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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穆罕默德（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 

 

问：你能给我简要地介绍一下先知穆罕默德（愿真主 

    祝福他，并使他平安）的生平吗？ 

答：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当以色列人四分五裂，扭曲、篡改了他们的信仰

和法律。真理开始泯灭，邪恶当世，欺压罪恶盛行。

民众需要一个宣扬真理，揭露罪恶的宗教引导人们重

归正道之际。真主派遣了穆罕默德（愿真主祝福他，

并使他平安），犹如真主所说的：【我降示这部经典，

只为使你对他们阐明他们所争论的（是非），并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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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经典作为信道的民众的向导和恩惠。】《蜜蜂章》

（第 64 节） 

    真主派遣的所有先知和使者都是召唤人类崇拜独

一的真主，将人们从黑暗引向光明。被派遣的第一个

先知是奴哈，最后一个就是穆罕默德（愿真主祝福他，

并使他平安）。清高的真主说：【我在每个民族中，

确已派遣一个使者，“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离恶

魔。”】《蜜蜂章》（第 36节） 

    最后的先知和使者就是穆罕默德（愿真主祝福他，

并使他平安），在他之后再无先知。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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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军章》（第 40 节） 

每位先知都被特派到他们所属的民众那儿，而真主把

他的使者穆罕默德（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派

遣给了全人类，这正如清净的真主所说【我只派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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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人类的报喜者和警告者，但世人大半不知道。】

《赛伯邑章》（第 28 节） 

    真主给他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

降示了《古兰经》，借此引导人们；凭着他们养主的

意欲，将他们从黑暗引向光明。清高的真主说：【这

部经典，我把她降示你，以便你奉真主的命令而把众

人从重重黑暗中引入光明，引入强大的、可颂的主的

大道。】《易卜拉欣章》（第 1 节） 

    使者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本·阿卜杜穆台

里布是古莱氏哈希姆家族的人。象年，他出生在麦加

（那年，那些大象的主人想摧毁天房，而真主彻底地

毁灭了他们。）。当先知还在母亲的肚腹中时，他的

父亲就离世了。他出生后由哈利麦·赛尔迪哺乳。而

后，他随母亲艾米娜·宾·瓁海卜去麦地那探望舅舅

们，在返回麦加的路途中，母亲在艾卜瓦伊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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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只有六岁。在这之后，他由爷爷阿卜杜·穆

台里布抚养。当穆罕默德八岁时，爷爷也去世了；而

后他就由叔叔艾布·塔里布抚养，四十多年来叔叔非

常地关爱他、偏重他、爱护他。艾布·塔里布一直到

去世也没有皈依穆罕默德所信仰的宗教，因为他担心

古莱氏人责备他抛弃了其祖先们所信仰的宗教。 

    穆罕默德曾经在小时候给麦加人放牧。在这之后，

他曾为海蒂彻·宾·胡瓁伊莱德到沙姆去经商，那次

经商获利丰厚。海蒂彻被他诚实的品质和信誉所感动，

之后，使者娶了她。当时他仅有二十五岁，海蒂彻四

十岁，在她有生之年直至去世，使者没有再娶过其他

的女子。 

    真主赐穆罕默德（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

健康地成长，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抚养，以便使他成

为民众中性格最优秀和道德最高尚的人；他是人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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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慷慨的人、最大度的人；他是最诚实、最守信用的

人，以至于人们都叫他艾敏尼（值得信赖的人）。 

    后来，真主赐他成为喜欢安静的人。他曾经喜欢

去希拉山洞参悟，一去就是几个昼夜，在那里崇拜他

的养主，向他的主宰祈祷；他厌恶偶像、酒以及不道

德的行为，所以他的一生从未涉足过这些。 

    穆罕默德（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在三十

五岁时，参与了古莱氏人重修天房的工程：当时，洪

水冲毁了天房，在重修过程中人们为由谁来安放黑石

而争执不休，穆罕默德建议他们把黑石放在一件衣服

上，由各部落的首领各抓一角，然后他抬起黑石，将

它放回原位。以此避免了人们的争论，也让每个人都

很满意。 

    愚昧时代的人们具有众多美好的品德：如慷慨、

忠诚和勇敢；他们中还有部分人信奉着易卜拉欣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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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他们尊重天房、游转天房、朝觐、做副朝、献牲。

