何物为禁物。”他们之前的人，曾
这样否认（他们族中的使者），直到他们尝试了
我的刑罚。你说：“你们有真知灼见，可以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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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给我们看看吗？你们只凭猜测，尽说谎话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٢ﻭﻗــﺎﻝ ﺍﷲ ﺗﻌـﺎﱃÑ Ð Ï Î) :

] (Ó Òﺁﻝ ﻋﻤﺮﺍﻥ.[١٣٢ /

【[132]你们当服从真主和使者，以便你们
② 】。蒙主的怜恤
P68F

-阿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٣ﻋﻦ ﻋﻠ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Fﻗﺎﻝ» :ﻣﺎ ﻣﻨﻜﹸﻢ ﻣ ﻦ ﻧ ﹾﻔﺲﹴ
ﺇﻟﱠﺎ ﻭﻗﹶﺪ ﻋﻠـﻢ ﻣﻨﺰﹺﻟﹸـﻬﺎ ﻣﻦ ﺍﳉﹶﻨﺔ ﻭﺍﻟﻨﺎﺭﹺ« ﻗﹶﺎﻟﹸﻮﺍ :ﻳﺎ ﺭﺳﻮﻝﹶ ﺍﷲ ﻓﹶﻠـﻢ ﻧ ﻌﻤﻞﹸ؟
ﺃﹶﻓﹶﻼ ﻧﺘﻜﻞﹸ؟ ﻗﹶﺎﻝﹶ» :ﻟﹶﺎ ،ﺍﻋﻤﻠﹸﻮﺍ ﻓﹶﻜﹸﻞﱞ ﻣﻴﺴﺮ ﻟـﻤﺎ ﺧ ﻠﻖ ﻟﹶـﻪ «ﰒ ﻗﺮﺃx w) :

~}|{zyﮯ¡¨§¦¥¤£¢
© (®¬«ª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你们每一个人都将知道他在天堂与火狱
①

《牲畜章》第 148 节

②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3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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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位置。
”他们问道：
“主的使者啊！那我们为
什么还工作呢？难道我们不应该依赖前定的
吗？”使者说：“不，你们应当工作，每个人根
据他的被造都将是易行的。然后他念道：【[5]
至于赈济贫民，敬畏真主，[6]且承认至善者，
[7]我将使他易于达到最易的境界。[8]至于吝惜
钱财，自谓无求，[9]且否认至善者，[10]我将
使他易于达到最难的结局。】 ①” ②

-以前定消除前定的制度，如下：
-当前定的因素与其它前定的因素相遇
时，允许以前定消除前定。如以斗争消灭敌人，
抵制酷暑与严寒等等。
-以另一前定抵制、消除已经发生并且稳

①

《黑夜章》第 5-10 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494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647 段，
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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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前定。如以药物消除病症，以忏悔消除罪过，
以善行消除罪行等等。

-真主的意愿包含万有（6”Œ—6Ë’XΩ 6!W6ËÌ‰â’
ÎÂà）：
无论仆人所行的善与恶，那都是来自于真主
的创造，因为真主是万物的创造者，其中有创造
人类及其行为，但是，真主的意愿并不能证明他
的喜悦。
被造物的否认、违抗、作恶都是在真主的意
欲之中，但是真主绝不喜爱这些，更不会命令那
样去做；反而，他恼怒那些行为，并且禁止人类
那样去做。遭受恼怒的、被憎恶的事物也不能逃
出真主的意欲，因为真主的意欲包含被造物一切
行为，真主所创造的一起都有其哲理和目的，因
为真主的权力和创造而发生在他管辖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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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美、最优越的人就是喜真主及其使
者所喜，怒真主及其使者所怒，他们不会因为其
他的被造物而喜、而怒，他们只奉行真主及其使
者所命令的，而不会如此奉行任何被造物的命
令。
在任何时候，每个人都需要顺从真主的命
令，远离真主的禁止，喜悦真主的前定。

-喜悦前定的断法（Ä| —X_6XêÅ—W6◊Œo）：
喜悦前定分为三种：
-喜爱顺从，这属于主命。
-喜悦所遇到的祸患，这属于嘉义。
-否认、作恶、违抗，这是不允许喜悦，
而是奉命应当恼怒的，真主的确不喜爱这些，即
使是他所创造的，但是他并不喜爱这些，因为这
些只会把行为者带到自己喜爱的，犹如创造众恶
魔。我们喜爱真主的创造物，至于这种遭受谴责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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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及其行为者，我们绝不喜悦。
一件事情，从一方面是受到喜爱的，而另一
方面却是受到憎恶的；如药物，它是受到憎恶的，
但是它能把人带到受喜悦的另一方面。我们凭借
真主喜悦的工作，喜爱通往真主的道路，并不是
我们喜悦所有发生的、或存在的事情，也不是我
们奉命喜悦真主前定与定然的所有事物，但是，
我们奉命喜悦真主及其使者命令我们喜爱的一
切。

-真主前定的善或恶（�WÅà6·Y6�W.w6!W6ÎXë…）都
有两个方面：
第一：有关与归于真主的，这方面是仆人应
当喜悦的，真主的前定都是好的、公正的、明哲
的。
第二：有关与归于仆人的，在这方面之中有
仆人应喜悦的，如伊玛尼（信仰）和顺从；有不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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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喜悦的，如否认、违抗。同样，这也不是真主
喜悦的，更不是真主命令的。
-清高的真主说：
¸ ¶ µ ´ ³ ² ±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٦٨/( ]ﺍﻟﻘﺼﺺÀ¿¾½¼»º ¹

【[68]你的主，创造他所意欲的，选择他所
意欲的，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赞颂真主，超绝
万物，他超乎他们所用来配他的。
】①
P671F

-清高的真主说：
S R Q P O N M L K J)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٧/( ]ﺍﻟﺰﻣﺮZ YXWVU T

【[7]如果你们忘恩否认，那么，真主确是

无求于你们的，他不喜悦忘恩负义的仆人。如果
你们感谢，那么，他就喜悦你们。
】②
P672F

①

《故事章》第 68 节

②

《队伍章》第 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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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٩٦/]ﺍﻟﺼﺎﻓﺎﺕ

【[96]真主创造你们，和你们的行为。
】①
P673F

- 仆 人 的 行 为 是 被 创 造 的 （6{X`æ—W6 ‘Xæ≈Y
Ë…‚“¢）：
伟大尊严的真主创造了仆人，创造了仆人的
行为，他彻知那一切，并在发生之前都已记录好
的。当仆人行了善、或作了恶，他确为我们显现
出了真主的知识、创造和记录；真主彻知仆人的
行为，因为真主是彻知一切的主，天地间微尘重
的事物，都不能逃避真主的鉴察。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①

《列班者章》第 9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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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٩٦/]ﺍﻟﺼﺎﻓﺎﺕ
【[96]真主创造你们，和你们的行为。
】①
P674F

-清高的真主说：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ÖÕÔÓÒÑÐÏÎÍÌËÊÉ È
.[٥٩/( ]ﺍﻷﻧﻌﺎﻡßÞÝÜÛÚÙØ

【真主那里，有幽玄的宝藏，只有他认识那

些宝藏。他认识陆上和海中的一切；零落的叶子，
没有一片是他不认识的，地面下重重黑暗中的谷
粒，地面上一切翠绿的，和枯槁的草木，没有一
样不详载在天经中。
】②
P675F

-清高的真主说：
Ã Â Á À ¿ ¾ ½ ¼ » º)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ÓÒÑ ÐÏÎ ÍÌË ÊÉÈÇ Æ Å Ä
①

《列班者章》第 96 节

②

《牲畜章》第 59 节

545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ä ã â á à ß Þ Ý Ü Û Ú Ù Ø ×Ö Õ Ô
.[٦١/( ]ﻳﻮﻧﺲå

【[61]无论你处理什么事物，无论你诵读

《古兰经》哪一章经文，无论你们做什么工作，
当你们着手的时候，我总是见证你们的。天地间
微尘重的事物，都不能逃避真主的鉴察，无论比
微尘小还是比微尘大，都记载在一本明显的天经
中。】 ①
P67F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
俩）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他是诚实可靠的人——告诉我
们：
F  ﺣﺪﺛﻨ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٤
ﲔـﻌﺑ ﺃﹶﺭﻪﻄﹾﻦﹺ ﺃﹸﻣﻲ ﺑ ﻓﻠﹾﻘﹸﻪ ﺧﻊـﻤـﺠ ﻳﻛﹸﻢﺪ »ﺇﻥﱠ ﺃﹶﺣ:ﻭﻫﻮ ﺍﻟﺼﺎﺩﻕ ﺍﳌﺼﺪﻭﻕ
،ﻚﺜﹾﻞﹶ ﺫﹶﻟﺔﹰ ﻣﻐﻀ ﻣﻚﻲ ﺫﹶﻟﻜﹸﻮﻥﹸ ﻓ ﻳ ﺛﹸﻢ،ﻚﺜﹾﻞﹶ ﺫﹶﻟﻠﹶﻘﹶﺔﹰ ﻣ ﻋﻚﻲ ﺫﹶﻟﻜﹸﻮﻥﹸ ﻓ ﻳ ﺛﹸﻢ،ﻮﻣﺎﹰﻳ
①

《优努斯章》第 6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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ﺛﹸﻢ ﻳﺮﺳﻞﹸ ﺍﳌﹶﻠﹶﻚ ،ﻓﹶﻴﻨﻔﹸﺦ ﻓﻴﻪ ﺍﻟﺮﻭﺡ ،ﻭﻳﺆﻣﺮ ﺑﹺﺄﹶﺭﺑـﻊﹺ ﻛﹶﻠـﻤﺎﺕ :ﺑﹺﻜﹶﺘﺐﹺ ﺭﹺ ﺯﻗﻪ،
ﻭﺃﹶﺟﻠـﻪ ،ﻭﻋﻤﻠـﻪ ،ﻭﺷﻘﻲ ﺃﹶﻭ ﺳﻌﻴﺪ .ﻓﹶﻮﺍﻟﱠﺬﻱ ﻻ ﺇﻟﹶـﻪ ﻏﹶﻴﺮﻩ ،ﺇﻥﱠ ﺃﹶﺣﺪﻛﹸﻢ
ﺴﺒﹺﻖ
ﻟﹶﻴـﻌﻤﻞﹸ ﺑﹺـﻌﻤﻞﹺ ﺃﹶﻫﻞﹺ ﺍﳉﹶﻨﺔ ﺣﺘﻰ ﻣﺎ ﻳﻜﹸﻮﻥﹶ ﺑﻴﻨـﻪ ﻭﺑﻴﻨـﻬﺎ ﺇﻟﱠﺎ ﺫﺭﺍﻉ ،ﻓﹶﻴ 
ﻋﻠﹶﻴﻪ ﺍﻟﻜﺘﺎﺏ ﻓﹶﻴـﻌﻤﻞﹸ ﺑﹺـﻌﻤﻞﹺ ﺃﹶﻫﻞﹺ ﺍﻟﻨﺎﺭﹺ ﻓﹶﻴﺪﺧﻠﹸـﻬﺎ .ﻭﺇﻥﱠ ﺃﹶﺣﺪﻛﹸﻢ ﻟﹶﻴـﻌﻤﻞﹸ
ﺑﹺـﻌﻤﻞﹺ ﺃﹶﻫﻞﹺ ﺍﻟﻨﺎﺭﹺ ،ﺣﺘﻰ ﻣﺎ ﻳﻜﹸﻮﻥﹶ ﺑﻴﻨـﻪ ﻭﺑﻴﻨـﻬﺎ ﺇﻟﱠﺎ ﺫﺭﺍﻉ ﻓﹶﻴﺴﺒﹺﻖ ﻋﻠﹶﻴـﻪ
ﺍﻟﻜﺘﺎﺏ ،ﻓﹶﻴـﻌﻤﻞﹸ ﺑﹺـﻌﻤﻞﹺ ﺃﹶﻫﻞﹺ ﺍﳉﹶﻨﺔ ﻓﹶﻴﺪﺧﻠﹸـﻬ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你们被创造在母腹中四十天时是一滴精
液，过四十天之后是一血块，再过四十天之后是
一块肉，然后真主派遣一位天使，为他吹入灵魂，
并奉命记录四件事情：给养、寿数、工作、属于
幸福者还是薄福者；指独一的主宰发誓，的确，
你们中的一个人一直干天堂居民的工作，直至他
与天堂之间只有一尺的距离，然而他被记录为薄
福者，于是他干了火狱居民的工作，他就进入了
火狱；你们中的一个人一直干火狱居民的工作，
直至他与火狱之间只有一尺的距离，然而他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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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为幸福者，于是他干了天堂居民的工作，他就
进入了天堂。” ①

-公正与施恩（‹XÖo� W· ‘|æ—W）：
伟大尊严的真主的行为永远是在公正和施
恩之间，他绝不会亏枉任何人。他要么以公正与
自己的仆人交往，要么以施恩与他们交往；他以
公正与作恶者交往，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٤٠/ )|}~ﮯ ¡( ]ﺍﻟﺸﻮﺭﻯ: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

【恶行应得同样的恶报。
】②
P678F

他以恩典和施恩与行善者交往，犹如超绝万
物的真主所说：
.[١٦٠/( ]ﺍﻷﻧﻌﺎﻡd cba`_^) :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

【[160]行一件善事的人，将得十倍的报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0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643 段，
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协商章》第 4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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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①

-法定的与对宇宙的命令（ Ë‰Ω Åâ—W6 Å’W·ÙW
Ë‰Ÿ‚Œ—W·）
：
伟大尊严的真主的命令为两种：对宇宙的命
令和法定的命令。
对宇宙的命令分为三种：
第一：创造的命令。来自于真主针对所有被
造物的命令，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i h g f e d c b a ` _) :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

.[٦٢/]ﺍﻟﺰﻣﺮ

【真主是创造万物的，也是监护万物的。
】②
P680F

第二：长存的命令。来自于真主针对所有被
造物长存的命令。
-清高的真主说：
①

《牲畜章》第 160 节

②

《队伍章》第 6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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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 g f e d c b a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٤١/( ]ﻓﺎﻃﺮvutsrq ponmlkj

【[41]真主的确维持天地，以免毁灭；如果

天地要毁灭，则除真主外，任何人不能维持它。
他确是至容的，确是至赦的。】 ①
P681F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٢٥/( ]ﺍﻟﺮﻭﻡ210/.-,+

【[25]他的一种迹象是：天地依他的意志而

坚定，当他对长眠地下的你们叫唤一声的时候，
你们立刻就出来了。
】②
P682F

P

第二：利与害、动与静、生与死等命令。是
来自于真主针对所有被造物的命令。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 #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①

《创造者章》第 41 节

②

《罗马章》第 2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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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6543210/ .

