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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伊斯兰的权威大师艾卜·加法勒·塔哈维（愿主慈悯之）说： 

这是圣行及大众派（逊尼派）的信仰纪要，遵循的观点来自于哈

奈菲教法学派的三位伊玛目：艾卜·哈尼法·努尔曼·本·萨比特·库菲、

艾卜·优素福·雅各布·本·易卜拉欣·安萨利、以及艾卜·阿卜杜拉·穆罕默

德·本·哈桑·筛巴尼——祈求安拉喜悦他们——这是他们所信奉的伊

斯兰的原理，是他们对众世界之主的信仰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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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论认主独一的信仰 ①： 
                                                        

① 伊本·巴兹大师说：认主独一是安拉派遣众使者并降示经典所阐述的主旨，

根据《古兰经》和《圣训》中的明文，以及众学者的主张，它共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性独一。意即信仰安拉是创造者、供给者、掌管其创造物在今后

两世的一切事务者，而绝无任何与之匹配者，正如清高的安拉所言：“安拉是一

切事物的创造者。”（39：62）以及：“你们的主确是安拉，他曾在六日内创造了

诸天与大地，然后升上宝座，处理万事。”（10：3）安拉的主性独一是崇拜偶像

的与物配主之人也肯定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否认复活、并在崇拜安拉之外崇

拜其他的偶像、且不相信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故他们并不能成

为穆斯林。 

第二类：受崇拜性独一。这一种类是与物配主者所否定的，当提到他们的时

候，清高的安拉说：“他们惊讶，因为他们本族中的警告者来临他们。不信道的

人们说：‘这是一个术士，是一个说谎者。难道他要将许多神灵变成一个神灵吗？

这确是一件怪事。’”（38：4-5）类似的例子很多，这一类包含了对安拉的独一崇

拜、信仰他是唯一应受崇拜者，崇拜除安拉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是虚妄的，这就是

“除安拉外别无应受崇拜者”的意义，正如清高伟大的安拉所言：“这是因为安

拉是真实的，他们舍安拉而祈祷的是虚妄的。”（22:62） 

第三类：名称与属性独一。即：相信和肯定在安拉的经典及正确的圣训中有

关安拉的名称与属性的所有叙述，不作任何变更与偏废、具象与比拟，正如清高

的安拉所言：“你说：他是安拉，是独一的；安拉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

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112：1-4）和“任何物不似像他，

他确是全聪的，确是全明的。”（42：11）以及：“安拉有许多极美的名称，故你

们要用那些名称呼吁他。”（7：180）还有：“安拉具有至高的描述，他是强大的，

是明哲的。”（16：60）类似的经文很多。 

“至高的描述”意即：完美无缺的描述，这是圣行及大众派（逊尼派）从安

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的门弟子及再传弟子们那里得到的解释，安拉与任何的

比拟无关，绝不与其创造物相像或类似，《古兰经》与《圣训》中的证据已然证

伪所有与之相悖的说法，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们确已在安拉的经典中被提及：“迁

士和辅士中的先进者，以及跟着他们行善的人，安拉喜爱他们，他们也喜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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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确是独一的，他没有任何匹偶，没有任何物类似他，也没有

任何物使他无奈，除他外别无应受崇拜者。 

他古老无始 ①，永恒无终。 

他不朽不灭，只有他意欲的才会存在。 

他无法被想象，不能被理解，不似像任何物。 

他永生不逝，自立不寐。 

他是无需求的创造者，是无需给养的供给者。 

他令生者死亡而无所畏惧，使死者复生而毫无困难。 

他的各属性亘古存在于创造万物之前，且在创造万物的前后没有

任何增添，同时，他的各属性是永恒的，不会有任何删减。 

他自创造万物以来，不愧为“造物主”之名；他化育万物，不愧为“化

育主”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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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0）祈求安拉恩赐我们、让我们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阿敏！ 

