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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研究家、《文明的故事》一书的作者沃陆•

杜兰特说：“如果让我们评选对人类历史最有影响的伟

人，那么，我们只能说：‘穆罕默德 确是历史上对

人类影响最伟大的人。他以身作则提高人民的精神和道

德水平，他把自己投身到野蛮、高温和干旱的沙漠之中；

他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在整个人类史上，从来都没

有任何其他的改革者这样做过……，并建立了超越犹太

教、基督教和当地古老宗教的一个简单易行、清楚明晰

和坚定的信仰，建立了一个有道德、诚实、勇敢和强大

的民族。他能够在一代人中取得一百次战役的胜利，在

一个世纪内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直到今天，这种强大

的力量仍然留存在半个世界里’。”

①
 

 

                                                        ①《文明的故事》第十三卷，第 47 页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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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奉奉奉奉奉奉奉 特特特特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慈慈慈慈 慈慈慈慈     

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一切赞颂全归养育众世界的真主，我作证：除了独一

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我又作证：穆罕

默德 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伊斯兰的文化价值观》这

本书包括了所有民族需要的文化价值；伊斯兰确已带来有

价值的文化，伊斯兰命令和鼓励人们遵循它，警惕违背它；

同样，所有符合人性的受赞扬的事情，有利于人类事业的

事情，伊斯兰都加以了证实，或指示出了它的基础与原则。

作者经过研讨之后发现：大多数的文化成分，都在伟大的

伊斯兰中提到了。然后作者把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

分：文明价值观。它包含三个论题：科学，信仰和完善。 

第二部分：社会价值观。它包含七个论题：中庸，关

心妇女，友爱，仁慈，和平，品德和卫生。 

第三部分：行政价值观。它包含六个论题：信仰，原

则，法律裁决，基础及其范畴的收集，确保权利，发展金

融，维护正义，强壮，以及宽容违法乱纪者。 

作者采取了谨慎的措施，尽量确保言简意赅，缩小篇

幅，不令读者失望。因为作者渴望本书能翻译成多种语言，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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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来保护伊斯兰，并号召人们皈依它。 

一切赞颂全归养育众世界的真主，愿真主赐福封印的

先知和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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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真主的喜爱和伟大充满爱仆的心

田；除他们之外者的心中对于真主的知识和前定一片空白。

我作证：除了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

主宰——心灵喜爱、敬重和赞美地信仰的主，灵魂渴望和

敬畏地依赖的主；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和仆

人，是真主的爱友和精选的仆人，是忠实于真主启示的诚

实可靠者。在众使者的使命中止时期，真主派遣了他，以

便拯救人类免遭欲望和私欲的奴役，他是直接联系着天地

的创造者，他是行者的向导，他的使命是对万物的怜悯和

引导，是众世界的福音，是被迫害的庇护所。愿真主赐他

平安，并多多地赐福他。 

当作者研究历史上的各种文化，并思考这些文化的发

源地时，发现所有文化的共同点都是出现在河流或海洋流

域，这些文化基本上都是出现在水源附近，但如果研究到

伊斯兰文化时，你就会发现她的发源地是在阿拉伯半岛—

—一个无法种植，没有水源，也没有河流的山谷，但她拥

有比水更加优越的东西，那就是真神的启示，这种启示就

像生命与生物中的灵魂一样，清高的真主说： 

َذلَِك   �:قا� تعا�
َ
	َْحْيَنا َ	�

َ
َْك  �

َ
نْ  ُ�	ًحا �ِ� ْمِرنَا م�

َ
 تَْد�ِ� ُكنَت  َم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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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كَتاُ! َ	ال َما
ْ
َنا+ُ  َ	لَِكن ا(ُ اِإليمَ  ال

ْ
1َشا5 َمنْ  بِهِ  غ1ْهِد� نُوً�ا َجَعل ِعَبا8ِنَا  ِمنْ  ن

َْهِد� َ	;ِن1َك 
َ
<  

َ
ْسَتِقيمٍ  ِ@َاٍ?  �ِ= Dم .�ِ

1
Fَما ِ@َاِ? اهللاِ ا ُ

َ
H  Iِ  Jَِا	َما  َ	َما الس1

 Iِ  Kِ�ْ
َ
ال األ

َ
�  ُMاهللاِ تَِص 

َ
ُمو�ُ  �ِ=

ُ
 .�53 52سو�� �لشو��� �  األ

【【【【[52][52][52][52]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样启示你从我的命令中发出的精神样启示你从我的命令中发出的精神样启示你从我的命令中发出的精神样启示你从我的命令中发出的精神。。。。你本你本你本你本

来不知道天经是什么来不知道天经是什么来不知道天经是什么来不知道天经是什么，，，，正信是什么正信是什么正信是什么正信是什么；；；；但我以天经为光明但我以天经为光明但我以天经为光明但我以天经为光明，，，，

而借此光明引导我所欲引导的仆人而借此光明引导我所欲引导的仆人而借此光明引导我所欲引导的仆人而借此光明引导我所欲引导的仆人。。。。你确是指示正路者你确是指示正路者你确是指示正路者你确是指示正路者。。。。

[53][53][53][53]那是真主的路那是真主的路那是真主的路那是真主的路。。。。天地万物都是他的天地万物都是他的天地万物都是他的天地万物都是他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万事只归万事只归万事只归万事只归

真主真主真主真主。。。。】】】】

①①①①
 

因此，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所带来的封印的使命，

包括了人类所需要的一切，以及正确地崇拜养主，并建立

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伊斯兰的信仰，法规，价值观，原

则和宗旨，这个来自于神的使命是人类最后文化的基础，

以此为出发点来指导世人，让人们记起伊斯兰的文化，她

并没有削减早期的文化，而是吸收和增加了早期文化的优

点，并阐明了其中的缺点，这是哲学和所有的宗教都无法

解决或研究的事项，获得了伟大成功，并为人类在很短的

时间内取得了许多硕果，这些是违背者们都足以见证的。

纽约大学希伯莱语和东方文学教授乔治•布什（1796 年—

1859 年）

②
说：“他{即：穆罕默德 }确已奠定了帝国的

                                                        ①《协商章》第 52-53 节 ②译者注：乔治·布什（1796 年 6 月 12 日—1859 年 9 月 19 日），美国神学家、演说家，是美国第 41 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和第 43 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远亲。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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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能够在八十年之内把帝国的王权扩大到比罗马八百

年所能够扩张的国家和地区更加广泛，更令我们惊讶的是

她扩大到越来越多的地区，如果我们不谈论他政治方面的

成功，只谈论伊斯兰的崛起，迅速和持续性的传播，以及

根深蒂固的永久性，就是见其优越性。事实上，伊斯兰的

先知和伊斯兰所实现的，都是无法解释的，除非是凭借上

帝的特殊眷恋，穆罕默德 所取得的成功与他的潜能力是

不相称的，不是能根据人类所理解的去解释清楚的。当然，

只能说他一直都是在上帝的保护和关注下工作的，也只能

用这种解释可解释这些令人瞩目成果的成就原因。”

①
 

当你审查成立任何一种正确的文化所需要的成分的根

源时，你就会发现，她必须拥有基本成分和其她的援助成

分。取决于这些文化最突出、最伟大的成分就是： 

第一：正确的信仰是真正实现个人精神的修养，健康

的身体，健全的社会，安全的方针，导人于正确的媒介，

确保人类拥有两世的幸福。 

第二：科学揭示了真正事实的存在，证明了正确的目

标，并告诉他自身的事实，为他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如

果他遵循就可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免去了他不可缺

                                                        ①《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伊斯兰和穆斯林帝国的创始人》作者：乔治·布什，翻译：阿布杜莱哈曼·阿布杜拉·谢赫博士，利雅得奴·穆利赫图书馆，伊历1425年，第 353 页。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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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麻烦，缩短了他在寻找第一世纪的实质——《古兰经》

揭示了事实运行与结束的时间，在这一领域中利用科学成

果，以便获得正确的结果，排除辩论的对立面。 

第三：完全公正地对待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富人

与穷人，贵族与平民，完全公正地对待敌人和朋友，以此

对所有的人进行裁决，她不会因包庇或根据有理的一方而

改变标准。 

第四：目标是明确的，健全的和具体的，能减轻心灵

的混乱，使内心因为崇高的目标和安全的媒介而激动，消

除对未来内心的黑暗，人类应鉴于自己养主的光明而工作，

了解工作的始终，并坚信工作获得的赏赐和报酬，为了未

来的共同体而忘我工作。 

第五：通过真诚的爱可以使社会合为一体，人们会因

此而真诚、喜爱和敬重地相待，人们的心灵就会像一个身

体上的肢体一样相互合作，如果其中的某一部位感到不适，

她的其她部位也会感到煎熬和发烧，每个人都不会认为他

比自己的兄弟或邻居更应该多拥有一个银币或一个金币。 

伊斯兰确已阐明和证实了这些基础，鼓励人们去遵循

她，并警告不要违背她，或贬责她，或对她妄加判决，如

果真主意欲，就像你将会在本书中所要看到一样。 

如果当公正的读者观看任何管理成分或任何文明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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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要素，然后再观看《古兰经》和纯洁的《圣训》时，

他就会发现《古兰经》和《圣训》中确已说明和重视的证

据。例如：如果他观看管理学中的十大规则，或十项原则，

他将会发现伊斯兰确已鼓励并优先提倡了这一切，这只是

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如果当研究者观看伊斯兰中的任

何内容之一，或观看伊斯兰号召人们遵循文化的成分，乍

看之下，他就会认为伊斯兰的来临就是为了这个唯一的目

的，或他会认为这是伊斯兰中的主要内容，因为有大量的

明文证明这些，因此，我无法在这本书里汇集所有关于某

一内容的明文，但这些足以证实和表明它在伊斯兰中的立

场；同样，在本书里我也无法表明伊斯兰带来的文化成分

中的每一个内容，但我只是根据自己的努力，指出了这些

成分的基础，提出了它的重点，并引证了《古兰经》和纯

洁的《圣训》。 

我把这本书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文明价值观。它包含三个论题： 

第一论题：科学 

第二论题：信仰 

第三论题：完美 

第二部分：社会价值观。它包含七个论题： 

第一论题：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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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论题：关爱妇女 

第三论题：喜爱 

第四论题：仁慈 

第五论题：平安 

第六论题：性格 

第七论题：卫生 

第三部分：行政价值观。它包含六个论题： 

第一个论题：包含信仰和原则 

第二个论题：确保权利 

第三个论题：发展和保护金融 

第四个论题：维护正义 

第五个论题：强壮 

第六个论题：宽容违法乱纪者 

我祈求真主使我的这项工作纯粹是为了获得他的喜

悦，符合他先知 的圣行，使其成为有益的知识和清廉的

工作，并使它成为号召人们皈依伊斯兰的媒介，正道的指

导者，成为主的使者和《古兰经》的保卫者，“凭伟大真主

的名义，庇护我工作和举意正确；凭着我的力量是无法完

成的，来自于他的指导增加了我的喜爱和决心，我只向他

祈求护佑，保护我的一切，赦免和宽恕我的错误和过失，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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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是施恩的，慷慨的主。”

①
 

在此前言结束之际，我感谢真主——他是真正值得感

谢的主，他赐予恩惠，慈悯和容易，使我完成这一微薄的

工作。我感谢超绝万物的真主，他赐予了连续不断地恩典，

我向他祈求完善他的恩典——饶恕我的过错，使我有完美

的结局；同时，我也感谢所有对本书有帮助的人。我要提

醒读者，本书将分为三部分发行。 

一切赞颂全归养育众世界的真主，凭借他的恩典完美

所有善行，我祈求真主赐予为怜悯众世界而被派遣的使者

幸福和平安。 

 

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艾勒苏海米博士 

沙特国王大学，教育学院，伊斯兰研究部 

沙特阿拉伯信仰、宗教、教派、法学主张科学研讨协

会会员，沙特社会宣传研究协会会员 

伊历 1428/12/28 

编于利雅得 

ams_1423@hotmail.com 

  

                                                        ①《光明的正确影响》作者：阿亚杜·本·穆萨·艾勒耶哈苏碧，阿提格图书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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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文明价值观 

这一部分包含了三个论题，它涉及同一件事，一个纽

带，真的，它就是证据，明证，科学，信仰和完善。任何

事情，只有凭着清楚明了的、准确的证据，和令人信服的

论点才能确立，因为科学是信仰的基础，它优先于工作；

因此，我在本书中首先谈论这个话题，其次是信仰，最后

是完善……以下便是详细论述： 

第一论题第一论题第一论题第一论题：：：：科学科学科学科学    

伊斯兰这个伟大的信仰，她是科学的信仰。假若问到

任何一个公正的人：“这个信仰最卓越、最伟大的是哪一方

面？”他一定会说：“科学。”任何一个问题，在伊斯兰中

都可以找到大量的知识，基础，或证据，以下我们将阐明

科学在这个信仰中的地位。 

阐阐阐阐 伊伊伊伊伊伊伊伊 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兰兰兰兰明明明明 学学学学    

作者在本篇中无法完全地阐述伊斯兰对科学的重视，

有时她鼓励学习科学，有时她阐明学者的优越性，有时她

告知学者比为主道战斗者的地位更伟大，有时阐述学者的

地位，因为在真主看来学者比修行者的地位更伟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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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光辉的方面，我们将从中谈论一二：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 鼓鼓鼓鼓习习习习 习习习习第一第一第一第一 ：：：：     

首次降示给使者穆罕默德 的经文就可以证明这一

点，那就是清高的真主说： 

  �: قا� �هللا تعا�
ْ
رَ�
ْ
� َ�ب�َك  بِاْسمِ  اقِ

1
Fَعلٍَق  ِمنْ  اِإلنَسا(َ  َخلََق . َخلََق  ا .

 
ْ
رَ�
ْ
َرTُ  َ	َ�بDَك  اق

ْ
ك
َ
�. األِ

1
Fمَ  ا

1
َقلَمِ  َعل

ْ
مَ . بِال

1
سو��  � َفْعلَمْ  لَمْ  َما اِإلنَسا(َ  َعل

  .5- 1�لعلق�

［［［［1111］］］］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2][2][2][2]他曾用他曾用他曾用他曾用

血块创造人血块创造人血块创造人血块创造人。。。。[3][3][3][3]你应当宣读你应当宣读你应当宣读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你的主是最尊严的，，，，[4][4][4][4]他他他他

曾教人用笔写字曾教人用笔写字曾教人用笔写字曾教人用笔写字，，，，[5][5][5][5]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①①①①
伊本阿苏拉提到这章经文的宗旨：“教授穆罕默德 《古

兰经》以及诵读她，因为他此前不会诵读，暗示知识是容

易获取的，因为真主以书写激发人类学习，他是大能于教

授他所意欲者的，并暗示伊斯兰将会成为一个了解诵读，

书写和科学的民族，并指示应思考真主的创造物，特别是

奇迹般地从血块中创造了人类，这是思考的基础。”

②
 

可以证明这些的还有，真主命令他的使者 先有知

识，然后再工作，清高的真主说： 

                                                        ①《血块章》第 1-5 节 ②《解放与启示经注》作者：穆罕默德·塔黑尔·本·阿苏尔，突尼斯赛哈努印刷厂，15/434.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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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1هُ  فَاْعلَمْ  � :قا� تعا�
َ
َ  ال ك

َ
Hِ�  1َاْسَتْغِفرْ اُهللا  �ِال	ُمْؤمِ  

ْ
نبَِك َ	لِل َFِ َ\ِن 

 Jُِمْؤِمَنا
ْ
َبُكمْ  َفْعلَمُ  اهللاُ 	َ  	َال

1
 .�19 $مدسو��  �َ	َمْثوَاُكْم  ُمَتَقل

【【【【[19][19][19][19]你应当知道你应当知道你应当知道你应当知道，，，，除真主外除真主外除真主外除真主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

你应当为你的过失而求饶你应当为你的过失而求饶你应当为你的过失而求饶你应当为你的过失而求饶，，，，并应当为众信士和众信女而求并应当为众信士和众信女而求并应当为众信士和众信女而求并应当为众信士和众信女而求

饶饶饶饶。。。。真主是全知你们的活动和归宿的真主是全知你们的活动和归宿的真主是全知你们的活动和归宿的真主是全知你们的活动和归宿的。。。。】】】】

①①①①
伊本杰利利注释

这节经文的意思是：“穆罕默德啊！你应当知道，除了众生

的创造者，万物的拥有者——真主之外，没有任何真正应

受崇拜的，或具有神性的，允许你与万物去崇拜；除真主

之外，没有任何具备养育性的。你当为自己的过错而求饶

恕，你当为自己以及男女信士的过错而向你的养主祈求宽

恕。”

②
 

先知穆罕默德 阐明了求知的道路就是通向天堂的

道路，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 «:����قا_ 
ً
 سهل اهللا H به طريقا

ً
 يلتمس فيه علما

ً
من سلك طريقا

 .مسلم(خرجه  .»اfنة
““““谁走上求知的道路谁走上求知的道路谁走上求知的道路谁走上求知的道路，，，，真主以此使他容易地走上通往真主以此使他容易地走上通往真主以此使他容易地走上通往真主以此使他容易地走上通往

天堂的道路天堂的道路天堂的道路天堂的道路。。。。””””

③③③③
这段圣训在《提勒秘日圣训集》中提到的

很长。原文如下： 

                                                        ①《穆罕默德章》第 19 节 ②《古兰经注释荟萃》，作者：穆罕默德·本·杰利利·艾勒泰柏利，使命公司，审查：穆罕默德·艾哈默德·夏克尔，第一版，伊历 1420 年，26/53 ③《穆斯林圣训集》第 2699 段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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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نةfا iمن طر 
ً
 سهل اهللا به طريقا

ً
 يلتمس به علما

ً
من سلك طريقا

 H طالب العلم ليستغفر );	 hالئكة >ضع �جنحتها �ضا لطالب العلمsفإ( ا
من I السما5 	األ�K حw اvيتا( I اsاh5 	;( فضل العالم u العابد كفضل 

ألنبياh5 	;( األنبيا5 لم يو�ثوا القمر u سائر ا}جوhT �( العلما5 هم 	�ثة ا
h 	;نما 	�ثوا العلم فمن �خذ به �خذ ~ظه �	 ~ظ 	افر

ً
 .»8ينا�اً 	ال �8هما

 ماجه (خرجه �6��5 0�ل4مذ�1 0�بن

““““谁走上求知的道路谁走上求知的道路谁走上求知的道路谁走上求知的道路，，，，真主以此使他容易地走上通往真主以此使他容易地走上通往真主以此使他容易地走上通往真主以此使他容易地走上通往

天堂的道路天堂的道路天堂的道路天堂的道路；；；；众天使因为喜爱求知者而落下他们的翅膀众天使因为喜爱求知者而落下他们的翅膀众天使因为喜爱求知者而落下他们的翅膀众天使因为喜爱求知者而落下他们的翅膀，，，，

天地间的万物天地间的万物天地间的万物天地间的万物，，，，甚至水中的鱼都为求知者求恕饶甚至水中的鱼都为求知者求恕饶甚至水中的鱼都为求知者求恕饶甚至水中的鱼都为求知者求恕饶。。。。的确的确的确的确，，，，

学者优越于修行者学者优越于修行者学者优越于修行者学者优越于修行者，，，，就像月亮优越于其它的繁星一样就像月亮优越于其它的繁星一样就像月亮优越于其它的繁星一样就像月亮优越于其它的繁星一样；；；；学学学学

者是众先知的继承人者是众先知的继承人者是众先知的继承人者是众先知的继承人，，，，众先知没有留下金币和众先知没有留下金币和众先知没有留下金币和众先知没有留下金币和银币银币银币银币，，，，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留下的只有知识留下的只有知识留下的只有知识留下的只有知识，，，，谁获得了知识谁获得了知识谁获得了知识谁获得了知识，，，，那么那么那么那么，，，，他确已获得了份他确已获得了份他确已获得了份他确已获得了份

额额额额，或获得了丰厚的份额或获得了丰厚的份额或获得了丰厚的份额或获得了丰厚的份额。。。。””””

①①①①
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又说又说又说又说：：：： 

يْنِ «: ����قا_  ْهُه Iِ ا��  متفق عليه» َمْن يُر8ِِ اُهللا بِ�ِه َخMْاً ُفَفق�

““““真主欲使谁幸福真主欲使谁幸福真主欲使谁幸福真主欲使谁幸福，，，，就使其理解伊斯兰就使其理解伊斯兰就使其理解伊斯兰就使其理解伊斯兰。。。。””””

②②②②
伊本哈杰

尔（愿主怜悯他）解释这段圣训的意思时说：“在圣训中显

而易见地阐明了学者比其他的人更加优越，因为理解伊斯

兰的知识优越于其它的学科。”

③
 

在先知 为知识、求知者、领悟者和教授者打的这个

                                                        ①《达尔米圣训集》1/110，《提勒秘日圣训集》5/48，《伊本马哲圣训集》1/78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7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037 段 ③《布哈里圣训集注释》1/165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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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的例子中，也阐明了知识和学习的优越性。艾布穆萨

的传述，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说说说说：：：： 

مثل ما بعث� اهللا به من ا�د� 	العلم « :قا_  ��=> عن (; مو: عن 
h ف�( منها نقية قبلت اsا5 فأنبتت ال�أ 

ً
كمثل الغيث الكثM �صا! ��ضا

�	 hMالعشب الكث	فنفع اهللا بها ا}ا� ف�بوا  h5اsنت منها �جا8! �مسكت ا
	سقوا 	��عواh 	�صابت منها طائفة �خر� �نما � قيعا( ال تمسك ما5 	ال 
 hم
ّ
h فذلك مثل من فقه I 8ين اهللا 	نفعه ما بعث� اهللا به فعلم 	عل

ً
تنبت �أ

� ��سلت بهFلم يقبل هد� اهللا ا	 
ً
 متفق عليه .»	مثل من لم يرفع بذلك ��سا

““““真主以正道和知识派遣了我真主以正道和知识派遣了我真主以正道和知识派遣了我真主以正道和知识派遣了我，，，，犹如丰富的甘霖普降犹如丰富的甘霖普降犹如丰富的甘霖普降犹如丰富的甘霖普降

大地大地大地大地，，，，有些土地肥沃有些土地肥沃有些土地肥沃有些土地肥沃，，，，吸收了水分之后吸收了水分之后吸收了水分之后吸收了水分之后，，，，便能长出各种植便能长出各种植便能长出各种植便能长出各种植

物和庄稼物和庄稼物和庄稼物和庄稼；；；；有些有些有些有些土地寸草不生土地寸草不生土地寸草不生土地寸草不生，，，，水也渗不进去的硬瘠地水也渗不进去的硬瘠地水也渗不进去的硬瘠地水也渗不进去的硬瘠地，，，，

但它能库存雨水但它能库存雨水但它能库存雨水但它能库存雨水，，，，真主以此使人受益真主以此使人受益真主以此使人受益真主以此使人受益，，，，他们吃饮他们吃饮他们吃饮他们吃饮、、、、灌溉和灌溉和灌溉和灌溉和

耕耘耕耘耕耘耕耘；；；；而另一部分斜坡之地而另一部分斜坡之地而另一部分斜坡之地而另一部分斜坡之地，，，，虽经雨水灌溉虽经雨水灌溉虽经雨水灌溉虽经雨水灌溉，，，，但它却寸草但它却寸草但它却寸草但它却寸草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又不能库存水又不能库存水又不能库存水又不能库存水。。。。这就是对通晓真主的教门这就是对通晓真主的教门这就是对通晓真主的教门这就是对通晓真主的教门，，，，他从真他从真他从真他从真

主派遣我的正道中获益主派遣我的正道中获益主派遣我的正道中获益主派遣我的正道中获益，，，，学习并且教授他人的比喻学习并且教授他人的比喻学习并且教授他人的比喻学习并且教授他人的比喻，，，，也是也是也是也是

对那些首高趾扬对那些首高趾扬对那些首高趾扬对那些首高趾扬，，，，不肯接受真主用以派遣我的正道的比不肯接受真主用以派遣我的正道的比不肯接受真主用以派遣我的正道的比不肯接受真主用以派遣我的正道的比

喻喻喻喻。。。。””””

①①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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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伊斯兰的文化价值观黄  
23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鼓鼓鼓鼓 知知知知鼓鼓鼓鼓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习习习习第二第二第二第二 ：：：：     

阐明知识和学者最显著的地位有：超绝万物的真主把

自己的作证与学者的作证联系在一起，那是最伟大、最荣

耀的见证——作证超绝万物的、清高的真主是独一无二的

主宰。清高的真主说： 

ن1هُ اُهللا  َشِهدَ � :قا� تعا�
َ
َمالَئَِكةُ  ُهوَ  �ِال1  �ِلَ�هَ  الَ  ك

ْ
  	َال

ْ
ْ	لُوا
ُ
مِ  	َ�

ْ
ِعل
ْ
  ال

ً
 قَآئَِما

ِقْسِط الَ 
ْ
َعِزيزُ  ُهوَ  �ِال1  �ِلَ�هَ  بِال

ْ
َِكيمُ  ال

ْ
vينَ  �ِ(1 . ا  َ	َما Tُ ِعنَد اهللاِ اِإلْسالَ  ا��

ِينَ  اْخَتلََف 
1
Fا  

ْ
ْ	تُوا
ُ
ِكَتاَ!  �

ْ
مُ  َجا5َُهمُ  َما ِمن َنْعدِ  �ِال1  ال

ْ
ِعل
ْ
 َ	َمن بَيَْنُهمْ  َنْغًيا ال

يعُ  بِآيَاJِ اهللاِ فَإِ(1  يَْكُفرْ  َِسا! اَهللا َ�ِ
ْ
v<� �ا�19,18سو�� ?� عمر. 

【【【【[18][18][18][18]真主秉公真主秉公真主秉公真主秉公作证作证作证作证：：：：除他外除他外除他外除他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

众天使和一众天使和一众天使和一众天使和一般般般般学者学者学者学者，，，，也这样也这样也这样也这样作证作证作证作证：：：：除他外除他外除他外除他外，，，，绝无真正应受绝无真正应受绝无真正应受绝无真正应受

崇拜的崇拜的崇拜的崇拜的，，，，他是万能的他是万能的他是万能的他是万能的，，，，是至是至是至是至睿睿睿睿的的的的。。。。[19][19][19][19]真主所喜真主所喜真主所喜真主所喜悦悦悦悦的信的信的信的信仰仰仰仰，，，，

确是伊斯兰确是伊斯兰确是伊斯兰确是伊斯兰。。。。曾受天经的人曾受天经的人曾受天经的人曾受天经的人，，，，除除除除在在在在知识降知识降知识降知识降临临临临他们之后他们之后他们之后他们之后，，，，由由由由

于于于于互相嫉妒互相嫉妒互相嫉妒互相嫉妒外外外外，，，，对于伊斯兰也没有对于伊斯兰也没有对于伊斯兰也没有对于伊斯兰也没有异议异议异议异议。。。。谁谁谁谁否认否认否认否认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迹迹迹迹

象象象象，，，，真主确是真主确是真主确是真主确是清算清算清算清算神神神神速速速速的的的的。】。】。】。】

①①①①
伊本凯西尔（愿主怜悯他）

说：“清高的真主作证，真主是足为见证的，他是最真诚、

最公正的见证者，最真诚者说：‘除他之外，绝无真正的主

宰’，即：他是万物的独一的主宰，万物都属于他的仆人，

他的创造物，都是对他有需求的，只有他才是富裕无求的。

                                                        ①《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8-1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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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清高的真主说： 

 166 لنسا@�سو�� � �لكن اهللا يشهد بما �نز_ ��ك�: قا� تعا�

【【【【 [1[1[1[166666666]]]] 但真主但真主但真主但真主作证作证作证作证他所降示你的经他所降示你的经他所降示你的经他所降示你的经典典典典是真是真是真是真实实实实

的的的的……………………。。。。】】】】

①①①①
然后他把众天使的见证和学者的见证与他的作

证联系在一起，他说： 

ن1هُ اُهللا  َشِهدَ � :�قا
َ
َمالَئَِكةُ  ُهوَ  �ِال1  �ِلَ�هَ  الَ  ك

ْ
  	َال

ْ
ْ	لُوا
ُ
مِ  	َ�

ْ
ِعل
ْ
 �ال

【【【【[18][18][18][18]真主真主真主真主作证作证作证作证：：：：除他外除他外除他外除他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众众众众

天使和一天使和一天使和一天使和一般般般般学者也这样学者也这样学者也这样学者也这样作证作证作证作证的的的的。】。】。】。】在这方面这种伟大的特性

是专归学者的。”

②
 

伊本盖依慕（愿主怜悯他）解释学者的优越性和地位

时，他提到了许多证明学者具有高品级的证据，在此，我

们引证了有关这节经文的一些证据，他说：“超绝万物的真

主让学者作证这一伟大的见证——他是独一无二的主。他

说： 

ن1هُ اُهللا  َشِهدَ   �:��ل
َ
َمالَئَِكةُ  ُهوَ  �ِال1  �ِلَ�هَ  الَ  ك

ْ
  	َال

ْ
ْ	لُوا
ُ
مِ  	َ�

ْ
ِعل
ْ
  ال

ً
 قَآئَِما

ِقْسِط 
ْ
 �بِال

【【【【真主真主真主真主作证作证作证作证，，，，众天使和一众天使和一众天使和一众天使和一般般般般学者也秉公学者也秉公学者也秉公学者也秉公作证作证作证作证：：：：除他外除他外除他外除他外，，，，

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 

这从几个方面都证明了知识和学者的优越： 

                                                        ①《妇女章》第 166 节 ②《伟大的古兰经注释》，作者：伊斯玛依赖·本·欧麦尔·本·凯西尔，伊历 1401 年，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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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让他们而没有让其他的人作证。 

第二：把他们的作证与真主的见证联系在一起。 

第三：把他们的作证与众天使的见证联系在一起。 

第四：在其中包含了他们的公正无私和可信度，因为

真主只要仆人中正直者的作证。其中最著名的有先知 的

言词： 

» h\ينفو( عنه �ريف الغال hH	مل هذا العلم من � خلف عد�
 �CيهA (خرجه »...	انتحا_ اsبطل\h 	تأ	يل اfاهل\

““““所有继承正所有继承正所有继承正所有继承正直直直直的人的人的人的人才才才才能能能能具备具备具备具备这种知识这种知识这种知识这种知识，，，，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否定否定否定否定奸奸奸奸

诈诈诈诈者的者的者的者的歪曲歪曲歪曲歪曲，，，，说说说说谎谎谎谎者的者的者的者的欺骗欺骗欺骗欺骗，，，，以以以以及及及及无知的解无知的解无知的解无知的解释释释释……………………。。。。””””

①①①①
 

第五：超绝万物的真主亲自见证，这是最伟大的见证，

然后他选择了被造物的作证，他们是真主创造的众天使和

仆人中的学者们，足以见证他们的这种尊贵和荣誉。 

第六：他让他们见证这种最伟大、最荣耀、最尊贵的

作证，那就是作证：除了伟大的、大能的真主之外，绝无

真正应受崇拜的主；让众生中地位高的和他们的领袖作证

这件伟大的事实。 

第七：超绝万物的真主让他们的证词成为驳斥否认者

的证据，他们处于证明真主是独一无二的证据，迹象和明

证的地位。 

                                                        ①《白衣哈给圣训集》10/209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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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超绝万物的真主独一的行为包含了这个来自于

他自己，众天使和学者们的见证；除了真主的见证，他们

的作证没有与真主其他的任何行为并列，这证明了他们的

作证与真主的见证紧密地链接在一起，就像超绝万物的主

以他们言词的作证来证明了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主，他是以

此为自身履行，阐明和教导的见证者，他们是以此承认，

诚信和信仰他的作证人。”

①
 

伟大尊严的真主在许多经文中都阐述了他升高学者们

的品级。清高的真主说： 

ِينَ اُهللا  يَْرفَعِ  ����:قا� تعا�
1
Fِينَ  �َمُنوا ِمنُكمْ  ا

1
Fَا	تُوا 	

ُ
�  

ْ
ِعل
ْ
 �8َََجاJٍ  مَ ال

 .11سو�� �FجاDلة�  ����َخبMٌِ  َيْعَملُو(َ  بَِما اهللاُ 	َ 
【【【【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将将将将你们中的信道者你们中的信道者你们中的信道者你们中的信道者升级升级升级升级，，，，并并并并将将将将你们中有学你们中有学你们中有学你们中有学问问问问的的的的

人们人们人们人们提升若干级提升若干级提升若干级提升若干级。。。。真主是真主是真主是真主是彻彻彻彻知你们的行为的知你们的行为的知你们的行为的知你们的行为的。。。。】】】】

②②②②
他们与无

知者绝不相等，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ينَ  يَْسَتوِ� َهْل  قُْل   �:قا� سبحانه
1
Fِيَن ال َفْعلَُمو(َ  ا

1
Fَا	ِغ1َما َفْعلَُمو(َ  � 

رُ 
1
ْ	لُوا َفَتَذك

ُ
َا �

ْ
 
َ
 9سو�� �لزمر�  �ِ! األ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有知者有知者有知者有知者与与与与无知者无知者无知者无知者相等吗相等吗相等吗相等吗？？？？””””唯唯唯唯有理有理有理有理智智智智的人能的人能的人能的人能

觉悟觉悟觉悟觉悟。】。】。】。】

③③③③
伊本盖依慕（愿主怜悯他）说：“超绝万物的真主

否定了学者与无知者平等，同样，他也否定了天堂居民与

                                                        ①《幸福家园的钥匙》第 63-66 页 ②《辩诉者章》第 11 节 ③《队伍章》第 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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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狱居民的平等。清高的真主说： 

ِينَ  يَْسَتوِ� َهْل  قُْل � :قا� تعا�
1
Fِيَن ال َفْعلَُمو(َ  ا

1
Fَا	َفْعلَُمو(َ   �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有知者有知者有知者有知者与与与与无知者无知者无知者无知者相等吗相等吗相等吗相等吗？？？？””””】】】】同样，清高的

真主又说： 

ْصحَ   �:قا� تعا�
َ
� �ْصَحاُ! اfَن1ةِ  اُ! ا}1ا�ِ الَ يَْسَتوِ

َ
�َ	�  KL� 20سو��. 

【【【【[2[2[2[20000]]]]火狱火狱火狱火狱的的的的居民与乐园居民与乐园居民与乐园居民与乐园的的的的居民居民居民居民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平等平等平等平等的的的的。。。。】】】】

①①①①
这个

目的是证明他们优越和荣耀。”

②
 

                                                        ①《放逐章》第 20 节 ②《幸福家园的钥匙》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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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鼓鼓鼓鼓知知知知个个个个建建建建，，，， 建建建建 建建建建鼓鼓鼓鼓建建建建设设设设 设设设设第三第三第三第三 ：：：：     

伊斯兰是通过观察，推理，处理和思考而建立在理性

和科学的态度上，以及如何与未来交往，阐明了人类需要

的每一种技术和知识，以及她的根源和出处，以下我将从

中引述一些： 

推推推推推推推推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科学科学科学科学 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    

这种方法建立于坚实的支柱和基础上，她不是倾向于

私欲，不是继承祖先的传统，或者是喜爱被追随的领袖，

但这些支柱和基础就是： 

�-依靠证据，没有支持否认与违背的证据，因此，在

关于信仰方面，超绝万物的真主立行了许多伟大的理性证

据，犹如清高的真主说： 

Tِ  �: قا� تعا�
َ
َُذ	ا �

1
نَ  �لَِهةً  ا¡ Kِ�ْ  م�

َ
	(َ  ُهمْ  األ  فِيِهَما َ¢(َ  لَوْ . يُنِ�ُ

ا َ�!� اهللاِ  فَُسْبَحا(َ  لََفَسَدتَااُهللا  �ِال1  �لَِهةٌ  َعْرِ¥ َقم1
ْ
ُ_  ال. يَِصُفو(َ  ال

َ
ا يُْسأ  َقم1

لُو(َ  َ	ُهمْ  َفْفَعُل 
َ
َُذ	ا. يُْسأ

1
Tِ ا¡

َ
رُ  َهَذا بُْرَهانَُكمْ  َهاتُوا قُْل  �لَِهةً  8ُ	نِهِ  ِمن �

ْ
 ِ¦ك

رُ  َمن
ْ
ِ§َ َ	ِ¦ك ِ̈  َمن م1 ªَُُهمْ  بَْل  َقْب

ْ
ك
َ
َق1  َفْعلَُمو(َ  ال �

ْ
vْعرُِضو(َ  َفُهم ا Dسو�� . �م

 .24-21�ألنبيا@�
【[【【【【[21][21][21][21]难难难难道他们道他们道他们道他们把把把把大地上大地上大地上大地上许多许多许多许多东西当神东西当神东西当神东西当神灵灵灵灵，，，，而那些而那些而那些而那些

神神神神灵灵灵灵能使能使能使能使死死死死人人人人复复复复活活活活吗吗吗吗？？？？[22][22][22][22]除真主外除真主外除真主外除真主外，，，，假若假若假若假若天地间天地间天地间天地间还还还还有有有有许许许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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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多多神神神神灵灵灵灵，，，，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天地天地天地天地必定破坏必定破坏必定破坏必定破坏了了了了。。。。赞颂赞颂赞颂赞颂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宝座宝座宝座宝座的主的主的主的主

————————是是是是超乎超乎超乎超乎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描述描述描述描述的的的的。。。。[23][23][23][23]他自己的行为他自己的行为他自己的行为他自己的行为，，，，不受不受不受不受审讯审讯审讯审讯，，，，

而他们都是而他们都是而他们都是而他们都是要要要要受受受受审讯审讯审讯审讯的的的的。。。。[24][24][24][24]难难难难道他们除真主外道他们除真主外道他们除真主外道他们除真主外还侍还侍还侍还侍奉奉奉奉许许许许

多多多多神神神神灵吗灵吗灵吗灵吗？？？？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拿证据拿证据拿证据拿证据来来来来吧吧吧吧，，，，这是对于我的这是对于我的这是对于我的这是对于我的同同同同道者道者道者道者

的的的的记念记念记念记念，，，，也是对于也是对于也是对于也是对于在在在在我之我之我之我之前前前前者的者的者的者的记念记念记念记念，，，，但他们大但他们大但他们大但他们大半半半半不知真不知真不知真不知真

理理理理，，，，背弃背弃背弃背弃它它它它。。。。””””】】】】

①①①①
看看他是如何立行证据的，他让违背者拿

来明证，他说： 

 .�َهاتُوا بُْرَهانَُكمْ �: تعا� قا�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拿证据拿证据拿证据拿证据来来来来吧吧吧吧！！！！】】】】超绝万物的、清高的真主阐明了

理性的证据：主宰是不需要食物的，因为需要食物者，就

需要排泄。尊严的真主说： 

ا الَمِسيُح اْنُن َمْريََم �ِال1 َ�ُسوٌ_ قَْد َخلَْت ِمن َقْبلِِه الرDُسُل �: 0جل قا� عز  م1

 
1
¬
َ
ُ لَُهُم اآليَاJِ ُعم1 انُظْر ك َعاTَ انُظْر َكْيَف نُبَ\� ُكالِ( الط1

ْ
يَقٌة َ¢نَا يَأ ُه ِصد� Dم

ُ
�َ	

 .75�Fائد��سو��  �يُْؤفَُكو(َ 
【【【【[[[[77775]5]5]5]麦尔彦麦尔彦麦尔彦麦尔彦之之之之子麦子麦子麦子麦西西西西哈哈哈哈，，，，只是一只是一只是一只是一个个个个使者使者使者使者，，，，在在在在他之他之他之他之前前前前，，，，

有有有有许多许多许多许多使者确已使者确已使者确已使者确已逝逝逝逝去了去了去了去了。。。。他他他他母亲母亲母亲母亲是一是一是一是一个诚实个诚实个诚实个诚实的人的人的人的人。。。。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俩俩俩俩

也是吃也是吃也是吃也是吃饭饭饭饭的的的的。。。。你你你你看看看看我我我我怎怎怎怎样为他们样为他们样为他们样为他们阐阐阐阐明一明一明一明一切迹象切迹象切迹象切迹象，，，，然然然然后后后后，，，，你你你你

看看看看他们是如他们是如他们是如他们是如何悖谬何悖谬何悖谬何悖谬的的的的。。。。】】】】

②②②②
 

先知穆罕默德 禁止穆斯林成为随波逐流的人，穆斯

林应遵循正道，寻求明证。在《提勒秘日圣训集》中引证

                                                        ①《众先知章》第 21-24 节 ②《筵席章》第 75 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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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侯宰法传述的圣训，他说：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说说说说：：：： 

ْحَسَن « :�����سو_ اهللا  قا_ :عن حذيفة قا�
َ
ال تَُكونُوا �ِّمعًة َيُقولُوَ( �ِ( �

 )ْ
َ
ْحَسَن ا}ّاُ� �

َ
� )ِْ� hْغُفَسُكْم

َ
ْحَسّناh 	;ِْ( َظلَُموا َظلَْمَناh َ	لَِكْن َ	ّطُنوا �

َ
ا}ّاُ� �

ِْسُنواh 	;ِْ( اَسا5ُ	ا فَالَ َيْظلُموا
ُ
 �0�S �ل4مذ1 »�

““““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随波逐流要随波逐流要随波逐流要随波逐流，，，，从而说从而说从而说从而说：：：：‘‘‘‘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人们是行人们是行人们是行人们是行善善善善的的的的，，，，

我们就我们就我们就我们就追随追随追随追随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他们是他们是他们是他们是作恶作恶作恶作恶的的的的，，，，我们就我们就我们就我们就效仿效仿效仿效仿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但是你们应当但是你们应当但是你们应当但是你们应当培养培养培养培养自自自自身身身身，，，，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人们是行人们是行人们是行人们是行善善善善的的的的，，，，你们也当是你们也当是你们也当是你们也当是

行行行行善善善善的的的的；；；；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他们是他们是他们是他们是作恶作恶作恶作恶的的的的，，，，你们也不你们也不你们也不你们也不要效仿要效仿要效仿要效仿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①①①①
 

�-禁止盲从，及追随迷误的祖先和先人。清高的真主

说： 

ةٍ  uََ  �بَا5نَا 	ََجْدنَا قَالُوا �ِن1ا بَْل �: قا� تعا� م1
ُ
ا�ِِهم uََ  َ	;ِن1ا �

َ
ْهَتُد	(َ  �ث Dم .