.[١٨٨/=>?( ]ﺍﻷﻋﺮﺍﻑ

【你说：“除真主所意欲的外，我不能掌握

自己的祸福。假若我能知幽玄，我必多谋福利，
不遭灾殃了。我只是一个警告者和对信道的民众
的报喜者。
”】 ①
P683F

-清高的真主说：
D C B A @ ? > = <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P ONM L K JI H G FE
` _^ ] \ [Z Y X W V U T S R Q
.[٢٢/¾( ]ﻳﻮﻧﺲdcba

【[22]真主使你们在陆上和海上旅行。当你
们坐在船中，乘顺风而航行，并因风而欣喜的时
候，暴风向船袭来，波涛从各处滚来，船里的人
猜想自己已被包围，他们虔诚地祈祷真主，”如

①

《高处章》第 18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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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使我们脱离这次灾难，我们必定感谢你。”
】①
-清高的真主说：
K J I H G F E D C B)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٦٨/§( ]ﻏﺎﻓﺮN M L

【[68]他能使人生，能使人死。当他判决一
件事的时候，他只对那件事说”有”，它就有了。
】②
P685F

P

天启法律的命令：来自于真主，仅仅是针对
人类与精灵的——它就是完美的生活制度。
它包含了信仰、功修、交往、社会、道德、
及对真主的美名、属性、行为和对宇宙命令坚信
的程度，仆人的思念、渴望、及服从真主的命令
所给仆人带来的愉快。最幸福、最伟大的人就是
认识他们养主者，他们是众先知，其次是遵循他
们的道路、顺服真主的命令者。在今世，真主为
我们打开天地的吉庆，在后世，他让我们进入天
①

《优努斯章》第 22 节

②

《赦宥者章》第 6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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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伟大尊严的真主的命令为两种（6Å’W·Y
：
‹XΩ ‚Ÿ6”k·6ÉΩ 6!W）
1-天启的命令，也许会发生，凭着真主的意
欲，人也许会违背之，其中有：
.[٢٣/( ]ﺍﻹﺳﺮﺍﺀo nmlkjihg)

【[23]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只崇拜

他，应当孝敬父母。
】①
P68F

2-宇宙的命令，必定会发生的，人类也不可
能违背它。它分为两类：
-真主直接的命令，必定会发生，犹如超
绝万物的真主说：
(ÆÅÄÃÂÁÀ¿¾½¼)

.[٨٢/]ﻳﺲ

【当他欲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他对事情只
①

《夜行章》第 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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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声：‘有’，它就有了。
】①
-真主对宇宙的命令，它是因果组成的宇
宙常规，它们相互作用，有因必有果。宇宙的常
规有：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٥٣/( ]ﺍﻷﻧﻔﺎﻝ.- , +

【[53]这是因为真主不变更他所施于任何
民众的恩典，直到他们变更自己的情况。
】②
P68F

P

-清高的真主说：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١٦/( ]ﺍﻹﺳﺮﺍﺀÏÎÍÌ Ë Ê

【[16]当我要毁灭一个市镇的时候，我命令
其中过安乐生活者服从我，但他们放荡不检，所

①

《雅辛章》第 82 节

②

《战利品章》第 5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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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受刑罚的判决。于是我毁灭他们。
】①
这是宇宙的常规，对于易卜劣厮及其追随者
们也有可能企图控制它，以便它成为部分人毁灭
的因素。的确，真主为我们规定了祈祷、求饶恕，
以便使我们脱离那种灾难。“祈祷”是向真主寻
求庇护，是他创造了宇宙中所有的常规，他有能
力可以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消除常规的作用
或改变其结果，犹如他曾经对伊布拉欣（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消除火的作用一样：
.[٦٩/«¬®¾( ]ﺍﻷﻧﺒﻴﺎﺀª©¨§)

【我说：
“火啊！你对伊布拉欣变成凉爽的、
和平的吧！
”】 ②
P690F

-善与恶的种类（fXÌ‰Ö—W·6fX⁄ÖûW6ÿ XÖ…Y）：
善为两种：
①

《夜行章》第 16 节

②

《众先知章》第 6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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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因素是信仰和善功，它就是顺从伟
大尊严的真主及其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
-善的因素是真主赐予人类的恩惠，即：
真主赐予人类的财产、健康、援助、荣耀等类似
的。
恶为两种：
-恶的因素是举伴主与违抗主，恶是导致
人举伴与违抗主的根源。
-恶的因素是考验，或遭到主的恼怒。如
身体的病症、财产的丧失、败北等类似的。
-善是顺从的含义：它只能归于真主，是
他为仆人制定了完美的生活方式，并且教授人
类，命令并援助人履行之。
-恶是违背真主及其使者的含义：当人类
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选择做了违背真主及其使者
的事情时，这种违背直接影响了顺从。这种恶只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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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归罪于行为者的本身，而不能归于真主，因为
真主既没有制定这种行为，更没有命令之，反而
禁止、警告那样的行为，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
说：
ä ã â á à ß Þ Ý Ü Û Ú Ù Ø ×) :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

.[٧٩/( ]ﺍﻟﻨﺴﺎﺀì ëêéè çæå

【[79]凡你所享的福利，都是真主降赐的；
凡你所遭的祸患，都是你自讨的。我派遣你以使
者的资格去教化众人，真主足为见证。
】①
P691F

-善是恩惠的含义，如财产、子嗣、健康、
援助、荣耀。恶是遭到真主恼怒与考验的含义，
如财产、生命与收获的损失，失败等等类似的。
善与恶这是两个来自于真主的定义，因为真主以
恼怒、或升高品级考验和教育自己的仆人，犹如
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ÂÁ À ¿ ¾ ½ ¼ » º¹ ¸ ) :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
①

《妇女章》第 7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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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ÓÒ ÑÐÏ Î Í Ì Ë Ê É È ÇÆ ÅÄÃ
.[٧٨/( ]ﺍﻟﻨﺴﺎﺀÖÕ

【[78]如果他们获得福利，他们就说：“这

是真主所降赐的。”如果他们遭遇祸患，他们就
说：“这是你所召致的。”你说：“祸福都是真主
所降的。”这些民众，怎么几乎一句话都不懂
呢？】 ①
P692F

-消除罪过的惩罚（fXÌ‰Ö—W Ë_‚ Ω ø≈{）：
如果仆人犯了过错，可以用以下事项消除所
犯错误应受的惩罚：
要么是向真主悔过自新，真主接受他的忏
悔；要么是向真主求饶，真主就饶恕他；要么是
做善功，善能除恶；要么是他的信士兄弟们为他
向真主的祈祷和求饶；要么是他们赠送其自己工
作的报酬，真主以此使其受益；要么是真主在今
①

《妇女章》第 7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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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中以各种患难考验他，然后消除他的过错；要
么是在“柏尔热赫” ①用各种患难考验他，然后
以此消除他的过错；要么是在复生场考验他，然
后消除他的过错；要么是主的先知穆罕默德（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他说情，要么是至慈
的主怜悯他，真主是多恕的、至慈的。

-顺从与违背（ÂåXæ¥W·6fXuuΩ Xu�—W）：
顺从能带来裨益，产生高尚品德的结果；违
背只会带来伤害，产生道德败坏的结果。太阳、
月亮、陆地、海洋、都顺从它们的养主，从其中
产生出许多只有真主才能统计的裨益，众先知顺
从真主，从他们身上也出现了许多只有真主才能
统计的裨益。当易卜劣厮高傲自大地违背它的养
主时，在大地上，由于它的因素而出现了许多只
①

译者注：“柏尔热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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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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主才能统计的伤害和灾难。
人类也是如此，当他顺服自己的养主时，从
他的身上就可以体现出许多只有真主才能统计
的有益于自身和他人的裨益。当他违背了自己的
养主时，从他的身上就会出现许多只有真主才能
统计的有害于自身和他人的伤害。

-顺从与违背的影响（ÂåXæ¥W·6fXuuΩ Xu�—W6ÄXg[）：
伟大尊严的真主为顺从设置了许多美好的、
赏心悦目的、受喜的影响，它的美好重复加倍地
优越于违背享受；超绝万物的真主为违背与作恶
设置了许多可憎的、痛苦的影响，带来忧愁和悔
恨，导致加倍的恶果；人类所遭到可憎的状况只
是因为罪恶。真主是最多恕的。
罪恶伤害心灵，犹如毒品伤害身体一样，真
主根据优越与完美的本性创造了人类，如果人被
罪恶与错误玷污了，那么，他的优越与完美的本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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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离开了他；当他真心向真主忏悔时，他的优
越与完美的本性就返回了他，直至达到天堂中的
完美。

-正道与迷误（‘Ûê� W· Ë„W|1W）：
伟大尊严的真主拥有一切创造和命令权，他
随心所欲地创造，任意地裁决，使他所意欲者遵
循正路，使他所意欲者误入迷途，权利归于他，
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他自己的行为不受审讯，
而他们都是要受审讯的。从超绝万物的真主的仁
慈中有：他派遣了众使者，降示了诸部经典，阐
明了道路，消除疾病，并以听觉、视觉和智力加
强了引导和顺从的因素，其中有：
-谁选择了引导，他就应喜爱、寻求引导，
遵守引导的各种媒介，并且为了获得它而努力奋
斗，那么，真主就会引导他，援助他获得并完善
引导。这是真主对自己众仆人的怜悯，也是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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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恩赐。
清高的真主说：
x w v u t s r q p)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٦٩/( ]ﺍﻟﻌﻨﻜﺒﻮﺕzy

【[69]为我而奋斗的人，我必定指引他们我
的道路，真主确是与善人同在一起的。
】①
P694F

-谁选择了迷误，并且喜爱、寻求迷误，
履行迷误的各种媒介，那么，他确已迷误，真主
将任其自便，他从真主那儿找不到任何阻止迷误
的；这是真主的公正。
清高的真主说：
F E D C B A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ـﺎﱃ

(S R QP ONM L K JI H G
[١١٥/]ﺍﻟﻨﺴﺎﺀ

【[115]谁在认清正道之后反对使者，而遵

①

《蜘蛛章》第 6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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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非信士的道路，我将听谁自便，并使他入于火
狱中，那是一个恶劣的归宿。
】①
-相信前定的裨益（Ä| —X_6‹X∞� W6fWÅ$）：
相信前定与定然是每一位穆斯林心神安定
和幸福的根源。他知道一切都是根据真主的前定
而进行的，不会因为某件事情达到目的而洋洋自
得，也不会因为失去所爱、或遭遇不幸而烦躁不
安，因为他知道那一切都是真主的前定，自己只
是一个被造物，没有选择的余地。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ﮯ: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º¹¸¶ µ ´³² ± °¯ ®¬«ª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٢٣-٢٢/]ﺍﳊﺪﻳﺪ

①

《妇女章》第 11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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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大地所有的灾难，和你们自己所遭的
祸患，在我创造那些祸患之前，无不记录在天经
中；这事对于真主确是容易的，[23]以免你们为
自己所丧失的而悲伤，为他所赏赐你们的而狂
喜。真主是不喜爱一切傲慢者、矜夸者的。
】①
-苏海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ﻣﺮﹺ َﺒﺎﹰ ﻷﺠ »ﻋ:F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ﺻﻬﻴﺐ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ﺍﺀﺮ ﺳـﻪﺘﺎﺑ ﺇﹶﻥﹾ ﺃﹶﺻ،ﻦﹺﻣﺆﻠﹾـﻤ ﺇﻟﱠﺎ ﻟﺪ ﻷَﺣ ﺫﹶﺍﻙﺲﻟﹶﻴ ﻭ،ﺮﻴ ﺧ ﻛﹸﻠﱠﻪﻩﺮ ﺇﻥﱠ ﺃﹶﻣ،ﻦﹺﺍﳌﺆﻣ
 ﺃﺧﺮﺟﻪ.«ﺮﺍﹰ ﻟﹶـﻪﻴ ﻓﹶﻜﹶﺎﻥﹶ ﺧ،ﺮﺒﺍﺀُ ﺻﺮ ﺿـﻪﺘﺎﺑﺇﻥﹾ ﺃﹶﺻ ﻭ،ﺮﺍﹰ ﻟﹶـﻪﻴ ﻓﹶﻜﹶﺎﻥﹶ ﺧ،ﻜﹶﺮﺷ
.ﻣﺴﻠﻢ
“信士真了不起，他的一切都是善功，也只
有信士才能做到这一切：当他获得恩惠时，他感
谢真主，那对于他是一种恩典；当他遇到灾难时，

①

《铁章》第 22-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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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忍不移，那对于他也是一种恩典。
”①
-塞阿德·本·艾布万噶斯（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F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ﺳﻌﺪ ﺑﻦ ﺃﰊ ﻭﻗﺎﺹ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٣
ﺔﹲﺒﻴﺼ ﻣـﻪﺘﺎﺑﺇﻥﹾ ﺃﹶﺻ ﻭ،ﻜﹶﺮ ﺍﷲَ ﻭﺷﺪـﻤ ﺣﲑ ﺧـﻪﺎﺑﻦﹺ ﺇﻥﹾ ﺃﹶﺻﻣﺆﻠﹾـﻤ ﻟﺖﺠﹺﺒ»ﻋ
ﺎﻬﻓﹶﻌﺮ ﻳﺔﻲ ﺍﻟﻠﱡﻘﹾﻤ ﻓﺮﺆﺟﻰ ﻳﺘ ﺣ،ﺮﹺﻩﻲ ﻛﹸﻞﱢ ﺃﹶﻣ ﻓﺆﺟﺮ ﻳ ﻓﺎﳌﺆﻣﻦ،ﺮﺒ ﺍﷲَ ﻭﺻﺪـﻤﺣ
.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ﻋﺒﺪﺍﻟﺮﺯﺍﻕ.«ـﻪﺃﹶﺗﺮﻲ ﺍﻣﺇﱃ ﻓ
“信士真了不起，当他获得恩惠时，他赞
颂并且感谢真主；当他遭遇灾难时，他赞颂真主
并且坚忍；他在所有的事情中都能获得报酬，甚
至是他喂妻子口中的一口饭。
”②
P

698F

-凭借真主的恩典，到此已完成了伊玛尼
的六大要素，它就是信仰真主，以及相信他的众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99 段

②

优良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492 段，原文出自《艾
哈默德圣训集》，《阿布兰扎格圣训集》第 203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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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经典和使者，相信末日、前定的好与歹；
对于信士，从每一个要素中都能获得裨益。
-伊玛尼要素的裨益（‹X∞� W6‹XÕÄY6fWÅ$）：
-信仰伟大尊严的真主：从中可以获得喜爱
真主，并且敬重、感谢、崇拜、顺从、畏惧和服
从他的命令等裨益。
-相信众天使：从中可以获得喜爱他们，对
他们感到羞愧，效仿他们的顺从。
--相信诸部经典与众使者：从中可以加
强对真主的信仰和喜爱，认识真主的法律、真主
喜爱的与憎恶的，以及了解后世的状况，喜爱并
且顺从真主的众使者。
-相信末日：从中可以获得喜爱顺从和行
善的工作，以及远离违背和罪恶行为的裨益。
-相信前定：从中可以获得内心安定、喜
爱真主的前定等裨益。如果在穆斯林的生活中实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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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这一切，那么，这就是他进入天堂的资历。
这所有的一切，只有凭借顺从真主及其使者才能
完善，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 ¯ ® ¬ « ª ) :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

º¹¸¶µ´³²±
[١٣/»¼( ]ﺍﻟﻨﺴﺎﺀ

【[13]谁服从真主和使者，真主将使谁入那
下临诸河的乐园，而永居其中。这是伟大的成
功。】 ①
P69F

-真主的行为，以及对众生的定然和前定，
其中都有许多裨益和哲理。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赐
予恩惠和恩典，证明了他对众生的慈爱，他的惩
治与惩罚证明了他的恼怒，他的仁爱与慷慨证明
了他的喜爱，他的凌辱与遗弃证明了他的痛恨，
他使众生欠缺，然后又使其完美，证明了后世的
立起。
①

《妇女章》第 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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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完善
‹XuuÖo� W
-完善：就是你崇拜真主，犹如你看见他
一样；如果你没有看见他，那么，他确已看见了
你。
-清高的真主说：
× Ö Õ Ô Ó Ò Ñ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١٢٨/( ]ﺍﻟﻨﺤﻞÙØ

【真主确是同敬畏者和行善者在一起的。】①
P70F

-清高的真主说：
i h g f e d c b)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2

/( ]ﺍﻟﺸﻌﺮﺍﺀt s r q p o n m l k j
.[٢٢٠-٢١٧

【[217]你应当信赖万能的至慈的主。[218]
①

《蜜蜂章》第 12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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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起立的时候，他看见你，[219]而且看见你率
众礼拜的种种动作。[220]他确是全聪的，确是
全知的。】 ①
-清高的真主说：
Ã Â Á À ¿ ¾ ½ ¼ » º)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Ó Ò Ñ Ð Ï Î Í ÌË Ê É È Ç Æ Å Ä
ä ã â á à ß Þ Ý ÜÛ ÚÙ Ø ×Ö Õ Ô
.[٦١/( ]ﻳﻮﻧﺲå

【[61]无论你处理什么事物，无论你诵读

《古兰经》哪一章经文，无论你们做什么工作，
当你们着手的时候，我总是见证你们的。天地间
微尘重的事物，都不能逃避真主的鉴察，无论比
微尘小还是比微尘大，都记载在一本明显的天经
中。】 ②
P702F