 
① 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长老（愿主慈悯之）说： 

“古老无始”并非安拉的尊名之一，而是许多教义学家们用来肯定安拉存在

于万物之前的一个词汇。安拉的尊名只能来源于《古兰经》和正确《圣训》的明

文，不允许凭人的意见来认定，这也是伊斯兰先贤们的一致主张。“古老”一词

的原意并非教义学家们所使用的意义，在阿拉伯语中，它意为提前于其它的事物，

正如清高的安拉所言：“直到它再变成像古老的椰枣枝一样。”（36：39）“古老的

椰枣枝”意即在新的树枝长出后，还剩有的先前的干枝。 

这里，教义学家使用了这个词的引申义来表达，称安拉为“古老无始”，然

而，它不能被算为安拉的尊名之一。表达这个意义的安拉的尊名是“最初的”，

正如清高的安拉所言：“他是最初的，是最后的。”（57：3） 



 6 

他拥有主宰权而不被主宰，拥有创造权而不被创造。 

正如他在复活死者之后被称为“使死者复活的主”一样，在他复活

死者之前，他也应受这一称呼。同样地，在他创造万物之前，他也应

被称为“造物主”。 

这是因为他对于万事万物是全能的，所有一切都需求于他。 

任何事对他而言都是容易的，他不需求于任何事物，“任何物不似

像他，他确是全聪的，确是全明的。”（42：11） 

他凭知识创造了万物，为他们设置定量，替他们规定限期。 

他知晓一切，没有任何事物能对他隐瞒，他在创造他们之前就知

晓他们的所作所为。 

他命令他们顺从他，禁止他们悖逆他。 

万事万物都在遵循他的前定和意志，他的意志必然施行，仆人们

的意愿只凭他的意欲，他所意欲的必然发生，不意欲的必不会发生。 

他引导他所意欲者，以其恩惠而保护他们、宽恕他们；他使其意

欲者迷误，公正地弃绝他们、折磨他们。 

他们全体都在他的恩惠与公正之间接受其意志的支配。 

他超越于一切同伴和匹偶。 

对他的判决，没有能驳回者；对他的决定，没有能拖延者；对他

的命令，没有能变更者。 

我们完全地信仰他，确信一切都来自于他。 

 

穆罕默德确是安拉优选的仆人、特选的先知和喜悦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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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众先知的封印、敬畏者的导师、众使者的领袖和众世界之主

所喜爱之人。 

任何在他之后自称先知的人，都是迷误与欺诈之人。 

他是被派遣给全体精灵和所有人类的使者，带来了真理和指引、

光明与光辉。 

 

《古兰经》是安拉的言辞，最初是不以任何形态显现的语言，安

拉以启示的方式将它降示给他的使者。信士们明确地证实此言，确信

它是清高安拉的真实言辞，而不是像万物一样被创造的。 

谁听到它但却佯称它是人类的言辞的话，他确已悖逆了，安拉确

已谴责他、责备他，并许诺他进入火狱，正如清高的安拉所言：“我将

使他堕入火狱。”（74：26） 

当安拉许诺那些说《古兰经》“只是凡人的言辞。”（74：25）之

人进火狱之际，我们就知道并确信它是人类的创造者的语言，它与人

类的语言绝不相似。 

谁以人类的概念来描述安拉，谁确已悖逆了。谁对此深思熟虑并

摒弃逆徒们的类似言论，他必认识到安拉的属性与人绝不相似。 

天堂的居民必将在没有任何遮掩的情况下亲眼看到安拉，正如我

们的主在其经典中所言：“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华的，是仰视着他们

的主的。”（75：22—23） 

对经文的解释必须符合安拉的意志与知识。 

所有来自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的相关正确圣训，都是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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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最好注解，我们不能放弃圣训而凭自己的意见和猜测进行注解。