َذلَِك 
َ
َنا َما َ	�

ْ
ْ�َسل

َ
 	ََجْدنَا ا_ ُمْ°َفُوَها �ِن1ا�ِال1ق ن1ِذيرٍ  م�ن قَْريَةٍ  Iِ  َقْبلَِك  ِمن �

م1ةٍ  uََ  �بَا5نَا
ُ
ا�ِِهم uََ  َ	;ِن1ا �

َ
ْقَتُد	(َ  �ث Dلَوْ  .م	َ

َ
ْهَد� ِجْئُتُكم قا_ �

َ
ا بِأ  	ََجديDمْ  ِمم1

ُتم بَِما قَالُوا �ِن1ا �بَا5ُكمْ  َعلَْيهِ 
ْ
ْ�ِسل

ُ
 .24-22سو�� �لزخر�T �َ¢فُِر	(َ  بِهِ  �

【【【【[22][22][22][22]不不不不然然然然，，，，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我们确已发我们确已发我们确已发我们确已发现现现现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祖祖祖祖先是信先是信先是信先是信

奉一种信奉一种信奉一种信奉一种信仰仰仰仰的的的的，，，，我们确是我们确是我们确是我们确是遵循遵循遵循遵循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遗迹遗迹遗迹遗迹而得正道的而得正道的而得正道的而得正道的。。。。””””[23][23][23][23]

在在在在你之你之你之你之前前前前，，，，每逢每逢每逢每逢我这样派遣我这样派遣我这样派遣我这样派遣警告警告警告警告者者者者到到到到一一一一个城市个城市个城市个城市去去去去，，，，那那那那里里里里的的的的

豪华豪华豪华豪华者者者者总总总总是说是说是说是说：：：：““““我们确已发我们确已发我们确已发我们确已发现现现现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祖祖祖祖先是信奉一种信先是信奉一种信先是信奉一种信先是信奉一种信仰仰仰仰

的的的的，，，，我们确是我们确是我们确是我们确是遵循遵循遵循遵循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遗迹遗迹遗迹遗迹的的的的。。。。””””[24][24][24][24]他说他说他说他说：：：：““““即即即即使我使我使我使我带带带带

来你们一种比你们来你们一种比你们来你们一种比你们来你们一种比你们祖祖祖祖先的信先的信先的信先的信仰更仰更仰更仰更为崇正的信为崇正的信为崇正的信为崇正的信仰仰仰仰，，，，你们你们你们你们还要还要还要还要

                                                        ①《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007 段，4/364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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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遵遵遵从你们的从你们的从你们的从你们的祖祖祖祖先先先先吗吗吗吗？？？？””””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我们确是不信你们所奉的我们确是不信你们所奉的我们确是不信你们所奉的我们确是不信你们所奉的

使命使命使命使命。。。。””””】】】】

①①①①
这节经文证明了人们没有从追随祖先和先人，放

弃真理中解放出来，即使为他展示了证据，他还是牵挂着

他祖先的遗教。 

�-让人类去研究和思考，用他的智慧去工作，用他的

思维去思考，他一定将会发现自己真正应当去追随的真理，

远离的虚妄。清高的真主说： 

فَالَ  �: قا� تعا�
َ
ُقْر�(َ  َفَتَدب1ُر	(َ  �

ْ
 اهللاِ  َلMِْ  ِعندِ  ِمنْ  َ¢(َ  َ	لَوْ  ال

ْ
لَوََجُد	ا

 .82سو�� �لنسا@�  ��َكثMًِ  اْختِالَفًا فِيهِ 
【【【【[82][82][82][82]难难难难道他们没有道他们没有道他们没有道他们没有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吗吗吗吗？？？？假假假假如它不是如它不是如它不是如它不是

真主所启示的真主所启示的真主所启示的真主所启示的，，，，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必定必定必定必定发发发发现现现现其中有其中有其中有其中有许多差别许多差别许多差别许多差别。。。。】】】】

②②②②
真主为

人类降示了直至末日都被诵读的《古兰经》，号召他们去思

考她，鼓励他们去查找其中隐藏的不足，假若有的话。他

说： 

 فِيهِ اهللاِ  َلMِْ  ِعندِ  ِمنْ  َ¢(َ  َ	لَوْ �: قا�
ْ
 �َكثMًِا اْختِالَفًا لَوََجُد	ا

【【【【假假假假如它不是真主所启示的如它不是真主所启示的如它不是真主所启示的如它不是真主所启示的，，，，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必定必定必定必定发发发发现现现现其中有其中有其中有其中有许许许许

多差别多差别多差别多差别。。。。】】】】当然，在其中不会发现有任何差错，因为它是真

主启示的。思考这节伟大的经文中的号召和雄辩，当时我

们的养主说： 

                                                        ①《金饰章》第 22-24 节 ②《妇女章》第 8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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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عُظُكم �ِغ1َما قُْل �: يقو� �بنا
َ
( َيُقوُموا بِوَاِحَد³ٍ  �

َ
�  ِ  َ	فُرَا�8َ ْثµَ مَ  ِب1

ُر	ا ُعم1 
1
ُكم نَِذيرٌ  �ِال1  ُهوَ  �ِ(ْ  ِجن1ةٍ  بَِصاِحبُِكم م�ن َما َيَتَفك

1
 َعَذاٍ!  يََد�ْ  َنْ\َ  ل

 .46سو�� سبأ�   �َشِديدٍ 
【【【【[4[4[4[46666]]]]你说你说你说你说：：：：““““我只以一我只以一我只以一我只以一件件件件事事事事劝劝劝劝导你们导你们导你们导你们，，，，你们应当为真你们应当为真你们应当为真你们应当为真

主而主而主而主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地或地或地或地或单独单独单独单独地地地地站起站起站起站起来来来来，，，，然然然然后你们当后你们当后你们当后你们当思考思考思考思考，，，，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同同同同

伴伴伴伴，，，，绝无绝无绝无绝无疯病疯病疯病疯病。。。。在在在在严严严严厉厉厉厉的的的的刑罚刑罚刑罚刑罚来来来来临临临临之之之之前前前前，，，，他对你们只是一他对你们只是一他对你们只是一他对你们只是一

个警告个警告个警告个警告者者者者。。。。””””】】】】

①①①①
    

伊本杰利利（愿主怜悯他）说：“有人说它的含义是：

‘你们当为真主忠诚地立站，放弃私欲。’他说：‘你们中

都成双地站起来，态度相互友好地辩论：你们知道穆罕默

德 绝不是疯子吗？’然后你们每个人都分开去单独地思

考，这件事是真的（他真的不是疯子）吗？然后你们就会

知道他对你们只是一个警告者。”

②
 

伊本凯西尔（愿主怜悯他）说：“他说：我只是要你们

忠诚地为真主站立，任何个人或集体，都不要极端，也不

要顽固不化，然后你们思考从真主那里为你们带来这个使

命的人，他是疯子吗？如果你们这样做了，你们就可以得

知，他真的是真主的使者。”

③
 

�-用感觉的证据去推断形而上学的抽象事物，这种现

                                                        ①《赛伯邑章》第 46 节 ②《古兰经注释荟萃》22/104-405 ③《伟大的古兰经注释》2/271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伊斯兰的文化价值观黄  
33 

象就可以推断出真主的独一性，复生，以及其它的事情，

犹如清高的真主所说： 

َثالً  لَُكم َ¶ََ! ����: قا� تعا� نُفِسُكمْ  م1
َ
ُكم َهل ِمْن �

1
ا م�ن ل  َملََكْت  م1

ْفَمانُُكم
َ
5�َ م�ن � َناُكمْ  Iِ َما ُ·َ

ْ
نُتمْ  َ�َ�ق

َ
َافُوَغُهمْ  َسوَا5 فِيهِ  فَأ

َ
َكِخيَفتُِكْم  ¡

نُفَسُكمْ 
َ
ُل  َكَذلَِك  �  .28سو�� �لر�Y0  �َفْعِقلُو(َ  لَِقْوTٍ  اآليَاJِ  ُغَفص�

【【【【[28][28][28][28]他为你们而就你们自他为你们而就你们自他为你们而就你们自他为你们而就你们自身设身设身设身设一一一一个譬个譬个譬个譬喻喻喻喻；；；；难难难难道你们道你们道你们道你们

准许准许准许准许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奴婢与奴婢与奴婢与奴婢与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共同享共同享共同享共同享受我受我受我受我赏赐赏赐赏赐赏赐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给养给养给养给养，，，，而你而你而你而你

们们们们与与与与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完完完完全全全全平等平等平等平等，，，，你们你们你们你们畏惧畏惧畏惧畏惧他们他们他们他们，，，，犹如你们犹如你们犹如你们犹如你们互相畏惧互相畏惧互相畏惧互相畏惧一一一一

样样样样吗吗吗吗？？？？我这样为能了解的我这样为能了解的我这样为能了解的我这样为能了解的民民民民众解众解众解众解释释释释我的我的我的我的迹象迹象迹象迹象。。。。】】】】

①①①①
清高的真

主说： 

ن1َك  �يَاتِهِ  َ	ِمنْ �: قا� تعا�
َ
Kَ�ْ  تََر� ك

َ
َا فَإَِ¦ا َخاِشَعةً  األ

ْ
نَز}
َ
 َهاَعلَيْ  �

 Jْ1¹ََما5 اْه
ْ
� �ِ(1  َ	َ�َبْت  الِ

1
Fْحَياَها ا

َ
�  ºَِمْوَ«  لَُمْح

ْ
5ٍ قَِديرٌ  ُ��  uََ  �ِن1هُ  ال ْ¼َ� 

 .39سو�� فصلت�
【【【【[39][39][39][39]你你你你看看看看大地是大地是大地是大地是干枯干枯干枯干枯的的的的，，，，当我降下雨水的当我降下雨水的当我降下雨水的当我降下雨水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它它它它

便活动而便活动而便活动而便活动而膨胀起膨胀起膨胀起膨胀起来来来来，，，，这也是他的这也是他的这也是他的这也是他的迹象迹象迹象迹象。。。。能使大地能使大地能使大地能使大地复复复复活者活者活者活者，，，，

必必必必能使能使能使能使死死死死人人人人复复复复活活活活，，，，他对于万事他对于万事他对于万事他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确是全能的确是全能的确是全能的。】。】。】。】

②②②②
    

�-公正地放弃追随私欲，是人类寻求真理的根本，远

离虚妄，不存在内心欲望的偏见。清高的真主说： 

َقD  اي1َبعَ  َ	لَوِ  �: �قا� تعا
ْ
vْهوَا5ُهمْ  ا

َ
�  Jِلََفَسَد  Kُ�ْ

َ
َما	َاJُ 	َاأل  َ	َمن الس1

                                                        ①《罗马章》第 28 节 ②《奉绥来特章》第 3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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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سو�� �Fؤمنو<�  �فِيِهن1 
【【【【[[[[77771]1]1]1]假若假若假若假若真理真理真理真理顺顺顺顺从他们的从他们的从他们的从他们的私私私私欲欲欲欲，，，，天地天地天地天地及及及及其间的万物其间的万物其间的万物其间的万物，，，，

必然毁坏必然毁坏必然毁坏必然毁坏。】。】。】。】

①①①①
 

مْ  فَإِ( �
1
غ1َما لََك  يَْسَتِجيُبوا ل

َ
ْهوَا5ُهمْ  يَت1بُِعو(َ  فَاْعلَْم ك

َ
َضلD  َ	َمنْ  �

َ
نِ  �  ِمم1

نَ  بَِغMِْ ُهًد� َهوَا+ُ  عَ اي1بَ  َقْوTَ  َفْهِد� اَهللا ال �ِ(1 اهللاِ  م�
ْ
الِِم\َ  ال َنا َ	لََقدْ . الظ1

ْ
ل  َ	ص1

َقْوَ_  لَُهمُ 
ْ
ُهمْ  ال

1
ُر	(َ  لََعل

1
 .51-50سو�� �لقصص�  �َفَتَذك

【【【【[5[5[5[50000]]]]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他们不他们不他们不他们不答答答答应你应你应你应你，，，，那么那么那么那么，，，，你应当知道他们只你应当知道他们只你应当知道他们只你应当知道他们只

是是是是顺顺顺顺从自己的从自己的从自己的从自己的私私私私欲欲欲欲。。。。舍舍舍舍真主所启示的正道真主所启示的正道真主所启示的正道真主所启示的正道，，，，而而而而顺顺顺顺从自己的从自己的从自己的从自己的

私私私私欲者欲者欲者欲者，，，，有谁比他有谁比他有谁比他有谁比他更迷误呢更迷误呢更迷误呢更迷误呢？？？？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必定必定必定必定不引导不义的不引导不义的不引导不义的不引导不义的民民民民众众众众。。。。

[51][51][51][51]我确已我确已我确已我确已续续续续示真示真示真示真言言言言，，，，以便他们以便他们以便他们以便他们记念记念记念记念。】。】。】。】

②②②②
    

�-在科学面前应谦虚，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对自己学

到的知识感到满足，那是因为《古兰经》告诉我们人类出

生时是无知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清高的真主说： 

ْخرََجُكم اهللاُ 	َ  �: قا� تعا�
َ
َهاتُِكمْ  ُنُطو(ِ  م�ن � م1

ُ
 َشيًْئا َيْعلَُمو(َ  الَ  �

ْمعَ  	ََجَعَل لَُكمُ  س1
ْ
بَْصا�َ  ال

َ
ئَِد³َ  	َاأل

ْ
ف
َ
ُكمْ  	َاأل

1
 .78�=حل�سو��  �تَْشُكُر	(َ  لََعل

【【【【[[[[77778]8]8]8]真主使你们从真主使你们从真主使你们从真主使你们从母腹母腹母腹母腹出生出生出生出生，，，，你们什么也不知道你们什么也不知道你们什么也不知道你们什么也不知道，，，，

他为你们创造他为你们创造他为你们创造他为你们创造耳目耳目耳目耳目和和和和心灵心灵心灵心灵，，，，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③③③③
真主告诉我

们，人们获得的知识，即使全人类所获得的知识都加在一

起，与真主赐予人类的知识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清高的

                                                        ①《信士章》第 71 节 ②《故事章》第 50-51 节 ③《蜜蜂章》第 7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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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说： 

	تِيُتم َ	َما�: قا� تعا�
ُ
مِ  م�ن �

ْ
ِعل
ْ
 .85سو�� �إل^�@� �قَلِيالً  �ِال1  ال

【【【【你们只获得你们只获得你们只获得你们只获得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知识的知识的知识的知识。】。】。】。】

①①①①
因为如果把人类在十九

世纪的学问与其之后的学问做一比较，人们就会知道这一

事实，知识的精通，谦恭的增加，让人们明白不知道的知

识比已知道的更多，从而促使人进一步寻求知识，知识就

是他寻求增加的途径。人类不能傲慢地认为自己已达到了

目的，从而结束求知、获取和探讨的道路。在这个妙语中

提到：如果一个人欺骗知识，感到自满，那么，毫无争议，

他确已拒绝了真理。清高的真主告知了以前部分民族的情

况，他说： 

ا  �:قا� تعا� َي�َناJِ  ُ�ُسلُُهم َجا5ْيُهمْ  فَلَم1
ْ
نَ  بَِما فَرُِحوا بِا   ِعنَدُهم م�

مِ 
ْ
ِعل
ْ
ا بِِهم 	ََحاiَ  ال  .83سو�� `فر� �يَْسَتْهِزُ¿	( بِهِ  َ¢نُوا م1

【【【【[83][83][83][83]当他们当他们当他们当他们族族族族中的众使者中的众使者中的众使者中的众使者昭昭昭昭示他们示他们示他们示他们许多许多许多许多明明明明证证证证的的的的时时时时

候候候候，，，，他们因自己所有的学他们因自己所有的学他们因自己所有的学他们因自己所有的学问问问问而而而而洋洋洋洋洋洋洋洋得得得得意意意意，，，，他们所他们所他们所他们所嘲笑嘲笑嘲笑嘲笑的的的的刑刑刑刑

罚罚罚罚，，，，遂遂遂遂降降降降临临临临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②②②②
 

                                                        ①《夜行章》第85 节 ②《赦宥者章》第 8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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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现代科学符合伊斯兰现代科学符合伊斯兰现代科学符合伊斯兰现代科学符合伊斯兰    

教会站在一个与现代科学理论敌对态度的立场上

①
，判

处死刑与监禁是全世界所有的理论或发明家公认的，只有

教会不支持这种裁决。如上所述，《古兰经》敦促人们学习

和教授知识，并且阐明了学者在真主跟前，以及在世人面

前的地位，《古兰经》包含了许多告诉创造天地基础的经文，

创造了第一个人，并从中繁殖出了他的后代，证明发生在

古代历史上已经过去的事件，这些经文还为我们解释了云

的形成，以及风如何推动它，等等其它的事情，《古兰经》

告知的科学讯息，现代科学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而这些

只是在后期的科学研究中才明白的；《古兰经》是超时空的，

她优越于以前的所有天启经典，现代的科学家，甚至是非

穆斯林都无法从中找出一个错误，这是许多公正的西方研

究人员所承认的事实，然而，这件事情正是引导法国医生

莫里斯•布卡耶皈依伊斯兰的媒介，他当时把现代科学数据

（资料）与《古兰经》、《旧约》和《新约》包含的内容相

互比较，事实为他阐明了《古兰经》与科学兼容，同时，

也证明现有的《旧约》和《新约》违背了科学所研究的事

情，他把这些都编写入他的著作：『根据当代科学知识研究

                                                        ①查看《伊斯兰和基督教的科学地位》，阿布杜拉·麦西沃黑，灯塔图书馆，约旦，伊历1402 年，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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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旧约》和《新约》』，这本书已被翻译成多种

语言。布卡耶在提到他对《旧约》和《新约》的研究结论

之后，他在书的结语中说：“相互矛盾和不合理的事情，以

及与当代科学数据和上述所有功能存在的矛盾相当清楚，

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基督徒意识到这所有的这一切时，他

们最大限度地去突破它……。”然后在谈论《古兰经》时，

他说：“《古兰经》确已恢复了所有在她之前降示的经典，

不仅在她的传述中找不出任何矛盾，这对于各种不同的福

音是一卓越的标志，而且还显示了她与现代科学数据完全

兼容性的特殊性——所有客观的，以及根据科学的研究证

明，但更重要的是，犹如我们证实读者已经从《古兰经》

中发现了科学性的论据，那在穆罕默德 时代的人是不可能

想象的，他确已完成了她，而这种知识正是从《古兰经》

中所认识到的，也是现代科学迄今为止也无法正确解释

的。”

①
 

                                                        ①『根据当代科学知识研究《古兰经》、《旧约》和《新约》』，作者：莫里斯·布卡耶，知识出版社，第 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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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技技技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指明许多指明许多指明许多指明许多 术与科学的起源术与科学的起源术与科学的起源术与科学的起源    

伊斯兰绝不是一种崇拜的方式而已，而是一种涵盖了

人类所有需要的生活方式，因此，她能够确保生活的各个

主要方面的根源，这一点我就不详述了，我只是希望以下

的见证足以让人明白： 

�-指明新闻和消息方面工作的根源。超绝万物的、清

高的真主指明了许多起源，其中有核查接收的新闻，要求

证据。清高的、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فDَها يَا  �:قا� سبحانه 0تعا�
َ
ِينَ  ك

1
Fفَاِسٌق  َجا5ُكمْ  �ِ( �َمُنوا ا  ٍ َفَتبَي1ُنوا  بِنََبأ

)
َ
ُتمْ  َما uََ  َفُتْصبُِحوا Àََِهالَةٍ  قَْوًما تُِصيُبوا �

ْ
 .6سو�� �Lجر��a � نَا8ِِم\َ  َفَعل

【【【【[[[[6666]]]]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啊啊啊啊！！！！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一一一一个恶个恶个恶个恶人人人人报告报告报告报告你们一你们一你们一你们一个消个消个消个消

息息息息，，，，你们应当你们应当你们应当你们应当弄清楚弄清楚弄清楚弄清楚，，，，以以以以免免免免你们无知地你们无知地你们无知地你们无知地伤害伤害伤害伤害他人他人他人他人，，，，到头到头到头到头来来来来

悔恨悔恨悔恨悔恨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行为。】。】。】。】

①①①①
其中有：不能说自己不知道的，或诽

谤与谎言，并声称他听到与看到的，清高的真主说： 

ٌم �ِ(1  بِهِ  لََك  لَيَْس  َما َيْقُف  َ	الَ  �: قا� تعا�
ْ
ْمعَ  ِعل Áَََ  الس1 ُفَؤا8َ  	َا ْ

ْ
 	َال

 D�ُ  ل�ئَِك	
ُ
 .36سو�� �إل^�@�  � َمْسُؤ	الً  َقْنهُ  َ¢(َ  �

【【【【你不你不你不你不要随要随要随要随从你所不知道的从你所不知道的从你所不知道的从你所不知道的言言言言行行行行，，，，听觉听觉听觉听觉、、、、视觉视觉视觉视觉和和和和心心心心都都都都

将将将将受受受受到审问到审问到审问到审问。。。。】】】】

②②②②
伊本杰利利说：“你不要说自己不知道的，

有人说：‘你不要说我看到了，而事实上你并没有看到；或

                                                        ①《寝室章》第 6 节 ②《夜行章》第 3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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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听到的，而事实上你并没有听到，伟大的真主将要拷

问你这所有的一切。”

①
人将要因自己的听觉、视觉和心灵

而受到审问。其中有：不能假借真主的名义而妄言自己所

不知道的事情，那属于最大的举伴行为。伟大的真主说： 

َ  َحرT1َ  �ِغ1َما قُْل  �: جلعز 0قا�  �Â�َ  َفوَاِحَش
ْ
 َ	َما َنَطنَ  ِمْنَها َظَهرَ  َما ال

مَ 
ْ
Äََْ  	َاِإلع

ْ
َق�  بَِغMِْ  	َا 

ْ
vا )

َ
�َ	  

ْ
وا
ُ
� ْ_  لَمْ  بِاهللاِ  َما تُْ�ِ �Åََطانًا ُف

ْ
( بِِه ُسل

َ
�َ	  

ْ
 َيُقولُوا

 َuَ  َِيْعلَُمو(َ  الَ  َمااهللا� �T�ألعر�33سو�� . 
【【【【[33][33][33][33]你说你说你说你说：：：：““““我的主只我的主只我的主只我的主只禁止禁止禁止禁止一一一一切切切切明明明明显显显显的和的和的和的和隐微隐微隐微隐微的的的的丑丑丑丑

事事事事，，，，和和和和罪恶罪恶罪恶罪恶，，，，和无理的和无理的和无理的和无理的侵害侵害侵害侵害，，，，以以以以及及及及用真主所用真主所用真主所用真主所未证实未证实未证实未证实的事物的事物的事物的事物

配配配配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假假假假借真借真借真借真主的名义而主的名义而主的名义而主的名义而妄言妄言妄言妄言自己所不知道的事自己所不知道的事自己所不知道的事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情情情。。。。””””】】】】

②②②②
其中有：警告各种谎言，以及到处说谎，其影响非常的恶

劣。先知 确已阐明了这种谎行将要受到凌辱的刑罚。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 �تيت عليه ي�· شدقه �= قفا+ 	منخر+ �= « :����قا_ Fما الرجل ا�	
. »آلفاiقفا+ 	عينه �= قفا+ فإنه الرجل يغد	 من بيته فيكذ! الكذبة تبلغ ا

 .(خرجه �Cخا�1
““““至于那至于那至于那至于那个口角个口角个口角个口角、、、、鼻孔鼻孔鼻孔鼻孔和和和和眼睛被眼睛被眼睛被眼睛被撕裂撕裂撕裂撕裂到到到到脑脑脑脑后的人后的人后的人后的人，，，，他他他他

是那种是那种是那种是那种整整整整天天天天到到到到处撒处撒处撒处撒谎谎谎谎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③③③③
    

�-指明获取武力媒介的根源，以免民族感到惊慌，措

                                                        ①《古兰经注释荟萃》15/85 ②《高处章》第 31 节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6640 段，6/2585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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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不及。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 قا� سبحانه 0تعا�
ْ
	ا Dِعد

َ
ا لَُهم 	َ� ³ٍ  م�ن اْسَتَطْعُتم م1  60سو�� �ألنفا�����قُو1

【【【【[[[[60606060]]]]你们应当为他们而你们应当为他们而你们应当为他们而你们应当为他们而准备准备准备准备你们所能你们所能你们所能你们所能准备准备准备准备的的的的武武武武

力力力力……………………。。。。】】】】

①①①①
针对这方面，清高的、超绝万物的真主又说： 

فDَها يَا�: قا� سبحانه 0تعا�
َ
ِينَ  ك

1
Fا  

ْ
  �َمُنوا

ْ
مْ  ُخُذ	ا

ُ
سو��  �ِحْذَ��

 .71�لنسا@�
【【【【[[[[77771111]]]]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啊啊啊啊！！！！你们当有你们当有你们当有你们当有戒戒戒戒备备备备……………………。。。。】】】】

②②②②
这真主

的命令，她就是当今感应中心所使用的远程操纵。 

�-指明行政领导的根源，阐明这些根源的经文和圣训

数不胜数，但我们只从中引证一些作为依据；《古兰经》中

的许多经文都证实了个人的责任和集体的责任，每个人都

要工作，都将为自己工作的结局而负责，在阐述个人的责

任时，伟大的真主说： 

فDَها ا يَا�: جل0 عز قا�
َ
  Ç8ِ¢ٌَ  �ِن1َك  ِإلنَسا(ُ ك

َ
 ����َفُمالقِيهِ  َكْدًحا َ�ب�َك  �ِ=

�cالنشقا�6سو�� . 
【【【【[[[[6666]]]]人人人人啊啊啊啊！！！！你你你你必定必定必定必定勉力工勉力工勉力工勉力工作作作作，，，，直到直到直到直到会见会见会见会见你的主你的主你的主你的主，，，，你你你你将将将将

看到看到看到看到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劳绩劳绩劳绩劳绩。】。】。】。】

③③③③
清高的真主说： 

³ٍ  ِمْثَقاَ_  َفْعَمْل  َفَمن����: قا� تعا� ³ٍ  ِمْثَقا_َ  َفْعَمْل  َ	َمن. َخMًْا يَرَ+ُ  َ¦�1 1�¦َ 

ا È·َ  ُ+َلزلزلة� �يَر�8,7سو�� . 
                                                        ①《战利品章》第 60 节 ②《妇女章》第 71 节 ③《绽裂章》第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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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谁谁谁谁作作作作丝毫丝毫丝毫丝毫善善善善事事事事，，，，将将将将见见见见其其其其善报善报善报善报；；；；[8][8][8][8]谁谁谁谁作作作作丝毫丝毫丝毫丝毫恶恶恶恶事事事事，，，，

将将将将见见见见其其其其恶报恶报恶报恶报。】。】。】。】

①①①①
在阐述集体的责任时，真主说： 

  َ	قُلِ �: تعا� قا�
ْ
ُ اُهللا  فََسMََ� اْقَملُوا

ُ
Hَ�ُسو	ُمْؤِمُنو(َ  َقَملَُكْم َ

ْ
 	َال

 َ)	D8َ°ََُس	  
َ
َغْيِب  Éَلِمِ  �ِ=

ْ
َها³8َِ َفُينَب�ُئُكم ال سو��  ����َيْعَملُو(َ  ُكنُتمْ  بَِما 	َالش1

 105�fوبة�

【【【【[1[1[1[100005]5]5]5]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工工工工作吧作吧作吧作吧！！！！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及及及及其使者和信士们其使者和信士们其使者和信士们其使者和信士们

都都都都要看要看要看要看见见见见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将被将被将被将被送送送送到到到到全知全知全知全知幽幽幽幽明者那明者那明者那明者那里里里里去去去去，，，，

而他而他而他而他要将要将要将要将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工工工工作告作告作告作告诉诉诉诉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②②②②
超绝万物的真主教导每

一个工作者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属性，即：能力和忠实，

伟大的真主说： 

َجْرJَ  َمنِ  َخMَْ  �ِ(1  �:0جل قا� عز
ْ
َقوِ�D  اْسَتأ

ْ
ِم\ُ  ال

َ
سو��  ����األ

 .26�لقصص�
【【【【你最你最你最你最好雇好雇好雇好雇用这用这用这用这个个个个又又又又强壮强壮强壮强壮又又又又忠忠忠忠实实实实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③③③③
这些根源让

穆斯林感到了重大的责任意识，不论他是跟班的或者是带

班的，也都不会做损害他人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明天他将

承担那一切的后果。对此，罗杰•加罗迪说：“穆斯林文明

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区别有两个问题：西方人经常询问『如

何』，穆斯林经常询问『为什么』，第一个问题是毁灭性的，

因为它只问如何，不问结果，因此，这一问题要求人制造

                                                        ①《地震章》第 7-8 节 ②《忏悔章》第 103 节 ③《故事章》第 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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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子弹，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消灭敌人，保存下

他的财产？！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正面的问题，因为他在开

始工作之前就询问其结果。” 

�-指明了道德的根源，《古兰经》确已指引了道德

的精华和本质，清高的真主说： 

َهَمَها  .َسو1اَها َ	َما َ	َغْفٍس  �: قا� تعا�
ْ
ل
َ
لَحَ  ُجوَ�َهافُ  فَأ

ْ
ف
َ
 َمن َ	َيْقوَاَها قَْد �

َها اَها َمن َخاَ!  َ	قَدْ . 1��َ  .10-7سو�� �لشمس� �8َس1
【【【【[[[[7777]]]]以以以以灵灵灵灵魂魂魂魂及及及及使它使它使它使它均衡均衡均衡均衡，，，，[8][8][8][8]并启示他并启示他并启示他并启示他善恶善恶善恶善恶者发者发者发者发誓誓誓誓，，，，

[9][9][9][9]凡凡凡凡培养培养培养培养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性性性性灵灵灵灵者者者者，，，，必定必定必定必定成功成功成功成功；；；；[1[1[1[10000]]]]凡戕凡戕凡戕凡戕害害害害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性性性性

灵灵灵灵者者者者，，，，必定必定必定必定失失失失败败败败。】。】。】。】

①①①①
先知 向他的弟子们（愿主喜悦他们）

阐明了人类的精英就是那些具备高尚的品德者，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 ����قا_ 
ً
 .متفق عليه. »�( خيا��م �حاسنكم �خالقا

““““你们最优越者就是你们中你们最优越者就是你们中你们最优越者就是你们中你们最优越者就是你们中品德品德品德品德最高最高最高最高尚尚尚尚者者者者。。。。””””

②②②②
伟大的

《古兰经》教导人们应以优良的品德与所有的人交往，犹

如清高的、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 قا� سبحانه 0تعا�
ً
 لِلن1ا� ُحْسنا

ْ
 .83سو�� �Cقر�� �َ	قُولُوا

【【【【你们应当对人说你们应当对人说你们应当对人说你们应当对人说善言善言善言善言。】。】。】。】

③③③③
先知 阐明了完善者的

标志，就是为他的兄弟喜爱，就像他为自身所喜爱的那样。

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①《太阳章》第 7-10 节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5688 段，5/2245；《穆斯林圣训集》第 2321 段,4/1810 ③《黄牛章》第 83 节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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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خيِه َما يُ�ِحبD ِ}َْفِسهِ « :����قا_ 
َ
َحُدُكْم َح1w يُ�ِحب1 أل

َ
متفق  » ال يُْؤِمُن �

 .عليه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人都没有人都没有人都没有人都没有完完完完全的归信全的归信全的归信全的归信，，，，直直直直至他为自己的至他为自己的至他为自己的至他为自己的兄兄兄兄

弟弟弟弟喜爱喜爱喜爱喜爱，，，，就像他为自就像他为自就像他为自就像他为自身身身身所喜爱的那样所喜爱的那样所喜爱的那样所喜爱的那样。。。。””””

①①①①
    

�-指明了经济的根源，那是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

有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为此，伊斯兰法律允许经商，禁

止高利贷，清高的真主说： 

َحل1  �: قا� تعا�
َ
َْيعَ  اهللاُ  	َ�

ْ
َبا 	ََحرT1َ  ا   .275سو�� �Cقر�� �الر�

【【【【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准许准许准许准许买卖买卖买卖买卖，，，，而而而而禁止禁止禁止禁止利利利利息息息息。】。】。】。】

②②②②
主的使者 禁止

市场垄断与欺诈，因为它会破坏了经济的支柱；法律制定

者并且还警告另一种严重的疾病，经济无法与它共存，真

的，它就是浪费。伟大的真主说： 

  �T8ََ  بَِ�  يَا�: قا� جل
ْ
  َمْسِجدٍ  ُ��  ِعندَ  �ِينََتُكمْ  ُخُذ	ا

ْ
  	Êُُوا

ْ
ُبوا 	َاْ·َ

  الَ 	َ 
ْ
ُمËِْفِ\َ  ُ�ِبD  الَ  �ِن1هُ  تËُِْفُوا

ْ
 .31سو�� �ألعر��T �ال

【【【【[31][31][31][31]阿丹阿丹阿丹阿丹的的的的子子子子孙孙孙孙啊啊啊啊！！！！每逢每逢每逢每逢礼礼礼礼拜拜拜拜，，，，你们都你们都你们都你们都必必必必须穿着服须穿着服须穿着服须穿着服

饰饰饰饰。。。。你们应当吃你们应当吃你们应当吃你们应当吃，，，，应当应当应当应当喝喝喝喝，，，，但不但不但不但不要要要要过分过分过分过分，，，，真主确是不喜真主确是不喜真主确是不喜真主确是不喜欢欢欢欢

过分者的过分者的过分者的过分者的。。。。】】】】

③③③③
    

�-指明了公共卫生的根源，先知 确已阐明了药物

的合法性。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 段，13/14；《穆斯林圣训集》第 45 段，1/67 ②《黄牛章》第 275 节 ③《高处章》第 31 节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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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5ً �ال 	ضع H معه شفا5 �ال تدا		ا عبا8 اهللا فإ( اهللا لم يضع 8«:����قا_ 
Tا�ر« حبا< بن(خرجه �Lاكم 0  

““““真主的仆人们真主的仆人们真主的仆人们真主的仆人们啊啊啊啊！！！！当你们生当你们生当你们生当你们生病时病时病时病时，，，，当当当当治疗治疗治疗治疗，，，，的确的确的确的确，，，，

除了除了除了除了老迈老迈老迈老迈之外之外之外之外，，，，真主降下真主降下真主降下真主降下每每每每种种种种疾疾疾疾病病病病的的的的同时同时同时同时，，，，也降下了也降下了也降下了也降下了康康康康复复复复。。。。””””①①①①
并指出了健康最重要的根源，那就是在生病之前的预防疾

病。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ا�َوTَ  َم�ْن تََصب1َح � يوT بَِسْبِع تَ�َم�رَاJٍ َعْجَو³ً لَ�ْم يI ُ+DÌَُ َ¦لَِك «  :����قا_ 
 .(خرجه �Cخا�1 .»ُس�مÎ َ	ال ِسْح��ٌر 

““““谁谁谁谁在每在每在每在每天吃天吃天吃天吃七颗阿吉七颗阿吉七颗阿吉七颗阿吉沃沃沃沃枣枣枣枣，，，，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在在在在那一天中那一天中那一天中那一天中任任任任何何何何

毒毒毒毒物物物物与与与与魔术魔术魔术魔术都不能都不能都不能都不能伤害到伤害到伤害到伤害到他他他他。。。。””””

②②②②
在《穆斯林圣训集》中提

到，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ا َنْ\َ البَتَْي�َها ِحَ\ يُْصبِ�ُح لَ�ْم ي1Ìَُ+ُ «: ����قا_  َكَل َسْبَع تَ�َم�رَاJٍ ِم�م1
َ
َمْن �

 َÏِ1 يُ�ْمwَح Îخرجه مسلم(. »ُسم. 
““““谁谁谁谁在在在在早早早早上吃了上吃了上吃了上吃了七颗七颗七颗七颗麦麦麦麦地那的地那的地那的地那的椰枣椰枣椰枣椰枣，，，，任任任任何何何何毒毒毒毒物都不能物都不能物都不能物都不能

伤害到伤害到伤害到伤害到他他他他，，，，直到直到直到直到晚晚晚晚上上上上。。。。””””

③③③③
在这方面提倡预防疾病，提前预

防疾病的发生；在这个预防措施的同时，先知 禁止穆斯

林进入出现瘟疫的地区。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ا ¢( الطاعو( بأ�K فال تهبطوا عليهh 	;¦ا ¢( بأ�K 	�نتم بها « :قا_
 .»فال تفر	ا منه

                                                        ①《圣训精选》作者：穆罕默德·本·阿布杜勒瓦黑德·本·艾哈默德·艾勒麦格德斯，4/170，《哈克慕圣训集》第 1411 段，1/208；《伊本汉巴尼圣训集》第 1414 段，13/426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5130 段，5/2075. ③《穆斯林圣训集》第 2047段，3/1618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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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某某某某地出地出地出地出现现现现了了了了瘟疫瘟疫瘟疫瘟疫，，，，那么那么那么那么，，，，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要要要进进进进入入入入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你们所你们所你们所你们所在在在在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出出出出现现现现了了了了瘟疫瘟疫瘟疫瘟疫，，，，那么那么那么那么，，，，你们也不你们也不你们也不你们也不可可可可从中从中从中从中

逃逃逃逃出出出出。。。。””””

①①①①
    

他警告健康的人们应当谨防传染性的疾病，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 ُمِصحَ « :����قا_  َuَ Kٌِمتفق عليه .»الَ يُو�8ِ( ُمْمر 

““““不不不不要把要把要把要把生生生生病病病病的的的的骆驼骆驼骆驼骆驼带到带到带到带到健康健康健康健康的的的的骆驼骆驼骆驼骆驼那那那那里里里里。。。。””””

②②②②
同时，

他还下令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预防一切毁灭和伤害的媒

介。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طِفُئوا الَمَصانِيْ «  :����قا_ 
َ
� hْسِقَيَة

َ
بَْواَ!h 	�	�وا األ

َ
�َح �َ¦ا َ�قَْدتُ�ْمh 	غلقوا األ

اَ!  َ َعاTَ 	َال�1 ُر	ا الط1  .(خرجه �Cخا�1. »	ََخ�م�
““““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睡睡睡睡觉觉觉觉的的的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应应应应熄灭灯熄灭灯熄灭灯熄灭灯，，，，关关关关上门上门上门上门，，，，扎紧扎紧扎紧扎紧水水水水袋袋袋袋，，，，

盖盖盖盖上上上上饭饭饭饭食食食食和饮和饮和饮和饮料料料料。。。。””””

③③③③
其中提醒人们应根据安全的方式使用

蜡烛、或天然气、以及电热水器等；其中还提醒人们关闭

门窗，盖好食品和饮料，以免遭到虫害、病菌或微生物的

侵入。 

如果我们要站在所有的科学和技术的立场去论述，那

么，势必使这个话题延长，但愿我们所提到的科学，卫生，

金融，媒体，品德和智能的根源已足以。 

                                                        ①《圣训精选》3/161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5437 段，5/2177，《穆斯林圣训集》第 2221 段，4/1743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5301 段，5/2132 

愿主赐福愿主赐福愿主赐福愿主赐福之之之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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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论题第二论题第二论题第二论题：：：：信仰信仰信仰信仰    

这属于最大的论题之一，甚至是文明元素最大的成分，

也甚至是生活元素最大的成分。所以，找不到没有信仰的

民族，这说明信仰是人类的本性。伊斯兰来临就是为了满

足人类的这个本性，它真正的信仰——正道，你将会看到

这些。这个论题包含了许多问题，那就是：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问问问问问问问问 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个个个个 ：：：： 的的的的定定定定义义义义         

它的定义分为语言和法律两方面的定义，至于语言的

定义，它就像法鲁瑞•阿巴迪所说： 

“迪尼（א�����）齐齿符的意思是报酬，我确已借债给了

他，我确已相信了他，习惯，信仰，崇拜，连续不断的雨

水，凌辱，清算，强悍，战胜，升上，王权，统治权，治

理，生平，思考。强悍的法官，裁判，统治者，管理者，

清算者，对所有工作进行赏罚者，甚至于他赏罚一切善恶，

其中有清高的真主说： 

 53سو�� �لصافا�a  ��ئنا sدينو( �قا� تعا�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必定要必定要必定要必定要受受受受报报报报酬酬酬酬。】。】。】。】即：必将受到报赏和清算。”

①
 

至于法律方面的定义：拉阿布说：“有人说信仰就是为

                                                        ①《列班者章》第 53 节，《海洋词典》1/1546，《正确精选》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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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顺从，赏罚，隐喻为法律。”

①
法鲁瑞•阿巴迪说：“信仰：

就是以此崇拜伟大真主的总称。”

②
 

部分伊斯兰学者们对迪尼所下的定义是：“真主制定的

道路，带领健全的智慧者们选择今世里的正道，和后世里

的成功。”德拉瑞还表示，我们可以概括地说：“真主制定

的道路，指导人们于正确的信仰，美好的品德和交往。”

③
 

伊本凯玛俐的定义是：“真主制定的道路，号召智者接

受使者跟前的一切。”

④
 

这是迪尼在穆斯林学者跟前的定义。至于在西方学者

跟前，迪尼的定义则根据他们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信仰，

宗教和艺术而不同，你会发现迪尼在社会学家跟前的定义

不同于在哲学家跟前的定义，也与思想家跟前的定义相违

背，我们将会看到在他们所下的定义之间的差异如何，在

哲学词典中提到迪尼的定义是：“一套庄严信仰和功修的制

度，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同等需要而相

信它，其基础是直觉，在其中有智慧的领域。”