-伊斯兰信仰的等级：
①

《众诗人章》第 217-220 节
《优努斯章》第 61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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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信仰分为三个等级，一个等级比另
一个等级高。它就是：伊斯兰、伊玛尼和伊哈萨
尼（完善），完善是最高的等级，每个等级都有
其要素。
欧麦尔·本·汗塔部（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
ُﻮﻝﹺ ﺍﷲﺳ ﺭﺪﻨ ﻋﻦﺤﻤﺎ ﻧﻨﻴ ﺑ:ﻋﻦ ﻋﻤﺮ ﺑﻦ ﺍﳋﻄﺎ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ﻻ،ﺮﹺﻌ ﺍﻟﺸﺍﺩﻮ ﺳﻳﺪﺪ ﺷ،ﺎﺏﹺﺎﺽﹺ ﺍﻟﺜﱢﻴ ﺑﹺﻴﻳﺪﺪﻞﹲ ﺷﺟﺎ ﺭﻠﹶﻴﻨ ﻋ ﺇﺫﹾ ﻃﹶﻠﹶﻊ،ﻮﻡﹴ ﻳﺫﹶﺍﺕ
ﺪﺳﻨ  ﻓﹶﺄﹶ، ﺒﹺﻲ ﺇﻟﹶﻰ ﺍﻟﻨﻠﹶﺲﻰ ﺟﺘ ﺣ،ﺪﺎ ﺃﹶﺣﻨ ﻣﺮﹺﻓﹸﻪـﻌﻻ ﻳ ﻭ،ﻔﹶﺮﹺ ﺍﻟﺴ ﺃﹶﺛﹶﺮﻠﹶﻴﻪﻯ ﻋﺮﻳ
ﺪـﻤـﺤﺎ ﻣ ﻳ:ﻗﹶﺎﻝﹶ ﻭ،ـﻪﺬﹶﻳﻠﹶﻰ ﻓﹶﺨ ﻋـﻪ ﻛﹶﻔﱠﻴﻊﺿﻭ ﻭ،ـﻪﻴﺘﻛﹾﺒ ﺇﻟﹶﻰ ﺭـﻪﻴﺘﻛﹾﺒﺭ
ﻼﻡﹺ؟ﻦﹺ ﺍﻹﺳﻧﹺﻲ ﻋﺒﹺﺮﺃﹶﺧ
有一天，正当我们和主的使者（

）坐在

一起时，突然一位身穿洁白衣服，头发乌黑发亮
的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旅行
的痕迹，我们中也没有人认识他，直至他坐在先
知穆罕默德（

）的面前，并将自己的双膝对

着先知的双膝，双手放在大腿上，他说：“穆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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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德啊！您告诉我什么是伊斯兰
ﻓﹶﻘﹶﺎﻝﹶ ﺭﺳﻮﻝﹸ ﺍﷲُ » :ﺍﻹﺳﻼﻡ ﺃﹶﻥﹾ ﺗﺸﻬﺪ ﺃﹶﻥﹾ ﻻ ﺇﻟﹶـﻪ ﺇﻟﱠﺎ ﺍﷲُ ﻭﺃﹶﻥﱠ
ﻣـﺤـﻤﺪﺍﹰ ﺭﺳﻮﻝﹸ ﺍﷲَ  ،ﻭﺗﻘﻴﻢ ﺍﻟﺼﻼﺓﹶ ،ﻭﺗﺆﺗﻲ ﺍﻟﺰﻛﹶﺎﺓﹶ ،ﻭﺗﺼﻮﻡ ﺭﻣﻀﺎﻥﹶ،
ﻭﺗـﺤﺞ ﺍﻟﺒﻴﺖ ﺇﻥ ﺍﺳﺘﻄﹶﻌﺖ ﺇﻟﹶﻴﻪ ﺳﺒﻴﻼﹰ« .ﻗﹶﺎﻝﹶ :ﺻﺪﻗﹾﺖ ،ﻗﹶﺎﻝﹶ ﻓﹶﻌﺠﹺ ﺒﻨﺎ ﻟﹶـﻪ
ﻳﺴﺄﹶﻟﹸـﻪ ﻭﻳﺼﺪﻗﹸﻪ ،ﻗﹶﺎﻝﹶ :ﻓﹶﺄﹶﺧﺒﹺﺮﻧﹺﻲ ﻋﻦﹺ ﺍﻹﳝﺎﻥ؟
）说：“伊斯兰就是你作证：

（主的使者

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穆罕默德
是真主的使者。力行拜功，交纳天课，封‘赖麦
丹’的斋，如果你有能力，应当朝觐天房。” 那
个人说：“您说得对极啦。”欧麦尔说：“我们感
到非常惊奇，他来向穆圣请教问题，然后又肯定
。问题的答案
”那个人说：
“您告诉我什么是伊玛
”？尼
ﻗﹶﺎﻝﹶ» :ﺃﹶﻥﹾ ﺗﺆﻣﻦ ﺑﹺﺎﷲُ  ،ﻭﻣﻼﺋﻜﹶﺘـﻪ ،ﻭﻛﹸﺘﺒﹺـﻪ ،ﻭﺭﺳﻠـﻪ ،ﻭﺍﻟﻴﻮﻡﹺ ﺍﻵﺧﺮﹺ،
ﻭﺗﺆﻣﻦ ﺑﹺﺎﻟﻘﹶﺪﺭﹺ ﺧﻴﺮﹺﻩ ﻭﺷﺮﻩ «ﻗﹶﺎﻝﹶ :ﺻﺪﻗﹾﺖ ﻗﹶﺎﻝﹶ :ﻓﹶﺄﹶﺧﺒﹺﺮﻧﹺﻲ ﻋﻦﹺ ﺍﻹﺣﺴﺎﻥ؟
使者说：“伊玛尼就是你坚信真主，并相信
他的众天使、经典和使者，相信末日，相信前定
。的好与歹
”那个人说：
。“您说得对极啦
”然后，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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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又问：“您告诉我什么是伊哈萨尼
ﻗﹶﺎﻝﹶ» :ﺃﹶﻥﹾ ﺗﻌﺒﺪ ﺍﷲَ ﻛﹶﺄﹶﻧﻚ ﺗﺮﺍﻩ ،ﻓﹶﺈﻥﹾ ﻟﹶـﻢ ﺗـﻜﹸﻦ ﺗﺮﺍﻩ ﻓﹶﺈﻧﻪ ﻳﺮﺍﻙ «ﻗﹶﺎﻝ:
ﻓﹶﺄﹶﺧﺒﹺﺮﻧﹺﻲ ﻋﻦﹺ ﺍﻟﺴﺎﻋﺔ؟
使者说：“伊哈萨尼就是你崇拜真主，就像
你看见他一样，如果你没有看见他，那么，他确
已看见了你。”那个人又问道：
“您告诉我有关末
”？日的信息
ﻗﹶﺎﻝﹶ» :ﻣﺎ ﺍﳌﹶﺴﺆﻭﻝﹸ ﻋﻨـﻬﺎ ﺑﺄﹶﻋﻠﹶـﻢ ﻣﻦ ﺍﻟﺴﺎﺋﻞﹺ« ﻗﹶﺎﻝﹶ :ﻓﹶﺄﹶﺧﺒﹺ ﺮﻧﹺﻲ ﻋ ﻦ
ﺃﹶﻣﺎﺭﺗـﻬﺎ؟
”。使者说：“被问的人并不比问者知道的多
”？那人说：“您告诉我末日来临的迹象吧
ﻗﹶﺎﻝﹶ» :ﺃﹶﻥﹾ ﺗﻠﺪ ﺍﻷَﻣﺔﹸ ﺭﺑﺘـﻬﺎ ،ﻭﺃﹶﻥﹾ ﺗﺮﻯ ﺍﳊﻔﹶﺎﺓﹶ ﺍﻟﻌﺮﺍﺓﹶ ﺍﻟﻌﺎﻟﹶﺔﹶ ﺭﹺﻋﺎﺀَ ﺍﻟﺸﺎﺀِ
ﻳﺘﻄﹶﺎﻭﻟﹸﻮﻥﹶ ﻓﻲ ﺍﻟﺒﻨﻴﺎﻥ «ﻗﹶﺎﻝﹶ :ﺛﹸﻢ ﺍﻧﻄﹶﻠﹶﻖ ،ﻓﹶﻠﹶﺒﹺﺜﹾﺖ ﻣﻠﻴﺎﹰ ﺛﹸﻢ ﻗﹶﺎﻝﹶ ﻟﻲ» :ﻳﺎ ﻋﻤﺮ ﺃﹶﺗ ﺪﺭﹺﻱ
ﻣﻦﹺ ﺍﻟﺴﺎﺋﻞﹸ؟« ﻗﹸﻠﹾﺖ :ﺍﷲُ ﻭﺭﺳﻮﻟﹸـﻪ ﺃﹶﻋﻠﹶـﻢ ،ﻗﹶﺎﻝﹶ» :ﻓﹶﺈﻧﻪ ﺟﹺﺒﺮﹺﻳﻞﹸ ﺃﹶﺗﺎﻛﹸﻢ
ﻳـﻌﻠﱢﻤﻜﹸﻢ ﺩﻳﻨﻜﹸﻢ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使者说：“当婢女产下她的主人。光脚、赤
身、贫穷的牧羊人竞争着建设高楼大厦。”那人
）

（听完之后，扬长而去。过了很久，穆圣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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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说：“欧麦尔啊！你知道刚才提问的那个人
是谁吗？”我说：
“真主和他的使者最知道。
”主
的使者（

）说：
“他就是吉布拉依赖天使，他

来是向你们传授教义的。
”①

-完善的等级：完善分两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人类崇拜自己的养主，
犹如他看见自己的养主一样。祈求、想念、渴望
和喜爱的崇拜，即祈求喜爱者，他就是伟大、尊
严的真主，奔向他、崇拜他就像看见他一样。这
是两个等级中最高的一个，“你崇拜真主，就像
你看见他一样——ُ”。ﺃَﻥْ ﺗَﻌْﺒُﺪَ ﺍﷲَ ﻛَﺄَﻧﱠﻚَ ﺗَﺮَﺍﻩ

-第二个等级：如果你没有像看见他那样
去崇拜他，那么，你当像他看见你那样去崇拜他。
害怕他、畏惧他的惩罚、对他卑躬屈膝的崇拜。
“如果你没有看见他，那么，他确已看见了你。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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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ﻓﺈﻥ ﻟﻢ ﺗﻜﻦ ﺗﺮﺍﻩ ﻓﺈﻧﻪ ﻳﺮﺍﻙ

-完美的崇拜：
崇拜清高的真主是建立在两项基础原则上
的：喜爱的目的；颂扬以及对他卑躬屈膝的目的。
以着真主的美名、属性及行为可以认识真主。
喜爱能产生渴望和祈求，颂扬以及对他卑躬
屈膝能产生害怕和畏惧，这就是崇拜超绝万物的
真主中的完善。真主喜爱行善者。
-清高的真主说：
g f e d c b a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١٢٥/( ]ﺍﻟﻨﺴﺎﺀm lkjih

【[125]全体归顺真主，且乐善好施，并遵
守崇正的伊布拉欣的信仰，在信仰方面，有谁比
他更优美呢？真主曾把伊布拉欣当做至交。
】①
P704F

-清高的真主说：
①

《妇女章》第 12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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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 ] \ [ Z Y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٢٢/( ]ﻟﻘﻤﺎﻥihgfed cba
【[22]诚心归顺真主而且常行善事者，确已

把握住坚固的把柄。万事的结局，只归真主。】①
P705F

-清高的真主说：
Õ Ô Ó Ò Ñ Ð Ï Î)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١١٢/( ]ﺍﻟﺒﻘﺮﺓßÞÝÜÛÚÙØ×Ö
【[112]不然，凡全体归顺真主，而且行善

者，将在主那里享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
也没有忧愁。】 ②
P706F

-赢利的经营：
在《古兰经》提到的有两种经营：信士的经
营，伪信者的经营。
-信士的经营是赢利的，是实现今后两世的
①

《鲁格曼章》第 22 节
《黄牛章》第 112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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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那就是伊斯兰，犹如清高的真主所说：
yxwvutsrqpo) : ﻗﺎﻝ ﺍﷲ ﺳﺒﺤﺎﻧﻪ-١

«ª © ¨ § ¦¥ ¤£¢ ¡{|}~ ﮯz
.[١١-١٠/¬( ]ﺍﻟﺼﻒ

【[10]信道的人们啊！我将指示你们一种生
意，它能拯救你们脱离痛苦的刑罚，好吗？[11]
你们信仰真主和使者，你们以自己的财产和生
命，为真主而奋斗，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
你们知道。
】①
P70F

-伪信者的经营是亏折的，是导致今后两
世不幸的媒介，犹如清高的真主在谈到伪信者时
所说：
² ± ° ¯ ® ¬ «) : 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 ﻋﻦ ﺍﳌﻨﺎﻓﻘﲔ-٢

Â ÁÀ¿¾½¼» º¹¸¶µ´³
ÍÌË ÊÉÈÇÆÅ ÄÃ

①

《列阵章》第 10-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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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١٦-١٤ /( ]ﺍﻟﺒﻘﺮﺓÑÐÏÎ

【[14]他们遇见信士们就说：“我们已信道

了。”他们回去见了自己的恶魔，就说：
“我们确
是你们的同党，我们不过是愚弄他们罢了。
”[15]
真主将用他们的愚弄还报他们，将任随他们彷徨
于悖逆之中。[16]这等人，以正道换取迷误，所
以他们的交易并未获利，他们不是遵循正道
的。】 ①
P708F

①

《黄牛章》第 14-1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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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知识篇

◊uu“æ—W6bXudÕ6C6GH
-知识的贵重：
-清高的真主说：
á à ß Þ Ý Ü Û Ú)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١١/ﺎﺩﻟﺔ( ]ﺍèçæå ä ã â

【[11]……真主将你们中的信道者升级，并
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们提升若干级。真主是彻知
你们的行为的。
】①
P709F

-欧斯曼（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ﻠﱠﻢﻌﻦ ﺗ  ﻣﻛﹸﻢﺮﻴ »ﺧ:ﻗﹶﺎﻝﹶ

ﺒﹺﻲﻦﹺ ﺍﻟﻨ ﻋﻪﻨﻲ ﺍﷲُ ﻋﺿﺎﻥﹶ ﺭﺜﹾﻤ ﻋﻦ ﻭﻋ-٢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ﻪﻠﱠﻤﻋﺁﻥﹶ ﻭﺍﻟﹾﻘﹸﺮ

①

《辩诉者章》第 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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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最优越者就是学习并教授《古兰
经》的人。
”①
-求知的贵重及其优先于言行：
-清高的真主说：
ã â á à ß Þ Ý Ü)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١٩/( ]ﳏﻤﺪëêéèçæ åä

【[19]你应当知道，除真主外，绝无真正应
受崇拜的，你应当为你的过失而求饶，并应当为
众信士和众信女而求饶。真主是全知你们的活动
和归宿的。
】②
P71F

-清高的真主说：
.[١١٤/( ]ﻃﻪ43210)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114]……你说：
“我的主啊！求您增加我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027 段

②

《穆罕默德章》第 1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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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٣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ﻭﻣ ﻦ
ﺳﻠﹶﻚ ﻃﹶﺮﹺﻳﻘﺎﹰ ﻳﻠﹾﺘـﻤﺲ ﻓﻴـﻪ ﻋﻠﹾـﻤﺎﹰ ﺳﻬﻞﹶ ﺍﷲُ ﻟﹶـﻪ ﺑﹺـﻪ ﻃﹶﺮﹺﻳﻘﺎﹰ ﺇﻟﹶﻰ ﺍﳉﹶﻨ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谁走上求知的道路，真主以此使他容
。易地走上通往天堂的道路
②”
P713F

-号召人们遵守正道的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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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ﻣﻦ ﺩﻋﺎ ﺇﻟﹶﻰ ﻫﺪﻯ

ﻛﹶﺎﻥﹶ ﻟﹶـﻪ ﻣﻦ ﺍﻷﺟﺮﹺ ﻣﺜﹾﻞﹸ ﺃﹸﺟﻮﺭﹺ ﻣﻦ ﺗﺒﹺـﻌﻪ ،ﻻ ﻳﻨﻘﹸﺺ ﺫﹶﻟﻚ ﻣﻦ ﺃﹸﺟﻮﺭﹺﻫـﻢ

①

《塔哈章》第 114 节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9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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ﻨﻘﹸﺺ  ﻻ ﻳﻪﺒﹺـﻌ ﺗﻦﺜﹾﻞﹸ ﺁﺛﹶﺎﻡﹺ ﻣ ﺍﻹﺛﹾﻢﹺ ﻣﻦ ﻣﻠﹶﻴﻪ ﻛﹶﺎﻥﹶ ﻋﻼﻟﹶﺔﺎ ﺇﻟﹶﻰ ﺿﻋ ﺩﻦﻣ ﻭ،ﺌﺎﹰﻴﺷ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ﺌﺎﹰﻴ ﺷﻬﹺـﻢ ﺁﺛﹶﺎﻣﻦ ﻣﻚﺫﹶﻟ
“谁宣传正道，他就能获得其报酬，并且他
还能获得在他之后所有履行这项工作者的报酬，
所有履行者的报酬丝毫都不会欠损；谁宣传迷
误，他将要承担其恶报以及在他之后所有履行那
项工作者的罪恶，而所有履行者的恶报丝毫都不
会减少。” ①
P714F