一个人在信仰上只有相信安拉及其使者，他才是安全之人。当知识上

有疑惑时，他应去请教学者。 

伊斯兰立足于《古兰经》与《圣训》。 

谁欲偏离《古兰经》与《圣训》去寻求对伊斯兰的理解，他的这

种欲望就会使他与纯正的信仰、有益的知识和正确的信念背道而驰，

他将会在信仰与悖逆、肯定与否定、确认与否认之间徘徊不定，他将

会犹豫彷徨，成为一个既非真诚信士又非十足逆徒的人。 

相信天堂的居民能亲眼目睹安拉，其情景不可凭想象而定，也不

能进行人为的理解，因为对它的解释是安拉的权利，穆斯林必须接受

经典的明文，而不能妄自猜测。 

谁没有避开否认与比拟，他确已失足了，信仰已不纯洁。我们的

伟大崇高的主，其各属性是独一的，对他的描述的意义是唯一的，绝

不同于任何被造物。 

安拉超乎于限度、极点、要素、肢体和工具，他不像被造物一样

包含在六个方位之中。① 
                                                        

① 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本·巴兹大师（愿主慈悯之）说： 

这是一句概述，塔哈维长老（愿主慈悯之）的用意是阐明伟大的造物主与被

造物绝不相像，然而，它有可能会被某些人利用来曲解安拉的名称与属性。为了

消除疑惑，有必要对这句概述进行详解。 

“限度”意即人所能知道的范围，这只有安拉知道，而被造物是不知道的，

正如清高的安拉所言：“在他们前面的和在他们后面的，安拉都知道，而他们却

不知道。”（20：110）伊斯兰的先贤们谈到限度时以安拉的“端坐”等为例，意

即限度是安拉知道而被造物不知道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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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霄是真实的。先知（祈主福安之）在清醒的状态下亲身夜行并

升上了天，达到了安拉所意欲的高度。安拉以己所愿地优待了他，启

示了他相应的启示，“他的心没有否认他所见的。”（53：11） 

祈求安拉在今世和后世都慈悯他并使他平安。 

 

先知的水池是真实的，是清高的安拉对他的民众的特慈。 

 

他为他们向安拉的说情是真实的，是众多圣训中所传述的。 

 

安拉与阿丹及其子孙订立的约定是真实的。 

                                                                                                                                                               
至于“极点、要素、肢体和工具”，塔哈维长老（愿主慈悯之）用之来表述

安拉的本体、属性、智慧等与被造物绝不相像，虽然安拉被描述为具有脸、手和

脚，等等，但安拉的脸、手和脚等，其属性与被造物绝不相像，除安拉外无人能

知其究竟。异端人士们使用一些安拉从未肯定过的词汇来描述安拉，从而否定了

安拉的部分属性，塔哈维长老（愿主慈悯之）与此异端无关，他对安拉属性的认

识坚持的是圣行与大众派的观点，这在他的话语中体现出来，这些话语彼此印证、

相互解释。 

“他不像被造物一样包含在六个方位之中”，这句话并非否定安拉升上宝座

（阿尔什）并端坐其上，因为他并不处于被造的六个方位之中，而是超越于整个

宇宙万有之上。安拉令其仆人们从天性上信仰安拉是超绝的，是位于他们之上的，

这是圣行及大众派人士一致肯定的，是先知（祈主福安之）的门弟子及再传弟子

们所确认的。来自于《古兰经》和正确的《圣训》中的证据表明：安拉是超绝且

位于我们之上的。因此，亲爱的读者们：请注意这一重要的事项，要清楚这一真

理，与此相悖的说法确是虚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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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安拉确已知道天堂居民的人数和火狱居民的人数以及他

们的总数，他们的数目在安拉那里不增也不减。 

安拉同样知晓人将要做的一切行为，每一个人都能容易地到达他

自己的前定。 

一切行为只凭结局而定，幸福者是安拉判定的有福之人，不幸者

是安拉判决的薄福之人。 

前定是安拉对其创造物的秘密，近主的天使不知道，被派遣的使

者也不知道，对此深思探究只会招致失望、离弃和叛逆。因此，对此

要谨防深究、思索和怀疑，安拉确已对其创造物隐藏了前定的知识，

并禁止他们寻求这一知识，正如清高的安拉在其经典中所言：“他自己

的行为，不受审讯，而他们都是要受审讯的。”（21：23） 

如果一个人质问：“安拉为何这样做？”他确已否定《古兰经》的判

决，谁若否定《古兰经》的判决，他确已属于逆徒之列。 

这是心胸光明且获安拉喜悦之人所寻求的总体认识，是精通学问

之人的品级。因为知识分为两类：存在的知识与失落的知识 ①，否认

                                                        
① 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大师（愿主慈悯之）说： 

塔哈维长老（愿主慈悯之）所说的“失落的知识”意即“幽玄的知识”，这

些知识专属于清高伟大的安拉，若有人佯称他知晓这些知识，就是叛教，因清高

的安拉说：“安拉那里，有幽玄的宝藏，只有他认识那些宝藏。”（6：59）“你说：

‘除安拉外，在诸天与大地间的，不知幽玄。’”（27：65） 

先知（祈主福安之）说：“幽玄的钥匙是五把，除安拉外绝无知之者。”然后，

他诵读了清高安拉的言辞：“在安拉那里，的确有关于复活时的知识，他常降及

时雨。”（31：34） 

许多正确的圣训传述中肯定：虽然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是安拉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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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知识是悖逆，佯称知道失落的知识也是悖逆，只有接受存在的