⑤
 

西方社会学家的定义：“它是某一种或更多种资产，或

超自然力量的社会制度，阐明人与这些资产之间的关系，

                                                        ①《古兰经中陌生的词汇》作者：侯塞尼·本·穆罕默德·艾勒拉阿比·艾勒艾苏发哈尼，第 175 页 ②《海洋词典》1/1546 ③《信仰》作者：穆罕默德·阿布杜拉·杜拉兹，第三版，第 33 页 ④《定义》，作者：阿里·本·穆罕默德·艾勒吉尔贾尼，1/344 ⑤《哲学词典》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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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下所形成的这种思想，以便它成为一

种模式，或社会模式，或社会制度，这种模式或制度，就

会演变为人们所了解的宗教之名。”

①
 

艾哈默德•阿基柏博士提到了许多有关迪尼的定义，他

根据使用定义的方法而把它们分成三组，并且每组又包含

了若干个定义，我们从每组中选择一个定义，因为这个宗

旨是引证，不是讨论，也不是驳斥。  

第一.内在的定义：“它是被造物对创造者的义务，人

对真主的义务，人对社会的义务，以及人对自身义务的总

和。” 

第二.基于直觉的定义：“本性以防御反应抵制可能会

削弱个人的能力，以及影响社会凝聚力的智力功能。” 

第三.比较方法的定义：“教导人类的行为应当符合其

灵魂和灵魂意识之间的感受，承认它的掌管者，以及其它

世界的掌管者，并因为感到与掌管者的联系而愉快。”

②
 

在审查西方人的这些定义之后，你发现它们之间是完

全不同的，这是由于他们是不同的宗教信仰者所说出的这

些话，因为他们介于希腊、罗马、基督教和现代哲学之间

多样化的文明与文化的背景，使他们无法达成一致相同的

                                                        ①《社会科学词典》第 270 页 ②《古代多神教研究》艾哈默德·阿里·阿基柏，第 2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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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因此，詹姆斯•弗雷泽说：“大多数人都认为，在这

个世界上没有任何问题的意见分歧，类似关于宗教信仰的

本质分歧那样。”

①
 

穆罕默德·阿布杜拉·德拉日教授在他的《信仰》一

书中列举了一系列的定义，以及审议其要素的构成，出于

完全符合宗教信仰的本质，他说：“迪尼是存在的一种顶级

信仰——或者说是形而上学的信仰，它有意识和选择，安

排和处理对人类有益的事务，并坚信它是促使人内心充满

渴望与敬畏，谦恭与颂扬的高尚的本质。”概括性地说，它

就是：“相信值得顺服和崇拜的神的存在。”那就是，如果

我们从宗教信仰的本身状况审视它，那么，它就是一种信

仰；但如果我们从其外在的实质审视它，那么，我们应当

说：“它就是确定神具有属性的理论规律的总和，以及描绘

崇拜神途径的科学基础的总和。”

②
 

莱乌夫•谢勒壁围绕宗教定义的差异考证如下： 

�-有关信仰，他们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从前古老异教

的愚昧。 

�-在他们的信仰书籍中缺乏说明信仰概念的明文存

在。 

                                                        ①《金枝》第 217 页 ②《信仰》，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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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脑海中所继承的没有阐明他们的信条。 

�-他们为宗教与信仰制定的讨论，理性逻辑学上的假

设范畴不完善。 

�-他们为宗教制定的一套解释，违反科学的标准。

①
 

可以再添加： 

�-因为他们不了解正确信仰的知识，所以他们的定义

都是来自于各自的宗教。 

�-他们无法分辨真主降示的信仰与人为的宗教。 

当在他们的定义和伊斯兰学者的定义之间做一比较

时，你就会发现双方都根据自己所知道和承认的下了各自

的定义，穆斯林世界知道从真主那里降示的正确信仰，知

道它，犹如承认和相信它一样；西方世界不知道正确的信

仰，只是转变地生活在人为的哲学与被篡改的宗教之间，

他所提到的是他自己无法理解的定义，更不用说对它的相

信了。 

                                                        ①《有经典的人啊》第 48 页，引证于《古代异教的研究》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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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问问问问问问问问 正正正正信信信信 连连连连连连连连个个个个 ：：：： 的的的的     

在阐明宗教信仰的定义之后，我们必须解决区分正道，

迷误的宗教，以及人为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它就是： 

�-这个完美的信仰必须是来自于真主，通过一位天使

把它降示给自己的一位使者，以便这位使者把它传达给真

主的仆人们。总之，任何宣传崇拜自己的人为的宗教信仰，

毋庸置疑，那都是迷途。 

�-号召人们崇拜独一无二的、超绝万物的真主，禁止

举伴真主，禁止设置通向真主的媒介。 

�-它必须与众使者所宣传的信仰基础相一致。 

�-包含着引领世人皈依真主的法律，让人明白有关真

主的最伟大的事实，阐明真主的属性、美名和行为，阐述

有关这个宇宙中过去与现在的幽玄知识，阐述人类灵魂的

实质与改善它的途径；使之纯洁，或者是使其薄福。 

�-不能相互矛盾，相互违背。不能命令一件事情，然

后以另一个命令来取缔它；不能禁止一件事情，然后就像

没有任何缺陷一样又成为许可的。 

�-这个来自于真主的信仰包含着保护人们的信仰、名

誉、财产、生命和子孙，根据真主制定的命令、禁止、良

知和品德保护这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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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正道对众生是慈爱的，谁是自亏者，谁就是不

义地侵犯他人者。 

	-宣传高尚的美德和品行。 


-实现信仰者的幸福。 

�-指引正道，谨防迷误。引导正确的道路，远离迷误，

引领人们走上不偏不倚的正道。

①
 

                                                        ①在《伊斯兰的基础和原则》的第 71-78 页中对这些定律进行了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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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问问问问问问问问个个个个 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信信信信信信信信类类类类：：：：     

在了解区别正道与迷途之间的重要关系之后，我们将

直接阐述：人类需要这个正道吗？或者它是可有可无的华

丽思想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一起去了解人类的实质，

以及创造人类的素材，和创造人类的目的。人是一种用精

神和粘土而被造的生物，是由肉体和精神组成，他生活在

充满私欲的斗争社会里，要求必须服从主的命禁，他就必

须得到赏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当你观察人类的历史长河时，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

被造的、有信仰的生物，人类无法没有信仰地生活，这一

点是许多研究都表明的，并强调人类的需要是信仰，人类

需要信仰，比对医生、食品和饮料更加需要，就像伊本盖

依慕（愿主喜悦他）所说。

①
 

人类需要信仰的因素非常地多，围绕它的数量繁多，

作者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答案，针对二十世纪，在《拉鲁斯》

字典中提到：“信仰的本能汇集了所有的人种，甚至是最野

蛮的，最接近动物生活的……。注重上帝的意欲和超自然

                                                        ①《幸福家园的钥匙》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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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它是人类普遍倾向的一个永恒的世界。”

①
 

阿诺德·汤因比阐述说：“信仰的本质是固定的，固定

在人性本身的实质上，事实上信仰是人类本性的特征。”

②
 

德拉瑞博士为我们引述了宗教史学家对这一事实的共

识，他说：“宗教史学家对这一事实的共识，那就是没有任

何人类社会，更不用说一个伟大民族的出现和生存了，接

着不去思考人类的起源和归宿，以及宇宙的现象和事件，

没有以特定的观点去考虑这些问题，不论对或错，也不论

坚信或猜测，想象这些运行的宇宙现象为其谦恭的权力，

以及宇宙运转之后将要成为的命运（归宿）。”

③
 

格尔达威博士说：“全人类都需要信仰，尤其是伊斯兰，

这决不是一个次要的，或没有边际的需要，这是一个最基

本的需要，它涉及到了生命的本质，生存的奥秘，以及人

类最应拥有的权利。在尽可能箴言之后，我们将在这里阐

述人类的生活中需要信仰，然后根据这个观点，人类需要

信仰的各个方面： 

第一：在生存中理性需要了解的最大实质，现归纳如

下： 

�-人需要了解第一次出现的宗教信仰，人还需要了解

                                                        ①《信仰》，第 82 页 ②《古代宗教研究》，第 43 页 ③《信仰》，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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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了解身边的大型存在物，那就是人类哲学所从事的

——寻找问题的答案。他们在其中找不到满意的答案，人

自从生下来，就有许多伴随他的问题需要解答：“人来自哪

里？将要到哪里去？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无论生活

的需要使他多么繁忙，但总会有一天，他必须停下来问自

己这些永恒的问题： 

A: 人类对自己说：我从哪里来的，从我周围的广大宇

宙来？我是自然而有的，还是有创造我的主宰？他是谁？

我如何与他联系？同样，这一浩瀚的世界——大地，天空，

动物，植物，无生物，宇宙都是自然而有的，还是有创造

和管理他的主宰？。 

B: 然后在这种生活之后是什么……在死亡后是什

么？在地球上这个短暂的旅途之后又将走向何方？只仅仅

是生命的故事“从子宫里被生出，最后被埋葬在土下”？

还是在此之后什么都没有了？！ 

C: 为什么创造人？为什么给予他智慧与管理的能力，

并且有别于其它的动物呢？凭什么为他制服天地呢？他的

存在是否还有其它的目的？这个目的在他的生命中有重要

性吗？还是创造人只单纯是为了吃喝？就像其它的动物一

样吃喝？然后就像动物一样死去？如果人类还有生存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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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么，它是什么呢？又如何知道这个目的呢？我们所

提到的人类需要的信仰，联系着人类理性的需求，但那里

还有直觉和感觉，人类并不仅只能理解，如头脑；但人类

有理性、直觉和灵魂，从而形成了人类的本性；人类是凭

着本性，而不是凭借使人满意的知识或文化，艺术和文学

无法满足人的嗜好，装饰和享受也永远不能填满人的内心，

不安的心灵，饥饿的灵魂，干渴的本性，从而使人感到空

虚和残缺，直至当他找到对上帝的信仰，他才能找到不安

之后的平静，动荡之后的安静，恐惧之后的安宁，他才能

感觉找到了自己。 

�-人类对信仰的另一个需要是：人类的生活，以及人

类生活中的希望和痛苦都需要信仰……，人需要一个可以

依赖的坚固角落，需要一个有力可靠的支撑点；当遇到了

痛苦的折磨，如庭院遭遇了灾难，然后失去了他所喜爱的，

或者遇到了他所讨厌的，或者丧失了他所希望的，或者发

生了他所担心的，这时需要信仰给予他软弱时的力量，绝

望时的希望，片刻恐惧时的安宁，可以忍受穷困，患难和

战争。 

信仰真主，坚信他的公正和怜悯，相信在天堂里真主

给予的补偿和奖励，人类需要健康的灵魂和精神的力量，

人类的本性渴望欢快，让人类的灵魂沉浸在乐观的情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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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观看周围的万物，用明亮的眼镜去观看生活，泰然地

去面对在短暂的生命中获得的与遭遇的一切，他就能找到

无可取代的安慰、希望与安宁，不需要科学，哲学，金钱

和子女，以及东西方的王权。 

�-人类对信仰的另一个需要是：社会的需要，那是动

机和规律的需要，动机鼓励每个人行善和履行职责，那不

需要有人监视着他们，或报酬他们……；规律控制着人们

的关系，要求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必须停留在自己的权利之

内，不要为自己的欲望，或当前的物质利益而侵犯了别人

的权利，或者忽视了社会的福利。不能说法律法规可以找

到这些规律和动机。法律不会创建动机，也没有足够的规

律。从法律摆脱定律是可能的，在其中使用欺诈行为是容

易的，因此，必须要有道德的动机和标准，操作人的内心

而不是外表。必须要有这种内在的动机，这个就是：自身

的道德，必须要有天良，或“直观”或“心”，或者你随意

地给它命名，它是一种智能，如果它得到了改善，那么，

人所有的工作也都得到了改善；如果它败坏了，那么，人

所有的工作也都跟着败坏了。”

①
 

除了格尔达威博士所提到的人类对信仰的需求之外，

的确，艾哈默德•阿里•阿基柏博士也同意这些，并且他还

                                                        ①伊斯兰系列网站：人类需要信仰的问题，作者：优素福·格尔达威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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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其它的方面，他把这种需要划分为个人对信仰的需

要，以及社会对信仰的需要，他在其中指出： 

�-个人对信仰的需要，因为人类的本性倾向于信仰，

他没有能力摆脱这一点，为此引证哲学家奥古斯特·苏巴

提在其著作《宗教哲学》一书中的话，他说：“为什么我要

信仰？我的双唇从没有为这个问题动过一次，但我觉得可

以随意地回答这个答案，那就是：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因为我无法否认这一点，因为信仰是来自于自身需要的道

德标准。他们对我说：这是由于遗传，或教育，或情绪的

影响。那么，我要告诉他们：我曾多次用这个同样的想法

去阻止自己，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的问题无法解决，在我

个人生活中所看到的信仰需要，要比人类的社会生活更强

烈，它决不低于我对宗教的执着。”

①
这位哲学家表示它是

“自身的需要”，他表示信仰的需要是神降示给人类的本

能。清高的真主说： 

قِمْ  ����:قا� تعا�
َ
يِن َحنِيًفا 	َْجَهَك  فَأ Òِ اهللاِ  فِْطَر³َ  لِت�

1
 َعلَْيَها ا}1اَ�  َفَطرَ  ال

ِق اهللاِ َ¦لَِك  َيْبِديَل  ال
ْ
ينُ  Óَِل َقي�مُ  ا��

ْ
ªََ  َ	لَِكن1  ال

ْ
ك
َ
سو�� ���� َفْعلَُمو(َ  ا}1اِ� ال �

�Y0لر�30. 
【【【【[3[3[3[30000]]]]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趋向趋向趋向趋向正教正教正教正教，，，，（（（（并并并并谨守谨守谨守谨守））））真主所真主所真主所真主所赋予赋予赋予赋予人的本人的本人的本人的本

性性性性。。。。真主所创造的真主所创造的真主所创造的真主所创造的，，，，是不容是不容是不容是不容变变变变更更更更的的的的；；；；这这这这才才才才是正教是正教是正教是正教，，，，但大但大但大但大多多多多

                                                        ①《古代多神教研究》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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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数数数人都不知道人都不知道人都不知道人都不知道。】。】。】。】

①①①①
 

�-人类生活在自己生活的需要和他周围环境的渴望

之间的冲突中，除了凭借组织和制定这一冲突的宗教信仰，

人类是没有能力克服这一冲突的。 

�-真正的信仰是价值观念，道德，崇高的理想和高尚

品德的根源，人类从中获取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那是建

立在信仰真主的基础之上。 

�-根据人类对信仰迫切需要的最大和最有力的证据

之一，就是那些企图使自己摆脱和脱离信仰的人，但事与

愿违，他们的企图注定要尝试失败和毁灭的厄运。穆拉德•

霍夫曼说：“这确是很烦人的事情，很少有人会关心发生在

他们西方社会的是什么……丧失了意义，缺乏生活中最崇

高的目标，随着精神空虚的日益增加，严重地威胁着每个

存在的人，使他们绝望地感到生活毫无意义，事实上，正

如柏拉菲斯•曼苏尔所说：‘无神论已对西方所有的人造成

困觉’。”

②
 

然后艾哈默德•阿里•阿基柏博士由于研究“塔尔科特•

帕森斯”而被杀害。在其中根据人类生存的特征肯定了人

类需要信仰。这些特征就是： 

                                                        ①《罗马章》第 30 节 ②《2000 年的伊斯兰》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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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的特征会使人类在工作时产生失败和挫折的

恐惧，信仰能为人类提供乐观和坚信，使其在工作时安心。 

�-软弱的特征是面对他想要的东西和所面临的压力，

这种软弱的特征破坏他的幸福和欢乐，而真正的信仰联系

着天启的媒介，它能战胜这种软弱和绝望。 

�-少有的特征，它就是在这个宇宙中充满了凭借所有

人相似的能力都无法实现的机遇，生计和机会；使人因为

自己失去的和遭遇的不幸而生活在焦虑和抑郁的状态中，

因为寻求自己的权利和份额而忍受对他人卑躬屈膝的痛

苦，无法消除烦恼，只有凭借正确的信仰，人在这个宇宙

中才能立起心中为了获益的真实天平，并使内心充满的信

心和喜悦。”

①
这就是伊斯兰所带来的信仰前定。清高的真

主说： 

َصاَ! ِمن َما� :قا� تعا�
َ
ِصيَبةٍ  � Dم  Iِ  Kِ�ْ

َ
نُفِسُكمْ  Iِ  َ	ال األ

َ
 �ِال1  �

 Iِ َقْبلِ  كَِتاٍ! م�ن )
َ
َها �

َ
�َÔْ1لَِك  �ِ(1  غ¦َ  َuَ  ِاهللا ٌMَسْوا. يَِس

ْ
 َما uََ  لَِكْيال تَأ

سو��  ��ٍو�فَخُ  Õَُْتا_ٍ  1�ُ  ُ�ِبD  ال اهللاُ 	َ  �تَاُكمْ  بَِما َيْفرَُحوا َ	ال فَاتَُكمْ 
 22,23�Lديد�

【【【【[22][22][22][22]大地所有的大地所有的大地所有的大地所有的灾灾灾灾难难难难，，，，和你们自己所和你们自己所和你们自己所和你们自己所遭遭遭遭的的的的祸患祸患祸患祸患，，，，在在在在

我创造那些我创造那些我创造那些我创造那些祸患祸患祸患祸患之之之之前前前前，，，，无不无不无不无不记记记记录录录录在在在在天经中天经中天经中天经中；；；；这事对于真主这事对于真主这事对于真主这事对于真主

确是容易的确是容易的确是容易的确是容易的，，，，[23][23][23][23]以以以以免免免免你们为自己所你们为自己所你们为自己所你们为自己所丧丧丧丧失的而失的而失的而失的而悲悲悲悲伤伤伤伤，，，，为他为他为他为他

                                                        ①《古代多神教研究》第 70 页 

 



 

 伊斯兰的文化价值观黄  
61 

所所所所赏赐赏赐赏赐赏赐你们的而你们的而你们的而你们的而狂狂狂狂喜喜喜喜。。。。真主是不喜爱一真主是不喜爱一真主是不喜爱一真主是不喜爱一切切切切傲慢傲慢傲慢傲慢者者者者、、、、矜夸矜夸矜夸矜夸者者者者

的的的的。。。。】】】】

①①①①
    

伊本盖依慕（愿主怜悯他）添加了人需要信仰的另一

个重要方面，那就是科学理论的力量，和科学管理的力量，

他说：“人类有两种力量：科学理论的力量和科学管理的力

量，他全部的幸福都有赖于完善的科学和管理。完善的科

学管理力量，只有凭借重视、忠诚、诚实、尽忠、完善和

遵循超绝万物的真主对仆人享有的权利，以及见证真主对

仆人的恩典才能获得，而人类却疏忽了完成对真主应尽的

义务……。没有办法完成这两种力量，除非是凭借真主的

援助，那就是他必须遵循真主引导仆人的正道——他曾引

导自己的爱友和特殊的爱仆遵循的正道。”

②
紧接着伊本盖

依慕强调了穆罕默德·阿布杜拉·德拉瑞博士和艾哈默

德·阿基柏博士提到有关这方面所有的重要性。

③
德拉瑞博

士对此表示说：“宗教信仰是人类完成理论力量的一个重要

因素，在其中它是唯一能满足理论的力量。然后，它是一

个完成直觉力量的必要元素；崇高的情感来自于喜爱，渴

望，感激和谦虚……，在宗教信仰中寻找未知其宗旨的领

域，用之不竭的源泉。最后一个是补充管理力量的重要因

                                                        ①《铁章》第 22-23 节 ②《裨益》第 18-19 页 ③《信仰》第 98 页，《古代多神教研究》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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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提供最大的动力和动机，并阐述以最大的媒介去阻止

绝望和失望的因素。”

①
在阐明理性需要信仰之后，德拉瑞

还说：“总而言之，崇高的理性总是在短暂局部障碍的事实

背后，延首远望永恒的真理。事实上，任何科学和知识也

不能包含它的丝毫，但所有的科学和知识都向往它，那就

是正确的信仰独自拥有的纯洁……这种永恒的本能向往，

是一种无期限的积极要求，它有两大深奥的证据：第一，

证明人类所需，它并不像影响制造商的标志。第二，证明

在人类的本身中存在着一中为永存而被创造的、崇高的生

存因素，如果人类力图去忘记它，那么，他确是在玩毁灭

的游戏，并处于永不满足的破碎的肉体生活之中……。”

②
 

                                                        ①《信仰》第 97-98 页 ②《信仰》第 97-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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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问问问问问问问问 信信信信信信信信 根根根根根根根根个个个个 ：：：： 的的的的     

就这个问题出现了很多意见和分歧，如果出现了分歧，

那么，应把宗教信仰归于两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来自于超绝万物的、清高的真主的启示。 

他造物了这个宇宙和万物，根据这些，信仰应归于人

类被创造的本性。这就是那些皈依三大宗教信仰者的趋势：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在这方面为犹太教与基督教的

追随者们没有遗留下任何的证据，除了在他们跟前被当做

的经典著作——那是他们从他们的父辈和祖先跟前所继承

的遗产，它是一种无法避免科学批判的遗产，没有留下任

何值得疑问的余地，这种遗产的失真已经得到了证实。至

于穆斯林，证明他们信仰的来源是真主的启示，有关这方

面的证据很多： 

�-真主以伟大的《古兰经》向人类和精灵挑战，即使

他们相互援助也罢！这一挑战是永存的，不论过去、现在，

还是将来。 

�-《古兰经》所提供的坚定的信仰，既不接受不健全

的，也不接受虚妄的；社会的法规，心理的原则和文明的

基础，只有精通宇宙和自身的秘密，以及精通过去、现在

和将来历史的学者才能获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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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使命者在被派遣之前与之后都是诚实的，从来

没有撒过谎。 

�-《古兰经》的书写、背记、编纂、以及从未被篡改

或变更，或对连续性之间从未间断过，这不同于以前所有

宗教的书籍。”

①
 

�-当代关于宇宙、人类和历史的科学符合《古兰经》

所包含的科学事实。”  

�-那些皈依伊斯兰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见证这个伟大

的信仰“伊斯兰”才是真正的信仰，它是从前的众先知所

报喜的信仰，它也是符合众先知所带来的信仰，它符合人

类的天性和实现了人类灵魂的要求。 

第二个来源：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智慧、需求和自然

环境，及其状况鼓励人去信仰。许多相信应以科学的方法

谦恭地去面对所有事物的人都坚信这一点，他们在自己的

观点中声称科学的方法并没有带领他们超越自然，没有得

到证实的科学，在他们的观点中都属于不存在的、无效的；

所以他们在所有人类的社会里开始寻求宗教信仰中出现的

错误——并非真主启示的与形而上学（超自然）的东西，

而在他们面前，只有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本身，因此，他

们关于人类的起源，以及宗教信仰是如何出现的产生了众

                                                        ①《人类在信仰的荫影下》，第 26-27 页，作者：安玛奈图·奈基布，利雅得市科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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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意见与分歧。”

①
随着这些研究的增多和多样性，浮躁

盲目一直困惑着人类社会，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也没有消

除任何疑问，尽管长时间没有绝望的研究，但研究的结果

也没有逃出无能的命运。 

文明只会建立在真正的信仰上，寻求者在文明的阴影

下实现他们个人、社会、宗教信仰、政治、科学知识和实

践的宗旨……，因此，美国前总统在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

“这个国家对宗教信仰的需要远比它现在所拥有要的更

多，我不认为医疗能比宗教信仰更成功、更有影响的消除

弊端和我国种族歧视的罪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教育

系统或政府系统是永存的，同样，没有任何赏赐或处罚不

会失去它的影响的，除非是通过改良和牺牲的方式，宗教

信仰的基础就是尽忠，由于我们一直剥夺宗教信仰，所以

就没有办法获得持久辉煌的文明。”

②
 

正确的宗教信仰是所有社会正常运作的基础，就像前

面我们所论述的那样，它就是伊斯兰信仰；因此，出生于

奥地利的穆罕默德•阿萨德说：“伊斯兰比其它所有崇高的

宗教都重视人的精神，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那么，人

类精神的发展，在伊斯兰的观点中紧密地联系着人的各个

                                                        ①《人类在信仰的荫影下》，第 27 页 ②《宗教与科学》第 173 页，摘自《宗教研究》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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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物理动机是人类天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任

何‘原罪’的结果——那是西方人对伊斯兰教育的理解—

—然而，它是积极的力量，上帝把它赐予给人类，人类必

须明智地接受它，同样也应充分地利用它，因此，人类的

问题不是如何抑制身体的需求，而是如何以生活满足和有

效的方式去协调身体与灵魂之间的需求。 

这种根源积极地肯定了人类的生活，在伊斯兰中的观

点认为：人类的天性是倾向于行善的；这不同于基督教的

观点，因为基督教认为：人类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原罪”；

或印度教信仰的观点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淫秽和不洁的，

必须遭受长系列的轮回才能完美；这些有违《古兰经》的

主张： 

ْحَسنِ  Iِ  اِإلنَسا(َ  َخلَْقَنا لََقدْ  �
َ
 4�jfسو��  �َيْقِويمٍ  �

【【【【[4][4][4][4]我确已我确已我确已我确已把把把把人造人造人造人造成成成成具具具具有最有最有最有最美美美美的的的的形态形态形态形态】】】】即：人被创造

为纯洁的，这种纯洁只有通过不良的行为之后才会被破坏。 

ْسَفَل  8ْ8َنَا+ُ �َ  ُعم1 �
َ
ِينَ  َسافِلَِ\ �ِال1  �

1
Fَعِملُوا �َمُنوا ا	َ  Jَِاvِا  سو��  �الص1

jf�5 -6. 
【【【【[5][5][5][5]然然然然后我使他后我使他后我使他后我使他变成变成变成变成最最最最卑劣卑劣卑劣卑劣的的的的；；；；[[[[6666]]]]但信道而且行但信道而且行但信道而且行但信道而且行善善善善

者者者者例例例例外外外外。】。】。】。】”

①
 

                                                        ①《无花果章》第 4-6 节，《伊斯兰之路》作者：穆罕默德·阿萨德，翻译：阿飞福·艾勒白阿莱布克，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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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论题第三论题第三论题第三论题：：：：完美完美完美完美    

完美的定义：伊本曼汝尔说：“使某件事情完美，使各

项事情圆满，在伟大的《古兰经》中提到： 

�اهللاِ  ُصْنعَ  �ِ
1
Fْيَقنَ  ا

َ
�  1�ُ 5  .�88�=ملسو��  ��ٍَ¼ْ

【【【【那是精那是精那是精那是精制制制制万物的真主的万物的真主的万物的真主的万物的真主的创造创造创造创造。】。】。】。】

①①①①
精通的人是完善所

有事情的技师，精通的人就是带来逻辑与答案的人。艾布

曼苏尔说：“技术起源于这个技术的儿子‘指过去的某位男

子’，有人说：指精通某些技术的人；有人说：某人精通他

的工作。在《海洋词典排列》中提到：精通某件技术，这

里指的是本性，精通技能的男子。”

②
 

在这里最好引用阿里（愿主喜悦他）所说的话：“人类

是他们行善的儿子。”他又说：“根据每个人的善行去判断

他的价值。” 

诗人说：“你期望成为谁的儿子，你就必须获得他血统

中那值得称赞的、使你满足的品德。”

③
 

当他们遵守《古兰经》的美德时，他们的行为准则和

标准都改变了，那些曾经丝毫不能公平地对待血统和门第

                                                        ①《蚂蚁章》第 88 节 ②《雄辩的阿拉伯人》作者：穆罕默德·本·穆克莱姆·本·曼汝尔·艾勒伊夫利给，13/73，《海洋词典排列》1/1527 ③《充足的财富》作者：阿布杜莱吴福·艾勒麦纳威，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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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拉伯人，变成了热心公益，获取美德和完善的人，那

才属于人类真正的价值。 

当然，完美就是圆满，无论是物质的东西，或者是道

德的事情，同样，只要它不是任何物质或道德方面必不可

少的，只有凭借它，才有文明，产业才能蓬勃发展，以及

工业企业和科学界负责关注这个问题；因此，对每个产品

都制定了国际众所周知的标准，无论是智力方面的产品，

如教学大纲；或者是物质方面的产品，如其它制成品；这

些标准在任何地方都成为很重要的，生产商和制造商们渴

望自己的产品符合这些规范，他们在自己的产品上记下已

经应用的产品规格。 

伊斯兰是最后的使命，它没有忽略这方面科学的影响

力，法律明文确定了这件事，号召人们遵循它，并告知人

类：真主确是使其产品最完善、最精通的创造者，他鼓励

人们去完善自己的工作，并阐明他喜爱自己的仆人那样工

作，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اهللاِ  ُصْنعَ   �:قا� سبحانه 0تعا�ِ
1
Fْيَقنَ  ا

َ
�  1�ُ 5  .88سو�� �=مل� ��ٍَ¼ْ

【【【【那是精那是精那是精那是精制制制制万物的真主的创造万物的真主的创造万物的真主的创造万物的真主的创造。】。】。】。】

①①①①
伊本阿巴斯（愿主

喜悦他）说这节经文的意义是：“完善万物。”穆贾黑德说：

“使所有的事情都更加精密与适当。”转自盖塔德（愿主怜

                                                        ①《蚂蚁章》第 8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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悯他）的话与这个意思接近。

①
伊本凯西尔（愿主怜悯他）

说：“他掌管自己所创造的一切，他明哲地寄存他所寄存

的。”

②
 

伊本盖依慕（愿主怜悯他）在其《阐明真主的法律及

其创造之间相协调的博览会》中提到了真主以最完美、最

精确地创造了他的万物，他的法律在相协调和智慧中也是

同样。他说：“制定这些刑罚，并由此引起的种类和程度上

的因素者，是全知幽明的真主，他是最明智的主，最有知

识的主，他的知识包罗万象，他知道过去的、现在的和未

来的，他随心所欲，他彻知精密的、宏伟的、隐微的和公

开的裨益对象，人们无法看到他，他也不会让人类看到；

这些特殊化的和赞扬的并没有超出睿智和值得赞许的宗

旨，同样，这些特殊化的和赞扬的事件在他的自身中也是

如此。这是在他的创造之中，那是在他的命令之中，它俩

都来自于真主完善的知识和智慧；他将所有的事物都安排

在适合它的妥善的地方，只有他才能处理这一切，犹如他

把视觉和光亮的能力安排在眼睛里，把聆听的能力安排在

耳朵里，把嗅觉的能力安排在鼻子里，把说话的能力安排

在舌头和双唇上，把擒拿的能力安排在手上，把行走的能

                                                        ①《古兰经注释荟萃》20/21 ②《伟大的古兰经注释》3/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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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安排在脚上，对于每一种动物以及其它的，都有专门归

于它们、最适合它们的肢体、形态、属性和能力，他的完

善包含了他完美的创造。犹如清高的真主所说： 

�اهللاِ  ُصْنعَ   �:قا� تعا�ِ
1
Fْيَقنَ  ا

َ
�  1�ُ 5  .88سو�� �=مل� ��ٍَ¼ْ

【【【【那是精那是精那是精那是精制制制制万物的真主的创造万物的真主的创造万物的真主的创造万物的真主的创造。】。】。】。】

①①①①
超绝万物的真主精

确的创造是无可挑剔的；那是因为他的命令在精确中的程

度是最适合，最完美的，不知道这些详细情况者，他们就

会否认这一切。”

②
 

的确，先知 鼓励并敦促完善工作，在阿依莎（愿主

喜悦她）传述的圣训中提到：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说说说说：：：： 

�( اهللا عز 	جل �ب « :قا_ � �سو� �هللا�m �هللا عنها (<  lئشةعن 
 »�¦ا عمل �حدكم عمالً �( يتقنه

““““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工工工工作时作时作时作时，，，，伟伟伟伟大尊严的真主喜爱你们大尊严的真主喜爱你们大尊严的真主喜爱你们大尊严的真主喜爱你们把把把把它它它它做做做做

好好好好。。。。””””

③③③③
在先知的儿子伊布拉欣去世的当天发生了日食，人

们都说：“这是因为伊布拉欣的死亡。”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说说说说：：：： 

  ����	��� �سو_ اهللا » سف sوJ �حد 	ال vياتهال Ö«  :����قا_ �سو_ اهللا 
�( العبد ا¦ا عمل عمالً �حب اهللا : فرجة I القÔ ب\ الل× فأمر �( تسد فقا_

 .»�( يتقنه
““““日食日食日食日食不不不不会会会会因为因为因为因为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人的生人的生人的生人的生死死死死而发生而发生而发生而发生。。。。””””当主的使者当主的使者当主的使者当主的使者

                                                        ①《蚂蚁章》第 88 节 ②《媒体网站》作者：伊本焦瑞，2/120 ③《泰柏拉尼圣训集》1/275，《穆斯奈德艾比耶阿俩》7/349，《伊玛尼的分枝》作者：艾布白克尔·艾哈默德·本·侯塞尼·艾勒白衣哈给，4/334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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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看看见见见见一一一一座座座座坟墓坟墓坟墓坟墓的土的土的土的土坯坯坯坯之间有一之间有一之间有一之间有一裂缝裂缝裂缝裂缝时时时时，，，，他命令人们他命令人们他命令人们他命令人们将将将将

其其其其填补好填补好填补好填补好，，，，并说并说并说并说：：：：““““当仆人当仆人当仆人当仆人工工工工作时作时作时作时，，，，真主喜爱他真主喜爱他真主喜爱他真主喜爱他将将将将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做好做好做好做好。。。。””””

①①①①
这个土坯间的裂缝是在坟墓的内部，它对于亡

者即无害也无利，但先知 并没有任由他们将其弃之，而

是命令将它做到完美。当众圣门弟子（愿主喜悦他们）请

教他：“那对于坟墓里的亡者有益或有害吗？”他对他们说

了自己刚说过的话。

②
 

麦纳威（愿主怜悯他）在注解这段圣训时，他说：“信

士们啊！当你们某人工作时，清高的真主喜爱他把自己的

工作做好，即完善它。犹如在阿斯科利的传述中阐述的那

样，为此，生产者运用真主赋予他的形象，工具和数目，

例如：他凭借真主教授他的知识去完善工作，运用知识有

益于真主创造的万物，不是凭着不工作就会遗失的意图去

工作，或者是为了工资的数额去工作，但这种完善取决于

生产的需要而定。他还指出：生产者努力地工作，以便把

产品交给它的主人，因为他不希望在自己的工作中出现失

误的现象而彻夜未眠，然后开始重新工作，以便生产出最

完美的产品，在第二天把产品交给其主人，货主首先表示

感谢，并与他第二次合作，他说：我没有为你而工作，但

                                                        ①《大辞典》24/306 ②《媒体网站》作者：伊本焦瑞，2/120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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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为了完成产品的权利，因为我讨厌在工作中出现马虎

的现象，生产者何时不努力工作，那么，酬金就会欠损，

他确已否认了真主教授他的知识，也许会使完美消除。”

①
 

根据这项“完美”的需要，我们已到了结束有关科学、

以及对它的注释和取决于科学的这个论题，以下的论题将

从另一方面继续论述它的本质，即使它的细节不同也罢！ 

 

                                                        ①《充足的财富》2/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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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社会价值观 

在这篇论文中价值观包含了学者、思想家和社会学家

长期工作的课题，真的，它就是社会的课题。在这个论题

中把制度的价值观视为科学的基础和原则，同样，它也强

调这个最后的信仰（伊斯兰）包含了生物所需要的一切和

生活的需要。的确，我试图突出有关这一课题的价值观，

即使我无法彻知有关这一课题所包括的，正如我在前言中

提到的那样，我将社会价值观分为七个论题： 

第一论题第一论题第一论题第一论题：：：：中庸中庸中庸中庸    

中庸语言方面的定义：在《海洋词典排列》中提到：“中

庸就是使所有的事物都中正。”

①
伊本曼汝尔解释说：“中庸

就是介入终端之间，中正即为精粹，中庸就是使其中正、

达到最佳谐调的效果；中正的男人，中庸的优越。”他在《陌

生的词汇》一书中说：“中央就是出于两端的正中间。”

②
 

如果中庸就是公正和精粹，那么，它就是介入双方之

间的调解，既不极端，也不疏远，既不激进，也不怠慢。 

                                                        ①《雄辩的阿拉伯人》作者：穆罕默德·本·穆克莱姆·本·曼汝尔·艾勒伊夫利给，7/427，430，《海洋词典排列》 ②《古兰经中陌生的词汇》作者：侯塞尼·本·穆罕默德·艾勒拉阿比·艾勒艾苏发哈尼，第 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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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团体与个人只有达到这种程度才能够秉公正

直，这个崇高的信仰确已带来了中庸和公正，它命令并鼓

励人们中正，还阐明所有的毁灭都是因为远离了中正，无

论是倾向于极端或者是疏忽。 

清高的、超绝万物的真主把伊斯兰民族描述为中庸的

民族，伟大的真主说： 

َذلَِك  �: 0جل عز �هللاقا� 
َ
َناُكمْ  َ	�

ْ
ةً  َجَعل م1

ُ
 ُشَهَدا5َ  	ََسًطا �

ْ
َُكونُوا

�
<  َuَ 

 . �143�Cقر�سو��   �َشِهيًدا َعلَْيُكمْ  الر1ُسوُ_  َ	يَُكو(َ  ا}1اِ� 
【【【【[143][143][143][143]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民族民族民族，，，，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作证作证作证作证世世世世

人人人人，，，，而使者而使者而使者而使者作证作证作证作证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①①①①
伊本杰利利（愿主怜悯他）在注

释这节经文时说：“清高的真主提到并把他们描述为中正的

民族，因为他们在信仰方面是中正的，不像基督徒那样走

向极端的出家修行，他们对尔萨（耶稣）信口雌黄；他们

也不像犹太徒那样玩忽职守，篡改真主的经典，杀害他们

的先知，假借真主的名义造谣，否认他们的养主。但他们

是中正的、中庸的人，真主这样描述他们，因为真主喜欢

的事情都是最中正的。”

②
 

伊斯兰命令人们中庸，真主使其成为中正的道路，达

到真主创造的宗旨，使他们达到最崇高的目的。伟大的真

                                                        ①《黄牛章》第 143 节 ②《古兰经注释荟萃》，作者：穆罕默德·本·杰利利·艾勒泰柏利，使命公司，审查：穆罕默德·艾哈默德·夏克尔，第一版，伊历 1420 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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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说： 

(1  �:جلعز 0قا� 
َ
  َ	الَ  بُِعو+ُ فَات1  ُمْسَتِقيًما ِ@َاØِ  َه�َذا 	َ�

ْ
ُبَل  تَت1بُِعوا Dالس

 iَ اُكم َ¦لُِكمْ  َسبِيلِهِ  َعن بُِكمْ  َفَتَفر1 ُكْم َيت1ُقوَ(  بِهِ  َ	ص1
1
سو��  �لََعل

�Yألنعا�153 

【【【【[153][153][153][153]这确是我的正路这确是我的正路这确是我的正路这确是我的正路，，，，故故故故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遵循遵循遵循遵循它它它它；；；；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要要要

遵循遵循遵循遵循邪邪邪邪路路路路，，，，以以以以免免免免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邪邪邪邪路使你们路使你们路使你们路使你们离开离开离开离开真主的大道真主的大道真主的大道真主的大道。。。。他他他他将将将将这这这这

些事些事些事些事嘱咐嘱咐嘱咐嘱咐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敬敬敬敬畏畏畏畏。。。。】】】】

①①①①
真主使他们达到他们今

世中的目的，为他们实现后世里的平安，伟大的真主说： 

ا � :جل0 عز قا� �هللا م1
َ
ِينَ  فَأ

1
Fا  

ْ
ِ  �َمُنوا   اهللاِ ب

ْ
 فََسُيْدِخلُُهْم Iِ  بِهِ  	َاْقَتَصُموا

ْنهُ  �Ùََْةٍ  ْهِ  َ	يَْهِديِهمْ  َ	فَْضٍل  م�
َ
ْسَتِقيًما ِ@َاًطا �ِ� Dلنسا@سو��  �م��175. 