但与此同时，他们还遗留了一些恶习。如奸淫、吃利

息、活埋女婴、欺压、崇拜偶像等等。 

    第一个改变易卜拉欣的宗教向人们宣传偶像崇拜

的是阿姆勒·本·里哈耶·舍扎阿，他把偶像带到麦

加等地，号召人们崇拜偶像，这些偶像有万德、赛瓦

伊、耶欧斯、耶偶尕、奈斯拉。 

    在这之后，有些阿拉伯人又开始崇拜其它的偶像。

其中包括：盖迪德人崇拜的麦纳、塔伊夫人崇拜的俩

特、乃何来瓦人崇拜的欧扎，克尔白内（天房）的胡

拜勒，甚至克尔白周围及人们的家中都置放着各种偶

像，人们都请占卜师、算命的人和巫师来判决他们之

间的纷争。 

    当举伴真主和种种罪恶以这些形势泛滥时，真主

派遣了穆罕默德（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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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只有四十岁，号召人们崇拜独一的真主，放弃偶

像崇拜，但是古莱氏人为此而攻击他。他们说：【难

道他要将许多神灵变成一个神灵吗？这确是一件怪

事。”】《萨德章》（第 5节） 

    这些除真主之外的偶像一直被崇拜着，直至真主

派遣了他的使者穆罕默德（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

安）向人们宣传崇拜独一的主宰，那些偶像才被穆罕

默德和他的圣门弟子（愿真主喜悦他们）砸碎、摧毁，

光明才重现，迷误才消失。【你说：“真理已来临了，

迷误已消灭了；迷误确是易灭的。”】《夜行章》（第

81 节） 

    第一次降示给先知（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

的启示是：当他在希拉山洞崇拜真主时，吉卜力勒天

使出现在他的面前，命令他读，使者说：“我不会读。”

就这样，他重复了三次，第三次后，吉卜伊勒天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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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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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主是最尊严的。】《血

块章》（1-2-3 节）。 

    当使者惶恐不安地回到家，告诉妻子海蒂彻所发

生的一切。他说：“我为自己担心。”她安慰他说：

“真主绝不会抛弃你！你怜恤血亲、帮助弱者、慷慨

待客、扶弱济贫、坚持真理。”随后，她带着使者去

她叔叔沃勒盖·本·奥夫那儿，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一

切时，他祝贺使者，这个追随穆萨的基督教徒鼓励他，

劝告他当他的民众伤害他、驱赶他时一定要坚忍。 

    在这之后，启示中断了一段时期，使者（愿真主

祝福他，并使他平安）为此非常伤心。有一天他正走

着路，再次见到吉卜伊勒现身于天地之间，他回到家

中盖起被子。就此，真主给他降示了启示：【盖被的

人啊！[2]你应当起来，你应当警告…】《盖被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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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节），在这之后，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

平安）陆续地接到启示。 

    先知曾在麦加宣教十三年：开始是秘密宣教，号

召人们崇拜独一的主宰，后来真主命令他们公开宣教。

他采取温和不战争的方式宣教，他分别劝诫自己最亲

的家人、族人、周围的人（向他们宣教），慢慢发展

到整个阿拉伯人，乃至于全世界。后来，清净的真主

说：【你应当公开宣布你所奉的命令，而且避开以物

配主者。】《石谷章》（第 94 节） 

    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男女皈信了他，其中有富裕

者、有地位者、羸弱者、贫穷者和奴隶。大部分人都

迫害他们的信仰，其中一些人受到伤害，一些人被杀

害，一些人为了躲避古莱氏人的迫害迁徙到了埃塞俄

比亚，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也和他们



11 

 