-必须传播知识：
-清高的真主说：
Â Á À ¿ ¾ ½ ¼ » º)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٥٢/( ]ﺇﺑﺮﺍﻫﻴﻢÇÆÅÄÃ

【[52]这是对众人充分的表示，以便他们因
此而受警告，以便他们知道他只是独一的被崇拜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7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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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便有理智的人记取教诲。】 ①
-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在
辞朝演说中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ﺃﻥ ﺍﻟﻨﱯ-ﻭﻓﻴﻪ- ﰲ ﺣﺠﺔ ﺍﻟﻮﺩﺍﻉ-  ﻭﻋﻦ ﺃﰊ ﺑﻜ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٢
ﻰﻭﻋ  ﺃﹶﻮ ﻫﻦﻠﱢﻎﹶ ﻣﺒﻰ ﺃﹶﻥﹾ ﻳﺴ ﻋﺪﺎﻫ ﻓﹶﺈﻥﱠ ﺍﻟﺸ،ﺐﺎﺋ ﺍﻟﻐﺪﺎﻫﻠﱢﻎﹺ ﺍﻟﺸﺒﻴ ﻟ...» :ﻗﺎﻝ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ـﻪﻨ ﻣﻟﹶـﻪ
“让在场者向不在场者传达，或许在场者向
他所传达的人比自己更有领悟力。
”②
P716F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ﻮﺍﻠﱢﻐ »ﺑ:ﻗﺎﻝ

 ﻭ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ﺍﻟﻨﱯ-٣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ﺔﹰ ﺁﻳﻟﹶﻮﻲ ﻭﻨﻋ

“你们当替我宣传，即使是一段经文也

①

《伊布拉欣章》第 52 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
斯林圣训集》第 167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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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
”①
-隐瞒知识者所受的惩罚：
-清高的真主说：
x w v u t s r q p)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 ¥ ¤ £ ¢ ¡  { | } ~ ﮯz y
(´ ³ ² ± ° ¯ ® ¬« ª © ¨
.[١٦٠-١٥٩/]ﺍﻟﺒﻘﺮﺓ

【[159]我在经典中为世人阐明正道之后，
隐讳我所降示的明证和正道的人，真主弃绝他
们；一般诅咒者，都诅咒他们。[160]惟悔罪自
新，阐明真理的人，我将赦宥他们。我是至宥的，
是至慈的。
】②
P718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61 段

②

《黄牛章》第 159-16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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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ﻣ ﻦ ﺳﺌﻞﹶ
ﻋﻦ ﻋﻠﹾـﻢﹴ ﻓﹶﻜﹶﺘـﻤﻪ ﺃﹶﻟﹾـﺠـﻤﻪ ﺍﷲُ ﺑﹺﻠـﺠﺎﻡﹴ ﻣﻦ ﻧﺎﺭﹴ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谁在有人请教时隐瞒知识，复生日，真主
。将给他戴上火笼头
①”
P719F

-为真主之外的而求知者所受的惩罚：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ﻣ ﻦ ﺗﻌﻠﱠﻢ
ﻋﻠﹾـﻤﺎﹰ ﻣـﻤﺎ ﻳﺒﺘﻐﻰ ﺑﹺـﻪ ﻭﺟﻪ ﺍﷲ ﻋﺰ ﻭﺟﻞﱠ ﻻ ﻳﺘﻌﻠﱠﻤﻪ ﺇﻻ ﻟﻴﺼﻴﺐ ﺑﹺـﻪ ﻋﺮﺿﺎﹰ
ﻣﻦ ﺍﻟﺪﻧﻴﺎ ﻟﹶـﻢ ﻳـﺠﹺﺪ ﻋﺮﻑ ﺍﳉﹶﻨﺔ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ﻳﻌﲏ ﺭﳛﻬﺎ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①

正确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658 段，原文出
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64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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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获得真主喜悦的知识者；如果他学习
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今世的享受，在复生日，
他闻不到天堂的气息” ①
-凯阿布·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ﲰ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ﻋﻦ ﻛﻌﺐ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ﺑﹺـﻪﺎﺭﹺﻱـﻤﻴ ﻟ ﺃﹶﻭ،َﺎﺀﻠﹶـﻤ ﺍﻟﻌ ﺑﹺـﻪﺎﺭﹺﻱـﺠﻴ ﻟﻠﹾـﻢ ﺍﻟﻌ ﻃﹶﻠﹶﺐﻦ »ﻣ:ﻳﻘﻮﻝ
 ﺃﺧﺮﺟﻪ.«ﺎﺭ ﺍﷲُ ﺍﻟﻨﻠﹶـﻪﺧ ﺃﹶﺩـﻪﺎﺱﹺ ﺇﻟﹶﻴ ﺍﻟﻨﻮﻩﺟ ﻭ ﺑﹺـﻪﺮﹺﻑﺼ ﻳ ﺃﹶﻭ،َﺎﺀﻔﹶﻬﺍﻟﺴ
.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谁寻求知识是为了效仿学者，或者是为了
与愚昧无知者辩驳，或者是为了博取人们的推
崇，那么，真主必使其进入火狱。
”②
P721F

①

正确的圣训，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664 段，原文出自《艾
布达吾德圣训集》，《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52 段
②

优良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654 段，原文出自《提
勒秘日圣训集》，《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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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真主及其使者的名义造谣所受的惩
罚：
-清高的真主说：
] \ [ Z Y X W V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١٤٤/( ]ﺍﻷﻧﻌﺎﻡhgfedcba `_^
【[144]…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以致无

知地使人迷误的人，有谁比他还不义呢？真主必
定不引导不义的民众。】 ①
P72F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ﮯ: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٢

² ±°¯®¬« ª ©¨§¦¥¤£
.[١١٧ -١١٦ /»( ]ﺍﻟﻨﺤﻞº¹¸¶µ´³

【[116]你们对于自己所叙述的事，不要妄
言：
“这是合法的，那是非法的。”以致你们假借
真主的名义而造谣。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者必
①

《牲畜章》第 144 节

587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不成功。[117]（他们只得）到一点享受，而他
们将受痛苦的刑罚。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ﻦ ﻛﹶﺬﹶﺏ  »ﻣ: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٣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ﺎﺭﹺ ﺍﻟﻨﻦ ﻣﻩﺪﻘﹾﻌﺃﹾ ﻣﻮـﺒﺘﺪﺍﹰ ﻓﹶﻠﹾﻴﻤﻌﺘ ﻣﻠﹶﻲﻋ
“谁假借我的名义而造谣，让他准备坐火椅
子吧！
”②
P724F

-学习并教授知识的贵重：
-清高的真主说：
X W V U T S R Q)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٧٩/[( ]ﺁﻝ ﻋﻤﺮﺍﻥZY

【[79]……但（他必说）：
“你们当做崇拜造
①

《蜜蜂章》第 116-117 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3 段，原文
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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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的人，因为你们教授天经，诵习天经
①】
-艾布穆萨（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ﻭﻋﻦ ﺃﰊ ﻣﻮﺳﻰ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

ﻗﺎﻝ» :ﻣﺜﹶﻞﹸ ﻣﺎ ﺑـﻌﺜﹶﻨﹺﻲ

ﺍﷲُ ﺑﹺـﻪ ﻣﻦ ﺍﳍﹸﺪﻯ ﻭﺍﻟﻌﻠﹾـﻢﹺ ﻛﹶﻤﺜﹶﻞﹺ ﺍﻟﻐﻴﺚ ﺍﻟﻜﹶﺜﲑﹺ ﺃﹶﺻﺎﺏ ﺃﹶﺭﺿﺎﹰ ،ﻓﹶﻜﹶﺎﻥﹶ ﻣﻨـﻬﺎ
ﻧﻘﻴﺔﹲ ﻗﹶﺒﹺﻠﹶﺖ ﺍﳌﹶﺎﺀَ ﻓﹶﺄﹶﻧﺒﺘﺖ ﺍﻟﻜﹶﻸَ ﻭﺍﻟﻌﺸﺐ ﺍﻟﻜﹶﺜﲑ ،ﻭﻛﹶﺎﻧﺖ ﻣﻨـﻬﺎ ﺃﹶﺟﺎﺩﺏ
ﺃﹶﻣﺴﻜﹶﺖ ﺍﳌﹶﺎﺀَ ﻓﹶﻨﻔﹶﻊ ﺍﷲُ ﺑﹺـﻬﺎ ﺍﻟﻨﺎﺱ ﻓﹶﺸﺮﹺﺑﻮﺍ ،ﻭﺳﻘﹶﻮﺍ ﻭﺯﺭﻋﻮﺍ ،ﻭﺃﹶﺻﺎﺏ ﻣﻨـﻬﺎ
ﻃﹶﺎﺋﻔﹶﺔﹰ ﺃﹸﺧﺮﻯ ﺇﻧﻤﺎ ﻫﻲ ﻗﻴﻌﺎﻥﹲ ﻻ ﺗـﻤﺴِﻚ ﻣﺎﺀً ﻭﻻ ﺗﻨﺒﹺﺖ ﻛﹶﻸً ،ﻓﹶﺬﹶﻟﻚ ﻣﺜﹶﻞﹸ ﻣ ﻦ
ﻓﹶﻘﹸﻪ ﻓﻲ ﺩﻳﻦﹺ ﺍﷲ ﻭﻧﻔﹶﻌﻪ ﻣﺎ ﺑـﻌﺜﹶﻨﹺﻲ ﺍﷲُ ﺑﹺـﻪ ﻓﹶﻌﻠـﻢ ﻭﻋﻠﱠﻢ ،ﻭﻣﺜﹶﻞﹸ ﻣﻦ ﻟﹶـ ﻢ ﻳ ﺮﻓﹶ ﻊ
ﺑﹺﺬﹶﻟﻚ ﺭﺃﹾﺳﺎﹰ ﻭﻟﹶـﻢ ﻳـﻘﹾﺒﻞﹾ ﻫﺪﻯ ﺍﷲ ﺍﻟﱠﺬﻱ ﺃﹸﺭﺳﻠﹾﺖ ﺑﹺـ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真主以正道和知识派遣了我，犹如丰富的
甘霖普降大地，有些土地肥沃，吸收了水分之后，
便能长出各种植物和庄稼；有些土地寸草不生，
水也渗不进去的硬瘠地，但它能库存雨水，真主
以此使人受益，他们吃饮、灌溉和耕耘；而另一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7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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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斜坡之地，虽经雨水灌溉，但它既寸草不生，
又不能库存水。这就是对通晓真主的教门，他从
真主派遣我的正道中获益，学习并且教授他人的
比喻，也是对那些首高趾扬，不肯接受真主用以
派遣我的正道的比喻。” ①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ﺪﺴ »ﻻ ﺣ:  ﻗﺎﻝ ﺍﻟﻨﱯ: ﻭ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٣
ﺎﻩﻞﹲ ﺁﺗﺟﺭ ﻭ،ﻲ ﺍﳊﹶﻖ ﻓـﻪﻠﹶﻜﹶﺘﻠﹶﻰ ﻫﻠﱢﻂﹶ ﻋﺎﻻﹰ ﻓﹶﺴ ﺍﷲُ ﻣﺎﻩﻞﹲ ﺁﺗﺟ ﺭ:ﲔﹺﺘﻲ ﺍﺛﹾﻨﺇﻟﱠﺎ ﻓ
.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ﻬﻠﱢﻤـﻌﻳﻲ ﺑﹺـﻬﹺﺎ ﻭـﻘﹾﻀ ﻳﻮﺔﹶ ﻓﹶﻬﻜﹾﻤﺍﷲُ ﺍﳊ
“只有两种人值得嫉妒：一种人是真主赐予
他财富，他把财富全部费用于顺从的正道上；另
一种人是真主赐予他智慧，他以此判断并教授他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
斯林圣训集》第 228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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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①
-知识的消失及其被收回的形式：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让
我告诉你们只有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所说一段圣训吧！在我之后没任何人
能告诉你们：“
 ﺃﻻ ﺃﺣﺪﺛﻜﻢ ﺣﺪﻳﺜﺎﹰ ﲰﻌﺘﻪ ﻣﻦ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ﻠﹾـﻢ ﺍﻟﻌﻓﹶﻊﺮ ﺃﹶﻥﹾ ﻳ:ﺔﺎﻋ ﺍﻟﺴﺍﻁﺮ ﺃﹶﺷﻦ »ﺇﻥﱠ ﻣ:ﻻ ﳛﺪﺛﻜﻢ ﺃﺣﺪ ﺑﻌﺪﻱ ﲰﻌﻪ ﻣﻨﻪ
ﻘﹶﻰﺒﺗ ﻭ،ﺎﹸﻝﺟ ﺍﻟﺮﺐﺬﹾﻫﻳ ﻭ،ﺮ ﺍﳋﹶـﻤﺏﺮﺸﻳ ﻭ،ﻰﻧ ﺍﻟﺰﻮﻔﹾﺸﻳ ﻭ،ﻞﹸ ﺍﳉﹶﻬﺮﻈﹾﻬﻳﻭ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ﺪﺍﺣ ﻭﻢﺃﹶﺓﹰ ﻗﹶﻴﺮ ﺍﻣﺴِﲔـﻤـﺨﻜﹸﻮﻥﹶ ﻟﻰ ﻳﺘﺎﺀُ ﺣﺴﺍﻟﻨ
‘的确，在大限的征兆中有：知识消失、愚
昧出现、淫乱蔓延、酗酒成风、男人死亡、剩下
女人，甚至五十个女人才有一个男人’
。” ②
P728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
斯林圣训集》第 816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81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71 段，原
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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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本·阿税（愿
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ﲰﻌﺖ: ﻭ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ﺑﻦ ﺍﻟﻌﺎﺹ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٢
،ﺎﺩﺒ ﺍﻟﻌﻦ ﻣﻪﺰﹺﻋﺘﻨﺍﻋﺎﹰ ﻳﺰﺘ ﺍﻧﻠﹾـﻢ ﺍﻟﻌـﻘﹾﺒﹺﺾ »ﺇﻥﱠ ﺍﷲَ ﻻ ﻳ:ﻳﻘﻮ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ﺬﹶـﺨ ﺍﺗـﻢﺎﻟ ﻋﻖﺒ ﻳﻰ ﺇﺫﹶﺍ ﻟﹶـﻢﺘ ﺣ،ِﺎﺀﻠﹶـﻤﺾﹺ ﺍﻟﻌ ﺑﹺﻘﹶﺒﻠﹾـﻢ ﺍﻟﻌـﻘﹾﺒﹺﺾ ﻳﻦﻟﹶﻜﻭ
 ﻣﺘﻔﻖ.«ﻠﱡﻮﺍﺃﹶﺿﻠﱡﻮﺍ ﻭﻠﹾـﻢﹴ ﻓﹶﻀﺮﹺ ﻋﻴﺍ ﺑﹺـﻐﻮﻠﹸﻮﺍ ﻓﹶﺄﹶﻓﹾﺘﺌ ﻓﹶﺴ،ﺎﻻﹰﻬﻭﺳﺎﹰ ﺟﺅ ﺭﺎﺱﺍﻟﻨ
.ﻋﻠﻴﻪ
“的确，真主收回知识不是直接从仆人的心
中取消知识，而是借助学者的死亡收回知识，直
至没有剩下一位学者，人们就拥戴愚昧无知者为
领袖；当有人向他们请教时，他们就无知地为裁
决，他们自身迷误，然后又使别人也迷误。
”①
P729F

-理解伊斯兰的贵重：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
斯林圣训集》第 26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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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阿维耶·本·素富扬（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 ﺍﷲﺮﹺﺩ ﻳﻦ »ﻣ: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ﻣﻌﺎﻭﻳ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ﺔﹸ ﺍﻷُﻣﻩﺬﺍﻝﹸ ﻫﺰﻻ ﺗ ﻭ،ﻢﺎ ﺍﻟﻘﹶﺎﺳﺃﹶﻧ ﻭ،ﻲﻄﺍﷲُ ﺍﳌﻌ ﻭ،ﻳﻦﹺﻲ ﺍﻟﺪ ﻓﻪﻔﹶﻘﱢﻬﺮﺍﹰ ﻳﻴ ﺧﺑﹺـ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ﻭﻥﹶﺮ ﻇﹶﺎﻫـﻢﻫ ﺍﷲ ﻭﺮ ﺃﹶﻣﻲﺄﹾﺗﻰ ﻳﺘ ﺣـﻢﺎﻟﹶﻔﹶﻬ ﺧﻦﻠﹶﻰ ﻣ ﻋﺮﹺﻳﻦﻇﹶﺎﻫ
“真主欲使谁幸福，就使其理解伊斯兰，真
主是赐予者，我是分配者。这个民族中一直有一
伙纯洁的人遵循真理，违背他们的人不能伤害他
们丝毫，直至真主的命令来临，他们都坚贞不
渝。” ①
P730F