【【【【[1[1[1[177775]5]5]5]至于确信真主至于确信真主至于确信真主至于确信真主，，，，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固守固守固守固守其天经的人其天经的人其天经的人其天经的人，，，，他他他他将将将将使使使使

他们进他们进他们进他们进入入入入在在在在发自于他的发自于他的发自于他的发自于他的慈恩慈恩慈恩慈恩和和和和恩惠恩惠恩惠恩惠中中中中，，，，并引导他们走并引导他们走并引导他们走并引导他们走向向向向主主主主

的正路的正路的正路的正路。。。。】】】】

②②②②
他们在今后两世都可以获得慈恩，他们在后世

还可以获得天堂。 

在伊斯兰命令的中庸之道中有：不允许任何人超越真

主为其规定的方式去崇拜真主，以免导致在伊斯兰中出现

异端的创新，责成人做力所不及的工作。的确，伊玛目布

哈里（愿主怜悯他）从侯麦德·本·艾布侯麦德那儿收录

了一段很长的《圣训》，他听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

                                                        ①《牲畜章》第 153 节 ②《妇女章》第 17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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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他）说： 

 n�0o) aبيو �p هللا عنه يقو� جا@ ثالثة �هط� m� بن مالك�عن (نس 
 <=��   <=� �Dوها  �يسألو< عن عبا

ّ
خ0zِ�� كأنهم تقال

ُ
0(ين : فقالو�! فلما (

(ما (نا : قا� (حدهم قد غفر �هللا � ما تقدY من ~نبه 0ما تأخر�  �{ن من �=> 
 
ً
(نا (ع�� : 0قا� ?خر. (نا (صوY �6هر 0ال (فطر: 0قا� ?خر. فإ� (ص� �لليل (بد�

 
ً
 .�لنسا@ فال (تزn0 (بد�

“曾有三个人来到圣妻们的家中，询问有关先知 的

功修，当他们得知后，他们好像认为少；然后他们说：‘我

们怎么能与先知 相比呢？他前前后后的所有的过错都

已得到饶恕。’于是其中有个人说：‘我将终生整夜礼拜，

不睡觉。’另一个人说：‘我将长年封斋，不开斋。’而第三

个人则说：‘我将远离女人，永不结婚’。” 

�نتم اFين قلتم كذا 	�ذاÛ �ما 	اهللا �Ú : فقا_  ����فجا5 �سو_ اهللا  
hقد��	ص¨ �	 hفطر�	 Tلك� �صو hH تقاكم�	ألخشاكم هللا   h5النسا Ü	تز�	

 .0مسلم �Cخا�0�1�S » فمن �غب عن سنÒ فليس م�
当主的使者当主的使者当主的使者当主的使者 来后来后来后来后，，，，他说他说他说他说：：：：““““是你们说如此这是你们说如此这是你们说如此这是你们说如此这般般般般的的的的话话话话

吗吗吗吗？？？？指主发指主发指主发指主发誓誓誓誓，，，，我比你们我比你们我比你们我比你们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人都人都人都人都更更更更加加加加害害害害怕怕怕怕和和和和敬敬敬敬畏畏畏畏真主真主真主真主，，，，

但是我但是我但是我但是我封斋封斋封斋封斋，，，，我也我也我也我也开斋开斋开斋开斋；；；；我我我我礼礼礼礼拜拜拜拜，，，，我也我也我也我也睡睡睡睡觉觉觉觉；；；；我也我也我也我也同同同同女人女人女人女人

结婚结婚结婚结婚，，，，谁谁谁谁违违违违背背背背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圣圣圣圣行行行行，，，，谁就不谁就不谁就不谁就不属属属属于我的于我的于我的于我的民民民民众众众众。。。。””””

①①①①
    

当先知当先知当先知当先知 发发发发现现现现有有有有根绳根绳根绳根绳子子子子拴拴拴拴在清在清在清在清真真真真寺寺寺寺里里里里的的的的两根柱两根柱两根柱两根柱子子子子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4776 段，5/1949；《穆斯林圣训集》第 1401 段，2/1020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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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上上，，，，于是于是于是于是问问问问道道道道：：：： 

 <=� �)�� � jسا�يت jب 
ً
�D0سجد حبًال �دF� Ûبلvفقا_ ما هذا ا 

فقا_ �سو_ . Lمنة بنت جحش تص�� فإ~� (عيت تعلقت به! فقيل يا �سو� �هللا
 »>صل ما �طاقت فإ¦ا �عيت فلتجلس: ����اهللا 

““““这这这这根绳根绳根绳根绳子子子子是是是是干干干干什么用的什么用的什么用的什么用的？？？？””””有人说：“主的使者啊！

那是哈姆奈·宾图·杰哈希礼拜用的，当她感到体弱时，

她就抓住它。”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说说说说：：：：““““让她根让她根让她根让她根据据据据自己的能自己的能自己的能自己的能力力力力去去去去

礼礼礼礼拜拜拜拜，，，，当当当当她体弱她体弱她体弱她体弱时时时时，，，，让她坐让她坐让她坐让她坐下下下下休休休休息息息息。。。。””””

①①①①
 

在伊斯兰命令的中庸之道中有：要求穆斯林必须在信

仰和今世里的生活之间相互结合， 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平

衡，给予每一个人应享有的权利，在崇拜方面不要超出了

限度，一个人丢失了自身，家人就会依赖其他的人去生活，

丢失自己应当照顾者的权力，如妻子，父母和孩子应享有

的权力；今世的物质方面不能超过信仰方面，否则，人就

会成为金钱的奴隶，他不知道自己的养主，也不知道为自

己的罪过而求饶恕，真主指明了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

途径，清高的真主说： 

ا�َ اُهللا  �تَاÝَ  فِيَما غِ 	َاْنتَ  �: قا� تعا�  ِمنَ  تَنَس نَِصيَبَك  َ	ال اآلِخَر³َ  ا�1

ْغَيا Dْحِسن ا�
َ
ْحَسنَ  َكَما 	َ�

َ
َْك َ	الاُهللا  �

َ
َفَسا8َ  َيْبغِ  �ِ�

ْ
Iِ  Kِ�ْ  ال

َ
 اَهللا ال �ِ(1  األ

 Dُمْفِسِدين ُ�ِب
ْ
 .77سو�� �لقصص� ��َ ال

                                                        ①《艾哈默德圣训集》3/256，《穆斯泰德里克》4/68，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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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7777]]]]你应当借真主你应当借真主你应当借真主你应当借真主赏赐赏赐赏赐赏赐你的你的你的你的财财财财富而富而富而富而营谋营谋营谋营谋后后后后世世世世的的的的住住住住

宅宅宅宅，，，，你不你不你不你不要要要要忘忘忘忘却你却你却你却你在在在在今世今世今世今世的的的的定定定定分分分分。。。。你当以你当以你当以你当以善善善善待待待待人人人人，，，，象象象象真主真主真主真主

以以以以善善善善待待待待你一样你一样你一样你一样。。。。你不你不你不你不要在要在要在要在地地地地方方方方上上上上摆摆摆摆弄弄弄弄是是是是非非非非，，，，真主确是不爱真主确是不爱真主确是不爱真主确是不爱

摆摆摆摆弄弄弄弄是是是是非非非非者者者者。】。】。】。】

①①①①
伊本杰利利（愿主怜悯他）说“真主告知

了有关富足天下的酋长噶伦

②
的故事，噶伦啊！你从族人那

里获得很多的钱财，你应当借真主赏赐你的财富，在今世

里履行顺从真主的工作，来寻求后世里的幸福。”然后伊本

杰利利又列出了哈桑（愿主怜悯他）对这节经文含义的注

释：【【【【[[[[你不你不你不你不要要要要忘忘忘忘却你却你却你却你在在在在今世今世今世今世的的的的定定定定分分分分】】】】，哈桑说：‘在今世中

真主允许你的，对你都是丰富的，满足的’。”

③
清高的、超

绝万物的真主说： 

¦ِ  ُنُيوIِ  Jٍ  �: قا� سبحانه 0تعا�
َ
(اُهللا  (َ �

َ
 اْسُمهُ  فِيَها تُْرَفَع َ	يُْذَكرَ  �

ُ  يَُسب�حُ 
َ
H فِيَها  �	ُغُد

ْ
ِهيِهمْ  ال1  �َِجاٌ_ .  	َاآلَصا_ِ  بِال

ْ
رِ  َعن َنْيعٌ  َ	ال Þَِا³�ٌَ  تُل

ْ
 ِ¦ك

ال³ِ  َ	;ِقَاTِ اهللاِ  َ¢³ِ  الص1 ُب  يَْوًما Öََافُو(َ  َ	;ِيَتا5 الز1
1
ُقلُوُ!  فِيهِ  َيَتَقل

ْ
بْ  ال

َ
.  َصا�ُ 	َاأل

ْحَسنَ اُهللا  ِ�َْجِزيَُهمُ 
َ
 يََشا5 يَْرiُ�ُ َمن اهللاُ 	َ  فَْضلِهِ  م�ن َ	يَِزيَدُهم َعِملُوا َما �

 ِMْ=و��  �ِحَساٍ!  بَِغ�38-36سو�� . 
【【【【[3[3[3[36666]]]]有些有些有些有些清清清清真真真真寺寺寺寺，，，，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允允允允许许许许建立建立建立建立之之之之，，，，并并并并允允允允许在许在许在许在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颂颂颂颂扬他的真名扬他的真名扬他的真名扬他的真名。。。。在在在在那那那那里里里里朝夕朝夕朝夕朝夕赞颂赞颂赞颂赞颂真主真主真主真主超超超超绝万物的绝万物的绝万物的绝万物的，，，，[3[3[3[37777]]]]是是是是

若干若干若干若干男男男男子子子子。。。。商业商业商业商业不能使他们不能使他们不能使他们不能使他们疏忽疏忽疏忽疏忽记念记念记念记念真主真主真主真主、、、、谨守谨守谨守谨守拜拜拜拜功功功功和和和和完完完完

                                                        ①《故事章》第 77 节 ②译者注：噶伦是穆萨时代希伯来的最后一位国王，以豪富著名，他本属于穆萨的宗族，但与穆萨为敌。 ③《古兰经注释荟萃》，作者：20/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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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纳纳纳天天天天课课课课，，，，他们他们他们他们畏惧畏惧畏惧畏惧那那那那心心心心乱乱乱乱眼眼眼眼花花花花的的的的日日日日子子子子。。。。[38][38][38][38]以便真主以他以便真主以他以便真主以他以便真主以他

们的行为的们的行为的们的行为的们的行为的善报赏善报赏善报赏善报赏赐赐赐赐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并以他的并以他的并以他的并以他的恩惠加恩惠加恩惠加恩惠加赐赐赐赐他们他们他们他们。。。。真主真主真主真主

无无无无量量量量地地地地供供供供给给给给他所他所他所他所意意意意欲者欲者欲者欲者。】。】。】。】

①①①①
这些人，经商不能使他们疏忽

拜功，更不会阻碍他们交纳天课。盖塔德说：“他们这些人

从事商业和贸易，但他们的首要工作是完成对真主应尽的

职责，商业和贸易不会使他们疏忽记念真主，以及交纳真

主应享有的权力。”

②
伊本凯西尔（愿主怜悯他）说：“今世，

以及其中的装饰和美化，商业的迎合及其利润都不能使他

们疏忽记念他们的主——他们的创造者和养育者，他们知

道在真主跟前的比他们所拥有的对他们是更好的、更有用

的，因为在他们跟前的都将竭尽，而在真主跟前的才是永

存的。”

③
 

真主还命令人们当均衡，真主确已允许仆人以自己准

许的漂亮的衣服和佳美的食品来享受今世里的生活。但真

主还命令信士们，当他们去到清真寺时应穿最好的衣服，

清高的真主说： 

  �T8ََ  بَِ�  يَا �: قا� تعا�
ْ
  َمْسِجدٍ  ُ��  ِعندَ  �ِينََتُكمْ  ُخُذ	ا

ْ
  	Êُُوا

ْ
ُبوا 	َاْ·َ

  َ	الَ 
ْ
ُمËِْفِ\َ  ُ�ِبD  الَ  �ِن1هُ  تËُِْفُوا

ْ
Òَِ اهللاِ  �ِيَنةَ  َحرT1َ  َمنْ  قُْل . ال

1
ْخَرÜَ  ال

َ
 لِِعَبا8ِ+ِ  �

 Jِي�َبا ط1
ْ
i�ِْ  ِمنَ  	َال ينَ  ِ�  قُْل  الر� ِ

1
 Iِ  لِث

ْ
ََيا³ِ  �َمُنوا

ْ
vْغَيا ا Dَخالَِصةً  ا�  َTِقَياَمةِ  يَْو

ْ
 ال

                                                        ①《光明章》第 36-38 节 ②《布哈里圣训集》2/726 ③《伟大的古兰经注释》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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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ل  َكَذلَِك   .32-31سو�� �ألعر�T �  �َفْعلَُمو(َ  اآليَاJِ لَِقْوTٍ  ُغَفص�
【【【【[31][31][31][31]阿丹阿丹阿丹阿丹的的的的子子子子孙孙孙孙啊啊啊啊！！！！每逢每逢每逢每逢礼礼礼礼拜拜拜拜，，，，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必必必必须穿着服饰须穿着服饰须穿着服饰须穿着服饰。。。。

你们应当吃你们应当吃你们应当吃你们应当吃，，，，应当应当应当应当喝喝喝喝，，，，但但但但不不不不要要要要过分过分过分过分，，，，真主确是不喜真主确是不喜真主确是不喜真主确是不喜欢欢欢欢过分过分过分过分

者的者的者的者的。。。。[32][32][32][32]你说你说你说你说：：：：““““真主为他的真主为他的真主为他的真主为他的臣臣臣臣民民民民而创造的而创造的而创造的而创造的服饰服饰服饰服饰和和和和佳美佳美佳美佳美的的的的

食食食食物物物物，，，，谁能谁能谁能谁能禁止禁止禁止禁止他们去他们去他们去他们去享享享享受受受受呢呢呢呢？？？？””””你说你说你说你说：：：：““““那些物那些物那些物那些物品品品品为信道为信道为信道为信道

者者者者在在在在今世今世今世今世所所所所共共共共有有有有，，，，在复在复在复在复生生生生日日日日所所所所独享独享独享独享的的的的。。。。””””我为有知识的我为有知识的我为有知识的我为有知识的民民民民众众众众

这样解这样解这样解这样解释释释释一一一一切迹象切迹象切迹象切迹象。】。】。】。】

①①①①
    

先知 视察自己的弟子们（愿主喜悦他们），每当看

见他们中某人违反了这种中庸的时候，他就教导他最好的。

艾布艾哈沃素从他父亲那儿传述，他父亲曾经穿戴破烂地

去看望先知 ，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问问问问他他他他：：：： 

فقا_ H 0هو قشف ��يئة   �عن (بيه (نه (� �=>  �ألحو�عن (; 
قا� من � �Fا� من  من �� اsا_Ûقا�  .قا� نعم هل لك ما_Û  �����سو_ اهللا 

 »قا_ فإ¦ا �تاÝ اهللا ماال فلM عليك ��يل 0�إلبل 0�لرقيق
““““你有你有你有你有钱财钱财钱财钱财吗吗吗吗？？？？””””他说：“是的。”先知又先知又先知又先知又问问问问：：：：““““你有你有你有你有哪哪哪哪

些些些些财产财产财产财产？？？？””””他说：“我有马、骆驼和奴隶等财产。”先知说先知说先知说先知说：：：：

““““当真主当真主当真主当真主赐赐赐赐予予予予你你你你财财财财富富富富，，，，你应你应你应你应表表表表现现现现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②②②②
先知 指示他

的弟子们：真主喜欢看到自己的恩典显示在仆人的身上。

阿慕鲁·本·苏阿布通过他的父亲从他祖父那儿传述，主主主主

                                                        ①《高处章》第 31-32 节 ②《穆斯泰德莱克圣训集》1/76，《伊本汉巴尼圣训集》11/234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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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者的使者的使者的使者 说说说说：：：： 

 >) Sوا «:قا_  �����سو_ اهللا عن عمر0 بن شعيب عن (بيه عن جد�
ير� �ثر نعمته 	ا·بوا 	تصدقوا I غá� M 	ال Õيلةà �( اهللا تعا= �ب �( 

 .»u عبد+ 
““““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喝喝喝喝，，，，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施施施施舍舍舍舍，，，，但不但不但不但不要要要要浪费浪费浪费浪费，，，，也不也不也不也不要要要要

自自自自负负负负；；；；的确的确的确的确，，，，真主喜真主喜真主喜真主喜欢欢欢欢看到看到看到看到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恩恩恩恩典显典显典显典显示示示示在在在在仆人的仆人的仆人的仆人的身身身身上上上上。。。。””””①①①①
伊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说说说说：：：： 

 Dبن مسعو�عن  �عن  â{قلبه « :قا_���� ا I )¢ نة منfال يدخل ا
hÔ0نعله : �جل قا� مثقا_ ¦�³ من ك �

ً
p< �لرجل �ب (< يكو< ثوبه حسنا

 (خرجه »�( اهللا ãيل �ب اfما_h الكÔ بطر اvق 	غمط ا}ا�: قا_. نةحس

 مسلم

““““任任任任何心何心何心何心中有中有中有中有丝毫傲慢丝毫傲慢丝毫傲慢丝毫傲慢的人都不能进的人都不能进的人都不能进的人都不能进入入入入天堂天堂天堂天堂。。。。””””有一男

子问道：“如果一个人喜欢他的衣服漂亮和鞋子漂亮呢？”

他说他说他说他说：：：：““““真主是至真主是至真主是至真主是至美美美美的的的的，，，，他喜爱他喜爱他喜爱他喜爱美好美好美好美好的事的事的事的事情情情情，，，，骄傲拒骄傲拒骄傲拒骄傲拒绝真理绝真理绝真理绝真理，，，，

藐藐藐藐视视视视他人他人他人他人。。。。””””

②②②②
 

伊斯兰带来的是身体需求和灵魂元素的中庸之道，它

不像东方的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或儒教，仅注重精神

方面的信仰，也不像资本主义的方式，仅注重物质生产和

过度地寻求身体的需求；然而它是中庸的方式，如上所述，

                                                        ①《穆斯奈德》2/311，《提勒秘日圣训集》5/123，《穆斯泰德莱克圣训集》4/150，哈克慕说：“这段圣训的系统是正确的。”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91 段，1/93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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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考虑到人类所有的需求，超绝万物的、清高的真主喜爱

自己的仆民实现今后两世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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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论题第二论题第二论题第二论题：：：：关爱妇女关爱妇女关爱妇女关爱妇女    

妇女在伊斯兰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无论她是母亲、或

妻子、或女儿、或姐妹、或属于普通的人，的确，真主把

人类父母的权力直接联系到自己的权力上。伟大的真主说： 

ال1  َ�بDَك  َ	قäََ  �: 0جل قا� عز
َ
�  

ْ
يْنِ  �ِي1ا+ُ  �ِال1  َيْعُبُد	ا وَاِ�َ

ْ
 �ِْحَسانًا َ	بِال

ا َفْبلَُغن1  ِكÔََ  ِعنَدÝَ  �ِم1
ْ
َحُدُهَما ال

َ
�  ْ	

َ
  َيُقل فَالَ  åَُِهَما �

æ
á
ُ
ُهَمآ �

1
 َيْنَهْرُهَما َ	الَ  ل

ُهَما َ	قُل
1
 .23سو�� �إل^�@�  �َكِريًما قَْوالً  ل

【【【【[23][23][23][23]你的主曾下令说你的主曾下令说你的主曾下令说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只崇拜他你们应当只崇拜他你们应当只崇拜他你们应当只崇拜他，，，，应当应当应当应当孝孝孝孝

敬父敬父敬父敬父母母母母。。。。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他他他他俩俩俩俩中的一人或者中的一人或者中的一人或者中的一人或者两两两两人人人人在在在在你的堂上你的堂上你的堂上你的堂上达达达达到到到到老迈老迈老迈老迈，，，，

那么那么那么那么，，，，你不你不你不你不要要要要对他对他对他对他俩俩俩俩说说说说：：：：““““呸呸呸呸！！！！””””不不不不要要要要喝斥喝斥喝斥喝斥他他他他俩俩俩俩，，，，你应当对你应当对你应当对你应当对

他他他他俩俩俩俩说有说有说有说有礼貌礼貌礼貌礼貌的的的的话话话话。。。。】】】】

①①①①
超绝万物的真主阐明了夫妻双方各

自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他说： 

� ِمْثُل  َ	لَُهن1  � :تعا� قا�ِ
1
Fلِلر�َجا_ِ  َعلَْيِهن1  ا	َ áِ	َمْعُر

ْ
 �8َََجةٌ  َعلَْيِهن1  بِال

 .228سو�� �Cقر�� �َحُكيمٌ  َعِزيزٌ  اهللاُ 	َ 
【【【【她她她她们应们应们应们应享享享享合合合合理的理的理的理的权利权利权利权利，，，，也应也应也应也应尽合尽合尽合尽合理的义理的义理的义理的义务务务务；；；；男男男男人的人的人的人的

权利权利权利权利，，，，比比比比她她她她们高一们高一们高一们高一级级级级。。。。真主是万能的真主是万能的真主是万能的真主是万能的，，，，是至是至是至是至睿睿睿睿的的的的。】。】。】。】

②②②②
慷慨

仁爱的真主告知：男女之间在今后两世都享有等同的工作

的报酬，以及享受美好的报赏和值得赞扬的结局。清高的

                                                        ①《夜行章》第 23 节 ②《黄牛章》第 8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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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说： 

	ْ  م�ن َصاvًِا ِمَل عَ  َمنْ  �: قا� تعا�
َ
نçَ  َ¦َكٍر �

ُ
 فَلَُنْحيِيَن1هُ  ُمْؤِمنٌ  َ	ُهوَ  �

ْجَرُهم َطي�َبةً  َحَيا³ً 
َ
َْجِزيَن1ُهْم �

َ
ْحَسنِ  َ	}

َ
  َما بِأ

ْ
 .97سو�� �=حل� �َفْعَملُو(َ  َ¢نُوا

【【【【凡凡凡凡行行行行善善善善的的的的男男男男女信士女信士女信士女信士，，，，我我我我誓誓誓誓必要必要必要必要使他们过一种使他们过一种使他们过一种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美满美满美满的的的的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我我我我誓誓誓誓必要必要必要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以他们所行的最大以他们所行的最大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善善善功功功功报报报报酬酬酬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①①①①
先知

嘱托男人应善待女人。他在阿拉法特日著名的辞朝演

说、伟大的聚会中提到： 

فاتقوا اهللا I النسا5 فإنكم �خذتموهن بأما( اهللا 	استحللتم فر	جهن «
 .»بكلمة اهللا

““““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敬敬敬敬畏畏畏畏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善善善善待妇待妇待妇待妇女女女女，，，，因为你们是因为你们是因为你们是因为你们是凭凭凭凭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

信信信信托托托托而而而而聘娶她聘娶她聘娶她聘娶她们们们们，，，，凭凭凭凭真主的命令而真主的命令而真主的命令而真主的命令而与与与与她她她她们们们们结合结合结合结合。。。。””””

②②②②
    

伊斯兰法律并没有忽视教导丈夫应考虑到妇女的感

情，温柔地对待她们。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ا صدقة حw اللقمة الÒ ترفعها 	;نك مهما �نفقت من نفقة فإنه«: ����قَاَ_ 
 I =متفٌق عليْهِ  »امر�تك�. 

““““只只只只要要要要你是为了获得真主的喜你是为了获得真主的喜你是为了获得真主的喜你是为了获得真主的喜悦悦悦悦而而而而施施施施舍舍舍舍，，，，那么那么那么那么，，，，你都你都你都你都

有有有有施施施施舍舍舍舍的的的的报报报报偿偿偿偿，，，，甚至于你甚至于你甚至于你甚至于你把把把把食食食食物物物物喂喂喂喂到到到到妻妻妻妻子子子子的的的的嘴嘴嘴嘴里里里里。。。。””””

③③③③
    

阿拉伯人曾经因为他们的愚昧无知而厌烦女儿——这

是所有愚昧者的品行，尊贵的先知 以清高的真主跟前丰

                                                        ①《蜜蜂章》第 97 节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1218 段，2/889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2591 段，3/1006；《穆斯林圣训集》第 1628 段，3/1251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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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报酬向那些善待女儿的父亲们报喜。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من من ابت¨ ب5è «: ����قَاَ_ 
ً
من ا ناJ فصÔ عليهن كن H حجابا

 .»ا}ا�
““““谁谁谁谁负责负责负责负责这些女这些女这些女这些女孩孩孩孩的事物的事物的事物的事物，，，，并并并并宽宽宽宽容容容容她她她她们们们们，，，，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她她她她们们们们

将将将将是他是他是他是他免免免免遭遭遭遭火狱火狱火狱火狱之之之之灾灾灾灾的的的的屏障屏障屏障屏障。。。。””””

①①①①
    

使者 还有关于妇女交往的其它方面；因此，伊斯兰

不仅没有阻止妇女到清真寺听主的使者 的教导，以及对

广大人民的讲话，而且，她们还要求他专门为她们安排了

一天，他去教导她们适合她们的事情，使者 也同意了。

在正确的《圣训》中提到，妇女对先知 说： 

 من  :�(< �لنسا@ قالت للن> 
ً
َغلَبَنَا عليك �لرجا� فاجعل =ا يوما

 لقيهن فيه� فوعظهن 0(مرهن� 
ً
َما «: قا_ �ن ف�( فيمانفسك� فوعدهن يوما

 َ¢َ( لَ 
1
َِها �ال

َ
ًة ِمْن َ	�

َ
الث
َ
Tُ ث ³ٌ ُيَقد�

َ
 ِمَن ا}1ا�ِ ِمْنُكن1 اْمرَ�

ً
�ٌ  »�َها ِحَجابا

َ
ْت �ْمَر(

َ
: َفَقال

 �jِثْن�0َ_
َ
نَ\ِ «: َفَقا

ْ
 .متفق عليه. »	َاث

“男人们每天在您的左右（学习知识），您也为我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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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他曾对其中他曾对其中他曾对其中他曾对她她她她们说们说们说们说：：：：““““你们中你们中你们中你们中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三三三三个个个个孩孩孩孩

子子子子先先先先她她她她而去而去而去而去，，，，那都是那都是那都是那都是她她她她与火狱与火狱与火狱与火狱之间的之间的之间的之间的遮挡遮挡遮挡遮挡。。。。””””有一位妇女问

道：“如果是两个呢？”使者使者使者使者回回回回答答答答说说说说：：：：““““两两两两个个个个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也是如此。。。。””””

②②②②
    

                                                        ①《提勒秘日圣训集》4/319，《伊本马哲圣训集》2/1210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101 段，1/50，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633段，4/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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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伊斯兰的文化价值观  
86 

他是一位担负使命重任和主管国家事务的使者——他

关注一位打扫清真寺的妇女，那是一位普通的黑人女

性，也许不会有人理解和明白她的地位，但使者 渴望给

予所有的人应享有的权利和公平的对待妇女。艾布胡莱赖

（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ففقدها « :قا� � ه���ة (;عن 
ً
�( امر�³ سو8ا5 ¢نت تقم اsسجد �	 شابا

قا�  كنتم �¦نتمو�héفال : قا_. فقالو� ماaفسأ_ عنها �	 عنهÛ  �����سو_ اهللا 
�S(مرها (0 (مر �فقا_ فكأنهم صّغر0 :+Ôق u éفص� عليها8لو Sمتفق  »� فدلو

 عليه

“曾有一位打扫清真寺的黑皮肤妇女或女青年，后来

主的使者 看不见她了，便向人询问她或他？他们说：‘去

世了。’使者说使者说使者说使者说：：：：‘‘‘‘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怎怎怎怎么没有么没有么没有么没有告告告告诉诉诉诉我我我我？？？？’’’’他说：‘大家对

此人的去世都没有当回事。’使者说使者说使者说使者说：：：：‘‘‘‘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带带带带我去我去我去我去她她她她((((他他他他))))

的的的的坟坟坟坟地地地地。。。。’’’’然后他们带着使者来到此人的坟地。使者为亡人

站了殡礼。”

①
 

使者 还告知妇女的奖励和地位，因为她们在这个世

界上献身于自己的子女教育，这证明根据伊斯兰的评价，

妇女为自己的孩子所做的牺牲具有重要意义的证据，因为

孩子是建设社会的基石。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448 段，1/176，《穆斯林圣训集》第 956 段，2/659，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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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ا « :����قا_ 
َ
� ٌ³

َ
َّديْنِ َسْفَعا5ُ  	َاْمرَ�

ْ
Óيَِزيُد  ا 

َ
ْ	َمأ
َ
�َ	 hِقَياَمِة

ْ
َكَهاَيْ\ِ يَْوTَ ال

وُسْ 
ْ
³ٌ �َمْت ِمْن َ�	ِْجَها َ¦اJَ َمْنِصٍب 	ãَََاٍ_ َحبََسْت َغْفَسَها uََ : َطى 	َالّسّبابَةِ بال

َ
اْمرَ�
ْ	 َماتُوا

َ
 »َفَتاَماَها َحwّ بَانُوا �

““““我我我我与与与与一一一一位两腮黑位两腮黑位两腮黑位两腮黑里里里里透红透红透红透红的的的的妇妇妇妇女女女女在复在复在复在复生生生生日日日日就像它就像它就像它就像它俩俩俩俩一一一一

样样样样，，，，他以中指和他以中指和他以中指和他以中指和食做手势食做手势食做手势食做手势；；；；这这这这位位位位高高高高贵贵贵贵而又而又而又而又美丽美丽美丽美丽的女的女的女的女子在子在子在子在失失失失

去去去去丈夫丈夫丈夫丈夫之后之后之后之后，，，，她投她投她投她投身身身身于于于于抚抚抚抚养养养养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孩孩孩孩子子子子，，，，直到直到直到直到他们长大他们长大他们长大他们长大成成成成

人人人人，，，，或去或去或去或去世世世世。。。。””””

①①①①
伊本哈哲尔（愿主怜悯他）说：“这说明可

能是进入天堂的状态接近了居所。”艾布耶阿俩通过艾布胡

莱赖传述的圣训，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نا �	_ من يفتح با! اfنة فإ¦ا امر�³ تباhé�8 فأقو_ من �نتÛ فتقو_ «
ë Tيتا� u خرجه (بو يع� »!�نا امر�³ تأيمت)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第第第第一一一一个个个个天堂门为其天堂门为其天堂门为其天堂门为其打开打开打开打开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突突突突然然然然有有有有个个个个女人女人女人女人抢抢抢抢

先了我先了我先了我先了我，，，，我我我我问问问问她她她她：：：：‘‘‘‘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她她她她说说说说：：：：‘‘‘‘我是一我是一我是一我是一个个个个为了为了为了为了抚抚抚抚养养养养

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孤儿孤儿孤儿孤儿而没有而没有而没有而没有改嫁改嫁改嫁改嫁的女人的女人的女人的女人’’’’！！！！””””这个传述是正确的。至

于他说“抢先了我”，即：她与我一起，或跟着我一起进入，

这说明可能是迅速地进入天堂，以及在天堂中的地位之

高。”

②
 

在这个信仰中——犹如所有的正直者看到的那样——

妇女享有崇高的地位，这是在过去其它的任何信仰或文明

中都没有达到的地位。的确，男女之间在今后两世都享有

                                                        ①《穆斯奈德》6/29，《艾布达吾德圣训集》11/234 ②《布哈里圣训集注释》10/436，《提勒秘日圣训集注释》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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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的工作的报酬，以及享受美好的报赏和值得赞扬的结

局。并鼓励照顾和关爱她，不论她是母亲，或者是妻子，

并且阐明了一切关于没有丈夫照顾其子女的妇女生存问题

的报酬……直到上面提到的最后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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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论题第三论题第三论题第三论题：：：：喜爱喜爱喜爱喜爱    

对于心，喜爱是一个伟大的秉性和医治有效的良药，

它能使灵魂和生命相互联合，使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之间都

充满感情主义的色彩，远离积怨和仇恨，他们之间如兄弟

般的交往，更像人们与自身交往一样，以便今世的生活充

满幸福，就像居住在天堂里一样。这种爱在伊斯兰中数不

胜数，喜爱包括创造者和被造者，造物主喜爱自己皈依的

仆人，人喜爱自己的主，喜爱能培养友谊的基础，甚至包

含了先知 ，父亲，母亲，妻子，孩子，以及其他的信士，

甚至还能延伸到其他的，人可以感到爱的连带，使其与成

长的地方联系在一起，爱是今世中犹豫不决者的路标。在

真主启示的明文中为你阐明这一部分的崇高含义。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民民民民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伟大的真主对伟大的真主对伟大的真主对伟大的真主对 仆仆仆仆 的喜爱的喜爱的喜爱的喜爱    

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喜爱自己归信的仆民，他喜爱他

们，他是无求他们的，他的喜爱就是赐予他们各种恩惠。

清高的真主说： 

 .�54 �آلية��Fائد�سو��  ����ُ�ِبDُهْم َ	ُ�ِبDونَهُ  � :قا� تعا�
【【【【他喜爱那些他喜爱那些他喜爱那些他喜爱那些民民民民众众众众，，，，他们也喜爱他他们也喜爱他他们也喜爱他他们也喜爱他。】。】。】。】

①①①①
但真主喜爱他

                                                        ①《筵席章》第 54 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伊斯兰的文化价值观  
90 

们和他们行为，因为他们的行为符合真主想要他们做的。

清高的真主说： 

ابُِقو(َ   �:قا� تعا� لُو(َ  	َالس1 1	
َ
ُمَهاِجرِ  ِمنَ  األ

ْ
نَصا�ِ  ينَ ال

َ
ِيَن  	َاأل

1
Fَا	

  َقْنُهمْ اُهللا  �íِ1َ  بِإِْحَسا(ٍ  اي1َبُعوُهم
ْ
َعد1 لَُهمْ  َقْنهُ  َ	َ�ُضوا

َ
�َ	  Jٍَجن1ا �ْرِ

َ
Þ َْتَها

َ
� 

ْغَها�ُ 
َ
بًَدا َ¦لَِك  فِيَها َخاِ�ِينَ  األ

َ
َفْو�ُ  �

ْ
َعِظيُم  ال

ْ
 .�100 �آليةا��
	�سو��  �ال

【【【【[1[1[1[100000000]]]]迁迁迁迁士和士和士和士和辅辅辅辅士中的先进者士中的先进者士中的先进者士中的先进者，，，，以以以以及及及及跟跟跟跟着着着着他们行他们行他们行他们行善善善善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真主喜爱他们真主喜爱他们真主喜爱他们真主喜爱他们，，，，他们也喜爱他他们也喜爱他他们也喜爱他他们也喜爱他；；；；他已为他们他已为他们他已为他们他已为他们预预预预备备备备了下了下了下了下

临临临临诸河诸河诸河诸河的的的的乐园乐园乐园乐园，，，，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将将将将永永永永居居居居其中其中其中其中；；；；这正是这正是这正是这正是伟伟伟伟大的大的大的大的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①①①①
 

                                                        ①《忏悔章》第 100 节 

 



 

 伊斯兰的文化价值观黄  
91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第二第二第二第二：：：：仆人喜爱仆人喜爱仆人喜爱仆人喜爱 的养主的养主的养主的养主    

穆斯林喜爱自己的养主，因为他是最值得喜爱的。清

高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نَدا8اً اهللاِ  8ُ	(ِ  ِمن َفت1ِخذُ  َمن َ	ِمَن ا}1اِ�  �: قا� سبحانه 0تعا�
َ
� 

ِينَ اهللاِ  َكُحب�  ُ�ِبDوَغُهمْ 
1
Fَا	  

ْ
َشدD  �َمُنوا

َ
�  ُحبÈا � ِينَ  يََر� َ	لَوْ  ب�

1
Fا  

ْ
  َظلَُموا

ْ
¦ِ� 

َعَذاَ! 
ْ
(1  يََرْ	َ( ال

َ
�  َ³ ُقو1

ْ
  ِب�  ال

ً
(ãَ  1ِيعا

َ
َعَذاِ!  اَهللا َشِديدُ  	َ�

ْ
 .�165�Cقر�سو��  �ال

【【【【[[[[111166665]5]5]5]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在在在在真主之外真主之外真主之外真主之外，，，，别别别别有崇拜有崇拜有崇拜有崇拜，，，，当当当当做做做做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

匹敌匹敌匹敌匹敌；；；；他们他们他们他们敬敬敬敬爱那些爱那些爱那些爱那些匹敌匹敌匹敌匹敌，，，，象象象象敬敬敬敬爱真主一样爱真主一样爱真主一样爱真主一样────────信道的人信道的人信道的人信道的人

们们们们，，，，对于对于对于对于敬敬敬敬爱真主爱真主爱真主爱真主，，，，尤尤尤尤为为为为恳挚恳挚恳挚恳挚────────当不义的人当不义的人当不义的人当不义的人，，，，看看看看见见见见刑罚刑罚刑罚刑罚

的的的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假若假若假若假若他们知道一他们知道一他们知道一他们知道一切切切切权力权力权力权力都是真主的都是真主的都是真主的都是真主的，，，，真主是真主是真主是真主是刑罚刑罚刑罚刑罚

严严严严厉厉厉厉的的的的。】。】。】。】

①①①①
他喜爱超绝万物的真主所具有的至美、伟大和

完美的属性，喜爱真主赐予他的各种恩惠和恩典，真主恩

赐仆人无法计算的恩典。清高的真主说： 

ُُمو+ُ  َما ُ��  م�ن َ	�تَاُكم �:تعا�قا� �هللا 
ْ
<
َ
  َ	;ِ( َسأ

ْ
	ا Dَال اهللاِ  نِْعَمةَ  َيُعد 

ُْصوَها
ُ
 .34سو�� pبر�هيم� ��

【【【【[34][34][34][34]你们对主的你们对主的你们对主的你们对主的祈祈祈祈求求求求，，，，他对你们都有所他对你们都有所他对你们都有所他对你们都有所赏赐赏赐赏赐赏赐。。。。如如如如果果果果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计计计计算算算算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恩惠恩惠恩惠恩惠，，，，你们无你们无你们无你们无法统计法统计法统计法统计它它它它。】。】。】。】

②②②②
最伟大的品性

是喜爱真主，他们是众先知和使者们。伊本盖依慕说：“最

认识他、最喜爱他的仆人说：无法计算对您的赞美，就像

                                                        ①《黄牛章》第 165 节 ②《伊布拉欣章》第 3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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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自己的赞美一样。假若他让某人用心去证实他的某一

个完美的属性，那个人一定会充分地喜欢这个属性，喜爱

者的爱是来自于真主至美属性的迹象；人们在今世里没有

看到这些，但真主的各种属性及其创造的迹象确已到达了

他们，让他们引证他们知道所错过的，如果他们看到或感

受到超绝万物主的威严、伟大和完善，那么，他们将因喜

爱他而获得其它的，但根据他们对真主的认识和了解的级

别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对真主喜爱的地位和级别也不同。

最认识真主的人，也是最喜爱真主的人，因此，真主的众

使者是最喜爱真主的人，也是人们中最喜爱真主的爱仆，

最了解真主的民族也是最喜欢真主的。甚至有人说：‘清高

超绝万物的真主创造众生只是为了崇拜他，这是喜爱他和

对他谦恭的宗旨，创造人类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喜爱超绝万物的真主才是真正应该值得喜爱的，一切

关系到真主之外的喜爱，都将与其相关的是虚无的；至于

喜爱超绝万物的真主，他是永生不灭的，因此，这种喜爱

不会像其它的那样虚无，更不会毁灭。赞颂真主超绝万物，

怎么能否认真正值得喜爱的主呢？认识到其它无效的喜爱

都将化为乌有；除了至美真主的存在，难道这种喜爱还能

关系到他之外的被造物吗？每个人喜爱一件事情，都是因

为那件事情的完美导致他去喜爱的，这就是喜爱真主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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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明鉴，他比任何被造物都更拥有至美。但如果是年轻

人的心灵，那么，他的喜爱是根据他的能力而定；如果是

高尚成年人的心灵，那么，他就会为伟大、高尚的事业而

付出。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认为他在被造物中拥有一切

的完美，那他已发现了超绝万物的真主至美的标志，证明

了创造者的十全十美。就像所有存在的知识都是来自于全

知的真主，所有的能力也都是来自于大能的真主一样。世

界上所有存在的完美都归属于他的至美，就像众生所拥有

的知识、能力、力量和生命都是来自于超绝万物主的知识、

能力、力量和生命一样。如果世界上的各种完美与真主的

至美之间本来就没有比例可言，那么，就不应该在把喜爱

他与喜爱其他的被造物之间相提并论。仆人喜爱真主应该

超过喜爱其他的一切，为此，清高的真主说： 

 هللا �: قا� تعا�
ً
 �	اFين 5امنوا �شد حبا

【【【【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对于对于对于对于敬敬敬敬爱真主爱真主爱真主爱真主，，，，尤尤尤尤为为为为恳挚恳挚恳挚恳挚。】。】。】。】信士们，

对于敬爱他们的养主，他们所崇拜的，尤为恳挚，超过所

有喜爱者对他们所喜爱的……这个主宰确是受喜爱、受崇

拜的，心灵因喜爱而崇拜他，对他谦恭和卑躬屈膝，害怕

他的惩罚，希望的饶恕，在一切困难中都向他悔过自新，

一切事情都向他祈求，所有的裨益都依赖他，向他祈求护

佑，内心会因为记念他而安宁，因为喜爱他而安静，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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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归于独一无二的真主。因此，“只有安拉才是真正的主

宰”，这是一句至诚言词，遵循这句话的人就是真主的爱仆，

是真主的爱友，否认者就是真主的敌人，是遭到真主恼怒

和不满的人，它就是这个永恒信仰灵魂的轴心问题，如果

它正确了，那么，其它所有的问题、状况和喜爱都会正确

的；如果仆人的这些不正确，那么，他的知识，工作，条

件和言语都不会正确的。无能为力，全凭真主。”

①
 

有信仰的人喜爱真主，犹如他尽最大能力地喜爱那样，

他们知道真主的喜爱是众生的目的，并从对他的喜爱中获

取援助，是他们克服困难的媒介，是他们付出生命和财产，

背井离乡的动力，是他们幸福，冷静和坚信地在自己的心

中找到了这些喜爱的标志，即使他们中的个别人在最窘迫

的生活、最坏的情况中也罢！尽管如此，他也会感觉到接

近自己的养主；任何恶劣的情况都不会使他忘记对真主的

喜爱，寻求喜爱真主的甘甜！这是信仰真主的人们所发现

的。但你在基督徒号召人们献给玛利亚之子基督 的爱中找

不到这个目的。因为他们相信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为了

赎去人类的罪过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并为此被钉死在十

字架上。尽管本书没有帮助他证明这一点，但如果检查它，

                                                        ①《迁徙之路，幸福之门》作者：穆罕默德·本·艾布白克尔·本·盖依慕·艾勒焦锐，第471-4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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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发现它的证据自相矛盾。佛教徒尽一切努力向菩萨献

爱，然后发现围绕着菩萨的神话中充满了迷信。婆罗门教

过度地推崇他们的偶像“梵天”，琐罗亚斯德教徒们追随琐

罗亚斯德的影响，相信宗教书籍里记载有关琐罗亚斯德个

人圣洁这一点的证明……。就这样，所有宗教和教派的追

随者们都崇敬和喜爱与他们平等的人，他们崇拜他，向他

献爱，并希望对他们有利，或消除对他们构成的伤害，而

他们都不能为自身掌管丝毫利益或伤害。在本节中非常重

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宗教信仰为它的追随者们实现了幸福，

喜悦，冷静和坚信了吗？！但穆斯林喜爱超绝万物的真主，

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才是真正值得喜爱的，因为他具有至

善、伟大和至美的属性，如上面所述。伊本盖依慕（愿主

怜悯他）说：“如果放弃其它的，而选择必须喜爱或应该喜

爱的，当这种爱定居在内心时，它就会要求得到选择必须

的爱，这种选择就是喜爱证明和正确的标志……他就会根

据被喜爱者的目的去工作，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目的，它

是来自于被喜爱者，这是一种没有弊病和掺假的纯洁的

爱。”