知识并放弃寻求失落的知识，正信才得以确定。 

我们相信天牌和天笔，所有事情都已记录其上。安拉已决定要发

生的事，纵然全体被造物联合起来，也无能阻止其发生；安拉未判定

发生的事，即便他们全体联合起来，也不能使其发生。天笔的记录直

至复生日而尽，若安拉注定一个人犯错，不会有人使其正确，若安拉

注定一个人正确，不会有人使其犯错。 

人应该知道：安拉在创造万物之前就全知所要发生的一切，并为

万物作出精密的规定，在诸天与大地的创造之中无矛盾、无偏差、无

取缔、无变更、无删减、无增添。 

这是正信的枢纽、认识的根基，是对清高安拉的独一及其主性的

确认，正如安拉在其经典中所言：“他创造万物， 并加以精密的注定。”

（25：2）以及“安拉的命令是不可变更的定案。”（33：38） 

反对和怀疑安拉的前定者真可悲！他以自己的想象来探索幽玄的

秘密，将因此而成为撒谎者和犯罪者。 

 
                                                                                                                                                               
造物中最优秀的、是众使者的领袖，但他依然不知道幽玄的知识，其他人就更不

可能知道了。先知（祈主福安之）所知道的只是清高的安拉教授给他的知识。 

当有人散布针对阿依莎（愿主喜悦之）的流言之际，先知（祈主福安之）并

不知道她的清白——直到天启下降。在一次同先知（祈主福安之）的旅行中，阿

依莎所戴的项链脱落了，先知（祈主福安之）于是派遣了一队人去寻找，但一直

找不到——他并不知道项链掉在哪里了，最后他们让骆驼卧下休息时，才发现项

链就在骆驼脚下。 

关于这点，《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证据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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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的宝座（阿尔什）与座椅（库尔西）是真实的，安拉无求于

宝座及其它被造物，他周知一切，在万有之上，万物不能洞悉他。 

 

我们说：安拉确已选择易卜拉欣为密友，他确已同穆萨对话。这

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对此诚信并听从。 

 

我们信仰众天使、众先知及降示给众使者的经典，我们作证他们

遵循明确的真理。 

 

我们把以克尔白作为朝向之人称为穆斯林和信士——只要他们

接受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所带来的律法，并相信他所说、所

告谕的信息。 

我们不妄论安拉，不对安拉的宗教进行争辩。 

我们不对《古兰经》进行争论，我们见证它确是众世界之主的言

辞，忠实之灵（天使加百列）带着它下降，并把它教授给众使者的领

袖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它是清高安拉的言辞，与被造物的言辞

绝不相等，我们不说它是被造的，我们与穆斯林大众的主张没有分歧。 

任何以克尔白为朝向之人，我们不因其犯罪而断其为叛教——只

要他没有把犯罪认作为合法。① 
                                                        

① 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大师（愿主慈悯之）说： 

塔哈维长老（愿主慈悯之）此言意即：任何一个信仰安拉及末日的人，只要

他没有把犯罪认定为合法，圣行及大众派就不因其犯罪——如通奸、饮酒、放高

利贷、忤逆父母等——而断他为叛教。假若他把犯罪认作是合法，那就是叛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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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说：有正信者犯罪无妨害。 