-欧斯曼（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ﻠﱠﻢﻌﻦ ﺗ  ﻣﻛﹸﻢﺮﻴ »ﺧ:ﻗﺎﻝ

ﻋﻦ ﻋﺜﻤﺎﻥ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٢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ﻪﻠﱠﻤﻋﺁﻥﹶ ﻭﺍﻟﻘﹸﺮ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11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
斯林圣训集》第 103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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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最优越者就是学习并教授《古兰
经》的人。
”①
-记念真主场所的贵重：
在今世中有天堂里的两座花园：其一是固定
的；其二是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都在更新的。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ﺮﹺﻱﻨﺒ ﻣﻲ ﻭﺘﻴ ﺑﻦﻴﺎ ﺑ »ﻣ: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ﱯ-١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ﻲﺿﻮﻠﹶﻰ ﺣﺮﹺﻱ ﻋﺒﻨﻣ ﻭ،ﺔﺎﺽﹺ ﺍﳉﹶﻨ ﺭﹺﻳﻦﺔﹲ ﻣﺿﻭﺭ
“在我的家和我的演讲台之间是天堂花园
中的一座花园，我的演讲台是在我的水池之上
的。” ②
P732F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027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9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39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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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ﺇﺫﹶﺍ

ﻣـﺮﺭﺗـﻢ ﺑﹺﺮﹺﻳﺎﺽﹺ ﺍﳉﹶﻨﺔ ﻓﹶﺎﺭﺗﻌﻮﺍ« ﻗﹶﺎﻟﹸﻮﺍ :ﻭﻣﺎ ﺭﹺﻳﺎﺽ ﺍﳉﹶﻨﺔ؟ ﻗﺎﻝ» :ﺣﻠﹶﻖ ﺍﻟﺬﱢﻛﹾﺮ«.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当你们经过天堂的花园时，你们可以随意
。地吃喝
”他们说：
“主的使者啊！何为天堂的花
① ”。园？”他说：“记念真主的小组
P73F

-艾布胡莱赖和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利
（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俩作证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说：
 -٣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ﻭﺃﰊ ﺳﻌﻴﺪ ﺍﳋ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ﻤﺎ ﺷﻬﺪﺍ ﻋﻠﻰ
ﺍﻟﻨﱯ

ﺃﻧﻪ ﻗﺎﻝ» :ﻻ ﻳـﻘﹾﻌﺪ ﻗﹶﻮﻡ ﻳﺬﹾﻛﹸﺮﻭﻥﹶ ﺍﷲَ ﻋﺰ ﻭﺟﻞﱠ ﺇﻟﱠﺎ ﺣﻔﱠﺘـﻬـﻢ

ﺍﳌﻼﺋﻜﹶﺔﹸ ،ﻭﻏﹶﺸﻴﺘـﻬـﻢ ﺍﻟﺮﺣـﻤﺔﹸ ،ﻭﻧﺰﻟﹶﺖ ﻋﻠﹶﻴـﻬﹺـﻢ ﺍﻟﺴﻜﻴﻨﺔﹸ ،ﻭﺫﹶﻛﹶﺮﻫـﻢ
ﺍﷲُ ﻓﻴﻤﻦ ﻋﻨﺪﻩ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只要有一伙人坐下来记念伟大尊严的真
主，众天使就会围饶着他们，慈悯就会笼罩着他
①

》优良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2551 段，《正确丛书
第 2562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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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安宁就会降临于他们，真主就会对自己跟前
的众天使表扬他们。
”①

求知的礼节
知识就是一种功修，功修有两个条件，第一：
忠诚为了清高的真主；第二：追随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学者是众先知的继承
人。知识有许多种类：最高贵的、最荣耀的、最
纯洁的是众位先知和使者们带来的有关于真主
及其尊名、属性、行为、制度和法律的知识。
清高的真主说：
ã â á à ß Þ Ý Ü)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

.[١٩/( ]ﻣﺤﻤﺪëêéèçæ åä
【[19]你应当知道，除真主外，绝无真正应

受崇拜的，你应当为你的过失而求饶，并应当为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70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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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信士和众信女而求饶。真主是全知你们的活动
和归宿的。
】①
知识有许多礼节，其中有关于教师的礼节，
也有关于学生的礼节，在这里提出其中的一部
分。

1-教师的礼节
-谦虚与慈爱：
清高的真主对他的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W V U T S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 ﻟﻨﺒﻴﻪ

.[٢١٥/( ]ﺍﻟﺸﻌﺮﺍءYX

【[215]你对于跟随你的那些信士，应当加
以慈爱。】 ②
P736F

①

《穆罕默德章》第 19 节

②

《众诗人章》第 21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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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高尚的品德：
-清高的真主对他的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٤/( ]ﺍﻟﻘﻠﻢonmlk)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ﻟﻨﺒﻴﻪ-١

【[4]你确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
】①
P73F

-清高的真主对他的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J I H G F E)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ﻟﻨﺒﻴﻪ-٢

.[١٩٩/( ]ﺍﻷﻋﺮﺍﻑLK

【[199]你要原谅，要劝导，要避开愚人。】②
P738F

-教师应给予人们教导和知识，避免他们
腻烦与厌恶：
伊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ﻲ ﻓﻈﹶﺔﻮﻋ ﺎ ﺑﹺﺎﳌﻟﹸﻨﻮـﺨﺘﻳ

ﺒﹺﻲ ﻛﹶﺎﻥﹶ ﺍﻟﻨ:ﻋﻦ ﺍ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①

《笔章》第 4 节

②

《高处章》第 19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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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ﺎﻨﻠﹶﻴ ﻋﺔـﺂﻣﺔﹶ ﺍﻟﺴﺍﻫﺎﻡﹺ ﻛﹶﺮﺍﻷَﻳ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给予我
们教导，厌恶我们疲倦。
”①
P739F

-教师应提高声音重复两至三遍，以便让
人明白：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本·阿税（愿
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在一次旅途中，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走在最后面，
他赶上我们的时候，礼拜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
都在洗小净，然后摸脚，（他看见有人没有洗脚
后跟）便大声说道：
ﰲ ﺳﻔﺮﺓ

 ﲣﻠﻒ ﺍﻟﻨﱯ: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١

، ﻓﺠﻌﻠﻨﺎ ﳕﺴﺢ ﻋﻠﻰ ﺃﺭﺟﻠﻨﺎ،ﻨﺎ ﺍﻟﺼﻼﺓ ﻭﳓﻦ ﻧﺘﻮﺿﺄﻘﹶﺘﻫﺭﻛﹶﻨﺎ ﻭﻗﺪ ﺃﹶﺭ  ﻓﹶﺄﹶﺩ،ﺳﺎﻓﺮﻧﺎﻫﺎ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ﺎﺭﹺ« ﻣﺮﺗﲔ ﺃﻭ ﺛﻼﺛﺎﹰ ﺍﻟﻨﻦﻘﹶﺎﺏﹺ ﻣﻞﹲ ﻟﻸَﻋﻳ »ﻭ:ﻓﻨﺎﺩﻯ ﺑﺄﻋﻠﻰ ﺻﻮﺗﻪ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
斯林圣训集》第 28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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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没有洗好脚后跟之人将受火刑。’
重复了两遍或三遍。
”①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
ﺔـﻤ ﺑﹺﻜﹶﻠـﻜﹶﻠﱠﻢ ﻛﹶﺎﻥﹶ ﺇﺫﹶﺍ ﺗﻪ ﺃﹶﻧ: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٢
ﻠﱠﻢﻢ ﺳ ـﻬﹺـﻠﹶﻴ ﻋﻠﱠﻢﻡﹴ ﻓﹶﺴﻠﹶﻰ ﻗﹶﻮﻰ ﻋ ﻭﺇﺫﹶﺍ ﺃﹶﺗ،ـﻢﻔﹾﻬﻰ ﺗﺘﺎ ﺛﹶﻼﺛﺎﹰ ﺣﻫﺎﺩﺃﹶﻋ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ﺛﹶﻼﺛﺎﹰـﻬﹺـﻢﻠﹶﻴﻋ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每说一句
话，总是重复三次，直到人们理解为止。当他到
于一伙人时，他总是先向人们致以伊斯兰的问候
三次。 ②
P741F

-当他看见或听见可憎的事情时，他会生
气地劝告和教育：
艾布麦斯欧德·艾勒安刷利（愿主喜悦他）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
斯林圣训集》第 241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9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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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述，他说： 有一男子说：
“主的使者啊！我
几乎不参加集体礼拜，因为某领拜师礼的时间太
长了。
”
（艾布麦斯欧德说：）我从未见过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任何时候的教导比那天
的更生气了！使者说：
 ﻻ، ﻗﺎﻝ ﺭﺟﻞ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ﰊ ﻣﺴﻌﻮﺩ ﺍﻷﻧﺼﺎ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ﻏﻀﺒﺎﹰ ﻣﻦﰲ ﻣﻮﻋﻈﺔ ﺃﺷﺪ

 ﻓﻤﺎ ﺭﺃﻳﺖ ﺍﻟﻨﱯ،ﻝ ﺑﻨﺎ ﻓﻼﻥﻄﻮﺃﻛﺎﺩ ﺃﹸﺩﺭﻙ ﺍﻟﺼﻼﺓ ﳑﺎ ﻳ

،ﻔﱢﻒـﺨﺎﺱﹺ ﻓﹶﻠﹾﻴﻠﱠﻰ ﺑﹺﺎﻟﻨ ﺻﻦ ﻓﹶﻤ،ﻭﻥﹶﻔﱢﺮﻨ ﻣﻜﹸﻢ ﺇﻧ،ﺎﺱﺎ ﺍﻟﻨﻬﺎ ﺃﹶﻳ »ﻳ: ﻓﻘﺎﻝ،ﻳﻮﻣﺌﺬ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ﺔﺫﹶﺍ ﺍﳊﹶﺎﺟ ﻭﻴﻒﻌﺍﻟﻀ ﻭ ﺍﳌﺮﹺﻳﺾـﻬﹺـﻢﻴﻓﹶﺈﻥﱠ ﻓ
“人们啊！你们有人赶走礼拜的人；谁带领
大家礼拜，让他轻快地礼，因为在礼拜者中有病
人、弱者、以及有急务在身的人。
”①
P742F

-答案有时比寻问的更多：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有一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
斯林圣训集》第 46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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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来请教主的使者，他说：“主的使者啊！受
戒者应穿什么衣服呢？”
 ﻣﺎ ﻳﻠﺒﺲ،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ﺭﺟﻼﹰ ﻗﺎﻝ
ﻻ ﻭ،ﻢﺎﺋﻤﻻ ﺍﻟﻌ ﻭ،ﺺ ﺍﻟﻘﹸﻤﺲﻠﹾﺒ »ﻻ ﻳ: ﺍﶈﺮﻡ ﻣﻦ ﺍﻟﺜﻴﺎﺏ؟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ﺲ
  ﹾﻠﺒﻦﹺ ﻓﹶ ﹾﻠﻴﻠﹶﻴﻌ ﻧـﺠﹺﺪ ﻻ ﻳﺪ ﺇﻻ ﺃﹶﺣ،ﻔﹶﺎﻑﻻ ﺍﳋ ﻭ،ﺍﻧﹺﺲﺮﻻ ﺍﻟﺒ ﻭ،ﺍﻭﹺﻳﻼﺕﺮﺍﻟﺴ
ﻪﺴﺌﺎﹰ ﻣﻴﺎﺏﹺ ﺷ ﺍﻟﺜﱢﻴﻦﻮﺍ ﻣﺴﻠﹾﺒﻻ ﺗ ﻭ،ﻦﹺﻴﺒ ﺍﻟﻜﹶﻌﻦﻔﹶﻞﹶ ﻣﺎ ﺃﹶﺳـﻤﻬـﻘﹾﻄﹶﻌﻟﹾﻴ ﻭ،ﻦﹺﻔﱠﻴﺧ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ﺱﺭ ﻭﺍﻥﹲ ﺃﹶﻭﻔﹶﺮﻋﺯ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受戒者不要穿长袍、缠头巾、穿裤子、带风帽
的斗篷和靴子。如果某人没有鞋子穿，那么，他
可以穿靴子，但是要把靴筒截短到两踝骨之下。
不要穿用红花和香料染的衣服。” ①
P743F

-教师向学生提问以便考查他们的知识：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4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١١٧٧段，
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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ﺮﹺﺠ ﺍﻟﺸﻦ »ﺇﻥﱠ ﻣ: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ﻲ ﻓﺎﺱ ﺍﻟﻨﻗﹶﻊ؟« ﻓﹶﻮﻲﺎ ﻫﺛﹸﻮﻧﹺﻲ ﻣﺪـﻢﹺ ﻓﹶﺤﻠﺜﹶﻞﹸ ﺍﳌﹸﺴﺎ ﻣﻬﺇﻧ ﻭ،ﺎﻗﹸﻬﺭﻘﹸﻂﹸ ﻭﺴﺓﹰ ﻻ ﻳﺮﺠﺷ
: ﻗﹶﺎﻟﹸﻮﺍ ﺛﹸﻢﺖﻴﻴـﺤﺘ ﻓﹶﺎﺳ،ﻠﹶﺔﹸﺨﺎ ﺍﻟﻨﻬﻔﹾﺴِﻲ ﺃﹶﻧﻲ ﻧ ﻓﻗﹶﻊﻭ ﻭ: ﺍﷲﺪﺒ ﻗﹶﺎﻝﹶ ﻋ،ﻱﺍﺩﻮﺮﹺ ﺍﻟﺒﺠﺷ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ﻠﹶﺔﹸﺨ ﺍﻟﻨﻲ »ﻫ:ﻮﻝﹶ ﺍﷲ ؟ ﻗﹶﺎﻝﹶﺳﺎ ﺭ ﻳﻲﺎ ﻫﺎ ﻣﺛﹾﻨﺪﺣ
“的确，有一种树，它的叶子就像穆斯林一
样永不脱落，你们能告诉我，它是什么树？”当
时，人们都猜测那是沙漠中的某种树。阿布杜拉
说：“当时，我心里想那是指椰枣树，只是因为
害羞而未敢说。
”然后他们说：
“使者啊！请你告
诉我们，它是什么树吧！”使者说：“它是椰枣
树。” ①
P74F

-不对大众打比喻，把有些知识专门告诉
部分人，而不告诉其他的人，不愿意看到他们不
理解：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
斯林圣训集》第 28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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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和穆阿
兹·本·杰百里同乘一骑，他说：
ﻋﻦ ﺃﹶﻧﺲﹺ ﺑﻦﹺ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ﹶﻥﱠ ﻧﺒﹺﻲ ﺍﷲ