①
当然，真主的喜爱实现了人内心的一切，让人感到

幸福，那就实现了真主对仆人的宗旨。！ 

 

                                                        ①《迁徙之路，幸福之门》第 4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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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喜爱使者喜爱使者喜爱使者喜爱使者     

穆斯林喜爱所有的先知和使者，对他们之间不分彼此，

因为他们都是真主的使者，他们为人类带来了最伟大的引

导，拯救他们脱离昧恩，皈依真主；因为他们是最好的楷

模——命人行善，止人作恶，因为他们拥有高尚的、纯洁

的优点和美德，毋庸置疑，他们中最伟大者是穆罕默德 ，

他为人类带来了最后的使命，甚至他的主称他是具有超过

所有人的完美道德的人，清高的真主说： 

 .4سو�� �لقلم� �َعِظيٍم  ُخلٍُق  لََعî َ	;ِن1َك  �: قا�
【【【【[4][4][4][4]你确是你确是你确是你确是具备具备具备具备一种一种一种一种伟伟伟伟大大大大的的的的性性性性格格格格者者者者。】。】。】。】

①①①①
伊本杰利利

（愿主怜悯他）说：“清高的真主对他的先知 说：‘穆罕

默德啊！你确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者人，那是真主教授

他的《古兰经》的品德，那就是伊斯兰，真主的法律’。”

②
当有人关于先知 的品德询问信士之母阿依莎（愿主喜悦

她）时，她说：“他的品德就是《古兰经》。”

③
因此，有信

仰的人服从他们主的命令而喜爱他，履行他为他们带来的

劝诫和教导，喜爱他具有的完美品性；心灵喜爱牵挂着具

备完美品性的人。如果他是一位健全的引导者、使者、报

                                                        ①《笔章》第 4 节 ②《古兰经注释荟萃》18/29 ③《穆斯林圣训集》第 44 段，1/67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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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者和警告者又该如何呢？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 َ	ا}1اِ� « :����قا_ 
َ
ْ�ِه ِمْن 	َاِ�ِ+ِ َ	َ	�

َ
َحب1 ��

َ
ُكوَ( �

َ
� 1wَحُدُكْم َح

َ
ال يُْؤِمُن �

ْج�َمِع\َ 
َ
�« 

““““你们中你们中你们中你们中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一人都不一人都不一人都不一人都不算算算算真正归信真正归信真正归信真正归信，，，，除除除除非非非非他喜爱我他喜爱我他喜爱我他喜爱我胜胜胜胜

过喜爱他的过喜爱他的过喜爱他的过喜爱他的父父父父亲亲亲亲和他的和他的和他的和他的儿儿儿儿子子子子，，，，以以以以及及及及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

①①①①
这个喜爱

是伊玛尼的迹象，但它是一个完美的迹象，可以品尝到它

的甘甜。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الïٌ َمْن ُكن1 فِْي�ِه 	ََجَد َحالَ	³َ اإليْ�َما(ِ « :����قا_ 
َ
ْ( يَُكوَ( اُهللا : ث

َ
�

 )ْ
َ
�َ	 hُه �ال هللا�Dيُ�ِحب1 الَمْر5َ ال يُ�ِحب )ْ

َ
�َ	 hا ِسوَاُه�َما ْ�ِه ِم�م1

َ
َحب1 ��

َ
َ	َ�ُسولُ�ُه �

ْ( يَ�ُعوIِ 8َ الُكْفِر َكمَ 
َ
 Iِ ا}1ا�يَْكرَ+َ �

َ
áيُ�ْقَذ )ْ

َ
 .»ا يَْكرَ+ُ �

““““谁谁谁谁具备具备具备具备了了了了三三三三种种种种品德品德品德品德，，，，谁确已以谁确已以谁确已以谁确已以尝尝尝尝到到到到了信了信了信了信仰仰仰仰的甘的甘的甘的甘甜甜甜甜：：：：

喜爱真主喜爱真主喜爱真主喜爱真主及及及及其使者其使者其使者其使者超超超超越一越一越一越一切切切切；；；；喜爱一喜爱一喜爱一喜爱一个个个个人人人人，，，，只是因为真主只是因为真主只是因为真主只是因为真主

而喜爱他而喜爱他而喜爱他而喜爱他；；；；（（（（在在在在真主真主真主真主拯救拯救拯救拯救他之后他之后他之后他之后））））厌厌厌厌恶恶恶恶再次返再次返再次返再次返回回回回迷迷迷迷途途途途，，，，犹如犹如犹如犹如

厌厌厌厌恶被恶被恶被恶被投入投入投入投入大大大大火火火火中一样中一样中一样中一样。。。。””””

②②②②
这种爱并不单纯是妄言的爱，

穆斯林早晚反复的爱，就像他们尊敬他们的领袖那样，他

们没有过度地爱他，也没有过分地抬高他的地位，的确，

先知 曾经禁止他的弟子们过度地崇敬他，或以专归真主

的属性和特征去称呼他。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نَا َقْبُد+hُ « :¢( يقو_
َ
ْطَرJِ ا}1َصاَ�� اْنَن َمْريَ�َمh فَإغ1َما �

َ
ال ُيْطُرْ	éِ َكَما �

 .»َقْبُد اهللا َ	َ�ُسولُ�هُ : َفُقولُوا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44 段，1/67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16 段，1/14，《穆斯林圣训集》第 43 段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伊斯兰的文化价值观  
98 

““““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要要要像像像像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教教教教徒徒徒徒过过过过度度度度地地地地推推推推崇崇崇崇麦尔彦麦尔彦麦尔彦麦尔彦之之之之子子子子那样过那样过那样过那样过

度度度度地地地地推推推推崇我崇我崇我崇我；；；；我只是主的仆人我只是主的仆人我只是主的仆人我只是主的仆人，，，，你们应当说你们应当说你们应当说你们应当说：：：：‘‘‘‘真主的仆人真主的仆人真主的仆人真主的仆人

和他的使者和他的使者和他的使者和他的使者’’’’。。。。””””

①①①①
他们对他的爱是遵循他的命令，相信他的

使命，远离他的禁止，根据符合他传达的方式去崇拜真主，

服从清高真主的命令： 

ِبDو(َ  ُكنُتمْ  �ِ( قُْل  �
ُ
�  éِيَْغِفرْ اُهللا  ُ�ْبِْبُكمُ  اَهللا فَات1بُِعو	نُوَبُكمْ  لَُكمْ  َ¦ُ 

  قُْل .  �1ِحيمٌ  َلُفو�ٌ  اهللاُ 	َ 
ْ
ِطيُعوا

َ
  فإِ( اَهللا 	َالر1ُسوَ_  �

ْ
ْوا
1
ُ�ِبD  اَهللا الَ  فَإِ(1  تََول

َ�فِِرينَ 
ْ
 .32�31سو�� ?� عمر�<� �ال

【【【【[31[31[31[31]]]]你说你说你说你说：：：：““““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你们喜爱真主你们喜爱真主你们喜爱真主你们喜爱真主，，，，就当就当就当就当顺顺顺顺从我从我从我从我；；；；真主真主真主真主

就喜爱你们就喜爱你们就喜爱你们就喜爱你们，，，，就就就就赦宥赦宥赦宥赦宥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罪罪罪罪过过过过。。。。真主是至真主是至真主是至真主是至赦赦赦赦的的的的，，，，是至是至是至是至慈慈慈慈

的的的的。。。。””””[32][32][32][32]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服服服服从真主和使者从真主和使者从真主和使者从真主和使者。。。。””””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你们你们你们你们违违违违背背背背

正道正道正道正道，，，，那么那么那么那么，，，，真主确是不喜爱不信道的人的真主确是不喜爱不信道的人的真主确是不喜爱不信道的人的真主确是不喜爱不信道的人的。】。】。】。】

②②②②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3261 段，3/1271 ②《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31-3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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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穆斯林喜爱所有的信士穆斯林喜爱所有的信士穆斯林喜爱所有的信士穆斯林喜爱所有的信士    

因为真主的喜爱和尊严，爱笼罩了信士们的心，信士

应当喜爱所有符合这种崇高的爱和伟大信仰的人，如上所

述，信士必须喜爱众使者和先知们，喜爱其他的信士们；

因为他们分享这一信仰和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喜爱他们

是因为其中包括穆斯林在这个天启的信仰中学习崇拜独一

无二的真主，那么，他必须喜爱他的兄弟就像喜爱自己一

样，但他当为他们喜爱就像为其自己喜欢一样，为他们厌

恶就像为其自身厌恶那样。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خيِه َما يُ�ِحبD ِ}َْفِسِه « :����قا_ 
َ
َحُدُكْم َح1w يُ�ِحب1 أل

َ
 .»ال يُْؤِمُن �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人都没有人都没有人都没有人都没有完完完完全的归信全的归信全的归信全的归信，，，，直直直直至他为自己的至他为自己的至他为自己的至他为自己的兄兄兄兄

弟弟弟弟喜爱喜爱喜爱喜爱，，，，就像他为自就像他为自就像他为自就像他为自身身身身所喜爱的那样所喜爱的那样所喜爱的那样所喜爱的那样。。。。””””

①①①①
先知 教导他

们在心中培养这种连接天堂的爱，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 :قا_
َ
َ	ال
َ
� hواD1 تَ�َحابwال تُْؤِمُنوا َح	َ h1 تُْؤِمُنواwن1َة َحfَال تَْدُخلُوَ( ا

الTَ بَيَْنُكمْ  ُشوا الس1
ْ
ف
َ
� Ûُت�ُمو+ُ تَ�َحابَبُْت�ْم

ْ
5ٍ �َ¦ا َفَعل ْ¼َ َuَ ُكْم

D
8ُل
َ
�«. 

““““指指指指掌管掌管掌管掌管我生命的主发我生命的主发我生命的主发我生命的主发誓誓誓誓，，，，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人都不能进人都不能进人都不能进人都不能进入入入入天天天天

堂堂堂堂，，，，除除除除非非非非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成成成成为信士为信士为信士为信士；；；；你你你你们们们们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人都不能人都不能人都不能人都不能成成成成为信士为信士为信士为信士，，，，除除除除

非非非非你们你们你们你们相互相互相互相互喜爱喜爱喜爱喜爱；；；；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指引你们一我指引你们一我指引你们一我指引你们一件件件件事事事事情情情情，，，，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做做做做了了了了，，，，它能使你们它能使你们它能使你们它能使你们互相互相互相互相喜爱喜爱喜爱喜爱好好好好吗吗吗吗？？？？你们之间当你们之间当你们之间当你们之间当互相互相互相互相以以以以色色色色兰兰兰兰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3 段，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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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祝祝祝平平平平安安安安。。。。””””

①①①①
警告他们违背这种爱的事项，并为他们阐明了

通向这种道路的媒介。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h 	ال « :����قا_ 
ً
ال تباغضوا 	ال �اسد	ا 	ال تدابر	ا 	�ونوا عبا8 اهللا �خوانا

 .»�ل sسلم �( يهجر �خا+ فوi ثالï �ا_
““““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相互要相互要相互要相互憎憎憎憎恨恨恨恨，，，，不不不不要相要相要相要相互作互作互作互作对对对对，，，，不不不不要相互作要相互作要相互作要相互作对对对对；；；；

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成成成成为为为为兄弟兄弟兄弟兄弟般般般般的真主之仆的真主之仆的真主之仆的真主之仆；；；；穆穆穆穆斯斯斯斯林林林林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与与与与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断交断交断交断交超超超超过过过过三三三三天天天天。。。。””””

②②②②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生活在一个

有凝聚力的、更紧凑的社会里，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兄弟的喜而喜，为了自己兄弟的忧而忧。

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مثل اsؤمن\ I توا8هم 	تراÙهم 	تعاطفهم مثل اfسد �¦ا « :����قا_ 
ðvا	سد بالسهر fسائر ا H ñمنه عضو تدا òاشت«. 

““““信士们信士们信士们信士们在互相在互相在互相在互相喜爱喜爱喜爱喜爱、、、、互相互相互相互相怜悯怜悯怜悯怜悯和和和和互相同情互相同情互相同情互相同情之中就像之中就像之中就像之中就像

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整体整体整体整体一样一样一样一样，，，，如如如如果果果果其中的其中的其中的其中的某某某某一部一部一部一部位位位位感到感到感到感到不不不不适适适适，，，，它的其它它的其它它的其它它的其它

部部部部位位位位也也也也会会会会感到感到感到感到煎熬煎熬煎熬煎熬和发和发和发和发烧烧烧烧。。。。””””

③③③③
穆斯林喜爱有益于人类的事

业，无论在哪里，他都渴望为此而努力，但如果他们没有

归信这一纯正的信仰，他几乎会因为哀悼他们而丧生。因

此，全能的真主对他的先知 说：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53 段,1/78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5726 段，5/2256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5665 段，5/2238，《穆斯林圣训集》第 2586 段，4/1999，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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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Jٍ  َغْفُسَك َعلَْيِهمْ  تَْذَهْب  فَال �:قا� �هللا عز 0جل َËَ�8فاطرسو��  �َح. 
【【【【你不你不你不你不要要要要为为为为哀悼哀悼哀悼哀悼他们而他们而他们而他们而丧丧丧丧生生生生。。。。】】】】

①①①①
这是渴望他们能在复

生日获得成功，保护他们远离真主的惩罚，获得今后两世

的幸福。穆斯林绝不是只想自己幸福的自私者，同样，穆

斯林绝不是看不起其他民族和人民的种族主义者，但他希

望全人类都能幸福。 

                                                        ①《创造者章》第 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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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喜爱妻子喜爱妻子喜爱妻子喜爱妻子    

《古兰经》表明了各种语言都无法完全表达其含义的

夫妻之间的关系，清高的真主说： 

ُكمْ  ُهن1   �:قا� تعا�
1
نُتمْ  ِ َاٌ� ل

َ
ُهن1  ِ َاٌ�  	َ�

1
 .187سو�� �Cقر�� �ل

【【【【[[[[181818187777]]]]她她她她们是你们的们是你们的们是你们的们是你们的衣衣衣衣服服服服，，，，你们是你们是你们是你们是她她她她们的们的们的们的衣衣衣衣服服服服。。。。】】】】

①①①①
清

高、超绝万物的真主创造了两性，他俩来自于同类，这属

于证明真主独一的最大证据之一。清高的真主说： 

(ْ  �يَاتِهِ  َ	ِمنْ  � :قا� تعا�
َ
نْ  لَُكم َخلََق  � ْ�	َاًجا م�

َ
نُفِسُكْم �

َ
تَْسُكُنوا �

�
 ل

َْها
َ
³ً  بَيَْنُكم 	ََجَعَل  �ِ� َو18 َقْوTٍ  آليَاJٍ  َ¦لَِك  َ  Iِ	�Ùًََْة �ِ(1  م1

�
ُر	(َ  ل

1
سو��  �َفَتَفك

�Y0لر�21. 
【【【【[21[21[21[21]]]]他的一种他的一种他的一种他的一种迹象迹象迹象迹象是是是是：：：：他从你们的他从你们的他从你们的他从你们的同同同同类类类类中为你们创中为你们创中为你们创中为你们创

造造造造配配配配偶偶偶偶，，，，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依恋依恋依恋依恋她她她她们们们们，，，，并且使你们并且使你们并且使你们并且使你们互相互相互相互相爱爱爱爱悦悦悦悦，，，，互相互相互相互相

怜恤怜恤怜恤怜恤。。。。对于能对于能对于能对于能思思思思维维维维的的的的民民民民众众众众，，，，此中确有此中确有此中确有此中确有许多迹象许多迹象许多迹象许多迹象。】。】。】。】

②②②②
伊本凯

西尔（愿主怜悯他）说：“没有任何两个人之间比配偶之间

更亲密的了。”

③
先知 嘱托男人应善待女人，犹如在《圣

训》里提到的了妇女在伊斯兰中的地位。 

 :فقا_ عن من (حب �=ا¢ p¡ه ��=>  �سأ� عمر0 بن �لعا� 
 .»�í اهللا عنها Éئشة«

                                                        ①《黄牛章》第 186 节 ②《罗马章》第 21 节 ③《伟大的古兰经注释》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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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姆鲁·本·阿税（愿主喜悦他）问先知 谁是他

最喜爱的人时，他说他说他说他说：：：：““““阿阿阿阿依莎依莎依莎依莎（（（（愿愿愿愿主喜主喜主喜主喜悦悦悦悦她她她她））））。。。。””””

①①①①
    

当你查看使者 的生平传记，你就会发现当他被迫离

开麦加时，他深爱、尊敬和敬重并满怀深情地对麦加城说

的话，他他他他骑骑骑骑着着着着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骆驼骆驼骆驼骆驼在哈在哈在哈在哈兹兹兹兹沃沃沃沃尔尔尔尔

②②②②
说说说说：：：： 

	اهللا �نك K�� MÓ اهللا 	�حب ��K اهللا : قا_ 	هو u �احلته باvز	�³
 .»نك ما خرجت�= اهللاh 	لوال �Ú �خرجت م

““““指主发指主发指主发指主发誓誓誓誓，，，，你是最你是最你是最你是最好好好好的的的的、、、、也是最受真主喜爱的地也是最受真主喜爱的地也是最受真主喜爱的地也是最受真主喜爱的地方方方方，，，，

假若假若假若假若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被被被被迫迫迫迫从中出走从中出走从中出走从中出走，，，，我绝不我绝不我绝不我绝不会离开会离开会离开会离开你你你你。。。。””””

③③③③
    

当使者 来到麦地那，他看见吾侯德山时，他告诉身

旁的弟子们自己此时对吾侯德山的感受，告诉他们这座无

声的山对尊贵的使者 及其弟子们的喜爱。在正确的《圣

训》中提到，艾布哈米德的传述，他说：“我们曾同主的使

者 一起参加塔布克战役——在其中提到——直至我们

走到古拉山谷，然后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说说说说：：：： 

ôٌ « :����قا_ �سو_ اهللا  ِËُْم 
ّ
Úِ� . §َِم ôْ ِËُْي

ْ
َ	َمْن َشا5َ . َفَمْن َشا5َ ِمْنُكْم فَل

َيْمُكْث 
ْ
َمِدينَةِ . "فَل

ْ
َ �ل ْفنَا َ£َ َ¤ْ

َ
ُحدٌ . َهِذ+ِ َطابَةُ : "َفَقاَ_ . فََخرَْجنَا َحّ¥َ (

ُ
 َ	ُهوَ . َ	َهَذا �

ِّبهُ 
ُ
ö	َ متفق عليه .»َجَبٌل ُ�ِّبَنا 

““““我我我我要要要要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走，，，，你们谁你们谁你们谁你们谁愿愿愿愿意意意意，，，，就就就就让让让让他他他他跟跟跟跟我一我一我一我一起起起起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走；；；；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4100 段，4/584，《穆斯林圣训集》第 2384 段，4/1856 ②译者注：哈兹沃尔曾是麦加的市场，在扩建清真寺时已被并入寺内。 ③《穆斯泰德莱克》3/8，《伊本汉巴尼圣训集》9/22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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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谁谁谁愿愿愿愿意意意意，，，，就就就就让让让让他留下他留下他留下他留下。。。。””””然后我们跟他一起快速走，直至我

们来到麦地那，他说他说他说他说：：：：““““这是这是这是这是塔柏塔柏塔柏塔柏，，，，这是这是这是这是吾侯吾侯吾侯吾侯德德德德山山山山，，，，它喜它喜它喜它喜欢欢欢欢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也喜我们也喜我们也喜我们也喜欢欢欢欢它它它它。。。。””””

①①①①
 

但是你不知道这片土地为什么喜爱主的使者 和那

些遵循他的道路的人吗？真主的信息表明了这种爱和动机

的实质，这所有的被造物都是真主创造的，他们都喜爱自

己的创造者和养育者所喜爱的人，当然，整个宇宙都因为

真主而相互喜爱，喜爱真主所爱者，憎恨真主所怒者，下

面的这段《圣训》证实了这一切。艾布胡莱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说说说说：：：： 

َحّب َقْبداÉَ8َ hً ِجÔِْيَل «:����قا_ �سو_ اهللا  :عن (; هرير� قا�
َ
�ِّ( اَهللا �َِ¦ا �

ِحّبهُ : َفَقاَ_ 
َ
 فَأ
ً
ِحّب فُالَنا

ُ
� 
ّ
Úِ� . _َِيُل : قَاÔَْفُيِحّبُه ِج . Iِ ��ِّ( :  الّسَما5ِ َفَيُقوُ_ ُعّم ُفَنا8ِ

ِحّبو+ُ 
َ
 فَأ
ً
ْهُل الّسَما5ِ . اَهللا ُ�ِّب فُالَنا

َ
Kِ�ْ : قَاَ_ . َفُيِحّبُه �

َ
َقُبوُ_ Iِ األ

ْ
ُ ال
َ
H ُعّم يُوَضُع .

 Éَ8َ ِجÔِْيَل َفَيُقوُ_ 
ْنَغَض َقْبداً

َ
بِْغْضهُ : َ	;َِ¦ا �

َ
 فَأ
ً
بِْغُض فُالَنا

ُ
� 
ّ
Úِ� . َ_َفُيْبِغُضُه : قَا

 ِÔْْهِل الّسَما5ِ . يُل ِج
َ
� Iِ �بِْغُضو+ُ : ُعّم ُفَنا8ِ

َ
 فَأ
ً
. َفُيْبِغُضونَهُ : قَاَ_ . �ِّ( اَهللا ُفْبِغُض فُالَنا

 Kِ�ْ
َ
َْغَضاIِ 5ُ األ

ْ
ُ ا 
َ
H متفق عليه. »ُعّم تُوَضُع 

““““的确的确的确的确，，，，当当当当清清清清高高高高伟伟伟伟大的真主喜大的真主喜大的真主喜大的真主喜悦悦悦悦某某某某个个个个仆人仆人仆人仆人时时时时，，，，他就他就他就他就告告告告

诉吉诉吉诉吉诉吉布笠莱布笠莱布笠莱布笠莱说说说说：：：：““““我确已喜我确已喜我确已喜我确已喜悦悦悦悦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人人人人，，，，你喜你喜你喜你喜悦悦悦悦他他他他吧吧吧吧！！！！””””他说他说他说他说：：：：

““““然然然然后后后后吉吉吉吉布笠莱布笠莱布笠莱布笠莱就喜就喜就喜就喜悦悦悦悦他他他他。。。。””””接接接接着吉着吉着吉着吉布笠莱布笠莱布笠莱布笠莱又又又又向向向向天天天天空呼唤空呼唤空呼唤空呼唤

说说说说：：：：““““真主确已喜真主确已喜真主确已喜真主确已喜悦悦悦悦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人了人了人了人了，，，，你们喜你们喜你们喜你们喜悦悦悦悦他他他他吧吧吧吧！！！！””””天上的天上的天上的天上的居居居居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411 段，2/539，《穆斯林圣训集》第 1392 段,2/1011，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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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民民也都喜也都喜也都喜也都喜悦悦悦悦了他了他了他了他。。。。他说他说他说他说：：：：““““然然然然后大地上的众生也都喜爱了后大地上的众生也都喜爱了后大地上的众生也都喜爱了后大地上的众生也都喜爱了

他他他他。。。。””””如如如如果清果清果清果清高高高高伟伟伟伟大的真主大的真主大的真主大的真主恼怒恼怒恼怒恼怒某某某某个个个个仆人仆人仆人仆人时时时时，，，，他就他就他就他就告告告告诉吉诉吉诉吉诉吉布布布布

笠莱笠莱笠莱笠莱说说说说：：：：““““我确已我确已我确已我确已恼怒恼怒恼怒恼怒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人人人人，，，，你你你你恼怒恼怒恼怒恼怒他他他他吧吧吧吧！！！！””””他说他说他说他说：：：：““““然然然然后后后后

吉吉吉吉布笠莱布笠莱布笠莱布笠莱就就就就恼怒恼怒恼怒恼怒他他他他。。。。””””接接接接着吉着吉着吉着吉布笠莱布笠莱布笠莱布笠莱又又又又向向向向天天天天空呼唤空呼唤空呼唤空呼唤说说说说：：：：““““真真真真

主确已主确已主确已主确已恼怒恼怒恼怒恼怒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人了人了人了人了，，，，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恼怒恼怒恼怒恼怒他他他他吧吧吧吧！！！！””””他说他说他说他说：：：：““““天上的天上的天上的天上的居居居居

民民民民都都都都恼怒恼怒恼怒恼怒了他了他了他了他，，，，然然然然后大地上的众生也都后大地上的众生也都后大地上的众生也都后大地上的众生也都恼怒恼怒恼怒恼怒了他了他了他了他。。。。””””

①①①①
下面

的这节经文确已阐明了天地不会因为罪犯者与作恶者的死

亡而哭泣，从中理解到：它俩只会因为清廉者的去世而哭

泣。在提到淹没法老及其族人的信息之后，清高的真主说： 

َما5 َعلَْيِهمُ  بََكْت  َفَما �:قا� تعا� Kُ�ْ  الس1
َ
 �ُمنَظِرينَ  َ¢نُوا َ	َما 	َاأل

 .29سو�� �6خا<�
【【【【[29][29][29][29]天地没有天地没有天地没有天地没有哭哭哭哭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也没有获得他们也没有获得他们也没有获得他们也没有获得缓缓缓缓刑刑刑刑。】。】。】。】

②②②②
在

真主的这个伟大的信仰中融合了各种爱，涵盖了穆斯林生

活的各个方面。穆斯林喜爱自己的养主，他的养主也喜爱

他；他喜爱众先知和清廉之士，他们也喜爱他；他喜爱天

地，天地因他而哭泣，容易与艰难时都喜爱他……当一个

非穆斯林真正地加入伊斯兰之后，他就会发现这个信仰的

伟大，就会为这个法律的制定者谦卑，就会躲在这种爱的

荫影下，并号召人们皈依它。这是麦吉迪·马尔扬——他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3037 段，3/1175，《穆斯林圣训集》第 2637 段，4/2030，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烟雾章》第 2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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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基督教的一位牧师，后来皈依了伊斯兰——当他在伊

斯兰中发现了真正的爱时，他编写了一本的书，名为：《穆

罕默德——爱的先知》，在他引证了部分强调伊斯兰的爱的

圣训之后，他说：“穆罕默德把爱的价值和地位提高到这种

程度，无论是在人类生前，或者是在死后；体现了爱在今

后两世的重要性；在穆罕默德看来：爱是伊玛尼的证据，

是进入天堂的条件，只有凭着爱才能完美伊玛尼，没有爱

就没有伊玛尼；只有懂得爱人的人才能成为信士，爱是伊

玛尼的精髓和基础。”

①
 

                                                        ①《穆罕默德爱的先知》第 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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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论题第四论题第四论题第四论题：：：：仁仁仁仁慈慈慈慈    

仁慈的定义：就是善良，同情心，以及类似它的慈爱。

对他仁慈就是慈爱他，也是怜悯他的意思，这个民族互相

怜悯也就是他们之间相互同情，慈爱近亲。”

①
 

拉阿布说：“仁慈就是需要善待被慈爱者的同情心，有

时它仅仅使用于同情心，有时它仅仅使用于善待奴仆，如：

真主怜悯某某人。慈爱包含两种意义：同情和慈善。”

②
 

伊斯兰中的仁慈比在今世里所指出的那些更为广泛；

而那是因为普慈和特慈属于荣耀、崇高的真主的美名，怜

悯属于真主的属性之一，它也是伊斯兰使命的基础，是使

者 的美德之一，因为他是怜悯的先知，一会我们将要谈

到，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派遣他的使者穆罕默德 就是

为了怜悯众世界。清高的真主说： 

َناÝَ  َ	َما �: قا� تعا�
ْ
ْ�َسل

َ
َعالَِم\َ  �Ùََْةً  �ِال1  �

ْ
ل
�
 .107سو�� �ألنبيا@� �ل

【【【【我派遣你我派遣你我派遣你我派遣你，，，，只为只为只为只为慈慈慈慈悯悯悯悯众众众众世世世世界界界界。。。。】】】】

③③③③
清高、超绝万物的

真主派遣他就是为了怜悯所有的人——他们中的归信者与

否认者。因此，经注学家、伊玛目伊本杰利利在引述对这

节经文的各种注释之后，他说：“最正确的两种主张之一就

                                                        ①《正确精选》，作者：穆罕默德·本·艾布白克尔·本·阿布杜勒噶迪尔，1/100 ②《单词》第 191 页，《定义》，作者：阿里·本·穆罕默德·吉尔贾尼，1/360 ③《众先知章》第 10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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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伊本阿巴斯传述的：真主派遣他的使者穆罕默德 就是

为了怜悯众世界——他们中的归信者与否认者。至于他们

中的归信者，真主引导他，并以伊玛尼和工作使他进入来

自于真主阙跟前的天堂；至于他们中的非信士，他们将迅

速地遭到灾难——曾经降示到古代那些否认他们使者的民

众的灾难。”

①
 

在阐明使者 的使命是为了怜悯众世界之后，亲爱的

读者，让我们与你一起来到这种仁慈的荫影之下，首先让

我们为你引证一些我们的主所具有这种仁慈属性的证据，

然后再为你提到一些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的仁慈，以及他

教导伊斯兰民族应具有的仁慈美德。 

证明清高、超绝万物主的仁慈有：怜悯是来自于真主

的美名——普慈的、特慈的，怜悯属于真主的属性之一。

清高的真主说： 

َغُفو�ُ �: قا� تعا�
ْ
 .58سو�� �لكهف� � الرÙْ1َةِ  ُ¦	 َ	َ�بDَك ال

【【【【[58][58][58][58]你的主确是至你的主确是至你的主确是至你的主确是至赦赦赦赦的的的的，，，，确是至确是至确是至确是至慈慈慈慈的的的的。】。】。】。】

②②②②
从他的仁

慈中有：他曾以慈悯为自己的责任。清高的真主说： 

مَ  قُل �: قا� تعا�
�
ا نل َما	َاIِ  Jِ  م1 Kِ�ْ  الس1

َ
 َغْفِسهِ  uََ  ِب� َكَتَب  قُل 	َاأل

َْجَمَعن1ُكمْ  الرÙْ1َةَ 
َ
�  

َ
=ِ�  ِTِقَياَمِة الَ  يَْو

ْ
  فِيهِ  َ�يَْب  ال

ْ
	ا ُËِِيَن َخ

1
Fنُفَسُهمْ  ا

َ
 َفُهمْ  �

                                                        ①《古兰经注释荟萃》17/106 ②《山洞章》第 5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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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سو�� �ألنعا�Y �يُْؤِمُنو(َ  الَ 
【【【【[12][12][12][12]你说你说你说你说：：：：““““天地万物是谁的天地万物是谁的天地万物是谁的天地万物是谁的？？？？””””你说你说你说你说：：：：““““是真主的是真主的是真主的是真主的。。。。””””

他曾以他曾以他曾以他曾以慈慈慈慈悯悯悯悯为自己的为自己的为自己的为自己的责任责任责任责任。。。。他他他他必在必在必在必在无无无无疑疑疑疑的的的的复复复复生生生生日日日日集集集集合合合合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亏折亏折亏折亏折自自自自身身身身者者者者，，，，是不信道的人是不信道的人是不信道的人是不信道的人。。。。】】】】

①①①①
他还告知他的仁慈包罗万

象，清高的真主说： 

َ  1�ُ  ٍ5	�ÒَِÙَْ 	َِسَعْت  �:قا� تعا� ُتُبَها َ¼ْ
ْ
ك
َ
ينَ  فََسأ ِ

1
َ	يُْؤتُوَ(  َفت1ُقو(َ  لِث

َك�ا³َ  ِينَ  الز1
1
Fَا	يُْؤِمُنو(َ  بِآيَاتَِنا ُهم � �T�ألعر�156سو�� .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慈恩慈恩慈恩慈恩是是是是包罗包罗包罗包罗万万万万象象象象的的的的。。。。我我我我将将将将注注注注定定定定以我的以我的以我的以我的慈恩慈恩慈恩慈恩归于归于归于归于

敬敬敬敬畏畏畏畏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完完完完纳纳纳纳天天天天课课课课，，，，而且信而且信而且信而且信仰仰仰仰我的我的我的我的迹迹迹迹象象象象者者者者。】。】。】。】

②②②②
先知 阐

明了在真主对众生的怜悯中有：他曾以慈悯为自己的责任，

他的怜悯优先于他的恼怒。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说说说说：：：： 

�( اهللا « :يقو_ �����سو_ اهللا عن (; هرير� �m �هللا عنه يقو� سمعت 
âسبقت غض ÒÙ� )� لقÓلق اÖ )� قبل 

ً
فوi  فهو مكتو! عند+. كتب كتابا

 »العر¥
““““的确的确的确的确，，，，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在在在在创造万物之创造万物之创造万物之创造万物之前前前前便写道便写道便写道便写道：：：：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慈慈慈慈悯悯悯悯的确的确的确的确

优先于我的优先于我的优先于我的优先于我的恼怒恼怒恼怒恼怒，，，，那那那那被被被被写写写写在在在在他他他他跟跟跟跟前前前前的的的的阿阿阿阿尔尔尔尔西上西上西上西上。。。。””””

③③③③
真主还

命令他的使者 向那些犯了罪，并渴望忏悔的信士们报

喜，对他们说：“求主赐你们平安，真主曾以慈悯为自己的

                                                        ①《牲畜章》第 12 节 ②《高处章》第 156 节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7115 段，6/2745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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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在真主的怜悯中还有：真主赦宥悔过自新的人，超

绝万物的真主说： 

ِينَ  َ	;َِ¦ا َجاÝ5َ �: قا� سبحانه
1
Fَفُقْل  بِآيَاتَِنا يُْؤِمُنو(َ  ا  ٌTَُكمْ َعلَيْ  َسال 

ن1هُ  الرÙْ1َةَ  َغْفِسهِ  uََ  َكَتَب َ�بDُكمْ 
َ
 تَاَ!  ُعم1  ُسو5ًا Àََِهالَةٍ  ِمنُكمْ  َعِمَل  َمن ك

ِ  ِمن ْصلَحَ  َنْعِد+
َ
ن1هُ  	َ�

َ
 .�54�ألنعاYسو��  � �1ِحيمٌ  َلُفو�ٌ  فَك

【【【【[54][54][54][54]确信我的确信我的确信我的确信我的迹象迹象迹象迹象的人来的人来的人来的人来见见见见你的你的你的你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你说你说你说你说：：：：““““祝祝祝祝你你你你

们们们们平平平平安安安安。。。。你们的主你们的主你们的主你们的主，，，，曾以曾以曾以曾以慈慈慈慈悯悯悯悯为自己的为自己的为自己的为自己的责任责任责任责任。。。。你们中谁无你们中谁无你们中谁无你们中谁无

知地知地知地知地作恶作恶作恶作恶，，，，然然然然后后后后悔悔悔悔过自过自过自过自新新新新，，，，并且并且并且并且改改改改善善善善，，，，（（（（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必定必定必定必定赦宥赦宥赦宥赦宥谁谁谁谁））））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他确是至他确是至他确是至他确是至赦赦赦赦的的的的，，，，确是至确是至确是至确是至慈慈慈慈的的的的。。。。””””】】】】

①①①①
伊玛目伊本杰利利在

引述对这节经文的各种注释之后，他说：“注解这节经文

——如果事情正如我们所描述的那样——穆罕默德啊！如

果相信我降示的经典和各种证据，并以言行承认它的人到

于你，向你请教他们从前所犯的罪孽，还允许他们忏悔吗？

你不要让他们绝望，你应对他们说：祝你平安，在你们忏

悔之后，真主已经饶恕了你们曾经所犯的罪过，你们的主

曾以慈悯为自己的责任，怜悯众生的主说：你们中谁无知

地作恶，然后悔过自新，真主必定赦宥谁，因为他确是至

赦的，确是至慈。”

②
尊贵的先知 阐明了真主对于自己仆

人的仁慈比慈爱的母亲对她的孩子更加怜爱。当先知 看

到一个妇女给她的孩子喂奶时，便对自己的弟子们说： 

                                                        ①《牲畜章》第 54 节 ②《古兰经注释荟萃》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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قلنا ال 0¦ تقد� £  !�تر	( هذ+ طا�حة 	�ها I ا}ا�Û« :قا_ ألصحابه
 تطرحه

ُ
 .»هللا ��حم بعبا8+ من هذ+ بو�ها: فقا_! (ال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认认认认为这为这为这为这个个个个妇妇妇妇女女女女会会会会把把把把她她她她的的的的孩孩孩孩子子子子扔扔扔扔到火里吗到火里吗到火里吗到火里吗？！？！？！？！””””我

们说：“不，她绝不会把他扔到火里的！”他又接他又接他又接他又接着着着着说说说说：：：：““““真真真真

主对他的仆人比这主对他的仆人比这主对他的仆人比这主对他的仆人比这个个个个妇妇妇妇女对女对女对女对她她她她的的的的孩孩孩孩子还要子还要子还要子还要仁仁仁仁慈慈慈慈。。。。””””

①①①①
这就是

众生以此互相关怀的怜悯，它只是清高、超绝万物主的仁

慈的九十九分之一。在正确的《圣训》中提到艾布胡莱赖

（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说说说说：：：： 

�( اهللا « :يقو_ ����سمعت �سو_ اهللا قا�  عن (; هرير� �m �هللا عنه
 	تسع\

ً
�Ùةh 	��سل I  خلق الرÙة يوT خلقها مئة �Ùةh فأمسك عند+ تسعا

� عند اهللا من الرÙة لم Fفلو يعلم ال�فر بكل ا h³احد	ة Ù� خلقه �هم
� عند اهللا من العذا! لم يأمن من Fؤمن بكل اsلو يعلم ا	 hنةfييأ� من ا

 .»ا}ا�
““““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在在在在创造创造创造创造仁仁仁仁慈慈慈慈之之之之日日日日创造了一创造了一创造了一创造了一百百百百个个个个仁仁仁仁慈慈慈慈，，，，他他他他把把把把九十九十九十九十

九九九九份份份份仁仁仁仁慈慈慈慈留留留留在在在在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跟跟跟跟前前前前，，，，他为所有的众生派出一份他为所有的众生派出一份他为所有的众生派出一份他为所有的众生派出一份仁仁仁仁慈慈慈慈，，，，

假若否认假若否认假若否认假若否认者知道真主者知道真主者知道真主者知道真主阙阙阙阙前前前前的的的的仁仁仁仁慈慈慈慈，，，，他们对于天堂就不他们对于天堂就不他们对于天堂就不他们对于天堂就不会会会会绝绝绝绝

望望望望，，，，假若假若假若假若信士知道真主信士知道真主信士知道真主信士知道真主阙阙阙阙前前前前的的的的惩惩惩惩罚罚罚罚，，，，他们对于他们对于他们对于他们对于火狱火狱火狱火狱就不就不就不就不会会会会

有有有有安安安安全全全全感感感感。。。。””””

②②②②
至于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的仁慈，他的使

命就是一种仁慈，犹如在前面所阐明的那样。他的养主用

仁爱来形容他，清高的真主说：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5653 段，5/2235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6104 段，5/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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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  َ�ُسوٌ_  َجا5ُكمْ  لََقدْ  �:قا� تعا� نُفِسُكمْ  م�
َ
 َعنِتDمْ  َما َعِزيٌز َعلَْيهِ  �

  َعلَْيُكم َحِريٌص 
ٌ
á	¿ُ�َ \َُِمْؤِمن

ْ
 .128سو�� �fوبة� ��1ِحيمٌ  بِال

【【【【[1[1[1[128]28]28]28]你们本你们本你们本你们本族族族族中的使者确已来教中的使者确已来教中的使者确已来教中的使者确已来教化化化化你们了你们了你们了你们了，，，，他不他不他不他不忍忍忍忍

心心心心见见见见你们受你们受你们受你们受痛苦痛苦痛苦痛苦，，，，他他他他渴望渴望渴望渴望你们得正道你们得正道你们得正道你们得正道，，，，他他他他慈慈慈慈爱信士们爱信士们爱信士们爱信士们。。。。】】】】

①①①①
他

仁慈的品格是最怜爱众生的人，其中有：古莱什族的多神

教徒们企图杀害他，并残酷地伤害他，压迫他的弟子们，

以致迫使他们因为自己的信仰而逃离迁徙，同时他 也离

开了他们，以免他们受到伤害；为了惩罚古莱什族的人，

管理山岳的天使与吉布笠莱天使降临询问他，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صالبهم من يعبداهللالعل اهللا �( ÖرÜ من «:  قا_
““““但但但但愿愿愿愿真主从他们中创造出崇拜真主的后真主从他们中创造出崇拜真主的后真主从他们中创造出崇拜真主的后真主从他们中创造出崇拜真主的后裔裔裔裔。。。。””””

②②②②
当真

主为先知光复麦加的时候，他没有通过任何战争就进入了

麦加城，他在胜利之日对那些曾经伤害自己的人说： 

 .»ا¦هبوا فأنتم الطلقا5«
““““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吧吧吧吧！！！！你们都你们都你们都你们都被被被被赦赦赦赦免免免免了了了了。。。。””””

③③③③
 

至于他对小孩的怜爱，他亲吻儿童，并把他抱回自己

的家中。在正确的《圣训》中提到，艾布胡莱赖（愿主喜

悦他）的传述，他说： 

; ُهَريَْرَ� 
َ
� 0َِعنَْدS �ألقَْرُ»  �Lسَن ْننَ  �َق̈بل �سوُ� �ِهللا : قَاَ�  �َقْن ( ¬

                                                        ①《忏悔章》第 128 节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3059 段，3/1180；《穆斯林圣训集》第 1795 段，3/1420 ③《白衣哈给圣训集》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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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جالًِسا َفَقاَ� �ألقَْر»ُ  ِ̄ pِ̈< ِ± عKً� ِمَن �لَو6ِ َما َق̈بلُت ِمنُْهم : ْنُن َحابٍِس �fِمي
َحًد�

َ
 يُرَْحمُ : "ُعم1 قَاَ_  ����فنظَر �ْ�ِه �ُسوُ_ اهللاِ . (

َ
 يَرَْحُم ال

َ
 متفق عليه " َمْن ال

主的使者 亲吻哈桑·本·阿里，当时艾格莱欧·本·哈

比斯·艾勒泰米米坐在他跟前，艾格莱欧说：“我确有十个

儿子，我从没有亲吻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看看看看

了他一了他一了他一了他一眼眼眼眼，，，，然然然然后说后说后说后说：：：：““““不不不不怜怜怜怜爱他人者爱他人者爱他人者爱他人者，，，，就得不就得不就得不就得不到到到到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怜怜怜怜爱爱爱爱。。。。””””①①①①
有时他带着人们礼拜，肩上扛着小女孩。艾布盖塔德的传

述，他说： 

ûِ الَعاuَ úَِ ���� َخَرÜَ َعلَْيَنا ا}Dâِ1 « :عن (; قتا�D قا�
َ
َماَمُة بِْنُت �

ُ
�َ	

َع َ	َضَعh َ	;َ¦ا َ�َفَع َ�َفَعَها Éَتِِقهِ 
َ
h فَإَ¦ا َ�� 1îمتفق عليه .»فََص. 