我们希望安拉赦免行善的信士们，以其慈悯让他们进入天堂，但

我们对他们不作担保，也不作证他们进天堂 ①。我们求安拉赦免他们

的过错，担心他们的结局，不对他们感到绝望。 

对安拉的惩罚无所畏惧和对安拉的慈悯绝望是偏离伊斯兰信仰

                                                                                                                                                               
因为这是对安拉及其使者的否认。虽然犯罪，但没有把罪恶认为合法的话，被认

为是信仰衰弱的表现，但不至于叛教，他是一个犯罪者，应根据安拉的法律接受

受相应的刑律处罚。 

这是圣行及大众派的主张，与哈瓦利吉派、穆尔太齐赖派以及追随他们错误

道路之人的主张不同。哈瓦利吉派把犯罪者定为叛教，而穆尔太齐赖派认为犯罪

者的地位在今世介于皈信与叛教之间，在后世则永居火狱——等同于哈瓦利吉派

的主张。这两派的主张都是虚妄的，是违背《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先贤们

的主张的，有些知识欠缺之人可能会对他们的观点感到困惑，但拥有真理之人却

能清楚地辨别真伪——正如我们上述的那样，感谢安拉。 

 

① 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大师（愿主慈悯之）说： 

塔哈维长老（愿主慈悯之）的话意即：除了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以天

堂报喜的十位圣门弟子等明确之人外，我们不作证他人进天堂。 

圣行及大众派认为信士和敬畏者们终将进入天堂，而逆徒、以物配主者和伪

信士们必将进入火狱。《古兰经》中的许多经文以及来自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

之）的许多圣训都对此作出肯定。例如： 

清高的安拉说：“敬畏的人们，必定在乐园和恩泽中。”（52：17）以及：“安

拉应许信道的男女们将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并永居其中。”（9：72） 

对于逆徒们，清高的安拉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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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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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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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种心态，以克尔白为朝向之人的正确心态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仆人只有在否认正信的内容时才脱离正信。① 

正信就是口头承认且内心诚信。② 

                                                        
① 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大师（愿主慈悯之）说： 

这句话有所局限。当一个逆徒念诵两个作证言之后，他就进入了伊斯兰——

如果他之前从未作证过。如果他之前曾念诵过两个作证言，然后又犯下了叛教的

事项，他可以通过忏悔而再次进入伊斯兰。 

“否认正信的内容”并非是导致叛教的唯一因素，众学者已经归纳出了专门

有关叛教的律例，其中有：攻击伊斯兰或先知（祈主福安之）、嘲笑安拉及其使

者或经典或安拉制定的律法，清高的安拉说：“你说：‘你们嘲笑安拉及其迹象和

使者吗？’你们不要托辞，你们确已在信教之后叛教了。”（9：65-66） 

此外，崇拜偶像、神像或向亡人祈祷、求救，向他们寻求帮助等等都是叛教

的行为，因为这与“除安拉外别无应受崇拜者”的言辞相悖，安拉是唯一的受崇

拜者，所有的祈祷、求助、鞠躬、叩头、献牲、许愿等等都只归属于他，谁若对

安拉之外的偶像、神像、天使、精灵、亡人等被造物有上述行为，他确已以物配

主了，违背了“除安拉外别无应受崇拜者”这一言辞。 

犯有上述这些言行的人，虽未否认正信的内容，但确已导致叛教，这是众学

者们的一致主张，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有着明确的证据。此外还有一些导

致叛教的事项，亦不在“否认正信的内容”之列，众学者们对此有专门的论述，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找相关的书籍参阅，安拉是使人顺利者。 

 

② 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大师（愿主慈悯之）说： 

这一定义是有所欠缺的。圣行及大众派的正确观点是：正信是口舌承认、内

心诚信并身体力行，它会因顺从而增加、因违逆而减少。有关这点，《古兰经》

和《圣训》中的证据很多，伊本·艾卜·阿兹长老在其《塔哈维信仰学注解》一

书中列举了很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参阅。 

将信仰与行为分开，这是穆尔基艾派（暂缓派）的做法，圣行及大众派同他

们不仅在言辞上分歧，也在内涵上不同，由此而衍生出的许多律例也就不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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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传述正确的来自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的律法与阐释都

是真实的。 

正信是一致的，有正信的人在根本上是相等的 ①，但他们以对安

拉的敬畏程度不同、对私欲的拒绝程度不同和对善功的履行程度不

同，而具有不同的等级。 

信士们全都是至仁主所护佑之人，在安拉那里最尊贵之人，是最

服从和追随《古兰经》的人。 

正信就是：信仰安拉及其众天使、众经典、众使者、末日和前定

——无论好与坏、甘与苦都来自于清高的安拉。 

 