一起遭受迫害，但是他坚忍着，直到真主援助他的宗

教取得了胜利。 

    当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五十岁时，

他已宣教十载。保护他不让古莱氏人迫害他的叔叔艾

布塔里布去世了，接着支持他的爱妻海蒂彻也归真了。

所以，古莱氏人的迫害开始变本加厉，他们以各种方

式折磨伤害他，但他忍耐着，等待着真主的慈悯——

祈求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 

    他所面临的考验越发严峻，古莱氏人对他的迫害

与日俱增。他远赴塔伊夫向人们宣传伊斯兰，但是没

有人响应他，反而遭致迫害，人们用石头砸他，把他

的脚后跟打得鲜血直流。他回到麦加后在朝觐期和其

它时候继续向人们宣传伊斯兰。 

    真主赐他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

在吉卜伊勒天使的陪同下，乘着拜拉格飞马从禁寺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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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远寺，在那里祝福了所有的先知；而后又赐他登

宵，升至近天，他看到了先知阿丹以及位居其右边幸

福的民众和左边不幸的民众。然后他又升至第二层天；

看到了尔萨和叶海雅两位先知；在三层天看到了优素

福圣人；在第四层天见到伊德里斯圣人；在五层天看

到了哈伦先知；在六层天看到了使者穆萨；在七层天

看到了易卜拉欣圣人；最后他来到了极尽地的酸枣树

旁，在那儿，他的养主与他交谈，并且款待了他，为

他和他的民众规定了每个昼夜五十番的拜功，直至最

终减为五番拜功，但这五番拜功有五十番拜功的回赐。

将每天拜功减至五番是真主对穆罕默德（愿真主祝福

他，并使他平安）民众的恩赐。清晨前，先知（愿真

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回到了麦加，他将所发生的

事告知了人们，信士们都对他所说的坚信不疑，而不

信道者却听而不信。【赞美真主，超绝万物，他在一

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禁寺行到远寺。我在远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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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降福，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部分迹象。真主确是

全聪的，确是全明的。】《夜行章》（第 1 节） 

    真主为他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

派来了援助者。在朝觐期间，他遇到了一批来自麦地

那的赫兹勒吉部落的人们，这些人都皈信了伊斯兰，

他们回到麦地那后，在那里宣传伊斯兰。到第二年已

有十多人皈依了伊斯兰，使者与他们了见面。当他们

返乡时，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派穆苏

阿布·本·欧麦伊勒与他们一起返回，教授他们《古

兰经》和伊斯兰知识。在他的宣传下，更多的人皈依

了伊斯兰，其中有奥斯部落的首领赛阿迪·本·麦阿

兹及吴赛义德·本·哈兑勒。 

    在经受了麦加人的迫害和驱逐后，次年朝觐期间

奥斯和赫兹勒吉部落来了七十多人，他们邀请真主的

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去麦地那。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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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晒肉日的夜晚，使者与他们相约在阿格白会面，三

更后他们来到相约的地方，看到了使者（愿真主祝福

他，并使他平安），与使者同行的还有他的叔叔阿巴

斯，当时他还没有归信伊斯兰，只是很乐意参与这个

侄儿的事务。阿巴斯、使者和那些麦地那人热情的交

谈。之后，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与他

们结约将迁徙去麦地那，而他们则要支持、援助、保

护他，他们亦将拥有天堂的回赐，于是他们个个都宣

誓向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效忠。他们

走后，古莱氏人知道了这件事后，在外面追捕这些人，

可是真主保护了他们。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

平安）一直留在麦加，直到：【凡扶助真主的大道者，

真主必定扶助他；】《朝觐章》（第 40 节）这段经文

的降示。 

    真主命令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的

同伴们迁徙到麦地那去，于是，除那些被多神教徒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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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的人留下了，其他的穆斯林都迁往麦地那了。只有

真主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艾布·拜

克尔和阿里还留在麦加。当多神教徒察觉到圣门弟子

们都迁到麦地那去了，他们的使者也会随后迁往，于

是他们加剧了对使者的迫害，他们命人刺杀先知，而

吉卜力勒天使把他们的阴谋告诉了真主的使者（愿真

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于是使者（愿真主祝福他，

并使他平安）让阿里躺在他的床上，他（愿真主祝福

他，并使他平安）将人们寄存在他那儿的信托物都归

还给其主人。多神教徒们为了刺杀使者（愿真主祝福

他，并使他平安）在他的门前埋伏了一夜，而真主揭

露了他们的阴谋，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

在他们眼皮下走出家门，去了艾布·拜克尔家。为此

真主下降了【当时，不信道的人对你用计谋，以便他

们拘禁你，或杀害你，或驱逐你；他们用计谋，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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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用计谋，真主是最善于用计谋的。】《战利品章》