““““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来于我们来于我们来于我们来于我们，，，，乌玛乌玛乌玛乌玛麦麦麦麦····宾图宾图宾图宾图····艾布艾布艾布艾布阿阿阿阿税税税税

②②②②
骑骑骑骑在在在在

他他他他脖脖脖脖子子子子上上上上，，，，然然然然后他后他后他后他礼礼礼礼拜拜拜拜，，，，当他当他当他当他鞠躬鞠躬鞠躬鞠躬时时时时，，，，就就就就把把把把她她她她放放放放下下下下，，，，当他当他当他当他

站起身时站起身时站起身时站起身时，，，，就就就就把把把把她她她她抱抱抱抱起起起起来来来来。。。。””””

③③③③
至于他对妇女的怜悯和关爱，

在本书中已进行了专题论述。 

其中引证了英明的欧麦尔（愿主喜悦他）的故事，他

曾雇佣白尼阿萨德的一个人工作，然后那人来与欧麦尔签

约，他说： 

(نه �ستعمل �جًال من ب� (سد £ عمل فجا@ يأخذ  �عن �لفا�c0 عمر 
Sفقبله� عهد S60 هللا عنه ببعض� m� قا� فأ³ عمر ��ما قبلت ! قا� (تقبل هذ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5651 段，5/2235，《穆斯林圣训集》第 2318 段 ②译者注：她是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女儿宰依奈布的女儿。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5996 段，5/2235，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54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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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ط
ً
 : فقا� عمر. 60�

ً
ة� هاa عهدنا ال تعمل ± عمًال (بد�  .فأنت با=ا¢ (قل ́�

他带着自己的儿子来见欧麦尔（愿主喜悦他），欧麦尔

吻了他的孩子，他说：“你吻了这个孩子吗？！我从来都没

有吻过任何一个孩子。”欧麦尔说：“你属于一个少怜悯心

的人，把我们的契约给我，你永远都不要为我工作。”

①
 

至于他对鸟类与动物的怜爱，所有发生的事件，都没

有任何错误。阿布杜莱哈曼•本•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从

他的父亲（愿主喜悦他）那儿传述，他说： 

ن بن عبد�هللا بن مسعوD عن (بيه �m �هللا عنه قا� كنا مع  عن عبد�ل́ر
قا� فجا@a  � سفر 0مر�نا بشجر� فيها فرخا ´ر� فأخذناهما  ��سو� �هللا 
 �p مر�L� هللا�0¦ تصيح ��سو�   â{فقا_ ا����: »Ûقا�  من فجع هذ+ بفرخيها
 .»فر8	هما: قا_ .فقلنا {ن

我们曾陪同主的使者 一起旅行，我们途中经过一颗

树，上面有两只红色的小雏鸟，然后我们就把它俩抓住了，

他说：红鸟大叫着来到主的使者 跟前，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说说说说：：：：““““谁谁谁谁

让让让让这只这只这只这只鸟鸟鸟鸟因因因因与与与与它的它的它的它的两两两两只只只只小雏鸟小雏鸟小雏鸟小雏鸟分分分分离离离离而而而而痛苦痛苦痛苦痛苦呢呢呢呢。。。。””””他说：我们

说：“是我们。”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把把把把它它它它俩还给俩还给俩还给俩还给它它它它。。。。””””

②
    

他 命令自己的弟子们（愿主喜悦他们）怜爱动物，

禁止他们疏忽对动物的怜爱。先知 走进一位辅士的庄

园，在那里有一峰骆驼，当它看到先知 时，双眼涌出泪

                                                        ①《白衣哈给圣训集》9/41 ②《穆斯泰德莱克》4/267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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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主的使者 走近并抚摸它的头部，它才安静下来，于

是他他他他问问问问道道道道：：：： 

ٌَل فَلَ̈ما َ�(�  � Dَخَل �=>·  َ̧ بُستانًا لِرُجٍل ِمَن �ألنَْصاِ� ¹0َِْ~ ِ� �لبُْستَاِ< 
 <̈=��  ُSِهللا . َح̈ن 0َ~ِ�فَْت َقيَْنا�ِه �َُسوُ� ¡pِ �َِسه� فَسَكن ُعم̈  �فَأ

ْ
 فَمسَح َ£َ َ�(

نَا يَا �َُسوَ� �هللاِ : َ� فََجاَ@ َشا¼« ِمَن �ألنَْصاِ� َفَقا "َمْن َ�!D َهَذا اfََملÛ: "قَاَ_ 
َ
فَقاَ_ ! (

 Dâ{ن1َك : "����ا
َ
1 ك
َ
ëِ� òَفَإِن1ُه َش Ûَكَك اُهللا �ِي1اَها

1
Òِ َمل

1
 تتüِ اَهللا Iِ َهِذ+ِ ا َِهيَمِة ال

َ
ال
َ
�

ِيُعُه َ	تُْدئُِبه
ُ
Þ "D0�Dبُو

َ
) Sُ�0�َ 

““““谁是这谁是这谁是这谁是这峰峰峰峰骆驼骆驼骆驼骆驼的主人的主人的主人的主人？？？？””””有一辅士青年走过来说：

“主的使者啊！我是这峰骆驼的主人。”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说说说说：：：：““““难难难难道道道道

你不你不你不你不敬敬敬敬畏畏畏畏使你使你使你使你掌管掌管掌管掌管这这这这牲畜牲畜牲畜牲畜的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真主吗吗吗吗？？？？它它它它向向向向我我我我诉诉诉诉苦苦苦苦，，，，你你你你让让让让它它它它

挨饿挨饿挨饿挨饿，，，，并使它并使它并使它并使它负负负负担太重担太重担太重担太重！！！！””””

①①①①
这位尊贵的先知 阐述了怜

悯并善待动物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不论是他个人拥

有的动物，还是其它的动物。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说说说说：：：： 

َتد1 بَيَْنَما �َُجٌل َفْمèِ بَِطِريٍقh اشْ « :قا� �(< �سو� �هللا  �(; هرير�  عن
ُكُل 

ْ
َهُثh يَأ

ْ
ٌب يَل

ْ
َ_ فِيَها فََ�َِ! ُعم1 َخَرhÜَ فَإَِ¦ا َ� َÅًَا َفýِْفَوََجد ب hَعَطُش

ْ
َعلَْيِه ال

َعَطِش 
ْ
ََ� ِمَن ال 1ªَفَقاَ_ الر1ُجُل  .ال : )َ¢َ �ِ

1
Fَعَطِش ِمْثُل ا

ْ
َ�ََب ِمَن ال

ْ
لََقْد بَلََغ َهَذا ال

 ِ
ْ
َ_ ا  َÅََف h َبh بَلََغ ِم��

ْ
�َ
ْ
h فََسþَ ال َ�ِ�َ 1wْمَسَكُه بِِفيِه َح

َ
ُه َماh5ً ُعم1 �  ُخف1

ýَْ َفَمألَ
 ُ
َ
H َفَغَفَر hُ

َ
H "فََشَكَر اُهللا �هللاِ : قَالُو�! يَا �َسوَ�  ��ْجًر

َ َ
َا ِ� َهذ S�Cَهائِِم أل

َ
َفَقا_ ¹0َِ̈< =

ْجرٌ : "����
َ
 ]ُم̈تَفٌق عليه[» Iِ ُ�� َكبٍِد َ�ْطَبٍة �

““““正当一正当一正当一正当一男男男男子在子在子在子在途途途途中中中中渴渴渴渴得得得得口干口干口干口干舌燥舌燥舌燥舌燥时时时时，，，，他他他他看到看到看到看到了一了一了一了一口口口口

                                                        ①《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335 段，3/23；《穆斯泰德莱克》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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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井井井，，，，于是他下去于是他下去于是他下去于是他下去喝喝喝喝了水了水了水了水，，，，当他当他当他当他喝喝喝喝完完完完水从水从水从水从井井井井中出来中出来中出来中出来时时时时，，，，发发发发现现现现

有有有有条狗渴条狗渴条狗渴条狗渴得正得正得正得正喘喘喘喘着着着着气气气气用用用用舌舌舌舌头头头头舔湿舔湿舔湿舔湿土土土土，，，，此此此此男男男男子子子子说说说说：：：：‘‘‘‘这这这这条狗条狗条狗条狗像像像像

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刚刚刚刚才才才才一样一样一样一样口口口口渴渴渴渴到到到到了了了了极点极点极点极点。。。。’’’’于是他于是他于是他于是他再次再次再次再次下去用自己的下去用自己的下去用自己的下去用自己的靴靴靴靴

子子子子盛盛盛盛满满满满水水水水，，，，并用并用并用并用嘴嘴嘴嘴叼叼叼叼着着着着靴靴靴靴子子子子爬爬爬爬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然然然然后他后他后他后他喂喂喂喂狗狗狗狗喝喝喝喝了水了水了水了水。。。。

为此真主为此真主为此真主为此真主恩恩恩恩赐赐赐赐并饶恕了他并饶恕了他并饶恕了他并饶恕了他。。。。””””大家问：“主的使者啊！我们

从这些畜类身上也能获得报酬？”使者说使者说使者说使者说：：：：““““凡凡凡凡有有有有肝脏肝脏肝脏肝脏之物之物之物之物

均均均均有有有有报报报报酬酬酬酬。。。。””””

①①①①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223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244 段，4/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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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论题第五论题第五论题第五论题：：：：平安平安平安平安    

语言方面的定义，伊本曼汝尔说：“平安就是安全无罪，

安全和清白。”伊本阿尔比说：“平安就是健康，蒙昧时代

的阿拉伯人喜爱某人对自己的同伴庆祝说早安。他们说：

‘愿主赐你平安。‘它仿佛是一个平安的标志，是没有战争

的迹象。后来真主把它赐予了伊斯兰，他们疏忽了祝安词，

然后他们又奉命传播祝安词，直到清高的真主说： 

َاِهلُو(َ  َخاَطَبُهمُ  َ	;َِ¦ا�: قا� تعا�
ْ
fلفرقا<سو��  �َسالًما قَالُوا ا��63 . 

【【【【当当当当愚愚愚愚人以人以人以人以恶言伤害恶言伤害恶言伤害恶言伤害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祝祝祝祝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平平平平

安安安安。。。。””””】】】】

①①①①
它的意义是摆脱和无关，即：我们与你们之间没有

利益，也没有伤害。伊本阿拉法特说：“他们说：祝你们平

安，即：他们说出恰当的、无罪恶的、和睦的言词。”艾布

曼苏尔说：“我们祝你们平安，不与你们互相咒骂。”有人

说：“祝你们平安就是正确的言语和意愿，绝非胡说八道。”

其中提到：他们说：“祝你们平安。”他说：“意思是你们当

说祝安词。”又说：“平安的意思是我的命令都是平安的，

我喜爱安全的。”

②
 

法律方面的定义：平安就是寻求安全，免遭任何伤害，

                                                        ①《准则章》第 63 节 ②《雄辩的阿拉伯人》1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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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是真主的美名之一。这个词的实际意义是：清白，脱

离和解脱一切伤害与缺陷。”

① 

顺从是从清高真主的美名之一平安一词上派生的，因

为他是完美无瑕的。有人说它的意思是：真主监视着你们，

所以你们不要疏忽；有人说它的意思是：以平安的名义祝

福你；如果所有的工作都提到清高真主的美名，就是期待

在其中聚集各种福利，驳斥一切堕落事件的发生；有人说：

天堂是平安的居所，因为它是没有任何灾害的安全之所；

有人说它的意思是：你使我安全，即意味着你为我祈求平

安。”

② 

其目的犹如伊本盖依慕（愿主怜悯他）所说：“通知平

安是一种信息和祈祷，告知他的平安，就是你对他的祝福，

你为他祈求平安，远离一切伤害。”

③ 

伊本盖依慕（愿主怜悯他）说：“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

自己类似的、或相似的问候，都有专归于进见他们的国王

时赞扬的特殊形式的问候，如叩头等，向国王致敬的言词

有别于向普通人致敬的言词，他们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生

活，及其幸福和持久性。清高的、至洁的、健全的君主规

定了穆斯林之间的祝安词‘愿真主使你平安’，这比所有民

                                                        ①《创造裨益》2/143 ②《雄辩的阿拉伯人》12/290 ③《创造裨益》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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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充满荒谬的语言和谎言的祝安词都更适合。例如他们说：

‘祝你长寿千岁’；以及意义受到局限的问候词，如早上好。

其中有些是专归于真主的，如叩头；平安的祝词比那一切

都更合适。因为它包含了生活的安全和成功，它是优先于

那一切的原则，人们在生活中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两件事：

获得安全和所有的幸福；安全优先于获得福利，因为它是

基础，为此，人类关心这一点。甚至所有的动物首先关心

的都是安全，其次才是它的获取；绝对的安全包括获得幸

福，如果它失去了获取幸福，它就会死亡和受伤，或残缺

和弱点，失去幸福就会阻碍它获得绝对的安全，安全包括

了远离一切伤害，成功地获得幸福。你必须安排好生活只

有凭此才能完美的两项原则，其本身也是来自于平安一词，

并包括平安的意义。”

① 

这个包含这些含义的词被命名为伊斯兰，它来自于服

从、顺从清高的真主，远离一切举伴的丑行。他服从自己

的养主，养主就使他纯洁。就像某个仆人服从自己的主人，

这个主人没有任何互相挑衅的伙伴，为此，超绝万物的真

主为虔诚地服从自己养主的穆斯林和举伴主的人打了这两

个比喻。

② 

                                                        ①《创造裨益》2/373 ②《媒体网站》作者：谢慕舜丁·穆罕默德·本·艾布白克尔，以伊本盖依慕·艾勒焦瑞著称，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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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是伟大的基础，伊斯兰命令并敦促人们遵循平安

的道路，许多经典明文都指明了这一点，并阐明了它的收

获和裨益，在这个被称之为战争的年代，并不是平安的年

代，人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更加需要平安的时期。先知

确已告知这个混乱的时代，被称为战火四起的日子，即死

亡。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说说说说：：：： 

 â{ا« :����قا_ ا ªتك	يقبض العلم  wالساعة ح Tلزال�_ ال تقو
	يتقا�! الزما( 	تظهر الف� 	يكª ا�رÜ 	هو القتل حw يكª فيكم اsا_ 

 .متفق عليه »فيفيض
““““复复复复生生生生日日日日绝不绝不绝不绝不会会会会来来来来临临临临，，，，直直直直至学者至学者至学者至学者死死死死亡亡亡亡，，，，地地地地震频震频震频震频繁繁繁繁。。。。末末末末

日日日日临临临临近近近近，，，，灾灾灾灾难难难难出出出出现现现现，，，，战争增战争增战争增战争增多多多多，，，，它就是它就是它就是它就是死死死死亡亡亡亡，，，，直到直到直到直到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

钱财钱财钱财钱财增增增增多多多多，，，，超超超超出了出了出了出了需需需需要要要要。。。。””””

①①①①
先知的言语已经得到了证实，

我们听到武器的撞击声和厮杀的战鼓声比我们听到的好消

息或招标还多，我们看到在许多城市街道上的尸体比我们

在清真寺，学校或工厂的门口看到的人还多，震耳欲聋的

儿童呼声和妇女的求救声比我们听到的儿童歌声以及母亲

们教给她们子女的歌曲还多，我们嗅到的火药气味比香水

味还多。假设你在夜晚单独走在纽约、或加拉加斯、或其

它任何一座充满害怕和恐惧的城市街道上，然后你遇到了

一个人，谁也无法预测他将会做些什么，突然他对你说：“愿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989 段，1/350，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2672 段，4/2056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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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使你平安”。你将会感到什么样的安全？什么样的安宁

进入你的心田？！你有多少次回头察看安全的地方，寻求

可以庇护者的护佑？今天，在世界许多国家首都的街道上，

你都应用自己的耳朵去查探，为你提供安全与平安的系统。

你会心里猜想：当你回到宾馆的房间或家里时，没有受到

小偷的侵犯，偷走所有的钱财；没有突然呆滞，或突然有

一颗定时炸弹结束了你的生命和希望，那么，你确已赢得

了这一天，你看到它是充实的。如果你担负着管理宾馆的

全部责任，如果你为你不认识的访客打开房门时，你需要

多少安全……在类似这样的环境中，安全对于各个国家和

各国人民的生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崇高的价值，很大限

度上的原则，是通往文明的途径，但所有的文明都必须建

立在平安与安全基础上。因此，当真主为麦加人派来自己

的使者穆罕默德 时，让他们记起安全和饮食的恩典。伟

大的真主说： 

َتا5 �ِْحلَةَ  �ِيالفِِهمْ   قَُريٍْش  ِإليالáِ  � :0جل قا� عز ْيِف  الش�   	َالص1
َيْعُبُد	ا

ْ
َْيِت  َهَذا َ�!1  فَل

ْ
� ا ِ

1
Fْطَعَمُهم م�ن ا

َ
�  ôٍَمَنُهم ُجو�	نْ  َ سو��  � َخْوáٍ  م�

 .4-1قريش�
【【【【［［［［1111］］］］因为因为因为因为保护保护保护保护古古古古莱莱莱莱什什什什,,,,[2][2][2][2]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在在在在冬季冬季冬季冬季和和和和夏季夏季夏季夏季的的的的旅旅旅旅行行行行

中中中中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他们他们他们他们,,,,[3][3][3][3]故故故故教他们崇教他们崇教他们崇教他们崇敬敬敬敬这天这天这天这天房房房房的主的主的主的主,,,,[4][4][4][4]他曾为他曾为他曾为他曾为饥荒饥荒饥荒饥荒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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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而而而赈济赈济赈济赈济他们他们他们他们,,,,曾为曾为曾为曾为恐怖恐怖恐怖恐怖而而而而保佑保佑保佑保佑他他他他们们们们。。。。】】】】

①①①①
 

为此，在这个最后的信仰中强调了这一重要的问题，

其中包括许多方面： 

第一：完美是清高真主的美名之一，他比所有被称为

完美都更适合、更应享有这个美名。因为超绝万物的真主

是没有任何缺陷和不足的完美者，从各方面他都是真正的

完美者，被造物的完美是他给予的。超绝万物主的本体就

是完美无缺的；他的属性也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缺陷和不

足的；他的行为也是完美的，是没有任何缺陷、不足、伤

害或不公正的，也没有违背智慧的行为，不管从哪个方面、

哪个观点来看，他都是真正的完美者。

②
 

清高的真主告知了有关他自身的知识，让他的仆人知

道自己的美名，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اُهللا  ُهوَ  �: قا� سبحانهِ
1
Fال ا  َ

َ
Hِ�  1َملُِك  �ِال

ْ
	ُ�  ُهَو ال Dُقد

ْ
الTُ  ال  الس1

ُمْؤِمنُ 
ْ
ُمَهْيِمنُ  ال

ْ
َب1ا�ُ  ال

ْ
fَعِزيُز ا

ْ
ُ  ال �Ôُمَتَك

ْ
ااهللاِ  ُسْبَحا(َ  ال و(َ  َقم1

ُ
سو��  � يُْ�ِ�

�KL�23. 
【【【【[23][23][23][23]他是真主他是真主他是真主他是真主，，，，除他外除他外除他外除他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他他他他

是是是是君君君君主主主主。。。。他是至他是至他是至他是至洁洁洁洁的的的的，，，，是是是是健健健健全的全的全的全的，，，，是是是是保佑保佑保佑保佑的的的的，，，，是是是是见见见见证证证证的的的的，，，，

是万能的是万能的是万能的是万能的，，，，是尊严的是尊严的是尊严的是尊严的，，，，是尊大的是尊大的是尊大的是尊大的。。。。赞颂赞颂赞颂赞颂真主真主真主真主，，，，超超超超绝万物绝万物绝万物绝万物，，，，

                                                        ①《古来氏章》第 1-4 节 ②《创造裨益》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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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他是他是他是超乎超乎超乎超乎他们所用以他们所用以他们所用以他们所用以配配配配他的他的他的他的。。。。】】】】

①①①①
他还阐明了顺从的穆斯林

们，他们自身平安，并且也不伤害其他的人，他们的归宿

是乐园——平安之家，这就是工作（平安）和结果（平安

之家）两者之间奇妙的相互协调。清高的真主说： 

َالTِ  8َا�ُ  لَُهمْ  ����: قا� تعا�   بَِما َ	D�ُِهمْ  َ�ب�ِهْم َ	ُهوَ  ِعندَ  الس1
ْ
 �َفْعَملُو(َ  َ¢نُوا

�Yألنعا�127سو�� . 
【【【【[12[12[12[127777]]]]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在在在在主那主那主那主那里里里里，，，，将将将将为自己的为自己的为自己的为自己的善善善善行而行而行而行而享享享享受受受受安安安安宅宅宅宅，，，，

真主是他们的真主是他们的真主是他们的真主是他们的保佑保佑保佑保佑者者者者。。。。】】】】

②②②②
 

第二：他向信仰的仆人们报喜，他们将与超绝万物的

真主相见，其中祝贺词就是“祝你们平安”。清高的真主说： 

� ُهوَ �: قا� تعا�ِ
1
Fا  �̈ نَ  َ	َمالئَِكُتهُ  َعلَْيُكمْ  يَُص  ِ�ُْخرَِجُكم م�

 Jِلَُما Dالظ  
َ
ُمْؤِمنِ\َ  َ	َ�(َ  ا}Dو�ِ  �ِ=

ْ
ِي1ُتُهمْ . �َِحيًما بِال

َ
�  َTَقْونَهُ  يَْو

ْ
َعدT  1ٌ َسال يَل

َ
�َ	 

ْجرًا لَُهمْ 
َ
 .43,44سو�� �ألحز�¼� �َكِريًما �

【【【【[43][43][43][43]他他他他怜悯怜悯怜悯怜悯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他的天使们为你们他的天使们为你们他的天使们为你们他的天使们为你们祈祷祈祷祈祷祈祷，，，，以便他以便他以便他以便他

将将将将你们从你们从你们从你们从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黑黑黑黑暗暗暗暗引引引引入入入入光明光明光明光明，，，，他是他是他是他是怜悯怜悯怜悯怜悯信士的信士的信士的信士的。。。。[44][44][44][44]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与与与与真主真主真主真主会见会见会见会见的那天的那天的那天的那天，，，，真主对他们的真主对他们的真主对他们的真主对他们的祝辞祝辞祝辞祝辞是是是是：：：：““““祝祝祝祝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平平平平安安安安。。。。””””

他已为他们他已为他们他已为他们他已为他们预预预预备备备备了优厚的了优厚的了优厚的了优厚的报报报报酬酬酬酬。。。。】】】】

③③③③
伊本凯西尔（愿主怜悯

他）说：“显而易见，这里的目的——真主至知——对他们

的祝辞，即：在他们与清高的真主相见之日，来自于真主

                                                        ①《放逐章》第 23 节 ②《牲畜章》第 127 节 ③《同盟军章》第 43-4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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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祝辞；平安，就是他们获得平安之日。犹如伟大尊严的

真主说： 

 58سو�� يس� ��1ِحيمٍ  �æ!1  ِمن قَْوالً  َسالTٌ  � :0جل قا� �هللا عز

【【【【[58][58][58][58]““““平平平平安安安安！！！！””””这是从至这是从至这是从至这是从至慈慈慈慈主发出的主发出的主发出的主发出的祝辞祝辞祝辞祝辞】】】】。”

①
在这

骇人听闻的日子里，真主将集合前前后后所有的人，每个

人都将因为各自的罪过而受到拷问，至慈的养主将为有信

仰的人降下平安和和平！！有什么好消息比这更伟大？！有

什么安全能比这更让心灵更舒适。 

第三：平安是这个最后使命的宗旨。阿布杜拉·本·色

俩姆的传述——他是犹太教著名的学者之一，他说：当先

知 来到麦地那时，人们纷纷奔向他，我也在奔向他的人

群中，当我看清他的面容时，我知道他的面容绝不是一个

撒谎者的面容，我听他说的第一次的演讲是： 

 Yهللا بن سال�عن عبد–  D¡هو�0هو من (حبا� - <=� Yا قدF قا��  
�¾فل �=ا¢ عليه فكنت فيمن �¾فل فلما تبينت 0جهه عرفت (< 0جهه ليس 

ْط « : يقو_بوجه كذ�¼ فÀ< (�0 ¿@ سمعته 
َ
�َ	 hTَال ُشوا الس1

ْ
ف
َ
� hTََعا ِعُموا الط1

Tن1َة بَِسالfَتَْدُخلُوَ( ا hTٌَا}1اُ� غَِيا	وا 
D
 »	صلوا األ�حاhT َ	َصل

““““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互相互相互相互相以以以以色色色色兰兰兰兰祝祝祝祝平平平平安安安安，，，，当当当当供供供供给给给给他人吃他人吃他人吃他人吃饭饭饭饭，，，，联系联系联系联系

近近近近亲亲亲亲，，，，人们人们人们人们睡睡睡睡觉时觉时觉时觉时，，，，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礼礼礼礼拜拜拜拜，，，，你们就你们就你们就你们就可可可可以以以以平平平平安安安安地进地进地进地进入入入入

                                                        ①《雅辛章》第 58 节，《伟大的古兰经注释》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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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天堂天堂天堂。。。。””””

①①①①
 

第四：平安是伊斯兰中最优秀的分枝，最重要的基础。

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有人请

教先知 在伊斯兰看来哪种工作最优越？他说他说他说他说：：：： 

(1 �إلسالY  � بن عمرm� 0 �هللا عنهما (< �جًال سأ� �=>عن عبد�هللا
 �Áقا_خ:  » 

ْ
áَِمْن لَ�ْم َيْعر	َت َ

ْ
الuَ Tََ َمْن َعَرف  الس1

ُ
َعاhTَ َ	َيْقرَ� متفق  »ُيْطِعُم الط1

 عليه

““““你你你你供供供供人吃人吃人吃人吃饭饭饭饭，，，，给认给认给认给认识的和不识的和不识的和不识的和不认认认认识的人以识的人以识的人以识的人以色色色色兰兰兰兰祝祝祝祝平平平平

安安安安。。。。””””

②②②②
看看先知 是如何把供给食物和祝安的支柱联系在

一起的，犹如在《古莱什章》中真主把这两项联系在一起

那样。布哈里（愿主怜悯他）将他的圣训集分成若干篇幅，

他在“哪些人在伊斯兰看来是最高尚的篇”中，引证了以

下这段圣训。艾布穆萨（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人

们问：“主的使者啊！在伊斯兰看来哪些人是最优越者？”

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من : قا_(1 �إلسالY (فضل� ! قالو� يا �سو� �هللا: قا� �عن (; مو: 
 متفق عليه.»سلم اsسلمو( من لسانه 	يد+

““““穆穆穆穆斯斯斯斯林林林林大众从其大众从其大众从其大众从其语语语语言言言言和行和行和行和行为上获得为上获得为上获得为上获得平平平平安安安安的人就是最的人就是最的人就是最的人就是最

                                                        ①正确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4/652，《伊本马哲圣训集》2/1083，《白衣哈给圣训集》2/505，《精选》9/431，《穆斯泰德莱克》3/14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12 段，1/13，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9段，1/65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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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者优越者优越者优越者。。。。””””

①①①①
安玛尔（愿主喜悦他）说： 

ثالÃ من ¸عهن فقد ¸ع �إليما< �إلنصاT من نفسك� «: �قا� عما�  
 متفق عليه .»0بذ� �لسالY للعالم� 0�إلنفاc من �إلقتا�

“谁具备了三件事，谁确已具备了伊玛尼：出自你内

心的公正；向世人祝安；即使贫困仍然施舍。”

②
这是安玛

尔（愿主喜悦他）独特的理解，当时他指出谁具备了这三

个组成部分，谁确已具备了伊玛尼。如果他的内心有了公

正，就会给予所有的人应享有的权利。当他向世人祝安，

众生都从他那里获得了平安，那他确已使他们都得到了平

安。接着又指出了每个有能力和付出的人都需要的积极方

面，那就是即使贫困仍然施舍。多么伟大的信仰啊！担负

这个信仰的先贤们是多么的伟大，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和

执行这一信仰！。 

第五：它是团结社会的现象，彼此之间相互喜爱。伊

斯兰并不是一个只让人在清真寺里崇拜真主，忽视生活中

的其它行业为目的信仰。如基督教教导它的信徒们只在星

期天去教堂里礼拜，一周中其它的日子可以肆虐地在大地

上作恶。阿布杜勒艾哈德·达吾德曾是基督教的一个牧师，

后来皈依了伊斯兰，他谈论了自己在基督教中发现的情况，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1 段，1/13，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41段，1/65 ②《布哈里圣训集》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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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当他走出教堂，去参加被称之为‘圣餐’的上帝的

晚餐变得极端和孤立，以至于他们达到了宁愿去见狗，也

不愿意见穆斯林或犹太教徒，因为穆斯林或犹太教徒不相

信三位一体和上帝的晚餐，我曾经是一名天主教的神父，

我知道当时我的内心也有同样的情绪。”

①
 

但伊斯兰是一种旨在充分地实现崇拜养育众世界的主

的信仰，不受任何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艾布胡莱赖（愿主

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说说说说：：：： 

ال تَْدُخلُوَ( اfَن1َة « ����قا_ �سو_ اهللا  :عن (; هرير� �m �هللا عنه قا�
 1wال تُْؤِمُنوا َح	َ h1 تُْؤِمُنواwواَحDُت�ُموُ+ تَ�َحاب

ْ
5ٍ �َ¦ا َفَعل ْ¼َ َuَ ُكْم

D
8ُل
َ
� 
َ
َ	ال
َ
� h

 َTال ُشوا الس1
ْ
ف
َ
� Ûخرجه مسلم. »بَْيَنُكمْ  تَ�َحابَبُْت�ْم)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人都不能进人都不能进人都不能进人都不能进入入入入天堂天堂天堂天堂，，，，除除除除非非非非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成成成成为信士为信士为信士为信士；；；；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人都不能人都不能人都不能人都不能成成成成为信士为信士为信士为信士，，，，除除除除非非非非你们你们你们你们相互相互相互相互喜爱喜爱喜爱喜爱；；；；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我指引你们一我指引你们一我指引你们一我指引你们一件件件件事事事事情情情情，，，，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做做做做了了了了，，，，它能使你们它能使你们它能使你们它能使你们相互相互相互相互喜喜喜喜

爱爱爱爱好好好好吗吗吗吗？？？？你们之间当你们之间当你们之间当你们之间当相互相互相互相互以以以以色色色色兰兰兰兰祝祝祝祝平平平平安安安安。。。。””””

②②②②
伊本阿尔比说：

“在祝安词的诸多裨益中有获得和睦相处者之间的爱。那

其中是为了言词一致，以便互助实现履行伊斯兰法律的广

泛利益，当听到这个言词，真诚的心灵会由逃避的意识转

向接受宣传它的人。”

③
 

                                                        ①《圣经中的穆罕默德》作者：阿布杜勒艾哈德·达吾德，法赫米·希曼翻译，第 152 页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54 段，1/74 ③《布哈里圣训集注释》11/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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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玛目脑威（愿主怜悯他）说：“互相祝安可以联系穆

斯林之间的关系，突出他们有别于其它所有宗教信仰的标

志，其中伴随着培养情操，必须谦逊，注重穆斯林大众的

尊严。在这些《圣训》里谈到了丰富的知识，其中有：鼓

励供给饮食，慷慨大方，注重有利于穆斯林大众的事业，

禁止伤害他们，不论是言语或行为，直接或间接的伤害，

禁止藐视他人，并且还鼓励联系穆斯林大众的心，使他们

言行一致，相互喜爱，以便获得那一切。”噶瑞（愿主怜悯

他）说：“联系属于信仰职责、法律要素和伊斯兰完美的制

度之一。”他又说：“向认识与不认识的人祝安，忠诚地为

了清高的真主工作，没有贿赂，也没有阿谀奉承，其中要

求使用谦逊的品性，（一直到他说）在这些《圣训》里的任

何言词都比其它的言词适合，它包含了禁止分裂，绝交，

仇恨和近亲之间的敌意，他的平安是来自于真主，不是追

随他的私欲，也不专属于他的弟子和亲友们。”

①
 

第六：丧失了平安可能会导致惶恐不安，平安是安全

的向导，和平共处的宣言，纯洁的希望，丧失了和平就可

能会导致人不安；因此，伊斯兰禁止分裂与近亲之间的敌

意，不允许任何人的绝交超出先知 所指的三天，他教导

穆斯林之间应放弃敌对，他还阐明两个人中最优秀者是先

                                                        ①《穆斯林圣训集注释》作者：耶哈雅·本·谢尔福·艾勒脑威，2/10-11，36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伊斯兰的文化价值观黄  
129 

问候者。因此，和平是和睦相处，远离断绝关系的向导。

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说说说说：：：： 

 â{َتِقَياِ( « :����قا_ ا
ْ
الhïِ يَل

َ
َخا+ُ َفوiَ ث

َ
ْ( يَ�ْهُجَر �

َ
ال يَ�ِحلD لِ�ُمْسلِ�ٍم �

 ِTال  بِالس1
ُ
� َفْبَد�ِ

1
Fُُه�َما اMََْخ	 hيصد هذا	متفق . »فيصد هذا ����. 

““““穆穆穆穆斯斯斯斯林林林林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与与与与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兄弟兄弟兄弟兄弟断交断交断交断交超超超超过过过过三三三三天天天天，，，，当他当他当他当他俩俩俩俩彼彼彼彼

此此此此相相相相见见见见时时时时，，，，一一一一个个个个面面面面向向向向东东东东，，，，一一一一个个个个面面面面向向向向西西西西，，，，而他而他而他而他俩俩俩俩中最优中最优中最优中最优秀秀秀秀者者者者

就是先就是先就是先就是先致致致致以以以以色色色色兰兰兰兰问候问候问候问候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①①①①
    

当众天使来临伊布拉欣 ，他们说：“祝你平安！”然

后他为他们提供了食物，但他们没有吃他的食物，他感到

有点害怕，犹如真主所告知的那样，伟大的真主说： 

ُ�ْ�َ� �ِبَْراِهيمَ  ُ�ُسلَُنا َجاJْ5  َ	لََقدْ  �: جلعز 0قا� 
ْ
 َسالًَماقا_ َسالTٌَ  بِا 

ْ
 قَالُوا

َِث  َفَما
َ
  )

َ
يْ . َحنِيذٍ  بِِعْجلٍ  َجا5 �

َ
� �
َ
ا َ�� ْهِ  تَِصُل  الَ  ِدَفُهمْ فَلَم1

َ
 نَِكَرُهمْ  �ِ�

	َْجَس 
َ
  ِمْنُهمْ  	َ�

ْ
َْف  الَ  ِخيَفًة قَالُوا

َ
َنا �ِن1ا ¡

ْ
ْ�ِسل

ُ
�  

َ
=ِ�  ِTلُو? قَْو � �D69,70سو�� هو 

【【【【[[[[66669]9]9]9]我的众使者确已我的众使者确已我的众使者确已我的众使者确已带带带带着着着着喜喜喜喜讯讯讯讯降降降降临临临临伊伊伊伊布拉欣布拉欣布拉欣布拉欣，，，，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说说说说：：：：““““祝祝祝祝你你你你平平平平安安安安！！！！””””他说他说他说他说：：：：““““祝祝祝祝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平平平平安安安安。。。。””””他他他他很很很很快快快快就就就就拿拿拿拿来一来一来一来一

只只只只烤犊烤犊烤犊烤犊来来来来。。。。[[[[70707070]]]]当他当他当他当他看看看看见见见见他们不他们不他们不他们不伸伸伸伸手手手手去去去去取犊肉取犊肉取犊肉取犊肉的的的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他他他他

认认认认为他们是为他们是为他们是为他们是奇怪奇怪奇怪奇怪的的的的，，，，他对他们他对他们他对他们他对他们觉觉觉觉得有得有得有得有点点点点害害害害怕怕怕怕。。。。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你你你你

不不不不要害要害要害要害怕怕怕怕，，，，我们确我们确我们确我们确是是是是被被被被派派派派到到到到鲁特鲁特鲁特鲁特的的的的宗宗宗宗族族族族去的去的去的去的。。。。””””】】】】

②②②②
伊本杰利

利注释这节经文的意思是：“祝安词只能用到穆斯林之间，

不允许用于伊斯兰的敌人身上，如果有些人向另一些人祝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5883 段，5/2302，《穆斯林圣训集》第 2560 段，4/1984 ②《呼德章》第 69-70 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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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其他的人都跟着回答他，那确已证明了他们之间的和

睦相处。当他看见他们没有伸手去取食物时，他认为他们

是奇怪的，他对他们觉得有点害怕。他们说：‘你不要害怕，

我们确是被派到鲁特的宗族去的。’清高的真主提到：‘当

伊布拉欣看见他们没有伸手去取自己为他们提供的犊肉和

饭食的时候，他认为他们是奇怪的。’那是因为他们拒绝吃

他 为他们提供的食物，他们在伊布拉欣跟前不吃食物，

因为他们不属于吃这种食物的，他们属于他的奇怪的客人，

他们之间并不认识，他对他们感到惊讶和有点害怕。”

①
伊

布拉欣 明白和睦相处的道理，当他为他们端来了食物，

他们不吃，从而使他对他们感到有点害怕，因此，这种没

有安全感的行为令人怀疑。 

                                                        ①《古兰经注释荟萃》12/69-72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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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论题第六论题第六论题第六论题：：：：性格性格性格性格    

性格的定义：品德，朱鹤利说：“性格的意思是品性，

秉性等。”有人说：“信士的真诚，恶人的本性。某人具备

其他人的性格，即：他具有他人的品格。” 

汝白迪在他的《王冠》一书中说：“性格就是天性的意

思，其中有阿依莎（愿主喜悦她）传述的圣训： 

 .»¢( خلقه القر�(«
““““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性性性性格格格格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即：他谨遵《古兰经》，

遵守它的礼节，命令和禁令，以及它包含的优点、美德和

仁爱。”伊本阿尔比说：“性格就是刚毅，宗教信仰。” 

   �4�لقلمسو��  �	;ن1َك لَعîَ ُخلٍُق َعِظيم�
【【【【[4][4][4][4]你确是你确是你确是你确是具备具备具备具备一种一种一种一种伟伟伟伟大的大的大的大的性性性性格格格格者者者者。】。】。】。】

①①①①
    

在《圣训》还提到： 

 .0�ل4مذD 1�D0(خرجه (بو  .»ليس ¼I 5 ا�sا( �ثقل من حسن اÓلق«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东西东西东西东西在在在在天天天天平平平平上比上比上比上比美德美德美德美德更更更更重重重重。。。。””””

②②②②
而事实上它

是人类内在的形象，它就是人的心，及其属性和特殊的含

义，就像是他外在的形象，属性和含义一样，它俩都联系

着各自内在形象属性的美好、丑恶、奖励与惩罚的属性，

                                                        ①《笔章》第 4 节 ②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799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题了秘日圣训集》第 200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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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超过它俩联系的外在形象的属性，因此，在许多圣训中

不止一处地赞扬美德，并引证了许多段圣训，然后他说：‘同

样还提到了许多圣训谴责不好的品行’。”

①
 

当然，品性是人类内在的形象，它能赋予人类外在美

好的或丑恶的形象。的确，由于这种品性的地位，伊斯兰

这个纯正的信仰特别地注重它，阐明了它值得赞扬的品性

的基础，同时也阐明了受到谴责的品行的基础，然后阐述

具有这每一种属性者的结局，这一篇包含的经训很多很多，

我不打算太多地引证经训论述关于值得赞扬的品性，与受

到谴责的品行，我将只提出部分证明美德的经训，或部分

警惕不良品行的经训。 

在深入这个话题之前，我说：“品性在伊斯兰中是原则

和理论，她不会改变，也不会替换，不论面对的是朋友或

者是敌人，也不论远近，更不论穆斯林是胜利了或者是失

败了。许多国家的品德都是根据它的利益而定，如果诚实

对于个人或国家有利，那么，他们就诚实；但如果撒谎将

能获得赃物或受益，那么，他就撒谎；撒谎者真可悲呀！ 

观看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策，就会发现他们的政策

不是道德性的，也不是原则性的政策，而是利益性的政策；

                                                        ①《新娘王冠上的宝石》作者：穆罕默德·本·穆罕默德·本·阿布杜兰扎格·艾勒侯赛尼，性格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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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最后使命的道德问题属于它最突出的部分之一，因

此，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说说说说：：：： 

 â{قا_ ا����: » iِ
َ
ْخال
َ ْ
َم َمTَِ��َ األ َيم�

ُ
 .»�ِغ1َما بُِعْثُت ِأل

““““我我我我被被被被派遣就是为了派遣就是为了派遣就是为了派遣就是为了完善完善完善完善高高高高尚尚尚尚的的的的品德品德品德品德。。。。””””