我们相信上述所有信条，不在众使者间作任何区别，相信他们所

传达的一切。 

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教众中的犯大罪者不会永居火狱——只

要当他们死亡之时是认主独一之人，即便是没有忏悔也罢。这样的人，

在会见安拉时具有正信，他们将处于安拉的意欲和判决之中。如果安

拉意欲宽恕，就以其恩惠饶恕他们，正如清高的安拉在其经典中所言：
                                                                                                                                                               
个人只要对两派的言论进行思考，就可以明显区分出来。 

 

① 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大师（愿主慈悯之）说： 

这一观点是有问题的，甚至是错误的。有正信的人并不相等，而是有着巨大

的不同：众使者的正信与其他人不相等，正统哈里发及圣门弟子们的正信与其余

信士们的正信不相等，清廉信士们的正信与犯罪者们的正信不相等，如此等等。

这些差异来自于人心中对安拉及其名称、属性和律法的认识程度。这是圣行及大

众派的主张，不同于穆尔基艾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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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自己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这（以物配主）差一等的罪过。”（4：

48）如果安拉意欲惩罚，就以其公正令他们进入火狱受罚，然后以其

仁慈及顺从者的说情令他们出火狱，再让他们进入天堂。这是因为清

高的安拉是以他为主宰之人的保护者，在今后两世不会让他们像那些

否认他为主之人一样——那些人失去他的指引，也得不到他的保护。 

安拉啊！伊斯兰及穆斯林们的护佑者啊！求你使我们坚守伊斯兰，

直到我们带着这一信仰与你相会。 

我们认为：可以跟随以克尔白为朝向之人中的善良者和犯罪者做

礼拜，并为他们中的亡故者举行殡礼。 

我们不断定他们中的任何人进天堂或下火狱，也不作证他们叛教

或以物配主或伪信——只要他们没有明显地表现出相关事迹，我们把

他们心中的取向交由清高的安拉判决。 

我们认为：除了依法处决之人外，不能杀戮穆罕默德（祈主福安

之）教众中的任何人。 

 

我们认为：不应反抗我们的领袖和统治者——即便他们行事不公

也罢，我们不诅咒他们，也不违抗他们的命令。我们认为：只要他们

没有下达违背安拉的指令，服从他们就属于服从安拉之列。我们为他

们向安拉祈祷廉洁和宽恕。 

我们追随圣行及大众派，避免纷争、分歧和分裂。 

我们喜爱公正与忠实之人，憎恶不义和背叛之人。 

我们说：安拉至知我们不明确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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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无论是旅行还是居家都可以用摸皮袜代替洗脚——正

如圣训中传述的那样。 

追随穆斯林的长官——无论其优秀或恶劣——进行朝觐和圣战，

是直至复生日的法定义务，不能废除也不能违背。 

我们相信尊贵的、记录（人言行）的天使，安拉确已让他们成为

我们的监护者。 

我们相信死亡天使——他被责成去收取众生的灵魂。 

我们相信亡人在坟坑中遭受的刑罚，相信孟凯尔和纳基尔两位天

使在坟坑中拷问亡人对其主宰、宗教和先知的认识，这是根据安拉的

使者（祈主福安之）及其门弟子们（愿主喜悦他们）传述的信息确定

的。 

坟坑是天堂中的一座花园，或是火狱中的一个火坑。 

我们相信复生以及在复生日对行为的报应，相信行为被展示和清

算、功过簿被宣读、奖赏和惩罚、隋拉特桥和秤盘。 

天堂和火狱都已经被创造，它俩永不朽坏和毁灭。安拉确已在创

造众生之前创造了天堂和火狱，并为它俩创造了各自的居民，他让他

意欲者凭其恩惠进入天堂，让他意欲者凭其公正进入火狱。每人做自

己被预定的行为，得到自己被注定的结局。 

仆人的善恶皆由前定。 

必须伴随行为的能力，不能被描述为与生俱来的，它只能与行为

同在。 

而与健康、体力、技能和体质相关的能力，则存在于行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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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行为人密切相关，正如清高的安拉所言：“安拉只依各人的能力而