（第 30 节） 

    真主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决定

迁往麦地那，他与艾布·拜克尔一起去了公牛山，在

那儿呆了三天，并且雇了阿卜杜拉·本·艾比·乌勒

伊盖德（他当时还是个多神教徒）做向导，他俩将自 

己的骑乘交给了阿卜杜拉。事情发生后，古莱氏人感

到异常害怕，他们到处寻找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

使他平安）和艾布·拜克尔，但真主保护着他的使者。

当他们停止寻找时，他俩就前往麦地那。当古莱氏人

感到绝望后，开始悬赏二百峰骆驼缉拿使者（愿真主

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和艾布·拜克尔，或是他们两

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们在前往麦地那的途中加紧了追

捕工作。多神教徒苏拉格·本·马立克发现他俩时，

想把他俩交给古莱氏人，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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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平安）向真主祈祷使他的驼蹄陷入土中，他才知道

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是受保护的人；

他要求使者为他做好祈祷，不要受到伤害，于是使者

（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为他做了祈祷。苏拉

格回去后，转移了人们的视线。麦加解放后，他也皈

依了伊斯兰。 

    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到达麦地那

后，人们高呼“真主至大”，他们因使者的到来而兴

高采烈，男女老少热情地迎接使者。使者停驻在古巴

和穆斯林大众修建了古巴清真寺，并在那儿住了十几

个夜晚。周五，他去赛丽麦·本·奥夫的部落带领大

家聚礼。拜后，他骑着骆驼进了城，人们都围在他的

身边，人们牵着骆驼都希望使者能留住在他们那儿，

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让他们放开缰绳，

骆驼奉命向前行走，直至停在今天圣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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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主慈悯使者让他停在了清真寺附近的舅舅们的

家，于是他住进了艾布·安尤布·安萨里的家。然后

先知（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派人把他的家人

和女儿们以及艾布·拜克尔的家人从麦加接到了麦地

那。 

    先知（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和他的同伴

们在他的骆驼停留的地方修建了清真寺，把远寺当作

朝向。清真寺是由树木盖建的，屋顶搭着的是椰枣树

枝。先知（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到达麦地那

十几个月后，朝向改转向了禁寺。 

    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让迁士和辅

士成为了兄弟。和犹太人达成了协议，并且签定了和

平协约，维护麦地那的和平。犹太教的学者阿卜杜

拉·本·赛俩目皈依了伊斯兰，大部分犹太人都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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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伊斯兰，否认真主的宗教。在这年先知（愿真主祝

福他，并使他平安）娶阿伊莎（愿真主喜悦她）为妻。 

第二年，宣礼成为定制，真主把朝向改为克尔白，并

把“莱麦丹”月的斋戒定为主命。 

    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在麦地那稳

定下来，真主援助他取得胜利，使他周围的迁士和辅

士和睦相处，他们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当多神教徒、

犹太教徒和伪信士沆瀣一气诽谤使者，压迫、污蔑他，

向他挑衅时，真主命令他忍耐、宽容、坚韧；当他们

的欺压变本加厉时，真主允许穆斯林还击他们。为此，

清高的真主降示了经文【被进攻者，已获得反抗的许

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真主对于援助他们，确是

全能的。】《朝觐章》（第 39 节） 

    之后，真主又命令穆斯林征讨那些向他们挑起战

争的人，他说：【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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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黄

牛章》（第 190 节） 

    最后，真主命令他们征讨多神教徒，他说：【以

物配主的人群起而进攻你们，你们也就应当群起而抵

抗他们。】《忏悔章》（第 36 节） 

    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带领他的圣

门弟子宣传认主独一，他们奋战在真主的道路上，他

们瓦解了敌人的阴谋，除暴安良，真主援助他们成功，

所有的人都信仰了真主。于是，在迁徙后的第二年九

月，在百德尔讨伐了多神教徒，真主使穆斯林获胜，

分散了敌人的凝聚力；第三年，盖伊尕阿部落的犹太

教徒们背信弃义，他们杀害了一名穆斯林，于是使者

（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将他们驱赶至沙姆。

古莱氏人为报白德尔战役之仇，于第三年十月包围了

乌候德，引发了战争。在战斗中，弓箭手违背了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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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的命令，导致穆斯林