①①①①
    

这项原则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先知 所宣传的原

则。这是皈依伊斯兰之前的艾布冉尔（愿主喜悦他），当他

听到先知 被派遣之后，他对他的弟弟说：“你乘骑去这

个山谷，听听他说些什么。！”他的弟弟回来后说：“我看他

在命令人们高尚的品德。”

②
 

这属于真主命令的高尚的品德之一，清高的真主说： 

َعْفوَ  ُخذِ  �:قا� تعا�
ْ
ُعْرáِ  ال

ْ
ُمْر بِال

ْ
�َ	  Kِْْعر

َ
َاِهلِ\َ  َعنِ  	َ�

ْ
fا. ا  َ	;ِم1

ْيَط  يÅَََلن1َك    ا(ِ ِمَن الش1
سو�� �ألعر�T   �َعلِيمٌ  َسِميعٌ  بِاهللاِ �ِن1هُ  فَاْسَتِعذْ  نَْز�ٌ

200,199. 
【【【【[199][199][199][199]你你你你要要要要原谅原谅原谅原谅，，，，要劝要劝要劝要劝导导导导，，，，要要要要避避避避开开开开愚愚愚愚人人人人。。。。[2[2[2[200000000]]]]如如如如果果果果

恶恶恶恶魔魔魔魔怂恿怂恿怂恿怂恿你你你你时时时时，，，，你当求你当求你当求你当求庇庇庇庇于真主于真主于真主于真主。。。。他确是全他确是全他确是全他确是全聪聪聪聪的的的的，，，，全知的全知的全知的全知的

主主主主。】。】。】。】

③③③③
 

َ�ِظِم\َ � :قا� تعا�
ْ
َغْيَظ  	َال

ْ
َعافَِ\ َعنِ  ال

ْ
 ُ�ِبD  اهللاُ 	َ  ا}1اِ�  	َال

ُمْحِسنِ\َ 
ْ
 .134سو�� ?� عمر�<� �ال

                                                        ①《穆斯奈德》2/381，《伊本艾布谢依柏圣训集》作者：阿布杜拉·本·艾布谢依柏，1/324，《白衣哈给圣训集》10/191 ②《布哈里圣训集》5/2244 ③《高处章》第 199-200 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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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且且且能能能能抑怒抑怒抑怒抑怒、、、、又能恕人又能恕人又能恕人又能恕人。。。。真主是喜爱行真主是喜爱行真主是喜爱行真主是喜爱行善善善善者的者的者的者的。】。】。】。】

①①①①
    

从他的言词中思考社会和道德方面的深远意义，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说说说说：：：： 

 â{ال يبع « :����قا_ ا	ا 	ال تدابر	ال تباغضوا 	ال تناجشوا 	ا 	ال �اسد
h اsسلم �خو اsسلم ال يظلمه 

ً
بعضكم u بيع بعضh 	�ونوا عبا8 اهللا �خوانا

M �= صد�+ ثالï مراhJ ~سب امر� 	ال ÖذH 	ال �قر+h ا>قو� ها هناh 	يش
 .»من ال� �( �قر �خا+ اsسلمh � اsسلم u اsسلم حراT 8مه 	ماH 	عرضه

 (خرجه مسلم

““““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相互嫉妒要相互嫉妒要相互嫉妒要相互嫉妒、、、、相互欺骗相互欺骗相互欺骗相互欺骗、、、、相互相互相互相互恼怒恼怒恼怒恼怒、、、、相互作相互作相互作相互作

对对对对，，，，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人都不人都不人都不人都不要把要把要把要把一一一一件件件件商品商品商品商品同时同时同时同时卖卖卖卖给给给给两两两两个个个个人人人人。。。。真主真主真主真主

的仆人们的仆人们的仆人们的仆人们啊啊啊啊！！！！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成成成成为为为为兄弟兄弟兄弟兄弟；；；；穆穆穆穆斯斯斯斯林皆林皆林皆林皆兄弟兄弟兄弟兄弟，，，，不不不不允允允允许许许许对对对对

他行他行他行他行亏亏亏亏、、、、遗弃遗弃遗弃遗弃和和和和蔑蔑蔑蔑视视视视，，，，敬敬敬敬畏畏畏畏真主是真主是真主是真主是在在在在这这这这里里里里，，，，他用手指着胸

口说了三遍，轻轻轻轻视视视视他的他的他的他的穆穆穆穆斯斯斯斯林林林林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就就就就等等等等于于于于犯犯犯犯罪罪罪罪，，，，每每每每一一一一位位位位穆穆穆穆

斯斯斯斯林林林林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财产财产财产财产和名和名和名和名誉誉誉誉对于其他的对于其他的对于其他的对于其他的穆穆穆穆斯斯斯斯林林林林都是庄严不都是庄严不都是庄严不都是庄严不可可可可

侵侵侵侵犯犯犯犯的的的的。。。。””””

②②②②
    

先知 所宣传的品性，他曾是第一个具备并且完善它

的人，因此，他的妻子阿依莎（愿主喜悦她）就是这样描

述他的，赛阿德·本·黑侠慕·本·阿米尔曾经请教她关

于使者 的品性。赛阿德说：“当时我去请教阿依莎，我

说：‘信士之母啊！请您告诉我主的使者 的品性吧！’她

                                                        ①《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34 节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2564 段，4/1986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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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的性格就是《古兰经》，你可以诵读《古兰经》中

伟大主的言词： 

 4سو�� �لقلم� �	;ن1َك لَعîَ ُخلٍُق َعِظيم�

【【【【[4][4][4][4]你确是你确是你确是你确是具备具备具备具备一种一种一种一种伟伟伟伟大的大的大的大的性性性性格格格格者者者者】】】】’。”

①
他命令《古

兰经》所命令的，禁止《古兰经》所禁止的，制止它所制

止的，相信它的讯息，亲自谦逊地执行它的法律，他 的

一生都是在执行这项原则，他所主张和宣传的原则。阿布

杜拉·本·阿慕鲁·本·阿税（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لم يكن ا}â « :عن عبد�هللا بن عمرm� 0 �هللا عنهما قا�
ً
فاحشا

 
ً
h 	�( يقو_ �( من خيا��م �حسنكم �خالقا

ً
 متفق عليه.»	ال متفحشا

从来都没有从来都没有从来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做做做做过过过过丑丑丑丑事事事事，，，，也没有说过也没有说过也没有说过也没有说过粗粗粗粗话话话话，，，，他曾说他曾说他曾说他曾说：：：：““““你你你你

们最优越者就是你们中们最优越者就是你们中们最优越者就是你们中们最优越者就是你们中品德品德品德品德最高最高最高最高尚尚尚尚者者者者。。。。””””

②②②②
他从未唯独具有

某种品性，他也没有专门向自己周围的人，或追随自己信

仰的人，或同宗的阿拉伯人宣传某种独特高尚的品性；而

是针对全人类——行善的或作恶的，信士或非信士，身边

的人或遥远的人，因此，当他 派遣穆阿兹（愿主喜悦他）

去也门时，他就是以此伟大的诫命去嘱托他的，他说： 

ات1ق اهللا حيثما كنَتh 	�تبِع السيئَة اvسنَة تمُحهاh 	خالق ا}اَ� « :قا_
 .»�لق حسن

““““无无无无论论论论你你你你在在在在那那那那里里里里都应当都应当都应当都应当敬敬敬敬畏畏畏畏真主真主真主真主，，，，都应以都应以都应以都应以善善善善除除除除恶恶恶恶。。。。他他他他

                                                        ①《笔章》第 4 节，《穆斯奈德》6/91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3366 段，3/1305，《穆斯林圣训集》第 2321 段，4/1810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伊斯兰的文化价值观  
136 

以以以以着着着着高高高高贵贵贵贵的的的的品德品德品德品德创造了人创造了人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类类类。。。。””””

①①①①
这个诫命包含了生活的各

个方面，他说：“无无无无论论论论你你你你在在在在那那那那里里里里都应当都应当都应当都应当敬敬敬敬畏畏畏畏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命令穆

斯林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保持与自己养主的关系；他说：

“你当以你当以你当以你当以善善善善除除除除恶恶恶恶””””，阐明了人如何与自我交往，如何改善自

身的失误，并保持行走的道路正确；他说：“他以他以他以他以着着着着高高高高贵贵贵贵的的的的

品德品德品德品德创造创造创造创造了人了人了人了人类类类类”，在人类关系的交往中为信士规定了真主

的方式，那就是必须以高尚的品德与人交往，不要屈服于

内心的私欲或个人的利益。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强调了这

种包含人类交往的方式。他说： 

  ���� :قا�
ً
 لِلن1ا� ُحْسنا

ْ
 .83سو�� �Cقر�� �َ	قُولُوا

【【【【你们应当对人说你们应当对人说你们应当对人说你们应当对人说善言善言善言善言。】。】。】。】

②②②②
这包含了与所有人交往的

全面性，还要求必须具备一个与人交往的综合性的品性—

—任何人都必须以良好的品格与人交往，我们可以从奈瓦

斯·本·塞姆阿奴·艾勒安刷利（愿主喜悦他）请教主的

使者 有关善行和罪恶的《圣训》中明白什么是美德，使使使使

者者者者 说说说说：：：： 

الÔ حسن اÓلقh 	اإلثم ما حاI Ý صد�Ý 	�رهت �( « :����قا_ الرسو_ 
 .مسلم (خرجه »يطلع عليه ا}ا�

““““善善善善事就是事就是事就是事就是美好美好美好美好的的的的品德品德品德品德，，，，罪恶罪恶罪恶罪恶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内内内内心心心心不不不不安安安安，，，，怕怕怕怕人人人人

                                                        ①《穆斯奈德》5/228，《题了秘日圣训集》4/355，《穆斯泰德莱克》1/121，《泰柏拉尼圣训集》20/144 ②《黄牛章》第 83 节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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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事知道的事知道的事知道的事情情情情。。。。””””

①①①①
    

先知 解释善事就是美好的品德。辛迪说：“善事是

所有善行的总称。”

②
谁想获得所有善行，那么，他就必须

以美好的品性去与众生交往。伊玛目沙斐尔（愿主怜悯他）

阐明了品性的要素，人类的品性以此获得正值，他说：“品

性的四大支柱：高尚的品德，慷慨，谦卑和诚敬。”

③ 

每个人都应当以高尚的品德与人交往，并不是所有的

人都能够这样。因此，真主把它排在最大的报酬中，先知

也阐明了信仰最完美的人就是品德最高尚的人。艾布赛尔

德·艾勒胡德利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说说说说：：：： 

 « :����قا_ �سو_ اهللا قا�  عن (; سعيد ��د�1
ً
�كمل اsؤمن\ �يمانا
h اFين يألفو( 	يؤلفو(h 	ليس منا من ال 

ً
h اsوطئو( �كنافا

ً
�حاسنهم �خالقا
 »يألف 	ال يؤلف

““““信信信信仰仰仰仰最最最最完完完完美美美美的信士就是他们中的信士就是他们中的信士就是他们中的信士就是他们中品德品德品德品德最高最高最高最高尚尚尚尚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平平平平

易易易易近近近近人的人的人的人的援助援助援助援助者者者者，，，，他们是喜爱他们是喜爱他们是喜爱他们是喜爱亲亲亲亲近近近近别别别别人人人人，，，，也喜爱也喜爱也喜爱也喜爱别别别别人人人人亲亲亲亲近近近近

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我们中没有不喜爱我们中没有不喜爱我们中没有不喜爱我们中没有不喜爱亲亲亲亲近近近近别别别别人人人人，，，，也不喜爱也不喜爱也不喜爱也不喜爱别别别别人人人人亲亲亲亲

近近近近自己的人自己的人自己的人自己的人。。。。””””

④④④④
    

他还向具备高尚品德的人报喜，复生日，这种美德在

天平上是他们最重的善功。艾布戴尔达易的传述，他说：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553 段，4/1980 ②《东方之光》，作者：阿雅德·本·穆萨·艾勒亚哈德比，1/84 ③《白衣哈给圣训集》10/195 ④《泰柏拉尼圣训集》，作者：艾布噶穗慕·苏莱曼·本·艾哈默德·艾勒泰柏拉尼，4/357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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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我我听听听听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说说说说：：：： 

@�D�6� ;) قا� سمعت عن  â{ا( « :يقو_ ����ا�sا I ما من ¼5 يوضع
 Tلق �بلغ به �8جة صاحب الصوÓصاحب حسن ا );	 hلقÓثقل من حسن ا�

 .»	الصال³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东西东西东西东西放放放放在在在在天天天天平平平平上比上比上比上比美德美德美德美德更更更更沉重沉重沉重沉重了了了了，，，，的确的确的确的确，，，，

具备具备具备具备美德美德美德美德者者者者达达达达到到到到了了了了封斋封斋封斋封斋者和者和者和者和礼礼礼礼拜者的拜者的拜者的拜者的品品品品级级级级。。。。””””

①①①①
    

先知 注重美德，甚至他曾对自己的甚至他曾对自己的甚至他曾对自己的甚至他曾对自己的妻妻妻妻子子子子温姆赛莱温姆赛莱温姆赛莱温姆赛莱

麦麦麦麦说说说说：：：： 

� ا�نيا 	اآلخر³«: قا_ لز	جه �T سلمةM� لقÓهب حسن ا¦« 
““““美德美德美德美德带带带带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今今今今后后后后两世两世两世两世的幸福的幸福的幸福的幸福。。。。””””

②②②②
如果带走了今后两

世的幸福，那么，还为其它的工作留下了什么呢？！但是，

所有充满吉庆的好工作都必须履行真主的权利，或履行人

的权利，那就是建立在美德的基础上。 

美好的品德不仅仅是获得了这种优越和报酬，而且先

知 还阐明在复生日最接近自己讲座的人就是品德高尚

者。阿布杜拉·本·阿姆鲁的传述，主 的使者在讲座中

说： 

�ال �خ�Ôم « :قا_ I �لس � (< �سو� �هللاعن عبد�هللا بن عمر0 
Ûالقيامة Tيو 

ً
� قلنا ب� يا ثالï مراJ يقو�ا! بأحبكم �ë 	�قربكم م� �لسا

 : قا_! �سو� �هللا
ً
 .»�حسنكم �خالقا

                                                        ①《提勒秘日圣训集》4/363，《艾布达吾德圣训集》4/253 ②《泰柏拉尼圣训集》3/279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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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我我告告告告诉诉诉诉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在复在复在复在复生生生生日日日日最受我喜爱最受我喜爱最受我喜爱最受我喜爱、、、、最接最接最接最接近近近近我我我我坐坐坐坐席席席席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好好好好吗吗吗吗？！？！？！？！””””他说了他说了他说了他说了三三三三遍遍遍遍。。。。我们说：“好的，主的使者啊！”

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你们中你们中你们中你们中品德品德品德品德最高最高最高最高尚尚尚尚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①①①①
 

笔者不可能知道所有的经文、或《圣训》中包含的值

得赞扬的品德，然后鼓励人们去遵循；或者是提到受谴责

的品性，让人们谨防之。关注这些明文便会知道它是建立

在高尚品德的基础上，如：谦虚，慷慨，诚实，勇敢，纯

洁，正义和宽容；还阐明了恶劣品性的基础，如：撒谎，

贪婪，嫉妒，傲慢，伪信，欺诈，背谈，诽谤；在本书中

无法为每一品性增加所引证的依据，但愿引证的已经足够

了，其中阐明了美德在伊斯兰中的地位，具有高尚品德者

在复生日的地位，以及具备美德的人在今后两世的优越。 

                                                        ①《伊本汉巴尼圣训集》，作者：穆罕默德·本·汉巴尼·本·艾哈默德·艾布哈提慕·艾勒比斯提，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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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论题第七论题第七论题第七论题：：：：卫生卫生卫生卫生    

卫生在字典中的定义：卫生就是纯洁，清洁。

①
伊本曼

汝尔说：“卫生就是纯洁，卫生的来源是清洁，不及物动词

清洁，是清理东西干净，很好地清洁，使其成为纯洁的。

②
 

卫生在伊斯兰这个伟大的信仰中包括了生活的各个方

面，清洁心灵，纯洁言行，清洁衣服和吃饮的场所，清洁

生活区和街道；清洁身体和精神，真主命令仆人最大的纯

洁就是远离举伴主的行为。清高的真主说： 

فDَها يَا � :قا� تعا�
َ
رُ  ك

�
ث ُمد1
ْ
نِذ�ْ  ُقمْ .  ال

َ
ْ  َ	َ�ب1َك .  فَأ �Ôعَِيا.  فََك	رْ  بََك َ . َفَطه�

 .5-1سو�� �Fدثر� �فَاْهُجرْ  	َالرDْجزَ 
【【【【[1[1[1[1］］］］盖盖盖盖被被被被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啊啊啊啊！！！！[2][2][2][2]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起起起起来来来来，，，，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警告警告警告警告，，，，[3][3][3][3]

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颂颂颂颂扬你的主扬你的主扬你的主扬你的主宰宰宰宰，，，，[4][4][4][4]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清清清清洗洗洗洗你的你的你的你的衣衣衣衣服服服服，，，，[5][5][5][5]你应你应你应你应

当当当当远远远远离离离离污秽污秽污秽污秽。。。。】】】】

③③③③
这些经文就是首次降示给主的使者 的，

全能的真主命令他清洁衣服上的污垢，从举伴主的行为上

洁净他的心灵，抛弃一切导致举伴主的媒介或因素，诚敬

地为了养育众世界的真主而工作。伊本杰利利（愿主怜悯

他）在注释【【【【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清清清清洗洗洗洗你的你的你的你的衣衣衣衣服服服服】】】】时，他说：“注经家对

此注解各不相同，有人说：这个意思是你不要穿违法乱纪

                                                        ①《字典》 ②《雄辩的阿拉伯人》9/336 ③《盖被的人章》第 1-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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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也不要穿背叛者的衣服，这是通过阿克莱姆从伊本

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跟前传来的，他说：有个人来到

伊本阿巴斯跟前，我坐在他那，他问：你怎么解释真主说

的【【【【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清清清清洗洗洗洗你的你的你的你的衣衣衣衣服服服服】】】】呢？他说：你不要穿违法乱纪

者的、也不要穿背叛者的衣服；然后他说：你没有听到阿

忆兰•本•赛莱麦•艾勒赛格斐的话吗？他说：“赞颂真主，

我没有穿放荡者的衣服，也没有用欺诈者的衣服遮盖。” 

有人说：“这个意思是你不要穿非法所得的衣服。” 

有人说：“这个意思是改善你的工作。” 你可以看到注

经家对此节经文的各种注释，那包含了清洁和内外的净化。 

伊本哈吉尔（愿主怜悯他）在注释【【【【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颂颂颂颂扬你的扬你的扬你的扬你的

主主主主宰宰宰宰】】】】时，他说：“颂扬即：赞美；【【【【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清清清清洗洗洗洗你的你的你的你的衣衣衣衣服服服服】】】】

即：清洗污垢；有人说是心灵的衣服，清洁它，消除缺点，

这里的污秽指的是偶像。”

①
 

穆巴莱可福利说：“【【【【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颂颂颂颂扬你的主扬你的主扬你的主扬你的主宰宰宰宰】】】】即：对于

偶像崇拜者所说的话，你当赞美你的主；【【【【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清清清清洗洗洗洗你的你的你的你的

衣衣衣衣服服服服】】】】即：清洗污秽和污垢；那是因为多神教徒不注意污

秽，他 奉命保护衣服远离污秽，有别于多神教徒；【【【【你你你你

应当应当应当应当远远远远离离离离污秽污秽污秽污秽。。。。】】】】即：你当远离偶像，不要接近他。”

② 

                                                        ①《布哈里圣训集注释》1/28 ②《提勒秘日圣训集注释》9/172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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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清洁和纯洁远离举伴主是不够，但是，穆斯林必

须消除一切罪恶及其影响；因此，真主规定了五番礼拜和

每次礼拜时的小净，以便实现每天远离罪恶。艾布胡莱赖

的传述，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说说说说：：：： 

اsسلم �	 اsؤمن  �¦ا توضأ العبد« :قا_ ��سو� �هللا  عن (; هرير� (<
	 مع �خر فغسل 	جهه خرÜ من 	جهه � خطيئة نظر ��ها بعينيه مع اsا5 �

قطر اsاh5 فإ¦ا غسل يديه خرÜ من يديه � خطيئة ¢( بطشتها يدا+ مع اsا5 
�	 مع �خر قطر اsاh5 فإ¦ا غسل �جليه خرجت � خطيئة مشتها �جال+ مع اsا5 

 من اFنو!
ً
خرجه مسلم( »�	 مع �خر قطر اsاà5 حÖ wرÜ نقيا 

““““当一当一当一当一个个个个穆穆穆穆斯斯斯斯林林林林或信士仆人或信士仆人或信士仆人或信士仆人洗洗洗洗了了了了小净小净小净小净，，，，他他他他洗脸洗脸洗脸洗脸时时时时，，，，脸脸脸脸

上一上一上一上一切切切切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双眼双眼双眼双眼所所所所看看看看的的的的错错错错误误误误都从他的都从他的都从他的都从他的脸脸脸脸上上上上伴随伴随伴随伴随着着着着水水水水、、、、或最或最或最或最

后一后一后一后一滴滴滴滴水而水而水而水而离离离离去去去去；；；；当他当他当他当他洗洗洗洗双双双双手手手手时时时时，，，，双双双双手手手手所所所所犯犯犯犯的一的一的一的一切切切切错错错错误误误误都都都都

伴随伴随伴随伴随着着着着水水水水、、、、或最后一或最后一或最后一或最后一滴滴滴滴水而水而水而水而离离离离去去去去；；；；当他当他当他当他洗洗洗洗两两两两脚脚脚脚时时时时，，，，两两两两脚脚脚脚所所所所

走的一走的一走的一走的一切切切切错错错错误误误误都都都都伴随伴随伴随伴随着着着着水水水水、、、、或最后一或最后一或最后一或最后一滴滴滴滴水而水而水而水而离离离离去去去去，，，，直到直到直到直到他他他他

成成成成为为为为清清清清白白白白无无无无暇暇暇暇之人之人之人之人。。。。””””

①①①①
按照规定，应为礼拜而洗小净，众

所周知，洗小净之前要先净下，因此，真主表扬那些完美

各项功课的人。他说： 

َمْسِجدٌ  ����:تعا� قا�
1
َس  ل س�

ُ
�  َuَ ِمنْ  ا>1ْقَو�  ٍTيَْو _ِ 1	

َ
�  Dَحق

َ
� )

َ
�  َTَيُقو 

( (َ ُ�ِبDو �َِجاٌ_  فِيهِ  فِيهِ 
َ
�  َ	 

ْ
ُر	ا ِرينَ  ُ�ِبD  اهللاُ َفَتَطه1 ه� ُمط1

ْ
 108سو�� �fوبة� ����ال

【【【【从从从从第第第第一天一天一天一天起起起起就以就以就以就以敬敬敬敬畏畏畏畏为地为地为地为地基基基基的的的的清清清清真真真真寺寺寺寺，，，，确是确是确是确是更更更更值值值值得得得得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44 段，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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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你你在里在里在里在里面面面面做礼做礼做礼做礼拜的拜的拜的拜的。。。。那那那那里里里里面面面面有有有有许多许多许多许多爱爱爱爱好好好好清清清清洁洁洁洁者者者者；；；；真主是喜真主是喜真主是喜真主是喜

爱爱爱爱清清清清洁洁洁洁者的者的者的者的。】。】。】。】

①①①①
伊本杰利利说：“如果他们解了大手，他们

喜爱用水清洗他们的座位。”

②
他警告那些不注重小便溅到

身上的人，并且还阐明了大多数人在坟墓里因此而受到的

惩罚。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经过经过经过经过两两两两座座座座坟墓坟墓坟墓坟墓，，，，他说他说他说他说：：：： 

يِْن  �مر �=> قا�  �عن �بن عبا¢  َzَْما «: َفَقاَ_  بَِق	بَاِ( َ ُ�َعذ1
َ
�غ1ُه�َما �

 èِا اآلَخُر فََ�َ( يَ�ْم م1
َ
�َ	 h_َِحُدُه�َما فََ�َ( ال يَْستَِ°ُ ِمَن اَ ْو

َ
ا � م1
َ
� hMٍَِكب ْIِ )ِبَا يُ�َعذ1

 متفق عليه. »بِا}1ِميَمِة 

““““这这这这两两两两座座座座坟坟坟坟里里里里的的的的亡亡亡亡人正人正人正人正在在在在受受受受刑刑刑刑，，，，他他他他俩俩俩俩不是因不是因不是因不是因为大为大为大为大罪罪罪罪而而而而

受受受受刑刑刑刑。。。。其中的一其中的一其中的一其中的一个个个个人是因为曾经人是因为曾经人是因为曾经人是因为曾经小小小小便不便不便不便不尽尽尽尽，，，，另外一另外一另外一另外一个个个个人是人是人是人是

因为曾经因为曾经因为曾经因为曾经搬搬搬搬弄弄弄弄是是是是非非非非。。。。””””

③③③③
还规定了为主麻拜而每周的清洁，

规定在主麻拜之前为主麻拜而洗大净，搽香抹油。塞莱马

努·艾勒法尔西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说说说说：：：： 

Äلفا��معة « :����قا_ �سو_ اهللا قا�  عن سلما< fا Tمن اغتسل يو
h ثم �اÇ فلم يفرi ب\ طيب	تطهر بما استطاô من طهرh ثم ا8هن �	 مس من 

ثن\ فصî ما كتب hH ثم �¦ا خرÜ اإلماT �نصت غفر H ما بينه 	ب\ اfمعة ا
 متفق عليه »األخر�

““““谁谁谁谁在在在在主主主主麻麻麻麻日日日日洗洗洗洗了大了大了大了大净净净净，，，，尽尽尽尽其所能地其所能地其所能地其所能地清清清清洁洁洁洁，，，，并并并并抹油抹油抹油抹油或或或或

                                                        ①《忏悔章》第108节 ②《古兰经注释荟萃》11/29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215 段，1/88，《穆斯林圣训集》第 292 段，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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搽香搽香搽香搽香水水水水，，，，然然然然后他去了后他去了后他去了后他去了清清清清真真真真寺寺寺寺，，，，没有分没有分没有分没有分开开开开他人他人他人他人，，，，礼礼礼礼了应了应了应了应该该该该礼礼礼礼

的拜的拜的拜的拜，，，，当伊当伊当伊当伊玛玛玛玛目目目目来来来来临时临时临时临时，，，，他他他他静静静静听听听听演讲演讲演讲演讲，，，，那么那么那么那么，，，，他这他这他这他这个个个个主主主主麻麻麻麻

到到到到另一另一另一另一个个个个主主主主麻麻麻麻之间都之间都之间都之间都被被被被饶恕了饶恕了饶恕了饶恕了。。。。””””

①①①①
谁用这些伟大的功修去

接近真主，那么，真主就使他十天之间纯洁无罪——只要

他没有犯大错，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说说说说：：：： 

من توضأ فأحسن الوضو5 ثم �	 اfمعة فسمع «: ����ا_ �سو_ اهللاق
Tيا³8 ثالثة �يا�	معة fمعة �= اfما ب\ ا H نصت غفر�	«. 

““““谁谁谁谁洗洗洗洗了了了了完完完完美美美美的的的的小净小净小净小净，，，，然然然然后去后去后去后去礼礼礼礼主主主主麻麻麻麻拜拜拜拜，，，，他他他他静静静静听听听听演讲演讲演讲演讲，，，，

那么那么那么那么，，，，他他他他在在在在两两两两个个个个主主主主麻麻麻麻之间之间之间之间，，，，并并并并增增增增加三加三加三加三天的过天的过天的过天的过错错错错都已得都已得都已得都已得到到到到了了了了

饶恕饶恕饶恕饶恕。。。。””””

②②②②
    

规定赖麦丹月的斋戒是为了每年的清洁。艾布胡莱赖

（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说说说说：：：： 

� m� => هللا عنه عن عن (; هرير��قا_  �:» 
ً
من قاT �لة القد� �يمانا
 غفر H ما 

ً
 	احتسابا

ً
 غفر H ما تقدT من ¦نبهh 	من صاT �مضا( �يمانا

ً
	احتسابا

 متفق عليه. »تقدT من ¦نبه 

““““谁谁谁谁虔虔虔虔诚诚诚诚敬敬敬敬意意意意地地地地、、、、渴望渴望渴望渴望回回回回赐赐赐赐地地地地礼礼礼礼了了了了‘‘‘‘盖德盖德盖德盖德尔尔尔尔’’’’夜夜夜夜晚晚晚晚的的的的

拜拜拜拜，，，，他从他从他从他从前前前前所有的过所有的过所有的过所有的过错错错错都得都得都得都得到到到到了饶恕了饶恕了饶恕了饶恕。。。。谁谁谁谁虔虔虔虔诚诚诚诚敬敬敬敬意意意意地地地地、、、、渴渴渴渴

望望望望回回回回赐赐赐赐地地地地封封封封了了了了‘‘‘‘赖赖赖赖麦麦麦麦丹丹丹丹’’’’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斋斋斋斋，，，，他从他从他从他从前前前前所有的过所有的过所有的过所有的过错错错错都得都得都得都得

到到到到了饶恕了饶恕了饶恕了饶恕。。。。””””

③③③③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868 段，1/308，《穆斯林圣训集》第 850 段，2/582 ②《穆斯奈德》1/296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1802 段，2/672，《穆斯林圣训集》第 760 段，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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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副朝和终身一次的正朝，以便穆斯林彻底地实

现纯洁，如果他完美了正朝与副朝，当他返回时，就像他

出生之日那样纯洁。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说说说说：：：： 

العمر³ �= العمر³ « :قا_ �(< �سو� �هللا عن (; هرير� �m �هللا عنه 
 متفق عليه .»كفا�s ³ا بينهما 	اvج اÔs	� ليس H جزا5 �ال اfنة

““““两两两两个个个个副副副副朝朝朝朝可可可可以以以以消消消消除其间的过除其间的过除其间的过除其间的过错错错错，，，，完完完完美朝美朝美朝美朝觐觐觐觐的的的的回回回回赐赐赐赐，，，，

就是天堂就是天堂就是天堂就是天堂。。。。””””

①①①①
他他他他 又说又说又说又说：：：： 

(خرجه  .»من حج هللا فلم يرفث 	لم يفسق �جع كيوT 	�ته �مه« :����قا_ 
 �Cخا�1

““““谁为真主而谁为真主而谁为真主而谁为真主而朝朝朝朝觐觐觐觐，，，，他没有说他没有说他没有说他没有说污污污污言言言言秽语秽语秽语秽语，，，，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作恶作恶作恶作恶，，，，

当他当他当他当他返返返返回回回回时时时时，，，，就犹如就犹如就犹如就犹如母亲母亲母亲母亲生他那天一样生他那天一样生他那天一样生他那天一样纯洁纯洁纯洁纯洁。。。。””””

②②②②
 

明哲的真主规定了这些以及其它的功修，以便纯洁内

心，消除罪过。的确，他又规定了其它有关身体的外在的

功修；以便内外的清洁相配合，其中有为每次礼拜所洗的

小净，失去大净时必须洗大净，以及主麻日的大净；其中

强调外在的，如：剪短指甲，以及其它的各种圣行，因此，

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اÓتا( 	االستحدا8 	نتف : الفطر³ �سh �	 �س من الفطر³« :����قا_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683 段，2/629，《穆斯林圣训集》第 1349 段，2/983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1449 段，2/553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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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تفق عليه. » اإلبط 	تقليم األظفا� 	قص الشا�!

““““五五五五件件件件事事事事情情情情属属属属于众先知的于众先知的于众先知的于众先知的圣圣圣圣行行行行：：：：割包皮割包皮割包皮割包皮、、、、剃阴剃阴剃阴剃阴毛毛毛毛、、、、拔拔拔拔

腋毛腋毛腋毛腋毛、、、、剪剪剪剪指指指指甲甲甲甲、、、、剪短唇剪短唇剪短唇剪短唇须须须须。。。。””””

①①①①
    

德国大使穆拉德•霍夫曼在摩洛哥研究伊斯兰清洁卫

生的各项义务之后，他说：“我可以诚实地说：我在巴黎歌

剧院，或在纽约的林肯中心，或在慕尼黑的国家剧院多次

因为坐在我身边的人身上的气味而不安，但是在穆斯林的

清真寺里我没有因为气息而感到不安。然后提出了下面这

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穆斯林他们是最清洁的？！”

② 

慷慨的先知 命令穆斯林应用美好的言语，行为和饮

食，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طيبوا �فواهكم بالسواÝ فإنها طرi القر�(« :����قا_ 
““““你们应用你们应用你们应用你们应用刷牙棒刷牙棒刷牙棒刷牙棒清清清清洁洁洁洁口口口口腔腔腔腔，，，，它确是它确是它确是它确是（诵读）《《《《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

的通道的通道的通道的通道。。。。””””

③③③③
    

艾布苏阿达特·伊本吉瑞利说：“即：你们当保护它远

离嬉戏，淫秽，诽谤，背谈与说谎等，保护它不要吃非法

的和肮脏的东西，并鼓励纯洁口腔，远离污言秽语。”

④
 

这种命令注重清洁外在和言论的并不止于这一点，但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555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57 段，1/221 ②《德国外交官的日记——伊斯兰之旅》，穆拉德·霍夫曼，穆罕默德·赛尔德·达巴斯翻译，第 123 页 ③《正确与羸弱》第 3939 段，艾勒巴尼说：“这是一段正确的圣训。” ④《德国外交官的日记——伊斯兰之旅》，穆拉德·霍夫曼，穆罕默德·赛尔德·达巴斯翻译，第 123 页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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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穆斯林如果形容自己的心理弱点时，不要选择悲观的

或丑陋的言语或行为远远超越这些，其中提到先知 的言

词，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ال يقولن �حدكم خبثت نفÏ 	لكن �قل لقست نفÏ« :���� قا_

 ليهمتفق ع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人都不人都不人都不人都不要要要要说我说我说我说我呕吐呕吐呕吐呕吐了了了了，，，，但但但但可可可可说我说我说我说我恶心恶心恶心恶心了了了了。。。。””””①①①①
伊本艾布哈姆宰说：“从这段圣训中理解到，远离丑陋的

言词和名称为嘉行，使用没有丑恶的言词，这里的وا���� �	
ا�

是同义，但�	
是个使用于丑陋的言词，聚集了多余的东ا�

西，它不同于ا����，因为这个专门用于胃满。”他说：“其中

包含一个人寻求幸福，甚至可以用吉兆去寻求，即使是归

于其它的也罢！尽可能地消除对自身的伤害，断绝自己与

恶人之间的连带，甚至是共同言语也罢！碰到虚弱时，如

果有人问他的状况，他不应该说‘我不好’，但可以说‘我

身体虚弱’，不要使自身离开好人的行列，而把自己与恶人

联系在一起。”

②
 

最重要的是从穆斯林个人注重保持清洁卫生，转移到

命令所有的人保持清洁。的确，尊贵的先知 教导人们重

视社区的洁净，护理环保，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5826 段，5/2286，《穆斯林圣训集》第 2250 段，4/1765，译者注：
 是一个丑陋的言词，因此，先知�讨厌用这个词。 ②《布哈里圣训集注释》10/564ا�
	�是同义，但是在阿拉伯语中ا�
	��ا����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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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هللا طيب �ب الطيبh نظيف �ب ا}ظافةh كريم �ب « :���� قا_
 .»هو8الكرhT جوا8 �ب اfوà8 فنظفوا �فنيتكم 	ال تشبهوا با�

““““真主确是至真主确是至真主确是至真主确是至美美美美的的的的，，，，他喜他喜他喜他喜悦悦悦悦美好美好美好美好的的的的；；；；他是他是他是他是纯洁纯洁纯洁纯洁的的的的，，，，他他他他

喜喜喜喜悦清悦清悦清悦清洁洁洁洁；；；；他是他是他是他是仁仁仁仁慈慈慈慈的的的的，，，，他喜他喜他喜他喜悦悦悦悦宽宽宽宽恕恕恕恕；；；；他是他是他是他是慷慨慷慨慷慨慷慨的的的的，，，，他喜他喜他喜他喜

悦悦悦悦大大大大方方方方；；；；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清清清清洁洁洁洁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院院院院子子子子，，，，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仿效要仿效要仿效要仿效犹犹犹犹太太太太人人人人。。。。””””①①①①
塔伊毕说：“如果确定这些，那么，你们应当尽可能的清

洁，并打扫所有容易清洁的，即使是房子前面的院子，这

是暗喻慷慨和仁爱的终极，如果庭院宽敞和干净，那么，

就可以邀请客人轮流进出。”

②
 

难道你没有看见清洁在这个信仰中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吗？清洁心灵就是纯洁精神和身体，清洁住房，衣物，社

区和街道，清洁衣服，床铺和家具，保持每日和每周的环

境清洁……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制定了这个包含一切有

利于人类、有利于生活和众生的信仰方针。 

作者提供了社会价值观的论题，没有引述本篇中所包

含的明文，但作为一个研究者只提到引用，找到本篇联系

着其它的根源，并指出类似它的，然后转向另一方面。 

 

                                                        ①《提勒秘日圣训集》5/111，艾勒巴尼说：“这是一段优良的圣训。” ②《提勒秘日圣训集注释》8/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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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行政价值观 

在前面的论文中探讨了科学和社会方面，这篇论文探

讨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需要的基础，任何文明都离不开：

“行政价值的研究”。伊斯兰并没有忽视这个方面，而是十

分注重发展这个方面的，并为其规定了各项基础和规则，

它包含以下六个论题： 

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第一个论题第一个论题第一个论题第一个论题：：：：信仰信仰信仰信仰，，，，原则原则原则原则，，，，法律法律法律法律，，，，基础基础基础基础     

伊斯兰的优点之一就是她包罗万象，包含了创造者和

被造者，今世和后世，包含了信仰和现实，旅行和居家；

包含了人类，宇宙，植物和动物，包含了各种基础，原则，

原理，规定和目标，这就使其成为了政治和司法等直接需

要原则和规定的人士，任何穆斯林都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

情，他们不需要所有的问题都等待学者的判决，只有在遇

到疑难问题时才寻求学者的解答，不会因为时间的变化而

突然改变裁决，他们知道伊斯兰的基础，原则和原理……

穆斯林需要的一切都包含在这一信仰之中。清高的真主说： 

ا  �:قا� تعا� 5 ِمن ِكَتاِ! ال Iِ  فَر1ْطَنا م1 ْ¼ٍَ�� �Yألنعا�38سو��  

【【【【我我我我在在在在天经天经天经天经里里里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遗遗遗遗漏漏漏漏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事物事物事物事物。。。。】】】】

①①①①
清高的真主说： 

                                                        ①《牲畜章》第 3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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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  �ِن1ا  �:قا� تعا�
َ
ö  ºِْ

ُ
ö  »ََمْو

ْ
ُموا َ	نَْكُتُب َما ال اَ�ُهمْ  قَد1

َ
 َ	ُ�1  َ	�ث

 ٍ5   12سو�� يس� �ُمبٍِ\  �َِماIِ  ٍT  �ْحَصْيَنا+ُ  َ¼ْ

【【【【[12][12][12][12]我我我我必定要必定要必定要必定要使使使使死死死死人人人人复复复复活活活活，，，，我我我我必定要记必定要记必定要记必定要记录录录录他们所他们所他们所他们所作作作作

的的的的善恶善恶善恶善恶，，，，和他们的事和他们的事和他们的事和他们的事迹迹迹迹；；；；我我我我将将将将一一一一切切切切事物事物事物事物，，，，详详详详明地明地明地明地记记记记录录录录在在在在一一一一

册册册册明明明明白白白白的的的的范范范范本中本中本中本中。。。。】】】】

①①①①
清高的真主说： 

5ٍ  َ	ُ�1  � :قا� تعا� َنا+ُ  َ¼ْ
ْ
ل  12سو�� �إل^�@� �َيْفِصيالً  فَص1

【【【【我明我明我明我明白白白白地解地解地解地解释释释释一一一一切切切切事物事物事物事物。。。。】】】】

②②②②
伊本杰利利注释这节经

文的意思是：“人啊！我为了你们阐明了所有的一切，以便

你们感谢真主赐予你们的恩典，诚敬地崇拜独一无二的真

主。”

③
 

合法的事物是显而易见的，非法的事物也是清楚明了

的；信仰是明确的，法律是明哲的，道德是全面的，目标

是准确的，理想是美好的。这些综合性和包容性。在使者

时代的多神教徒们就非常清楚这点，当时他们没有喜欢他

的美德，他们对圣门弟子说：“你们的朋友教你们所有的一

切。”塞莱马努（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p (�� صاحبكم يعلمكم ح: قا� قا� =ا �ÅKFو< �عن سلما< 
pنه نهانا (< يستنÆ (حدنا بيمينه� (0 يستقبل ! (جل: فقا�! يعلمكم ��ر�@��

 �Yلعظا�0 Ã0لر�عن  Çلقبلة� 0ن�قا_ ال ي	( ثالثة �حجا�	حدكم 8�  .»ستن
                                                        ①《雅辛章》第 12 节 ②《夜行章》第 12 节 ③《古兰经注释荟萃》15/49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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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خرجه مسلم
多神教徒对我们说：“我看见你们的朋友教授你们一

切，甚至还教导你们大便的礼节。”他说：“当然，他禁止

我们用右手净下，或对着朝向大小便；禁止我们用粪便与

骨头净下，他并且他并且他并且他并且还还还还说说说说：：：：‘‘‘‘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要要要用用用用少少少少于于于于三三三三块块块块石石石石头头头头净净净净下下下下’’’’。。。。”①
艾布冉尔告诉了我们这种包罗万象的全面性，他说： 