ﻭﻣﻌﺎﺫﹸ ﺑﻦ ﺟﺒﻞﹴ ﺭﺩﻳﻔﹸﻪ

ﻋﻠﻰ ﺍﻟﺮﺣﻞﹺ ،ﻗﹶﺎﻝﹶ» :ﻳﺎ ﻣﻌﺎﺫﹸ« ﻗﺎﻝﹶ :ﻟﹶﺒﻴﻚ ﺭﺳﻮﻝﹶ ﺍﷲ ﻭﺳﻌﺪﻳﻚ ،ﻗﹶﺎﻝﹶ» :ﻳﺎ ﻣﻌﺎﺫﹸ«
ﻗﺎﻝﹶ :ﻟﹶﺒﻴﻚ ﺭﺳـﻮﻝﹶ ﺍﷲ ﻭﺳﻌﺪﻳﻚ ،ﻗﹶﺎﻝﹶ» :ﻳﺎ ﻣﻌﺎﺫﹸ« ﻗﺎﻝﹶ :ﻟﹶﺒﻴﻚ ﺭﺳﻮﻝﹶ ﺍﷲ
ﻭﺳﻌﺪﻳﻚ ،ﻗﺎﻝ» :ﻣﺎ ﻣﻦ ﻋﺒﹺﺪ ﻳﺸﻬﺪ ﺃﹶﻥﹾ ﻻ ﺇﻟﹶـﻪ ﺇﻟﱠﺎ ﺍﷲُ ،ﻭﺃﹶﻥﱠ ﻣـﺤـﻤﺪﺍﹰ ﻋﺒﺪﻩ
ﻭﺭﺳـﻮﻟﹸﻪ ﺇﻟﱠﺎ ﺣﺮﻣﻪ ﺍﷲُ ﻋﻠﹶﻰ ﺍﻟﻨﺎﺭﹺ« ﻗﺎﻝﹶ :ﻳﺎ ﺭﺳـﻮﻝﹶ ﺍﷲ ،ﹶﺃﻓﹶﻼ ﺃﹸﺧﺒﹺﺮ ﺑﹺﻬﺎ ﺍﻟﻨﺎﺱ
ﻓﹶﻴﺴﺘﺒﺸﺮﻭﺍ؟ ﻗﹶﺎﻝﹶ» :ﺇﺫﺍﹰ ﻳﺘﻜﻠﹸﻮﺍ« ﻗﹶﺄﹶﺧﺒـﺮ ﺑﹺﻬﺎ ﻣﻌﺎﺫﹲ ﻋﻨﺪ ﻣﻮﺗﻪ ﺗﺄﺛﱡﻤﺎﹰ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穆阿兹
”穆阿兹回答道：
“响应您，主的
！“穆阿兹
”他说：
“响
。使者！祝福您
”他又说：
“穆
应您，主的使者！祝福您。”然后他再次说：
”。阿兹！”他说：“响应您，主的使者！祝福您
使者说：“任何人只要他作证‘除真主之外，绝
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
”。和使者’，那么，真主就保护他免遭火狱的刑罚
穆阿兹说：“主的使者啊！我能把这个喜讯告诉
给人们，让他们也高兴吗？”使者说：“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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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了人们，他们就有依赖了。”在穆阿兹弥留
之际，他害怕犯隐昧知识的罪，而告知了这一讯
息。” ①
-如果担心制止罪恶后会发生更严重的后
果，当放弃之：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她说：
ﺔﹸ ﻟﹶﻮﻻ ﺃﹶﻥﱠﺸﺎﺋﺎ ﻋ »ﻳ:ﻗﺎﻝ ﳍﺎ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 ﺍﻟﻨﱯ

ﺧﺮﹺﺝ ﺎ ﺃﹸ ﻣﻴﻪ ﻓﻠﹾﺖﺧ ﻓﹶﺄﹶﺩﻡﺪ ﻓﹶﻬﺖﻴ ﺑﹺﺎﻟﺒﺕﺮ ﻷﻣﺔﻴﻠﺎﻫ ﺑﹺـﺠﺪﻬﻳﺚﹸ ﻋﺪ ﺣﻚﻣﻗﹶﻮ
ﺖﻠﹶﻐ ﻓﹶﺒ،ﺎﹰﺑﹺﻴﺎﺑﺎﹰ ﻏﹶﺮﺑﺎﹰ ﻭﻴﻗﺮﺎﺑﺎﹰ ﺷ ﺑ،ﺎﺑﲔﹺ ﺑ ﻟﹶـﻪﻠﹾﺖﻌﺟ ﻭ،ﺽﹺ ﺑﹺﺎﻷَﺭـﻪﻗﹾﺘﺃﹶﻟﹾﺰ ﻭ،ـﻪﻨﻣ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ﻴﻢﺍﻫﺮ ﺇﺑﺎﺱ ﺃﹶﺳﺑﹺـﻪ
“如果不是你的族人说蒙昧时代的言语，我
一定让人拆掉天房，我一定使它回归原位，把它
的门建造在地面上，我给它安两扇门，东面一扇，
西面一扇，我要使它完全恢复到伊布拉欣建造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2 段，原
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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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础上
-男女当分开地求知：
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妇女们对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ﻋﻦ ﺃﰊ ﺳﻌﻴﺪ ﺍﳋ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ﺍﻟﻨﺴﺎﺀ ﻟﻠﻨﱯ  :ﻏﹶﻠﹶﺒﻨﺎ
ﻋﻠﻴﻚ ﺍﻟﺮﺟﺎﻝ ﻓﺎﺟﻌﻞ ﻟﻨﺎ ﻳﻮﻣﺎﹰ ﻣﻦ ﻧﻔﺴﻚ ،ﻓﻮﻋﺪﻫﻦ ﻳﻮﻣﺎﹰ ﻟﻘﻴﻬﻦ ﻓﻴﻪ ،ﻓﻮﻋﻈﻬﻦ
ﻭﺃﻣﺮﻫﻦ ،ﻓﻜﺎﻥ ﻓﻴﻤﺎ ﻗﺎﻝ ﳍﻦ» :ﻣﺎ ﻣﻨﻜﹸﻦ ﺍﻣﺮﺃﹶﺓﹲ ﺗﻘﹶﺪﻡ ﺛﹶﻼﺛﹶﺔﹰ ﻣﻦ ﻭﻟﹶﺪﻫﺎ ﺇﻟﱠﺎ ﻛﹶﺎﻥﹶ
ﻟﹶـﻬﺎ ﺣﺠﺎﺑﺎﹰ ﻣﻦ ﺍﻟﻨﺎﺭﹺ« ﻓﹶﻘﹶﺎﻟﹶﺖ ﺍﻣﺮﺃﹶﺓﹲ :ﻭﺍﺛﹾﻨﲔﹺ؟ ﻓﹶﻘﹶﺎﹶﻝ» :ﻭﺍﺛﹾﻨﲔﹺ«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男人们每天在你的左右（学习知识），你
也为我们安排一天吧！”然后使者与她们约好一
天，在那天，使者劝告和命令她们，其中他曾对
她们说：“你们中任何人有三个孩子先她而去，
那都是她与火狱之间的遮挡。”一位妇女问道：
“如果是两个呢？”使者回答说：“两个也是如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8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
斯林圣训集》第 133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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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①
-学者不分昼夜地劝告与教授人们，无论
是在地上或是在乘骑上：
-温姆塞莱麦（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
说：
ﺫﺍﺕ ﻟﻴﻠﺔ

 ﺍﺳﺘﻴﻘﻆ ﺍﻟﻨﱯ: ﻋﻦ ﺃﻡ ﺳﻠﻤ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١

،ﻦﹺﺍﺋ ﺍﳋﹶﺰﻦ ﻣـﺢﺎﺫﹶﺍ ﻓﹸﺘﻣ ﻭ،ﻦﹺﺘ ﺍﻟﻔﻦﺰﹺﻝﹶ ﺍﻟﻠﱠﻴﻠﹶﺔﹶ ﻣﺎﺫﹶﺍ ﺃﹸﻧ ﻣ.ﺎﻥﹶ ﺍﷲـﺤﺒ »ﺳ:ﻓﻘﺎﻝ
 ﺃﺧﺮﺟﻪ.«ﺓﺮﻲ ﺍﻵﺧ ﻓﺔﺎﺭﹺﻳﺎ ﻋﻴﻧﻲ ﺍﻟﺪ ﻓﺔﻴ ﻛﹶﺎﺳﺏ ﻓﹶﺮ،ﺮﹺ ﺍﳊﹸﺠﺐﺍﺣﻮﻈﹸﻮﺍ ﺻﻘﺃﹶﻳ
.ﺍﻟﺒﺨﺎﺭﻱ
“有一天夜里，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醒来后说：‘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什么灾
难在今天夜间被降下，什么宝藏被打开！唤醒各
房间的女主人！须知，在今世穿着透明露体礼服
的女人，在后世是全裸的’
。
”②
P748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
斯林圣训集》第 2633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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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临终
前不久带着我们礼宵礼拜，当他出拜后，就站起
来对我们说：
ﺍﻟﻌﺸﺎﺀ ﰲ

 ﺻﻠﻰ ﺑﻨﺎ ﺍﻟﻨﱯ: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٢

ﺎﺋﹶﺔ ﻣﹾﺃﺱ ﻓﹶﺈﻥﱠ ﺭ،ﻩﺬ ﻫﻠﹶﺘـَـﻜﹸﻢ ﻟﹶﻴـﻜﹸﻢﺘﺃﹶﻳ »ﺃﹶﺭ:ﻠﱠﻢ ﻗﺎﻡ ﻓﻘﺎﻝ ﻓﻠﻤﺎ ﺳ،ﺁﺧﺮ ﺣﻴﺎﺗﻪ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ﺣﺪ ﺽﹺ ﺃﹶﺮﹺ ﺍﻷﺭﻠﹶﻰ ﻇﹶﻬ ﻋﻮ ﻫﻦـﻤﻘﹶﻰ ﻣﺒﺎ ﻻ ﻳـﻬﻨ ﻣﺔﻨﺳ
“今晚大家都在，你们可否知道？在一百
年之后，今天所有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不会有任
何一个还存在。
”①
P749F

-穆阿兹·本·杰百里（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我曾经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同乘一头被叫做‘欧法尔’
的毛驴，他说：
ﻋﻠﻰ ﲪﺎﺭ ﻳﻘﺎﻝ

 ﻛﻨﺖ ﺭﺩﻑ ﺍﻟﻨﱯ: ﻋﻦ ﻣﻌﺎﺫ ﺑﻦ ﺟﺒﻞ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3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
《穆
斯林圣训集》第 253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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ﻠﹶﻰ ﻋﺎﺩﺒ ﺍﻟﻌﻖﺎ ﺣﻣ ﻭ،ﺎﺩﺒﻠﹶﻰ ﺍﻟﻌ ﺍﷲ ﻋﻖﺎ ﺣﺭﹺﻱ ﻣﺪﺎﺫﹸ ﺗﻌﺎ ﻣ »ﻳ: ﻓﻘﺎﻝ:ﻟﻪ ﻋﻔﲑ ﻗﺎﻝ
 ﺃﹶﻥﹾﺎﺩﺒﻠﹶﻰ ﺍﻟﻌ ﺍﷲ ﻋﻖ »ﻓﹶﺈﻥﱠ ﺣ: ﻗﺎﻝ، ﺃﻋﻠﻢ ﺍﷲُ ﻭﺭﺳﻮﻟﹸـﻪ: ﻗﻠﺖ:ﺍﷲ؟« ﻗﺎﻝ
ﻞﹼ ﺃﹶﻥﹾ ﻻﺟ ﻭﺰﻠﹶﻰ ﺍﷲ ﻋﺩ ﻋ ﺎﺒ ﺍﻟﻌﻖﺣ ﻭ،ﺌﺎﹰﻴ ﺷﺮﹺﻛﹸﻮﺍ ﺑﹺـﻪﺸﻻ ﻳﻭﺍ ﺍﷲَ ﻭﺪﺒـﻌﻳ
:؟ ﻗﺎﻝﺎﺱ ﺍﻟﻨﻮﻝﹶ ﺍﷲ ﺃﹶﻓﹶﻼ ﺃﺑﺸﺮﺳﺎ ﺭ ﻳ ﻗﻠﺖ:ﺌﺎﹰ« ﻗﺎﻝﻴ ﺷ ﺑﹺـﻪﺮﹺﻙﺸ ﻻ ﻳﻦ ﻣﺬﱢﺏـﻌﻳ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ﺍﻠﹸﻮﻜﺘ ﻓﹶﻴـﻢﻫﺮﺸﺒ»ﻻ ﺗ

‘穆阿兹！你知道人类对真主应尽的义务是
什么吗？在真主阙前人类享有的权力又是什么
吗？’我说：
‘真主及其使者最知道。’他说：
‘真
主对仆人享有的权力就是他们崇拜真主，不举伴
他。仆人在真主跟前享有的权力就是：没有举办
真主的人不会受到惩罚。
’我说：‘主的使者啊！
我告诉人们这一喜讯好吗？’他说：‘你不要告
诉他们，否则，他们就会有所依赖’。
”①
P750F

-祈祷与记念的场所结束时的言词：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85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30 段，原
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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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每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从某一场所站起身时，他都会以这些祷词为在场
者祈祷：
 -١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ﻗﻠﻤﺎ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ﻘﻮﻡ

ﻣﻦ ﳎﻠﺲ ﺣﱴ ﻳﺪﻋﻮ ﺆﻻﺀ ﺍﻟﺪﻋﻮﺍﺕ ﻷﺻﺤﺎﺑﻪ» :ﺍﻟﻠﻬـﻢ ﺍﻗﹾﺴِﻢ ﻟﹶﻨﺎ ﻣ ﻦ
ﺧﺸﻴﺘﻚ ﻣﺎ ﻳـﺤﻮﻝﹸ ﺑﻴﻨﻨﺎ ﻭﺑﲔ ﻣﻌﺎﺻﻴﻚ ،ﻭﻣﻦ ﻃﹶﺎﻋﺘﻚ ﻣﺎ ﺗﺒﻠﱢﻐﻨﺎ ﺑﹺـﻪ
ﺟﻨﺘـﻚ ،ﻭﻣﻦ ﺍﻟﻴـﻘﲔﹺ ﻣﺎ ﺗـﻬﻮﻥﹸ ﺑﹺـﻪ ﻋﻠﹶﻴﻨﺎ ﻣﺼﻴﺒﺎﺕ ﺍﻟﺪﻧﻴﺎ ،ﻭﻣﺘ ﻌﻨﺎ
ﺑﹺﺄﹶﺳﻤﺎﻋﻨﺎ ﻭﺃﹶﺑﺼﺎﺭﹺﻧﺎ ﻭﻗﹸﻮﺗﻨﺎ ﻣﺎ ﺃﹶﺣﻴﻴﺘﻨﺎ ،ﻭﺍﺟﻌﻠﹾـﻪ ﺍﻟﻮﺍﺭﹺﺙﹶ ﻣﻨﺎ ،ﻭﺍﺟﻌﻞﹾ ﺛﹶﺄﹾﺭﻧﺎ ﻋﻠﹶﻰ
ﻣﻦ ﻇﹶﻠﹶـﻤﻨﺎ ،ﻭﺍﻧﺼﺮﻧﺎ ﻋﻠﹶﻰ ﻣﻦ ﻋﺎﺩﺍﻧﺎ ،ﻭﻻ ﺗـﺠﻌﻞﹾ ﻣﺼﻴﺒﺘﻨﺎ ﻓﻲ ﺩﻳﻨﹺﻨﺎ ،ﻭﻻ
ﺗـﺠﻌﻞﹺ ﺍﻟﺪﻧﻴﺎ ﺃﹶﻛﹾﺒﺮ ﻫـﻤﻨﺎ ،ﻭﻻ ﻣﺒﻠﹶﻎﹶ ﻋﻠﹾـﻤﻨﺎ ،ﻭﻻ ﺗﺴﻠﱢﻂﹾ ﻋﻠﹶﻴﻨﺎ ﻣ ﻦ ﻻ
ﻳﺮﺣـﻤﻨﺎ«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主啊！求您赐予我们对您的畏惧，以便阻
止我们违背您；求您赐予我们顺从的能力，以着
您的怜悯使我们到达您的天堂；求您赐予我们坚
定的信念，以便我们容易地克服今世的一切灾
难；在您赐予我们生命期间，求您使我们利用自
己的听觉、视觉和能力去顺从您；求您使其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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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我们死亡；求您使我们向不义者讨还血债；
求您援助我们战胜敌人；求您不要使我们遭遇有
损我们教门的灾难；求您不要使今世成为我们最
大的目标；求您不要使我们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
今世；求您不要让不义者统治我们。”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ﻠﹶﺲﻦ ﺟ  »ﻣ: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ﻚ ﺫﹶﻟﺴِﻪﻠـﺠ ﻣﻦ ﻣـﻘﹸﻮﻡﻞﹶ ﺃﹶﻥﹾ ﻳ ﻓﹶﻘﹶﺎﻝﹶ ﻗﹶﺒﻄﹸﻪ ﻟﹶﻐـﻪﻴ ﻓﺲﹴ ﻓﹶﻜﹶﺜﹸﺮﻠـﺠﻲ ﻣﻓ
ﻙﺮﻔﻐﺘ ﺃﹶﺳ،ﺖ ﺇﻟﱠﺎ ﺃﹶﻧ ﺃﹶﻥﹾ ﻻ ﺇﻟﹶـﻪﺪﻬ ﺃﹶﺷ،ﻙﺪـﻤﺑﹺـﺤ ﻭـﻢ ﺍﻟﻠﻬﻚﺎﻧـﺤﺒﺳ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ﻚ ﺫﹶﻟﺴِﻪﻠـﺠﻲ ﻣﺎ ﻛﹶﺎﻥﹶ ﻓ ﻣ ﻟﹶـﻪﺮ ﺇﻟﱠﺎ ﻏﹸﻔﻚ ﺇﻟﹶﻴﻮﺏﺃﹶﺗﻭ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谁坐在某一场合说了许多无意的言语，在
从那个场合站起身之前，他说：
‘主啊!赞您超绝
万物，赞颂您，我作证除您之外，绝无真正的主
宰；我向您求饶恕，我向您悔过自新。’那么，
①