失败，多神教徒则返回了麦加，没有进入麦地那。 

在这之后，麦地那奈迪尔部落的犹太人背叛了条约，

他们欲加害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用

石头砸使者，真主使他免遭伤害。于是，在第四年穆

斯林讨伐了他们，将他们驱赶至海伊拜勒。第五年使

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为了击退穆苏团莱

戈部落的侵略，讨伐了他们，穆斯林取得了胜利，并

且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钱财、他们的妇女和儿童。

犹太教徒们的首领为了煽动同盟者们攻击穆斯林，以

此将伊斯兰扼杀在摇篮中。多神教徒、埃塞俄比亚人

和犹太教徒包围了麦地那，真主化解了他们的阴谋诡

计，赐使者和穆斯林取得了胜利【真主使不信道者末

能获胜，忿忿而归；真主使信士不战而胜。真主是至

刚的，是万能的。】《同盟军章》（第 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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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古莱依端部落的犹太教徒破坏了盟约，使者

（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围歼了他们，真主使

穆斯林取得了胜利，剿灭了他们男子，俘虏了他们的

妇女和孩子，而且获取了大量的战利品。 

    第六年，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决

定去做副朝，游转天房，但是多神教徒们阻碍了他，

于是在候德比耶与他们签订了停战十年的和平条约：

人们在此期间和平相处，信仰自由，而后大批人加入

了伊斯兰。 

    第七年，为了反击那些迫害穆斯林的犹太教首领，

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攻打了海伊拜勒，

穆斯林包围了他们，真主让他们获得了这次战役的胜

利，他们获取了大量的战利品，其中有：钱财和土地。

他写信给海伊拜勒的首领，命令他们皈依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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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年，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派

遣了以宰伊德·本·哈里斯为首的部队征讨那些侵略

者，但是罗马人聚集了大量的军队，他们杀了穆斯林

长官，真主使其他的穆斯林在那场残杀中脱身。 

    在此之后，麦加的非穆斯林出尔反尔，违背了条

约，所以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派遣了

强大的军队，解放了麦加，扫除了古老天房中的偶像，

废除了非穆斯林的统治。 

    伊历八年十月，为了抵抗赛格夫和海瓦兹两部落

的侵略，发动了海尼战役，真主使敌人溃败，穆斯林

从而获取大量战利品。接着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

使他平安）去了塔伊夫，包围了那里，但真主没有意

欲解放那里，所以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

仅仅向他们传达了伊斯兰的讯息，而后离开。随后，

塔伊夫人皈信了伊斯兰。一切结束后，使者（愿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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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他，并使他平安）返回并分配了战利品，他与圣

门弟子们做了副朝，凯旋而归麦地那。 

    第九年，在情势非常严峻的时刻爆发了塔布克战

役，当时天气异常炎热，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

他平安）为了反击罗马人的阴谋诡计，亲自统率部队

来到了塔布克，他们在那儿安营扎寨。但在这次战役

中未发生战斗，他们和部分部队签定了和约，且获得

了战利品。而后，返回了麦地那。这是使者（愿真主

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这一年，

有许多部落想皈信伊斯兰，其中有：太密穆使团、兑

伊使团、阿卜杜盖斯使团、白尼·哈尼法使团。这些

使团后来都加入了伊斯兰。在这年使者（愿真主祝福

他，并使他平安）派艾布·拜克尔带领人们去朝觐，

并派阿里与艾布·拜克尔同行，还命令阿里向人们宣

读《讨白章》，以便让人们与多神教徒脱离关系，命

令他在宰牲节那天对人们宣告：“人们呀！非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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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不了天堂，从明年起多神教徒不允许朝觐，也不允

许赤身裸体地游转天房，与使者有协约的人，协约依

旧有效，直至期满。” 