加以责成。”（2：286） 

仆人的行为由安拉所创造，但由自身所获得。 

安拉只让他们承受力所能及的事，他们也只能担负起安拉所责成

的义务 ①。这是对“无法无力只凭安拉”这句话的解释。 

我们说：除安拉外，任何人既无法也无力。任何人无法脱离对安

拉的违背——除非凭安拉的襄助；任何人无力顺服安拉并坚持于此

——除非凭安拉的恩许。 

万物的运行依赖于安拉的意志、知识、判决和前定，他的意志超

越于万物的意志，他的判决胜过于万物的谋略，他为所欲为，他永无

不义之举，他圣洁清净，与一切恶劣、罪恶、缺陷和丑陋无关。“他自

己的行为，不受审讯，而他们都是要受审讯的。”（21：23） 

活人的祈祷和施舍对亡人有益济。 

安拉应答祈祷、满足需求。 

他统辖一切，而无任何物辖制他，没有任何物能须臾脱离他。谁

若宣称自己能瞬间脱离安拉，那他确已悖逆了，成为自取灭亡之人。 

安拉有怒有喜，但他的喜怒与任何被造物绝不相像。 

我们喜爱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的门弟子们，但我们对他们

中任何人的爱都不超越限度，也不否认他们中的任何人。我们憎恶任
                                                        

① 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大师（愿主慈悯之）说： 

这句话不正确，事实上，人们有能力去做比安拉所责成的义务更多的事，但

清高伟大的安拉怜悯其仆人们、让他们容易而不让他们在宗教中繁难，这是来自

他的恩典与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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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憎恶他们、中伤他们之人，我们只宣讲他们的美德。喜爱他们是皈

信、正信和善良的标志，而憎恶他们是悖逆、伪信和恶劣的标志。 

我们肯定在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之后的第一继任权属于忠

诚的艾卜·伯克尔（愿主喜悦之），他是整个伊斯兰民族中最具资格之

人，其次是欧麦尔·本·罕塔布（愿主喜悦之），然后是奥斯曼（愿主喜

悦之），然后是阿里·本·艾卜·塔里布（愿主喜悦之），他们是正统哈里

发，是指引正道的伊玛目。 

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提名了十位圣门弟子，以天堂向他们

报喜，我们根据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对他们的见证——他的话

是真实的——而见证他们是天堂的居民，他们是：艾卜·伯克尔、欧

麦尔、奥斯曼、阿里、塔勒哈、祖拜尔、萨阿德、赛埃德、阿卜杜·拉

赫曼·本·奥夫、艾卜·欧拜岱·扎拉哈——伊斯兰民族的忠实者，愿安拉

喜悦他们全体。 

谁以优美的言辞谈论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的门弟子们和纯

洁的妻子们、廉洁的后代们，他确已脱离了伪信。 

先辈学者们及追随他们的学者都是优秀清廉之人，当以美好的言

辞谈论他们，谁对他们口出恶言，他确已偏离正途。 

我们不认为有任何圣徒（瓦利）能比任何先知（祈主赐他俩平安）

优秀，我们说：每一位先知都优越于所有的圣徒。 

我们相信来自圣徒们的奇迹，以及关于他们的传述可靠的言论。 

我们相信末日的征兆，如：旦扎勒的出世、玛利亚之子尔萨（祈

主赐其平安）从天而将，太阳从西边升起、以及地兽从原定的地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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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我们不相信占卜者和术士，也不相信任何有悖《古兰经》、《圣训》

和大众公议的言论。 

我们认为大众派是坚持真理与正道的，而分裂派导致迷误与惩

罚。 

无论在天上还是地上，安拉的宗教都是同一个，那就是伊斯兰教。

清高的安拉说：“安拉的宗教，确是伊斯兰。”（3：19）以及：“我已选择

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5：3） 

伊斯兰位于过度与不及之间、比拟和否认之间、宿命与自由之间、

保证与绝望之间。 

 

这就是我们的宗教与信仰，表里如一。我们在安拉面前表明自身

与所有违背我们上述观点和内容的人无关。 

我们祈求清高的安拉使我们的信仰坚定、并让我们带着正信离

世。祈安拉保护我们脱离各种私欲、混乱的意见和迷误的派系，如：

比拟派、穆尔太齐赖派、哲合米亚派、宿命派和自由派等，脱离任何

违背圣行与大众派之人、追随迷误之人，我们与他们无关，我们认为

他们是迷误者和恶劣者。所有的保护和顺利只来自于安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