优良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02 段

611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他在那个场合里的过错都将得到饶恕。
”①

①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0420 段，《提勒秘日圣
训集》第 3433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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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求知者的礼节
-求知者坐立的形式：
-欧麦尔·本·汗塔部（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
ﻮﻝﹺ ﺍﷲﺳ ﺭﺪﻨ ﻋﻦﺤﻤﺎ ﻧﻨﻴﺑ:ﻋﻦ ﻋﻤﺮﺑﻦ ﺍﳋﻄﺎ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ﻯﺮ ﻻ ﻳ،ﺮﹺﻌ ﺍﻟﺸﺍﺩﻮ ﺳﻳﺪﺪﺎﺏﹺ ﺷﺎﺽﹺ ﺍﻟﺜﱢﻴﻴ ﺑﻳﺪﺪﻞﹲ ﺷﺟﺎ ﺭﻨﻠﹶﻴ ﻋﺇﺫﹾ ﻃﹶﻠﹶﻊ،ﻮﻡﹴ ﻳﺫﹶﺍﺕ
ﺪﺳﻨ ﻓﹶﺄﹶ

ﺒﹺﻲ ﺇﻟﹶﻰ ﺍﻟﻨﻠﹶﺲﻰ ﺟﺘ ﺣ،ﺪﺎ ﺃﹶﺣﻨ ﻣﺮﹺﻓﹸﻪـﻌﻻ ﻳﻭ،ﻔﹶﺮﹺ ﺍﻟﺴ ﺃﹶﺛﹶﺮـﻪﻠﹶﻴﻋ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ـﻪﺬﹶﻳﻠﹶﻰ ﻓﹶﺨ ﻋـﻪ ﻛﹶﻔﱠﻴﻊﺿﻭ ﻭـﻪﻴﺘﻛﹾﺒ ﺇﻟﹶﻰ ﺭـﻪﻴﺘﻛﹾﺒﺭ
有一天，正当我们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坐在一起时，突然一位身穿洁
白衣服，头发乌黑发亮的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旅行的痕迹，我们中也没有人
认识他，直至他坐在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的面前，并将自己的双膝对着先知
的双膝，双手放在大腿上……。” ①
P753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 段，原文
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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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出去时，阿布杜拉·本·侯扎法站起来问道：
ﺧﺮﺝ ﻓﻘﺎﻡ

 ﻭ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٢

:ـﻘﹸﻮﻝﹶ ﺃﹶﻥﹾ ﻳ ﺃﹶﻛﹾﺜﹶﺮﺬﹶﺍﻓﹶﺔﹸ« ﺛﹸﻢ ﺣﻮﻙ »ﺃﹶﺑ: ﺃﹶﺑﹺﻲ؟ ﻓﹶﻘﹶﺎﻝﹶﻦ ﻣ:ﻋﺒﺪﺍﷲ ﺑﻦ ﺣﺬﺍﻓﺔ ﻓﻘﺎﻝ
،ﻨﺎﹰﻳﻼﻡﹺ ﺩﺑﹺﺎﻹﺳ ﻭ،ﺎﹰﺑﺎ ﺑﹺﺎﷲ ﺭﻴﻨﺿ ﺭ: ﻓﹶﻘﹶﺎﻝﹶﻴﻪﺘﻛﹾﺒﻠﹶﻰ ﺭ ﻋﺮﻤ ﻋﻙﺮﻠﹸﻮﻧﹺﻲ « ﻓﹶﺒ»ﺳ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ﻜﹶﺖﺎﹰ ﻓﹶﺴﺒﹺﻴﻧ

ﺪـﻤـﺤﺑﹺﻤﻭ

“使者呀，我的父亲是何人？”使者说：
“你
的父亲是候扎发。”然后使者又反复地说：“你
们尽管问吧！”然后欧麦尔跪下说：“我们喜爱
真主为我们的养主，伊斯兰为我们的信仰，穆罕
默德为我们的先知。”然后他沉默了。 ①
P754F

-积极参加清真寺里的记念真主与学习的
小组；如果进入清真寺时，人们都已坐在学习小
组里，他应坐在哪里？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٩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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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瓦格德·艾勒来依稀（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正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同着人们坐在清真寺里，突然来了三个人，
ﻋﻦ ﺃﰊ ﻭﺍﻗﺪ ﺍﻟﻠﻴﺜ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ﺑﻴﻨﻤﺎ ﻫﻮ ﺟﺎﻟﺲ ﰲ

ﺍﳌﺴﺠﺪ ﻭﺍﻟﻨﺎﺱ ﻣﻌﻪ ،ﺇﺫ ﺃﻗﺒﻞ ﺛﻼﺛﺔ ﻧﻔﺮ ،ﻓﺄﻗﺒﻞ ﺍﺛﻨﺎﻥ ﺇﱃ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ﺫﻫﺐ
ﻭﺍﺣﺪ ،ﻗﺎﻝ :ﻓﻮﻗﻔﺎ ﻋﻠﻰ ﺭﺳﻮﻝ ﺍﷲ  ،ﻓﺄﻣﺎ ﺃﺣﺪﳘﺎ ﻓﺮﺃﻯ ﻓﺮﺟﺔ ﰲ ﺍﳊﻠﻘﺔ ﻓﺠﻠﺲ
ﻓﻴﻬﺎ ،ﻭﺃﻣﺎ ﺍﻵﺧﺮ ﻓﺠﻠﺲ ﺧﻠﻔﻬﻢ ،ﻭﺃﻣﺎ ﺍﻟﺜﺎﻟﺚ ﻓﺄﺩﺑﺮ ﺫﺍﻫﺒﺎﹰ ،ﻓﻠﻤﺎ ﻓﺮﻍ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ﺃﹶﻻ ﺃﹸﺧﺒﹺﺮﻛﹸﻢ ﻋﻦﹺ ﺍﻟﻨﻔﹶﺮﹺ ﺍﻟﺜﱠﻼﺛﹶﺔ؟ :ﺃﹶﻣﺎ ﺃﹶﺣﺪﻫـﻢ ﻓﹶﺂﻭﻯ ﺇﻟﹶﻰ ﺍﷲ ﻓﹶﺂﻭﺍﻩ ،ﻭﺃﹶﻣﺎ ﺍﻵﺧﺮ

ﻓﹶﺎﺳﺘـﺤﻴﺎ ﻓﹶﺎﺳﺘـﺤﻴﺎ ﺍﷲُ ﻣﻨـﻪ ،ﻭﺃﹶﻣﺎ ﺍﻵﺧﺮ ﻓﹶﺄﹶﻋﺮﺽ ﻓﹶﺄﹶﻋﺮﺽ ﺍﷲُ ﻋﻨـ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其中的两个人迎着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走来，而另外的一个则转身离去
他（艾布瓦格德）说：“那两个走过来的人先站
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身边，
其中的一人在人群中发现有个空位，他随即坐了
下来；而另一个则坐到了众人的后面；至于第三
个人则转身离去了。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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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其平安）演讲结束之后，他说：‘我告诉你
们这三个人的情况吧！至于他们中的一个人趋向
于真主，真主便接纳了他；至于其中的第二个人
腼腆，真主也对他腼腆；至于第三个转身离去者，
真主抛弃了他’。
”①
-鼓励参加记念真主与学习的小组：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ﺇﺫﹶﺍ:ﻗﺎﻝ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ﺍﻟﺬﱢﻛﹾﺮﻠﹶﻖ »ﺣ:؟ ﻗﺎﻝﺔ ﺍﳉﹶﻨﺎﺽﺎ ﺭﹺﻳﻣ ﻭ:ﻮﺍ« ﻗﹶﺎﻟﹸﻮﺍﻌﺗ ﻓﹶﺎﺭﺔﺎﺽﹺ ﺍﳉﹶﻨ ﺑﹺﺮﹺﻳـﻢﺗﺭـﺮﻣ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当你们经过天堂的花园时，你们可以随意
地吃喝。
”他们说：
“主的使者啊！何为天堂的花
园？”他说：“记念真主的小组。” ②
P756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
斯林圣训集》第 2176 段
②

优良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2551 段，《正确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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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学者和老人：
清高的真主说：
xwvuts rqp)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 { |}~ﮯz y
.[٢ /§( ]ﺍﳊﺠﺮﺍﺕ

【[2]信道的人们啊！不要使你们的声音高

过先知的声音，不要对他高声说话，犹如你们彼
此间高声说话那样，以免你们的善功变为无效，
而你们是不知不觉的。】 ①
P75F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有一位老人想见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人们没有立即给他让路，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ﻓﺄﺑﻄﺄ

 ﺟﺎﺀ ﺷﻴﺦ ﻳﺮﻳﺪ ﺍﻟﻨﱯ: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第 2562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10 段
①

《寝室章》第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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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ﺎﻧﲑﻐ ﺻـﻢﺣﺮ ﻳ ﻟﹶـﻢﻦﺎ ﻣﻨ ﻣﺲ »ﻟﹶﻴ:  ﻓﻘﺎﻝ ﺍﻟﻨﱯ،ﺍﻟﻘﻮﻡ ﻋﻨﻪ ﺃﻥ ﻳﻮﺳﻌﻮﺍ ﻟﻪ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ﺍﻟﺒﺨﺎﺭﻱ ﰲ ﺍﻷﺩﺏ ﺍﳌﻔﺮﺩ.«ﺎﻧ ﻛﹶﺒﹺﲑﻗﱢﺮﻮﻳﻭ
“不疼爱我们的幼者，不尊敬我们的老人，
就不属于我们中的一份子。” ①
P758F

-欧巴德·本·刷米特（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ﻗﺎﻝ

 ﻋﻦ ﻋﺒـﺎﺩﺓ ﺑﻦ ﺍﻟﺼﺎﻣﺖ ﺭﺿﻲ ﺍﷲ ﻋﻨـ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٣

،ﺎﻧﻴـﺮﻐ ﺻـﻢﺣﺮﻳ ﻭ،ﺎﻧـﺠﹺـﻞﱠ ﻛﹶﺒﹺﻴـﺮ ﻳ ﻟﹶـﻢـﻦـﺎ ﻣﻨ ﻣﺲ»ﻟﹶﻴ
. ﺃﺧﺮﺟﻪ ﺍﳊﺎﻛﻢ.«ﺎـﻨـﻤﺎﻟﻌ ﻟـﺮﹺﻑـﻌﻳﻭ
“不疼爱我们的幼者，不尊敬我们的老人，
不承认我们的学者的人，就不属于我们中的一份
子。” ②
P759F

-仔细听学者的讲话：
①

正确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919 段，原文出自《提
勒秘日圣训集》，布哈里的《唯一礼节》第 363 段，
《正确丛书》第 2196
段
②

正确的圣训，《哈克姆圣训集》第 4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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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力勒•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辞朝中对他
说：
:ﻗﺎﻝ ﻟﻪ ﰲ ﺣﺠﺔ ﺍﻟﻮﺩﺍﻉ

ﻋﻦ ﺟﺮﻳ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ﱯ

 ﺭﹺﻗﹶﺎﺏﻜﹸﻢﻀـﻌ ﺑﺮﹺﺏﻀﻱ ﻛﹸﻔﱠﺎﺭﺍﹰ ﻳﺪـﻌﻮﺍ ﺑﺟﹺﻌﺮ »ﻻ ﺗ:« ﻓﻘﺎﻝﺎﹾﺱ ﺍﻟﻨﺖﺼﻨﺘ»ﺍﺳ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ﺾﹴـﻌﺑ
“你让人们专心听讲。”然后他说：
“在我之
后，你们不要叛教而相互残杀。” ①
P760F

-当听到不明白的应请教学者，直至清楚
明了：
伊本艾布麦力克的传述，如果圣妻阿依莎
（愿主喜悦她）听到任何一件她还没有明白的事
情时，她会回去再问，直至明白为止。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
斯林圣训集》第 6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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ﻛﺎﻧﺖ ﻻ ﺗﺴﻤﻊ ﺷﻴﺌﺎﹰ ﻻ

ﻋﻦ ﺍﺑﻦ ﺃﰊ ﻣﻠﻴﻜﺔ ﺃﻥ ﻋﺎﺋﺸﺔ ﺯﻭﺝ ﺍﻟﻨﱯ

«ﺬﱢﺏ ﻋﺐﻮﺳ ﺣﻦ »ﻣ:ﻗﺎﻝ

 ﻭﺃﻥ ﺍﻟﻨﱯ، ﻓﻴﻪ ﺣﱴ ﺗﻌﺮﻓﻪﺖﻌﺗﻌﺮﻓﻪ ﺇﻻ ﺭﺍﺟ

Q P)  ﻳﻘﻮﻝ ﺍﷲ ﺗﻌﺎﱃﺲﻟﹶﻴ ﺃﹶﻭ: ﻓﻘﻠﺖ:ﻗﺎﻟﺖ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ﺶﻮﻗﻦ ﻧ  ﻣﻦﻟﹶﻜ ﻭ،ﺽﺮ ﺍﻟﻌﻚﺎ ﺫﹶﻟﻤ »ﺇﻧ: ﻓﹶﻘﹶﺎﻝﹶ:( ﻗﺎﻟﺖTS R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ﻚﻠـﻬ ﻳﺎﺏﺴﺍﳊ

“复生日，任何被稽核者，都会遭到惩罚。”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说：“主的使者啊！难道
真主没说过：【至于用右手接过功过簿者，将受
简易的稽核】？ ①”她说：使者（愿主赐福之，
P761F

P

并使其平安）说：“那只是呈现，复生日，任何
被彻底稽核者，都会遭到毁灭。” ②
P762F

-反复诵读背记的《古兰经》等：
-艾布穆沙（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绽裂章》第 7-8 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
斯林圣训集》第 287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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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ﻋﻦ ﺃﰊ ﻣﻮﺳﻰ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

ﻗﺎﻝ» :ﺗﻌﺎﻫﺪﻭﺍ ﺍﻟﻘﹸﺮﺁﻥﹶ

ﻓﹶﻮﺍﻟﱠﺬﻱ ﻧﻔﹾﺴِﻲ ﺑﹺﻴﺪﻩ ﻟﹶـﻬﻮ ﺃﺷﺪ ﺗﻔﹶﺼﻴﺎﹰ ﻣﻦ ﺍﻹﺑﹺﻞﹺ ﻓﻲ ﻋﻘﹸﻠـﻬ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你们当经常诵读《古兰经》，指亲手掌握
我生命的主宰发誓，它在脑海里比骆驼挣脱缰绳
① ”。更容易
P763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٢ﻭﻋـﻦ ﺃﺑـﻲ ﻫﺮﻳـﺮﺓ ﺭﺿـﻲ ﺍﷲ ﻋﻨـﻪ ﻗـﺎﻝ :ﺣـﻔـﻈﹾــﺖ
ﻋـﻦ ﺭﺳـﻮﻝﹺ ﺍﷲ

ﻭﹺﻋــﺎﺀَﻳــﻦﹺ ،ﻓﹶـﺄﹶﻣــﺎ ﺃﹶﺣﺪﻫـﻤـﺎ ﻓﹶﺒﺜﹶﺜﹾﺘـﻪ،

ﻭﺃﹶﻣﺎ ﺍﻵﺧـﺮ ﻓﹶﻠﹶﻮ ﺑﺜﹶﺜﹾﺘـﻪ ﻗﹸﻄـﻊ ﻫـﺬﹶﺍ ﺍﻟﺒﻠﹾﻌــﻮﻡ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我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那儿背记了两种知识，至于其中的一种是可以公
开的，所以我已经公开了它；至于另一种，假若
。我公开了它，我一定会遭到杀害
②”
P764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03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
斯林圣训集》第 791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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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学习，专心听讲：
清高的真主说：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 9 8 7 6 5 4 3 2 1) :

<=>( ]ﻕ.[٣٧/

【[37]对于有心灵者，或专心静听者，此中
。确有一种教训
①】
P765F

-出门求学，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必
须谦恭：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ﲰ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ﻘﻮﻝ» :ﺑ ﻴﻨﻤﺎ