    第十年，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决

定去朝觐，他鼓励人们去朝觐，所以很多麦地那以及

其它地区的穆斯林都和使者一起朝觐。当时，他在茱

候莱伊法受的戒，伊历十二月到达麦加的，他游转了

天房，在绥发和麦尔卧之间完成了奔跑，人们知晓了

朝觐的仪式。在驻阿拉法特那天，他在阿拉法特发表

了意义深刻的演讲——演讲中，他肯定了伊斯兰教公

正的法律，他说：“人们呀！你们听我说，我不知明

年是否还能见到你们；人们呀！你们每个人的生命、

财产、名誉对其他人来说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犹如

你们将你们的今天、你们的这个月份、这个城市视为

神圣的一样！愚昧时代的一切习俗全部废除，愚昧时

期的血债一笔勾销，首先，我宣布勾销伊本·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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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本·哈里斯的血债，他曾由萨阿德家族抚育成人，

却被呼敕依日家族杀害；愚昧时代的各种高利贷一律

废除，我首先废除阿巴斯·本·阿卜杜穆台里布所放

的高利贷所得利息。是的！全部废除了！人们呀！对

于你们的妻室，你们要敬畏真主！因为真主确实允许

你们迎娶她们，依照真主的命令，她们对于你们是合

法的；她们对于你们的责任就是为你们保持贞操，如

果她们做了不义之事，你们可以打她们，但不要过分。

你们必须承担她们合理的衣食费用。 

    真的！我已把真主引导你们于正道的经典留给了

你们，如果你们坚信《古兰经》，你们将永不迷误。

当人们向你们询问我时，你们怎么说？”人们答道：

“我们作证，你确实传达了你的使命，教授并且劝告

了我们。”他抬起食指指向天空，然后转向人们说：

“真主呀！你作证吧！，真主呀！你作证吧！”他连

说了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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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真主完美了这个宗教，巩固了它的基础，在阿

拉法特给使者下降了这段经文：【今天，我已为你们

完美了你们的信仰，我已完成了我所赐你们的恩典，

我已选择了伊斯兰做你们的信仰。】《宴席章》（第

3 节） 

    这次朝觐被称为辞朝，因为使者（愿真主祝福他，

并使他平安）在这次朝觐中向人们告别，在这年之后，

他没有再朝过觐。朝觐结束后，使者（愿真主祝福他，

并使他平安）回到了麦地那。伊历十一年二月，使者

（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开始生病，疼痛难忍，

他命令艾布·拜克尔领大家礼拜，当时是三月份，病

情日益严重。伊历十一年三月十二号星期一，使者（愿

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归真，穆斯林民众悲痛欲

绝。星期三晚上，也就是星期二（阿拉伯人将昏礼后

就当做新的一天的开始）给使者清洗，穆斯林民众给

他举行了殡礼，将他埋葬在了阿伊莎的房间。先知（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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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去世了，但他所宣传的宗

教将永存直至复活日。 

    在这之后，穆斯林选择了他在山洞中的伙伴，陪

他迁徙的好友艾布·拜克尔（愿真主喜悦他）继任海

里法（即他们的领袖）；在他之后，欧麦尔（愿真主

喜悦他）继任了海里法；之后，奥斯曼（愿真主喜悦

他）和阿里（愿真主喜悦他）相继续任了海里法。他

们就是英明的四大海里法（愿真主喜悦他们）。 

    的确，真主恩赐他的使者穆罕默德（愿真主祝福

他，并使他平安）宽广的恩惠，赋予他优秀的品质，

清净的真主说：【承认至善者，我将使他易于达到最

易的境界。至于吝惜钱财，自谓无求，且否认至善者，

我将使他易于达到最难的结局。当他沦亡的时候，他

的财产于他有什么裨益呢！】《上午章》（第 6-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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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赐予他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绝

无仅有的品德，甚至于他的养主都称赞他【你确是具

备一种伟大性格。】《笔章》（第 4 节） 

    这些高尚的品德，优异的情操，使得使者（愿真

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在真主的意欲下，能够团结

大众，博得民众的爱戴。【只因为从真主发出的慈恩，

你温和地对待他们；假若你是粗暴的，是残酷的，那

么，他们必定离你而分散；故你当原谅他们，当为他

们向主求饶，当与他们商议公事；你既决计行事，就

当信托真主。真主的确喜爱信托他的人。】《伊姆兰

的家属章》（第 159 节） 

    真主将他的使者穆罕默德（愿真主祝福他，并使

他平安）派遣给了全人类，给他降示了《古兰经》，

命令他召唤人类认主独一。清净的真主说：【先知啊！

我确已派遣你为见证者，为报喜者，为警告者，为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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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之命召人于真主者，为灿烂的明灯。】《同盟军