ﻣﻮﺳﻰ ﻓﻲ ﻣﻺٍ ﻣﻦ ﺑﻨﹺﻲ ﺇﺳﺮﺍﺋﻴﻞﹶ ،ﺟﺎﺀَﻩ ﺭﺟﻞﹲ ،ﻓﹶﻘﹶﺎﻝﹶ :ﻫﻞﹾ ﺗﻌﻠﹶـﻢ ﺃﹶﺣﺪﺍﹰ ﺃﹶ ﻋﻠﹶـﻢ
ﻣﻨﻚ؟ ﻗﹶﺎﻝﹶ ﻣﻮﺳﻰ :ﻻ ،ﻓﹶﺄﹶﻭﺣﻰ ﺍﷲُ ﺇﻟﹶﻰ ﻣﻮﺳﻰ :ﺑﻠﹶﻰ ﻋﺒﺪﻧﺎ ﺧﻀﺮ ،ﻓﹶﺴﺄﹶﻝﹶ ﻣﻮﺳﻰ
ﺍﻟﺴﺒﹺﻴﻞﹶ ﺇﻟﹶﻴـﻪ ،ﻓﹶﺠﻌﻞﹶ ﺍﷲُ ﻟﹶـﻪ ﺍﳊﹸﻮﺕ ﺁﻳﺔﹰ .ﻭﻗﻴﻞﹶ ﻟﹶـﻪ :ﺇﺫﹶﺍ ﻓﹶﻘﹶﺪﺕ ﺍﳊﹸﻮﺕ،
①

《戛弗章》第 3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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ﻰﻮﺳـﻤ ﻓﹶﻘﹶﺎﻝﹶ ﻟ،ﺮﹺـﺤﻲ ﺍﻟﺒ ﻓ ﺍﳊﹸﻮﺕ ﺃﹶﺛﹶﺮﺒﹺـﻊﺘﻛﹶﺎﻥ ﻳ ﻭ،ﻠﹾﻘﹶﺎﻩﺘ ﺳﻚ ﻓﹶﺈﻧﺟﹺﻊﻓﹶﺎﺭ
 ﺇﻻـﻪﺎﻧﹺﻴﺴﺎ ﺃﹶﻧﻣ ﻭ، ﺍﳊﹸﻮﺕﺖﺴِﻴﻲ ﻧ ﻓﹶﺈﻧﺓﺮﺨﺎ ﺇﻟﹶﻰ ﺍﻟﺼﻨﻳ ﺇﺫﹾ ﺃﹶﻭﺖﺃﹶﻳ ﺃﹶﺭ:ﺎﻩﻓﹶﺘ
ﺎﺼﺎ ﻗﹶﺼـﻤﻠﹶﻰ ﺁﺛﹶﺎﺭﹺﻫﺍ ﻋﺪﺗ ﻓﹶﺎﺭ،ﻲـﻐﺒﺎ ﻧﺎ ﻛﹸﻨ ﻣﻚ ﺫﹶﻟ: ﻗﹶﺎﻝﹶ،ﻩﻄﹶﺎﻥﹸ ﺃﹶﻥﹾ ﺃﹶﺫﹾﻛﹸﺮﻴﺍﻟﺸ
.«ﺎﺑﹺـﻪﺘﻲ ﻛﻞﱠ ﻓﺟ ﻭﺰ ﺍﷲُ ﻋﻱ ﻗﹶﺺﺎ ﺍﻟﱠﺬﺄﹾﻧﹺـﻬﹺـﻤ ﺷﻦﺮﺍﹰ ﻓﹶﻜﹶﺎﻥﹶ ﻣﻀﺍ ﺧﺪﺟﻓﹶﻮ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正当穆萨与以色列后裔中的一伙人在一
起时，有个人来对穆萨说：‘你知道一个比你更
有知识的人吗？’穆萨说：
‘不知道。’然后真主
启示穆萨：‘不然，我的仆人海堆尔比你更有知
识。’于是穆萨就寻问去见海堆尔的道路，然后
真主就指点他以鱼作为见面的标记。’有人对穆
萨说：
‘当你丢失鱼时，你应按原路返回，那么，
你就可以见到海堆尔。’穆萨当时追随在海里的
鱼之后，他的僮仆对穆萨说：‘你看见了吗？当
我们到那块磐石下休息时，我确已忘记了那条
鱼，那是因为恶魔使我忘记了记起它。
’穆萨说：
‘这正是我们所寻找的。’于是他俩按照原路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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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就找到了海堆尔。伟大尊严的真主在其经典
。之中已经告知了有关他俩的故事
①”
-奖励获取知识：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有人说：“主的使者啊！谁在复生日因为获得您
的说清而成为最幸福的人呢？”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ﻪ ﻗﺎﻝ :ﻗﻴﻞ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ﻣﻦ ﺃﹶﺳﻌﺪ ﺍﻟﻨﺎﺱﹺ
ﺑﹺﺸﻔﹶﺎﻋﺘﻚ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ﻗﹶﺎﻝﹶ ﺭﺳﻮﻝﹸ ﺍﷲ » :ﻟﹶﻘﹶﺪ ﻇﹶﻨﻨﺖ ﻳﺎ ﺃﹶﺑﺎﻫﺮﻳﺮﺓﹶ ﺃﹶ ﹾﻥ ﻻ
ﻳﺴﺄﹶﻟﹶﻨﹺﻲ ﻋﻦ ﻫﺬﹶﺍ ﺍﳊﹶﺪﻳﺚ ﺃﹶﺣﺪ ﺃﹶﻭﻝﹶ ﻣﻨﻚ ،ﻟـﻤﺎ ﺭﺃﹶﻳﺖ ﻣﻦ ﺣﺮﺻﻚ ﻋﻠﹶﻰ
ﺍﳊﹶﺪﻳﺚ ،ﺃﹶﺳﻌﺪ ﺍﻟﻨﺎﺱﹺ ﺑﹺﺸﻔﹶﺎﻋﺘﻲ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ﻣﻦ ﻗﹶﺎﻝﹶ :ﻻ ﺇﻟﹶـﻪ ﺇﻟﱠﺎ ﺍﷲُ ﺧﺎﻟﺼﺎﹰ ﻣﻦ
ﻗﹶﻠﹾﺒﹺـﻪ ﺃﹶﻭ ﻧﻔﹾﺴِﻪ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艾布胡莱赖啊！的确，我坚信在你之前没
有任何人问过我这方面的《圣训》，当我发现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
《穆
斯林圣训集》第 238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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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渴望获得这方面的《圣训》，（我就告诉你）
复生日，获得我的说请者而成为最幸福的就是内
心虔诚敬意地说了‘除了独一无二的真主外，绝
无真正应受崇拜者’的人。” ①
-记录知识：
-艾布朱海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ﺇﻟﱠﺎ، ﻻ:؟ ﻗﹶﺎﻝﹶﺎﺏﺘ ﻛﻛﹸﻢﺪﻨﻞﹾ ﻋ ﻫ: ﻗﻠﺖ ﻟﻌﻠﻲ: ﻋﻦ ﺃﰊ ﺟﺤﻴﻔﺔ ﻗﺎﻝ-١
: ﻗﹶﺎﻝﹶ،ﻔﹶﺔﻴﺤ ﺍﻟﺼﻩﺬﻲ ﻫﺎ ﻓ ﻣ ﺃﹶﻭ،ـﻢﻠﺴﻞﹲ ﻣﺟ ﺭـﻪﻴﻄ ﺃﹸﻋـﻢ ﻓﹶﻬ ﺃﹶﻭ، ﺍﷲﺎﺏﺘﻛ
ـﻢﻠﻞﹸ ﻣﺴﻘﹾﺘﻻ ﻳ ﻭ، ﺍﻷَﺳﲑﹺﻓﹶﻜﺎﻙ ﻭ،ﻘﹾﻞﹸ ﺍﻟﻌ:؟ ﻗﹶﺎﻝﹶﻴﻔﹶﺔﺤ ﺍﻟﺼﻩﺬﻲ ﻫﺎ ﻓﻣ ﻭ:ﻗﹸﻠﹾﺖ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ﺮﹴﺑﹺﻜﹶﺎﻓ
我曾经问阿里：“你们跟前有什么来自于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地记录吗？”
阿里说：“除了真主的经典，和真主赐予穆斯林
的理解力，以及剑上挂着的几张纸外，我们没有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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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书。”他说：“我问：‘那几张纸上写的是
什么呢’？”阿里说：“血金、释放俘虏、穆斯
林不为否认者偿命。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ﺪﺃﹶﺣ

ﺒﹺﻲﺎﺏﹺ ﺍﻟﻨﺤ ﺃﹶﺻﻦﺎ ﻣ ﻣ: 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ﹶﺎﻝﹶ-٢

ـﺐﻜﹾﺘﻪ ﻛﹶﺎﻥﹶ ﻳ ﻓﹶﺈﻧ،ﺮﻭﻤ ﺍﷲ ﺑﻦﹺ ﻋﺪﺒ ﻋﻦﺎ ﻛﹶﺎﻥﹶ ﻣﻲ ﺇﻟﱠﺎ ﻣﻨ ﻣـﻪﻨﻳﺜﺎﹰ ﻋﺪ ﺣﺃﹶﻛﹾﺜﹶﺮ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ـﺐﻻ ﺃﹶﻛﹾﺘﻭ
“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弟
子中，除了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没有任何人
比我背记的《圣训》更多了；因为他书记，而我
不书记。” ②
P769F

-如果羞于询问，可以让别人去问：
阿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1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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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ﻋﻠ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ﹶﺎﻝﹶ :ﻛﹸﻨﺖ ﺭﺟﻼﹰ ﻣﺬﱠﺍﺀً ،ﻭﻛﹸﻨﺖ ﺃﹶﺳﺘـﺤﻴﻲ ﺃﹶﻥﹾ
ﺃﹶﺳﺄﹶﻝﹶ ﺍﻟﻨﺒﹺﻲ

ﻟـﻤﻜﹶﺎﻥ ﺍﺑﻨﺘـﻪ ،ﻓﹶﺄﹶﻣﺮﺕ ﺍﳌﻘﹾﺪﺍﺩ ﺑﻦ ﺍﻷَﺳﻮﺩ ،ﻓﹶﺴﺄﹶﻟﹶـﻪ ،ﻓﹶﻘﹶﺎﻝﹶ:

»ﻳـﻐﺴِﻞﹸ ﺫﹶﻛﹶﺮﻩ ﻭﻳﺘﻮﺿﺄﹸ«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是一个易流欢水的人，因为我是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女婿而羞于向他
询问，所以我就让米格达德·本·艾斯沃德去向
。“让他洗生殖器，再洗小净
①”
先知询问，他说：
P70F

-靠近伊玛目静听劝诫：
塞姆莱图·本·君德布（愿主喜悦他）传述，
真主的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ﲰﺮﺓ ﺑﻦ ﺟﻨﺪ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ﻧﱯ ﺍﷲ

ﻗﺎﻝ» :ﺍﺣﻀﺮﻭﺍ

ﺍﻟﺬﱢﻛﹾﺮ ،ﻭﺍﺩﻧﻮﺍ ﻣﻦ ﺍﻹﻣﺎﻡﹺ ،ﻓﹶﺈﻥﱠ ﺍﻟﺮﺟﻞﹶ ﻻ ﻳﺰﺍﻝﹸ ﻳﺘـﺒﺎﻋﺪ ﺣﺘﻰ ﻳﺆﺧﺮ ﻓﻲ ﺍﳉﹶﻨﺔ
ﻭﺇﻥﹾ ﺩﺧﻠﹶـﻬﺎ«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你们当倾听记念演讲，当靠近伊玛目；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69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303 段，原
》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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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经常疏远的人，他也将被延迟进入天堂，即
使他能进入也罢！” ①
-效仿法学讲座的礼节，其中有：
-清高的真主说：
Ð Ï Î Í Ì Ë Ê É È)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àßÞÝÜÛÚÙØ×ÖÕ ÔÓÒÑ

.[١١/ﺎﺩﻟﺔ( ]ﺍèçæåäã âá

【[11]信道的人们啊！有人在会场中对你们

说：“请你们退让一点吧！
”你们就应当退让些，
真主将使你们宽裕。有人对你们说：“你们起来
吧！”你们就应当起来，真主将你们中的信道者
升级，并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们提升若干级。真
主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
】②
P72F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①

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108 段

②

《辩诉者章》第 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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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ﻞﹸﺟ ﺍﻟﺮﻴﻢـﻘ»ﻻ ﻳ:ﻗﺎﻝ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ﺍﻟﻨﱯ-٢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ﻮﺍﻌﺳﻮﺗﻮﺍ ﻭﺤﻔﹶﺴ ﺗﻦﻟﹶﻜ ﻭ،ـﻪﻴ ﻓﺲﻠـﺠ ﻳ ﺛﹸﻢﻩﺪﻘﹾﻌ ﻣﻦﻞﹶ ﻣﺟﺍﻟﺮ
“任何人都不要让他人从自己的座位上站
起来，然后他坐上去，但是，你们可以相互腾出
地方，加大坐圈。” ①
P73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ﻦ ـ ﻣ ﻗﹶﺎﻡﻦ »ﻣ: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٣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ﺑﹺـﻪﻖ ﺃﹶﺣﻮ ﻓﹶﻬـﻪ ﺇﻟﹶﻴﻊﺟ ﺭ ﺛﹸﻢﺴِﻪﻠـﺠﻣ

“谁离开自己的座位，当他返回时，他最有
资格坐在原来的位子上。
”②
P74F

-贾比尔·本·苏慕莱图（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7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77 段，
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7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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ﺟﻠﹶﺲ

 -٤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ﲰ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ﹸﻨﺎ ﺇﺫﹶﺍ ﺃﹶﺗﻴﻨﺎ ﺍﻟﻨﺒﹺﻲ
ﺃﹶﺣﺪﻧﺎ ﺣﻴﺚﹸ ﻳﻨﺘـﻬﹺﻲ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我们曾经去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那儿，我们每个人都是轮到哪儿就坐哪儿
①”
P75F

-阿慕鲁•本•苏阿布通过他的父亲从他祖
父那儿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٥ﻭﻋﻦ ﻋﻤﺮﻭ ﺑﻦ ﺷﻌﻴﺐ ﻋﻦ ﺃﺑﻴﻪ ﻋﻦ ﺟﺪﻩ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ﻻ

ﻳـﺠﻠﹶﺲ ﺑﻴﻦ ﺭﺟﻠﹶﲔﹺ ﺇﻟﱠﺎ ﺑﹺﺈﺫﹾﻧﹺـﻬﹺـﻤﺎ«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任何人都不应坐在两个人中间，除非得到
。他俩同意
②”
P76F

-素来德•本•苏外德（愿主喜悦他）的传
述，他说：
 -٦ﻭﻋﻦ ﺍﻟﺸﺮﻳﺪ ﺑﻦ ﺳﻮﻳ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ﻣﺮ ﺑﹺﻲ ﺭﺳﻮﻝﹸ ﺍﷲ
①

ﻭﺃﹶﻧﺎ

正确的圣训，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825 段，
《提勒秘日圣
训集》第 2725 段
②

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48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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ـﺔﻠﹶـﻰ ﺃﹶﻟﹾﻴ ﻋﻜﹶﺄﹾﺕﺍﺗﺮﹺﻱ ﻭ ﻇﹶﻬﻠﹾﻒﻯ ﺧﺮﺴ ﺍﻟﻴﻱﺪ ﻳﺖﻌﺿ ﻭﻗﹶﺪ ﻭ،ﻜﹶﺬﹶﺍ ﻫﺲﺎﻟﺟ
.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ـﻬﹺـﻢﻠﹶﻴﻮﺏﹺ ﻋﻀﺓﹶ ﺍﳌﹶﻐﺪﻌ ﻗﺪﻘﹾﻌ »ﺃﹶﺗ: ﻓﹶﻘﹶﺎﻝﹶ،ﻱﺪﻳ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经过
我时，我正这样坐着——把左手放在背后，依靠
力放在手掌上，他说：“你怎么像那些遭到谴怒
的人一样坐着。
”①
P7F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ﺇﺫﹶﺍ: ـﻮﻝﹸ ﺍﷲﺳ ﻗـﺎﻝ ﺭ: ﻭﻋﻦ ﺍ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٧
«ـﻪﺰﹺﻧـﺤ ﻳﻚﺎ ﻓﹶﺈﻥﱠ ﺫﹶﻟﺒﹺـﻬﹺـﻤﺎﺣﻭﻥﹶ ﺻ ﺩﺎﻥﻰ ﺍﺛﹾﻨﺎﺟﻨﺘ ﺛﹶﻼﺛﹶﺔﹰ ﻓﹶﻼ ﻳـﻢــﺘﻛﹸﻨ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如果你们有三个人在一起，你们中的两个
人，决不要放弃他们的朋友而密谈，否则，那会

①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9683 段，《艾布达吾德
圣训集》第 110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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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很难堪。”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9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84 段，
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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