章》（第 15-46 节） 

    真主使他的使者穆罕默德（愿真主祝福他，并使

他平安）以六件事成为最优秀的先知：“我以六件事

优越于其他的先知：他将《古兰经》赐予我；我用恐

惧战胜敌人；战利品对于我是合法的；整个大地对于

我都是洁净的，都是清真寺；我被派遣于全人类；我

是最后的先知。”《穆斯林圣训集》（第 523） 

    所以，全人类都应该笃信他，追随他的宗教，以

便真主使他们成为天堂的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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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章》（第 13 节） 

    真主赞扬了那些归信使者的有天经的人们（犹太

教和基督教徒），以双倍的回赐向他们报喜。清高的

他说：【在启示这真言之前，曾蒙我赏赐天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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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确信这真言的。当有人对他们宣读这真言的时候，

他们说：“我们确信这真言，它确是从我们的主降示

的，在降示它之前，我们确是归顺的。”这等人，因

能坚忍，且能以德报怨，并分舍我所赐予他们的，故

得加倍的报酬。】《故事章》（第 52-54）.先知（愿

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说：“三种人享有双倍的

回赐：有天经的人归信了他的使者，又遇到了先知（穆

罕默德），并且归信了他，追随了他并且相信他，这

种人有双倍的回赐……。” 

    没有归信使者穆罕默德（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

平安）的人，就是否认真主的人，他们的归宿是火狱。

犹如清净的真主所说的：【不信真主和使者的人，我

确已为他们这等不信者预设火狱了。】《胜利章》（第

13 节）。先知（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说：“以

掌握穆罕默德生命的主宰发誓，不听从我的犹太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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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督教徒，在死后，他们并不是归信他们使者的人，

而是火狱的居民。”《穆斯林圣训集》（第 154 节） 

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是一个常人，他

只知道真主赐予他的知识，他不知幽玄，他并不掌握

自己或任何人的祸福。清净的真主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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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章》（第 188

节）。 

    真主派遣他宣传伊斯兰，借此使伊斯兰优于其它

宗教。【他因正道和真教而派遣他的使者，以便他使

真教胜过一切宗教。真主足为见证，】《胜利章》（第

28 节）。 

    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的使命就是

传达他所接受的启示，以及真主的引导。【如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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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避，那么，我没有派你做他们的监护者，你只负通

知的责任。】《协商章》（第 48 节）。 

    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凭着他的优

秀品德，号召人们皈信伊斯兰，使他们从重重黑暗走

向光明，为此，真主已宽恕他前前后后所有的过错。

在很多时候，真主都命令我们多多地祝福使者，清净

的真主说：【真主的确怜悯先知，他的天使们的确为

他祝福。信士们啊！你们应当为他祝福，应当祝他平

安！】《同盟军章》（第 56节）。 

    使者一直奋战在主道上，宣传伊斯兰，他的圣门

弟子们也同他奋战在主道上，所以我们应以他为楷模，

遵循他的圣行，追随他的道路，犹如清净的真主所说

的：【希望真主和末日，并且多多记念真主者，你们

有使者可以作你们的优良模范。】《同盟军章》（第

2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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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是符合人性的平等的宗教，是真主赐予全

人类的，受他喜悦的宗教。它包括重要的信条及分支，

礼节、品德、功修和交际各个方面。人类只有遵循了

伊斯兰的法律，并实践到生活中，才能真正地幸福。

真主只接受这种人的信仰，清净的主说：【舍伊斯兰

而寻求别的信仰者，他所寻求的，绝不会被接受，在

后世，他必是亏折的人。】《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85 节）。 

    主啊！祝福穆罕默德及其家人吧！犹如你祝福易

卜拉欣圣人及家人一样，你确是至荣的主，受赞颂的

主。 

摘自学者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图吾吉勒《伊斯

兰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