ما طائر يقلب جناحيه � ��و�@ pال 0هو 0 �ترÅنا �سو� �هللا « :قا�
 
ً
ُرنَا ِمنُْه علما

®
ما بü ¼5 يقر! من اfنة 	يباعد من ا}ا�  ����فقا_ : � 0قا�يَُذك

 .»�ال 	قد ب\ لكم
“主的使者 离开了我们，但每当鸟儿在空中打开它

的翅膀，都让我们记忆起从他那里学习到的知识；艾布冉

尔说：使者使者使者使者 说说说说：：：：‘‘‘‘所有接所有接所有接所有接近近近近天堂天堂天堂天堂，，，，远远远远离离离离火狱火狱火狱火狱的事的事的事的事情情情情，，，，都都都都

确已为你们确已为你们确已为你们确已为你们阐阐阐阐明了明了明了明了’’’’。。。。””””

②②②②
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h َ	َبيَْن�ُه�َما ُمْشتَبِ�َهاJٌ ال  �(1 «: ����قا_  ٌ h َ	;(1 اvََراTَ َن\� ٌ اvَالَ_ َن\�
 ِ�ِينِ�ِه َ	ِعْرِضِهh َ	َمْن َ	َقَع 

َ
�َÔَْاْست Jُِب�َها Dالش þَ1َفَمِن اي h�ِِمَن ا}1ا Mٌِيَ�ْعلَ�ُمُهن1 َكث

 ñَلر1اِ� يَْر¢َ hTِرَاvَا Iِ َقَع	َ Jُِب�َها Dالش Iِ ال
َ
� hيَْرَيَع فِيِه )ْ

َ
 َحْوَ_ اðَ�ِv يُْوِشُك �

ال َ	;(Iِ 1 اfََسِد ُمْضَغًةh �َ¦ا 
َ
� hاهللا َم�َحا�ُِمُه ðَِح� 

ال َ	;(1
َ
� h ًðَ1 لُِ�� َملٍِك ِح�);	َ

 
ْ
ال َ	ِ�َ الَقل

َ
� hُه
D
ُهh َ	;َ¦ا فََسَدJْ فََسَد اfََسُد ُ�

D
» ُب َصلَ�َحْت َصلَ�َح اfََسُد ُ�

 .عليهمتفق 
““““合合合合法法法法的事物是的事物是的事物是的事物是显显显显而易而易而易而易见见见见的的的的，，，，非非非非法法法法的事物也是的事物也是的事物也是的事物也是清楚清楚清楚清楚明明明明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62 段，1/224 ②《泰柏拉尼圣训集》2/155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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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了的了的了的；；；；还还还还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些嫌嫌嫌嫌疑疑疑疑之事之事之事之事，，，，介介介介于其间于其间于其间于其间，，，，许多许多许多许多人都不知道人都不知道人都不知道人都不知道，，，，

警警警警惕嫌惕嫌惕嫌惕嫌疑疑疑疑之事者之事者之事者之事者，，，，其信其信其信其信仰仰仰仰和名和名和名和名誉誉誉誉确已得确已得确已得确已得到到到到了了了了保护保护保护保护；；；；陷陷陷陷入入入入其其其其

中者中者中者中者，，，，确已确已确已确已陷陷陷陷入入入入了了了了非非非非法法法法的事物之中的事物之中的事物之中的事物之中，，，，犹如犹如犹如犹如在禁在禁在禁在禁区周围区周围区周围区周围放放放放牧牧牧牧

者者者者，，，，其其其其牲畜牲畜牲畜牲畜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都都都都将将将将进进进进入入入入其中吃草其中吃草其中吃草其中吃草。。。。的确的确的确的确，，，，对于对于对于对于每个每个每个每个掌掌掌掌权权权权

者都有者都有者都有者都有禁禁禁禁地地地地，，，，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禁禁禁禁地就是所有的地就是所有的地就是所有的地就是所有的禁禁禁禁戒戒戒戒之事之事之事之事。。。。的确的确的确的确，，，，在在在在

人人人人身身身身上有一块上有一块上有一块上有一块肉肉肉肉，，，，如如如如果果果果它正它正它正它正常常常常了了了了，，，，则则则则全全全全身身身身都正都正都正都正常常常常了了了了；；；；如它如它如它如它

坏坏坏坏了了了了，，，，则则则则全全全全身身身身都都都都坏坏坏坏了了了了，，，，的确的确的确的确，，，，它就是它就是它就是它就是心心心心。。。。””””

①①①①
 

清高的真主阐明了禁止仆人的各种禁忌，他说： 

   �:قا�
ْ
تُْل  قُْل َيَعالَْوا

َ
ال1  َعلَْيُكمْ  َ�بDُكمْ  َحرT1َ  َما �

َ
�  

ْ
وا
ُ
�  بِِه َشيًْئا تُْ�ِ

يْنِ  وَاِ�َ
ْ
  َ	الَ  �ِْحَسانًا َ	بِال

ْ
ْ	ال8ََُكم َيْقُتلُوا

َ
�  iٍَْن �ْمال ْنُ  م�

1
ö  ِْي1اُهمْ  نَْرُ�قُُكم;	َ 

  َ	الَ 
ْ
َفوَاِحَش َما َيْقَرُبوا

ْ
 َيْقتُ  َ	الَ  َنَطنَ  َ	َما ِمْنَها َظَهرَ  ال

ْ
Òِ َحرT1َ  ا}1ْفَس  لُوا

1
 ال

َق�  �ِال1 اُهللا 
ْ
vاُكمْ  َ¦لُِكمْ  بِا ُكمْ  بِهِ  َ	ص1

1
  َ	الَ . َيْعِقلُوَ(  لََعل

ْ
َتِيمِ  َماَ_  َيْقَرُبوا

ْ
 ا�

Òِ  �ِال1 
1
ْحَسنُ  ِ�َ  بِال

َ
�  1wَفْبلُغَ  َح  

ْ
ْ	فُوا

َ
�َ	 ُ+ ُشد1

َ
َكْيَل  �

ْ
ِْم�َا(َ  ال ِقْسِط  	َال

ْ
 الَ  بِال

ُف نُكَ 
�
ُتمْ  َ	;َِ¦ا �ِال1 	ُْسَعَها َغْفًسا ل

ْ
  قُل

ْ
َ	بَِعْهِد اهللاِ  قُْرَ�  َ¦ا َ¢(َ  َ	لَوْ  فَاْعِدلُوا

 
ْ
ْ	فُوا

َ
اُكم َ¦لُِكمْ  � ُكمْ  بِهِ  َ	ص1

1
ُر	(َ  لََعل

1
(1 .  تََذك

َ
 ُمْسَتِقيًما ِ@َاØِ  َه�َذا 	َ�

  َ	الَ  فَات1بُِعو+ُ 
ْ
iَ  تَت1بُِعوا ُبَل َفَتَفر1 Dاُكم َ¦لُِكمْ  َسبِيلِهِ  َعن بُِكمْ  الس ُكْم  بِهِ  َ	ص1

1
لََعل

 153،151سو�� �ألنعاY �َيت1ُقو(َ 

【【【【[151][151][151][151]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们来你们来你们来你们来吧吧吧吧，，，，来来来来听听听听我宣读你们的主所我宣读你们的主所我宣读你们的主所我宣读你们的主所禁禁禁禁

戒戒戒戒你们的事你们的事你们的事你们的事项项项项：：：：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要要要以物以物以物以物配配配配主主主主，，，，你们应当你们应当你们应当你们应当孝敬父孝敬父孝敬父孝敬父母母母母；；；；

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要要要因为因为因为因为贫穷贫穷贫穷贫穷而而而而杀杀杀杀害害害害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儿儿儿儿女女女女，，，，我我我我供供供供给给给给你们和他们你们和他们你们和他们你们和他们；；；；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52 段，1/28；《穆斯林圣训集》第 1599 段，3/1219，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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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临要临要临要临近近近近明明明明显显显显的和的和的和的和隐微隐微隐微隐微的的的的丑丑丑丑事事事事；；；；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要要要违违违违背背背背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

禁禁禁禁令而令而令而令而杀杀杀杀人人人人，，，，除除除除非非非非因为正义因为正义因为正义因为正义。。。。他他他他将将将将这些事这些事这些事这些事嘱咐嘱咐嘱咐嘱咐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以便以便以便以便

你们明你们明你们明你们明白白白白。。。。[152][152][152][152]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临要临要临要临近近近近孤儿孤儿孤儿孤儿的的的的财产财产财产财产，，，，除除除除非非非非依依依依照照照照最优最优最优最优

良良良良的的的的方方方方式式式式，，，，直到直到直到直到他他他他成成成成年年年年；；；；你你你你们当用们当用们当用们当用充足充足充足充足的的的的斗斗斗斗和公和公和公和公平平平平的的的的秤秤秤秤，，，，

我只我只我只我只依依依依各人的能各人的能各人的能各人的能力力力力而而而而加加加加以以以以责成责成责成责成。。。。当你们说当你们说当你们说当你们说话话话话的的的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应当公应当公应当公应当公平平平平，，，，即即即即使你们所使你们所使你们所使你们所代代代代证证证证的是你们的的是你们的的是你们的的是你们的亲亲亲亲戚戚戚戚；；；；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履履履履行行行行

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真主的盟约盟约盟约盟约。。。。他他他他将将将将这些事这些事这些事这些事嘱咐嘱咐嘱咐嘱咐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觉悟觉悟觉悟觉悟。。。。””””[153][153][153][153]

这确是我的正路这确是我的正路这确是我的正路这确是我的正路，，，，故故故故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遵循遵循遵循遵循它它它它；；；；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遵循要遵循要遵循要遵循邪邪邪邪路路路路，，，，

以以以以免免免免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邪邪邪邪路使你们路使你们路使你们路使你们离开离开离开离开真主的大道真主的大道真主的大道真主的大道。。。。他他他他将将将将这些事这些事这些事这些事嘱咐嘱咐嘱咐嘱咐你你你你

们们们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敬敬敬敬畏畏畏畏。。。。】】】】

①①①①
清高的真主在《夜行章》中阐明了

众先知所带来的原理和规定的基础。 

� äََق	َك  َDال1  َ�ب
َ
�  

ْ
يْنِ  �ِي1ا+ُ  �ِال1  َيْعُبُد	ا وَاِ�َ

ْ
ا َفْبلَُغن1  �ِْحَسانًا َ	بِال  ِعنَدÝَ  �ِم1

 َÔَِك
ْ
َحُدُهَما ال

َ
�  ْ	

َ
  َيُقل فَالَ  åَُِهَما �

æ
á
ُ
ُهَمآ �

1
ُهَما َ	قُل َيْنَهْرُهَما َ	الَ  ل

1
 قَْوالً  ل

_�  َجَناÇَ  	َاْخِفْض لَُهَما.  َكِريًما DFَةِ  ِمنَ  اÙْ1قُل الر	ُْهَما �1!�  َÙََْكَما ا�  Úَِ�ب1َيا
ا َ¦لَِك : �p قو�. Mًاَصغِ  ْ	َ�  ِمم1

َ
َْك  �

َ
َمةِ  ِمنَ  َ�بDَك  �ِ�

ْ
ِك
ْ
vالَ  ا	َْعْل  َ

َ
Þ  َاهللاِ  َمع

þَ  �ِلًَها �َخرَ 
ْ
ْدُحوً�ا َملُوًما َجَهن1مَ  Iِ  َفُتل  39 -23سو�� �إل^�@  �م1

【【【【[23][23][23][23]你的主曾下令说你的主曾下令说你的主曾下令说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只崇拜他你们应当只崇拜他你们应当只崇拜他你们应当只崇拜他，，，，应当应当应当应当孝孝孝孝

敬父敬父敬父敬父母母母母。。。。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他他他他俩俩俩俩中的一人或者中的一人或者中的一人或者中的一人或者两两两两人人人人在在在在你的堂上你的堂上你的堂上你的堂上达达达达到到到到老迈老迈老迈老迈，，，，

那么那么那么那么，，，，你不你不你不你不要要要要对他对他对他对他俩俩俩俩说说说说：：：：““““呸呸呸呸！！！！””””不不不不要要要要喝斥喝斥喝斥喝斥他他他他俩俩俩俩，，，，你应当对你应当对你应当对你应当对

他他他他俩俩俩俩说有说有说有说有礼貌礼貌礼貌礼貌的的的的话话话话。。。。[24][24][24][24]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必必必必恭恭恭恭必必必必敬敬敬敬地地地地服服服服侍侍侍侍他他他他俩俩俩俩，，，，你你你你

                                                        ①《牲畜章》第 151-15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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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应当说应当说应当说：：：：““““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啊啊啊啊！！！！求求求求您您您您怜悯怜悯怜悯怜悯他他他他俩俩俩俩，，，，就像我就像我就像我就像我年幼年幼年幼年幼时时时时他他他他俩养俩养俩养俩养

育育育育我那样我那样我那样我那样……[39][39][39][39]这是你的主所启示你的这是你的主所启示你的这是你的主所启示你的这是你的主所启示你的智智智智慧慧慧慧，，，，你不你不你不你不要要要要使使使使

任任任任何何何何神神神神灵与灵与灵与灵与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同同同同受崇拜受崇拜受崇拜受崇拜，，，，否否否否则则则则，，，，你你你你将在将在将在将在受受受受责责责责备备备备和和和和遭遭遭遭弃弃弃弃绝绝绝绝

的的的的情情情情况况况况下下下下被被被被投入投入投入投入火狱火狱火狱火狱。。。。】】】】

①①①①
读者在这种法律中可以看到的精

密性和包容性，国家宪法规定的各项基础和原则，都完全

呈现在伊斯兰之中。因此，自从伊斯兰国家成立以来，它

就没有遇到过关于禁忌，禁令，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协议困

境，它同样也没有遇到过宪法编纂的困境，因为它有一个

领先、公正、全面和健全的宪法。这也是一直困扰着许多

传统的和附属的宪法专家及其编纂者，参与对宪法的增加

或减少，以及当事人对这个问题的某些条款，实验一段时

间来衡量，以便他们了解如何实现为之创建宪法的目的，

以便对国家的宪法进行翻新和添加。 

在伊斯兰国家的司法和判例人员，不会考虑通奸、或

手淫、或同性恋，或酗酒合法化的可能性；因为对于这种

禁忌，伊斯兰绝不会妥协的。而当我们观看那些把它合法

化的国家，制定法规减轻量刑的后果，有多少国家遭受需

要解决这些恶果的影响，如：治疗艾滋病，保护免遭艾滋

病，以及认识到它的威胁，并防止醉酒驾驶汽车等等…… 

读者不要认为伊斯兰是在十四个多世纪之前降示的一

                                                        ①《夜行章》第 23-3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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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响应、不变化的僵化的制度，不符合新的时代。相反，

它具有对每个事件发生后所添加和吸收的灵活性和能力，

并不违反其基础，原理，规定和原则，这在法学书籍中被

称之为“努力篇”及其问题，连带和限度。赞美真主，他

完善恩典，并喜悦伊斯兰成为我们的生活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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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论题第二个论题第二个论题第二个论题：：：：确保权利确保权利确保权利确保权利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权利的特性几乎都是被控制的，

几乎会使你错误地认为无法要求归还人类，或环境，或动

物，或其它事物的权利。也许是因为这些权利在这个时代

经常受到侵犯的原因；加大了要求归还权利，制定了维护

它的国际公约，国际藐视违背它的人……。其原因也是在

这个时代的权利遭到侵犯，人类远离了伊斯兰的法律——

确保各种权利，个人、种族和国家的利益超过维护其它所

有的权利。 

阅读过伊斯兰法律的人都知道：从人祖阿丹直到我们

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他们）被派遣使命的宗旨，就

是维护权利，消除不义。不足为奇，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对这方面进行了特别的强调，阐明了各项权利及其履行的

重要性。他警告对其的苛刻和舞弊者，并引用了广泛的与

特殊的证据。广泛的是强调履行的各项权利；特殊的是阐

明了每个人应享有的权利，并强调履行之，同时提出违背

它的后果。在真主的法律所带来的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

就是清高真主的权利，然后是众生之间的权利，不论他是

男人，或女人，大人、或孩子，或胎儿，理智健全者，或

愚昧者，或精神失常者，敌人，或朋友，旅行者，或居家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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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国人，或外籍人，动物，或飞禽，或精灵，或环境……，

伊斯兰确保他们所有的权益，就是当代的国际公约都没有

提及这些，我将提出部分证明保护这些权利的证据，虽然

不会提出所有关于每一种权利及其维护的证据，因为它将

会影响到我们的时间，我们也无法完全知道，只提到证据

的出处就足以。以下只提到部分最重要的权利，那就是： 

第一：万能的创造者的权利。 

他的权利就是必须服从他，不违背他，感谢他，不否

认他，记念他，不要忘记他，崇拜他，不要背叛他。使者使者使者使者

对对对对穆穆穆穆阿阿阿阿兹兹兹兹（（（（愿愿愿愿主喜主喜主喜主喜悦悦悦悦他他他他））））说说说说：：：： 

 هل : قا_ مثله ثم قلت Cيك 0سعديك! يا معا¦:  ����sعا¦  ����قا_ 
ً
ثالثا

 Û8العبا u ما حق اهللا �حق اهللا u العبا8 �( يعبد	+ 	ال قا�  .قلت التد�
h ثم سا� ساعة فقا_ يا معا¦ي��و

ً
هل : قا_Cيك 0سعديك : قلت !ا به شيئا

 عليهمتفق  .»تد�� ما حق العباu 8 اهللا �¦ا فعلوا ¦لكÛ �الُ يعذبهم

““““穆穆穆穆阿阿阿阿兹兹兹兹啊啊啊啊！！！！””””我（穆阿兹）说：“相应您，主的使者！

祝福您。”他前后如此说了三次，然然然然后他说后他说后他说后他说：：：：““““你知道真主你知道真主你知道真主你知道真主

对人对人对人对人类类类类享享享享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权利权利权利权利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吗吗吗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他说他说他说：：：：

““““真主对人真主对人真主对人真主对人类类类类享享享享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权利权利权利权利就是他们崇拜他就是他们崇拜他就是他们崇拜他就是他们崇拜他，，，，不不不不举举举举伴伴伴伴他他他他。。。。””””然然然然

后又走了一后又走了一后又走了一后又走了一段段段段时时时时间间间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穆穆穆穆阿阿阿阿兹兹兹兹啊啊啊啊！！！！””””我说：“相应您，

主的使者！祝福您。”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你知道如你知道如你知道如你知道如果果果果人人人人类类类类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做做做了了了了，，，，

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在在在在真主真主真主真主阙阙阙阙前享前享前享前享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权利权利权利权利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吗吗吗吗？？？？真主不真主不真主不真主不惩惩惩惩罚罚罚罚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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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超绝万物的就是为了这个宗旨创造了众生。清高超绝

万物的就是为了这个宗旨创造了众生。清高的真主说： 

ِن1  َ	َما َخلَْقُت   �:قا� تعا�
ْ
fَاِإلنَس  ا	(ِ  �ِال1  	سو�� � ِ�َْعُبُد

�aيا��È�56 

【【【【[5[5[5[56666]]]]我创造精我创造精我创造精我创造精灵灵灵灵和人和人和人和人类类类类，，，，只是为了只是为了只是为了只是为了让让让让他们崇拜我他们崇拜我他们崇拜我他们崇拜我。】。】。】。】②②②②
崇拜清高全能的真主，不只是局限于每天或每周在礼拜殿

里完成一种仪式；但崇拜真主包含这些，还包含遵循他的

法律，遵守他的命令，以所有他喜爱的工作去亲近他。的

确，真主对人类享有的最伟大的权利就是依正确的法律去

认主独一，他是清高万能的法律制定者。 

清高的真主说：  

Tْ  �: قا� تعا�
َ
5�َ لَُهمْ  � نَ  لَُهم َ·َُعوا ُ·َ يِن َما م� َ¦( لَمْ  ا��

ْ
اُهللا  بِهِ  يَأ

َفْصلِ  َ�َِمةُ  َ	لَْوال
ْ
الِِم\َ  بَيَْنُهْم َ	;ِ(1  لَُقِ�َ  ال ِ�مٌ  َعَذاٌ!  مْ لَهُ  الظ1

َ
سو�� � �

 .21�لشو���
【【【【[21][21][21][21]难难难难道他们有道他们有道他们有道他们有许多配许多配许多配许多配主主主主，，，，曾为他们曾为他们曾为他们曾为他们制制制制定定定定真主所真主所真主所真主所未未未未

许许许许可可可可的的的的宗宗宗宗教教教教吗吗吗吗？？？？假若假若假若假若没有那没有那没有那没有那判判判判辞辞辞辞，，，，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必必必必受受受受判决判决判决判决，，，，不义的不义的不义的不义的

人们人们人们人们，，，，必必必必受受受受痛苦痛苦痛苦痛苦的的的的刑罚刑罚刑罚刑罚。】。】。】。】

③③③③
这个权利就是信仰真诚的特点，

他确定了真主的养育性。是真主规定的这个信仰，他规定

了人类以此裁决他们所有事务的法律。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5912 段，5/2312；《穆斯林圣训集》第 30 段，1/58 ②《夜行章》第 56 节 ③《协商章》第 2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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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众先知的权利。 

他们对各自追随者们享有的权利是多方面的，其中有

诚信他们告知的一切讯息，顺从他们的命令，只根据他们

传达的方式去崇拜真主；远离他所禁止的一切。穆斯林必

须相信所有的先知和使者们，尊重和尊敬他们，真正地诚

信他们都属于真主的使者。清高的真主说： 

ْهِ  بَِما الر1ُسوُ_  �َمنَ  � :قا� تعا�
َ
نِزَ_ �ِ�

ُ
ب�هِ  ِمن � ُمْؤِمُنو(َ  �1

ْ
 �َمنَ  Î�ُ  	َال

ُتبِِه َ	ُ�ُسلِهِ  بِاهللاِ َ	َمآلئَِكتِهِ 
ُ
iُ  الَ  َ	� َحدٍ  َنْ\َ  ُغَفر�

َ
  �Dُسلِهِ  م�ن �

ْ
َسِمْعَنا  َ	قَالُوا

َطْعَنا
َ
َْك  َ�ب1َنا ُلْفرَانََك  	َ�

َ
�ِ;	َ  ُMَمِص

ْ
 .285سو�� �Cقر�� �ال

【【【【[285][285][285][285]使者确信主所降示他的经使者确信主所降示他的经使者确信主所降示他的经使者确信主所降示他的经典典典典，，，，信士们也确信那信士们也确信那信士们也确信那信士们也确信那

部经部经部经部经典典典典，，，，他们人人都确信真主和他的众天使他们人人都确信真主和他的众天使他们人人都确信真主和他的众天使他们人人都确信真主和他的众天使，，，，一一一一切切切切经经经经典典典典和和和和

众使者众使者众使者众使者。。。。（（（（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我们对于他的我们对于他的我们对于他的我们对于他的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使者使者使者使者，，，，都不都不都不都不加加加加以以以以歧歧歧歧

视视视视。。。。””””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听听听听从了从了从了从了，，，，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恳恳恳恳求求求求您您您您赦宥赦宥赦宥赦宥；；；；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我们的主

啊啊啊啊！！！！您您您您是最后的归宿是最后的归宿是最后的归宿是最后的归宿。。。。””””】】】】

①①①①
世人应当顺从他们，清高的真主

说：  

َنا َ	َما �:قا� تعا�
ْ
ْ�َسل

َ
(ِ  �ِال1 ِ�َُطاôَ  �1ُسو_ٍ  ِمن �

ْ
غ1ُهمْ  َ	لَوْ هللاِ ا بِإِ¦

َ
 �ِ¦ ك

 
ْ
لَُموا نُفَسُهْم َجآُ¿	Ýَ  ظ1
َ
�  

ْ
  لَُهمُ  اَهللا 	َاْسَتْغَفرَ  فَاْسَتْغَفُر	ا

ْ
 اَهللا تَو1ابًا الر1ُسوُ_ لَوََجُد	ا

 .64سو�� �لنسا@�  ��1ِحيًما

【【【【[[[[66664]4]4]4]我派遣使者我派遣使者我派遣使者我派遣使者，，，，只为只为只为只为要要要要人奉真主的命令而人奉真主的命令而人奉真主的命令而人奉真主的命令而服服服服从他从他从他从他。。。。

他们自他们自他们自他们自欺欺欺欺的的的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假若假若假若假若他们来他们来他们来他们来见见见见你你你你，，，，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向向向向真主求饶真主求饶真主求饶真主求饶，，，，使使使使

                                                        ①《黄牛章》第 28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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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者也者也者也替替替替他们求饶他们求饶他们求饶他们求饶，，，，那么那么那么那么，，，，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必必必必发发发发现现现现真主是至真主是至真主是至真主是至宥宥宥宥的的的的，，，，是至是至是至是至

慈慈慈慈的的的的。】。】。】。】

①①①①
 

第三：父母对子女享有的权利。 

这种权利在伟大的伊斯兰中是重要的权利，真主把人

类顺从双亲与顺从自己连接在一起，把不要举伴真主与必

须顺从和孝敬他俩联系在一起，足以证明这种权利的伟大，

清高的真主说： 

ال1  َ�بDَك  َ	قäََ � :قا� تعا�
َ
�  

ْ
يْنِ  �ِي1ا+ُ  �ِال1  َيْعُبُد	ا وَاِ�َ

ْ
ا  �ِْحَسانًا َ	بِال �ِم1

ِكÔََ  ِعنَدÝَ  َفْبلَُغن1 
ْ
َحُدُهَما ال

َ
�  ْ	

َ
  َيُقل فَالَ  åَُِهَما �

æ
á
ُ
ُهَمآ �

1
 َيْنَهْرُهَما َ	الَ  ل

ُهَما َ	قُل
1
_�  َجَناÇَ  	َاْخِفْض لَُهَما. َكِريًما قَْوالً  ل DFَةِ  ِمنَ  اÙْ1قُل الر	ُْهَما �1!�  َÙَْا� 

 .23،24سو�� �إل^�@� �َ�ب1َياÚِ َصِغMًا َكَما
【【【【[23][23][23][23]你的主曾下令说你的主曾下令说你的主曾下令说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只崇拜他你们应当只崇拜他你们应当只崇拜他你们应当只崇拜他，，，，应当应当应当应当孝孝孝孝

敬父敬父敬父敬父母母母母。。。。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他他他他俩俩俩俩中的一人或者中的一人或者中的一人或者中的一人或者两两两两人人人人在在在在你的堂上你的堂上你的堂上你的堂上达达达达到到到到老迈老迈老迈老迈，，，，

那么那么那么那么，，，，你不你不你不你不要要要要对他对他对他对他俩俩俩俩说说说说：：：：““““呸呸呸呸！！！！””””不不不不要要要要喝斥喝斥喝斥喝斥他他他他俩俩俩俩，，，，你应当对你应当对你应当对你应当对

他他他他俩俩俩俩说有说有说有说有礼貌礼貌礼貌礼貌的的的的话话话话。。。。[24][24][24][24]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必必必必恭恭恭恭必必必必敬敬敬敬地地地地服服服服侍侍侍侍他他他他俩俩俩俩，，，，你你你你

应当说应当说应当说应当说：：：：““““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啊啊啊啊！！！！求求求求您您您您怜悯怜悯怜悯怜悯他他他他俩俩俩俩，，，，就像我就像我就像我就像我年幼年幼年幼年幼时时时时他他他他俩养俩养俩养俩养

育育育育我那样我那样我那样我那样。。。。】】】】

②②②②
伟大的真主说： 

  �:0جل عز��ل 
ْ
تُْل  قُْل َيَعالَْوا

َ
ال1  َعلَْيُكمْ  َ�بDُكمْ  َحرT1َ  َما �

َ
�  

ْ
وا
ُ
�  تُْ�ِ

يْنِ  بِِه َشيًْئا وَاِ�َ
ْ
 .151سو�� �ألنعا�Y ��ِْحَسانًا َ	بِال

【【【【[151][151][151][151]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们来你们来你们来你们来听听听听我宣我宣我宣我宣读你们的主所读你们的主所读你们的主所读你们的主所禁禁禁禁戒戒戒戒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①《妇女章》第 64 节 ②《夜行章》第 23-2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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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的事的事的事项项项项：：：：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要要要以物以物以物以物配配配配主主主主，，，，你们应当你们应当你们应当你们应当孝敬父孝敬父孝敬父孝敬父母母母母。】。】。】。】

①①①①
 

第四：孩子对父母享有的权利。 

其权利是多方面的，儿童的第一权利是在他出生之前

为他选择母亲，为他提供吃穿，为他取美好的名字和教导

礼节，以及孕育他，并给予他适当的教育，使他在良好的

环境下成长，引导他幸福的途径，最大的幸福就是以证据

和明证教导他们这个正确的信仰，避免他误入歧途；其权

利还有给他花费，当他成年后安排他结婚，并为他祈求幸

福，爱，仁慈和同情……我决定不为这里的每个问题引述

证据，以免增加篇幅。 

第五：夫妻之间彼此的权利。 

这种权利是在法律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我将提到三

节尊贵的经文，它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全部内容，以及真主

赐予仆人的这种伟大的恩惠——婚姻连带。 

第一节经文，清高的真主说： 

(ْ  �يَاتِهِ  َ	ِمنْ   �:قا� تعا�
َ
نْ  لَُكم َخلََق  � ْ�	َاًجا م�

َ
نُفِسُكْم �

َ
تَْسُكُنوا �

�
 ل

َْها
َ
³ً  بَيَْنُكم 	ََجَعَل  �ِ� َو18 َقْوTٍ  آليَاJٍ  َ¦لَِك  َ  Iِ	�Ùًََْة �ِ(1  م1

�
ُر	(َ َفَتفَ  ل

1
سو��  �ك

�Y0لر�21. 
【【【【[21][21][21][21]他的一种他的一种他的一种他的一种迹象迹象迹象迹象是是是是：：：：他从你们的他从你们的他从你们的他从你们的同同同同类类类类中为你们创中为你们创中为你们创中为你们创

造造造造配配配配偶偶偶偶，，，，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依恋依恋依恋依恋她她她她们们们们，，，，并且使你们并且使你们并且使你们并且使你们互相互相互相互相爱爱爱爱悦悦悦悦，，，，互相互相互相互相

                                                        ①《牲畜章》第 151-15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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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恤怜恤怜恤怜恤。。。。对于能对于能对于能对于能思思思思维维维维的的的的民民民民众众众众，，，，此中确有此中确有此中确有此中确有许多迹象许多迹象许多迹象许多迹象。。。。】】】】

①①①①
以便尊

敬的读者去思考他的话：【从你们的同类中】和【以便你们

依恋她们】，依恋她，而不是陪同她，这样更能表达含义。 

第二节经文，清高的真主说： 

ِحل1  � :قا� تعا�
ُ
ْلَةَ  لَُكمْ  �

َ
�  ِTَيا   الر1فَُث  الص�

َ
 ِ َاٌ�  ُهن1  نَِسآئُِكمْ  �ِ=

ُكمْ 
1
نُتمْ  ل

َ
ُهن1  ِ َاٌ�  	َ�

1
 .187سو�� �Cقر��  �ل

【【【【[[[[181818187777]]]]斋戒斋戒斋戒斋戒的的的的夜夜夜夜间间间间，，，，准准准准你们和你们和你们和你们和妻妻妻妻室室室室交交交交接接接接。。。。她她她她们是你们们是你们们是你们们是你们

的的的的衣衣衣衣服服服服，，，，你们是你们是你们是你们是她她她她们的们的们的们的衣衣衣衣服服服服。】。】。】。】

②②②②
表达夫妻之间彼此的关系

——她是他的衣服，有什么比衣物更接近身体呢？永不分

离，这是适合他的，与他直接的接触，在各种状况下与他

相伴。 

第三节经文，清高的真主说： 

	ُهن1  �:قا� تعا� ُ·ِÉََ	  áِ	َمْعُر
ْ
( َكرِْهُتُموُهن1  فَإِ( بِال

َ
 تَ  َفَعَ� �

ْ
 ْكَرُهوا

 .19سو�� �لنسا@� �َكثMًِا َخMًْا فِيهِ اُهللا  َ	َ�َْعَل  َشيًْئا

【【【【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善善善善待她待她待她待她们们们们。。。。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厌厌厌厌恶恶恶恶她她她她们们们们，，，，或或或或许许许许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厌厌厌厌

恶恶恶恶一一一一件件件件事事事事，，，，而真主而真主而真主而真主在在在在那那那那件件件件事中事中事中事中安安安安置置置置下下下下许多许多许多许多福福福福利利利利。。。。】】】】

③③③③
他指出

夫妻之间是善待的关系，即人们从中知道那是一种善待，

美好的和可以接受的交往。 

第六：兄弟间的权利。应以笑脸面对，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①《罗马章》第 21 节 ②《黄牛章》第 187 节 ③《妇女章》第 19 节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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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S » �خاÝ بوجه طلقال �قر( من اsعر	á شيئا 	لو �( تلþ « :����قا_ 
 مسلم

““““你不你不你不你不要要要要藐藐藐藐视视视视任任任任何善何善何善何善行行行行，，，，即即即即使是你以使是你以使是你以使是你以笑笑笑笑脸面脸面脸面脸面对你的对你的对你的对你的兄兄兄兄

弟弟弟弟也也也也罢罢罢罢！！！！””””

①①①①
遇见穆斯林兄弟时，应为他祈福；如果他生病

了，应去探望他；如果他邀请时，必须应答他；如果他去

世了，应参加他的葬礼。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8 السالT 	عيا³8 اsريض 	اتباô : حق اsسلم u اsسلم �س« :����قا_ 
 متفق عليه »اfنائز 	;جابة ا�عو³ 	تشميت العاطس

““““穆穆穆穆斯斯斯斯林林林林对对对对穆穆穆穆斯斯斯斯林林林林的义的义的义的义务务务务有有有有五五五五件件件件：：：：回回回回答答答答色色色色兰兰兰兰，，，，探探探探望望望望病病病病

人人人人，，，，送送送送殡殡殡殡，，，，应应应应答答答答邀请邀请邀请邀请，，，，回回回回答答答答喷嚏喷嚏喷嚏喷嚏。。。。””””

②②②②
    

禁止伤害他人，当圣门弟子请教使者 在伊斯兰看来

哪些人最优越时，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متفق عليه »من سلم اsسلمو( من لسانه 	يد+« :����قا_ 

““““穆穆穆穆斯斯斯斯林林林林大众从其大众从其大众从其大众从其语语语语言言言言和行为上获得和行为上获得和行为上获得和行为上获得平平平平安安安安的人就是最的人就是最的人就是最的人就是最

优越者优越者优越者优越者。。。。””””

③③③③
尊重他人的财产，名誉，生命和信仰；为此，

尊贵的先知 在众圣门弟子（愿主喜悦他们）都参加的、

最伟大的聚会中宣告了这一切。他他他他在在在在辞辞辞辞朝朝朝朝演讲演讲演讲演讲中说中说中说中说：：：： 

�( اهللا حرT عليكم 8ما5كم 	�موالكم كحرمة يومكم هذا I « :قا_
Ûال هل بلغت� hشهر�م هذا I نعم� بتكم هذا �قا_ قالو : h

ً
ا� فأشهد ثالثا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626 段，4/2026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1183 段，1/418；《穆斯林圣训集》第 2162 段，4/1704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11 段，1/13；《穆斯林圣训集》第 40 段，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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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لكم �	 	�كم انظر	ا ال ترجعوا بعد� كفا�اً يÌ! بعضكم �قا! 
    عليهمتفق  .»بعض

““““真主确使你们的生命真主确使你们的生命真主确使你们的生命真主确使你们的生命、、、、财产财产财产财产和名和名和名和名誉誉誉誉对于你们自己都对于你们自己都对于你们自己都对于你们自己都

是庄严不是庄严不是庄严不是庄严不可可可可侵侵侵侵犯犯犯犯的的的的，，，，就像你们的这一天就像你们的这一天就像你们的这一天就像你们的这一天，，，，这这这这个个个个地地地地方方方方，，，，这这这这个个个个

月一样是庄严不月一样是庄严不月一样是庄严不月一样是庄严不可可可可侵侵侵侵犯犯犯犯的的的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我我我传传传传达达达达了了了了吗吗吗吗？？？？””””他们说：

“是的，您确已传达了。”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主主主主啊啊啊啊！！！！求求求求您您您您见见见见证证证证。。。。连连连连说说说说

了了了了三三三三遍遍遍遍。。。。愿愿愿愿真主真主真主真主怜悯怜悯怜悯怜悯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记记记记住住住住，，，，在在在在我之后你们不我之后你们不我之后你们不我之后你们不

要要要要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叛逆叛逆叛逆叛逆而自而自而自而自相相相相残杀残杀残杀残杀。。。。””””

①①①①
他他他他 又说又说又说又说：：：： 

 عليهمتفق  .»� اsسلم u اsسلم حراT 8مه 	ماH 	عرضه« :����قا_ 

““““每每每每一一一一位位位位穆穆穆穆斯斯斯斯林林林林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财产财产财产财产和名和名和名和名誉誉誉誉对于其他的对于其他的对于其他的对于其他的穆穆穆穆斯斯斯斯

林林林林都是不都是不都是不都是不可可可可侵侵侵侵犯犯犯犯的的的的。。。。””””

②②②②
除了以上列举的之外还有许多义务，

这里的目的是提醒见证人。 

第七：邻居之间的义务。 

吉布笠莱天使反复嘱托使者善待邻居，甚至使者 都

认为邻居将有继承权。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متفق . »ما �ا_ جÔيل يوصيµ باfا� حw ظننت �نه �و�ثنه« :����قا_ 
 .عليه

““““吉吉吉吉布笠莱布笠莱布笠莱布笠莱天使一天使一天使一天使一直直直直嘱托嘱托嘱托嘱托我我我我善善善善待待待待邻邻邻邻居居居居，，，，甚至我甚至我甚至我甚至我认认认认为为为为邻邻邻邻

居将居将居将居将有继承有继承有继承有继承权权权权了了了了。。。。””””

③③③③
《古兰经》阐明了邻居间的义务分为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4141 段，4/1598；《穆斯林圣训集》第 1218 段，2/889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2564 段，4/1986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601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6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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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邻居，近亲和伊斯兰的义务；邻居和伊斯兰的义务；

仅仅邻居间的义务。清高的真主说： 

 � :قا� تعا�
ْ
  اَهللا َ	الَ  	َاْقُبُد	ا

ْ
وا
ُ
� يِْن �ِْحَسانًا َشيًْئا بِهِ  تُْ�ِ وَاِ�َ

ْ
 َ	بِِذ� َ	بِال

ََتاَ�  الُْقْرَ�  َمَساكِ\ِ  	َا�ْ
ْ
َا�ِ ِ¦� 	َال

ْ
fَا	َا�ِ  الُْقْرَ�  

ْ
fَا	ُُنِب  

ْ
fاِحِب  ا ِب بِاfَن 	َالص1

بِيلِ  	َابْنِ  ْفَمانُُكمْ  َملََكْت  َ	َما الس1
َ
 �فَُخوً�ا Õَُْتاالً  َمن َ¢(َ  ُ�ِبD  اَهللا الَ  �ِ(1  �

 .36�لنسا@� سو��

【【【【[[[[33336666]]]]你们当崇拜真主你们当崇拜真主你们当崇拜真主你们当崇拜真主，，，，不不不不要要要要以以以以任任任任何何何何物物物物配配配配他他他他，，，，当当当当孝敬孝敬孝敬孝敬

父父父父母母母母，，，，当优当优当优当优待待待待亲亲亲亲戚戚戚戚，，，，当当当当怜恤怜恤怜恤怜恤孤儿孤儿孤儿孤儿，，，，当当当当救济救济救济救济贫贫贫贫民民民民，，，，当当当当关关关关爱爱爱爱近近近近

邻邻邻邻、、、、远远远远邻邻邻邻和和和和伴伴伴伴侣侣侣侣，，，，当当当当款款款款待待待待旅旅旅旅客客客客，，，，当当当当宽待宽待宽待宽待奴奴奴奴仆仆仆仆。。。。真主的确不真主的确不真主的确不真主的确不

喜爱喜爱喜爱喜爱傲慢傲慢傲慢傲慢的的的的、、、、矜夸矜夸矜夸矜夸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①①①①
禁止伤害邻居，阐明伤害邻居

比伤害其他的人更为严重，即使所有的伤害都是被禁止也

罢！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قيَل 0ََمْن يَا �َُسوَ�  »	َاهللا ال يُْؤِمُنh َ	اهللا ال يُْؤِمُنh 	َاهللا ال يُْؤِمنُ « :����قا_ 
َمُن َجاُ�+ُ بَوَائَِقهُ «: اَ_ قَ  �هللا�

ْ
� ال يَأِ

1
Fمتفق عليه. »ا 

““““指主发指主发指主发指主发誓誓誓誓，，，，他没有归信他没有归信他没有归信他没有归信，，，，指主发指主发指主发指主发誓誓誓誓，，，，他没有归信他没有归信他没有归信他没有归信，，，，

指主发指主发指主发指主发誓誓誓誓，，，，他没有归信他没有归信他没有归信他没有归信。。。。””””有人问：“主的使者啊！他是谁

呢？”使者说使者说使者说使者说：：：：““““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伤害伤害伤害伤害邻邻邻邻居居居居，，，，使其不得使其不得使其不得使其不得安安安安宁宁宁宁的的的的人人人人。。。。””””

②②②②
 

这些都是伊斯兰所带来的部分权利，还有其它更多的

权利，因为担心增加篇幅，在此就不谈论了。其中包括：

学者的权利，途中穷困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寡妇的权

                                                        ①《妇女章》第 36 节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2624 段，4/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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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孤儿的权利，乞讨者的权利，愚人和疯子的权利，敌

人的权利，动物，飞禽和精灵的权利，环境的权利。遵循

《古兰经》和《圣训》的人，将会从中发现更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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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论题第三个论题第三个论题第三个论题：：：：发展金融发展金融发展金融发展金融    

金钱是生活的连带，是经济的命脉，是人民的力量。

清高的真主说： 

  َ	الَ  �:قا� تعا�
ْ
َفَها5 تُْؤتُوا Dْموَالَُكمُ  الس

َ
�  Òِ

1
  لَُكمْ اُهللا  َجَعَل  ال

ً
 قَِياما

ُسوُهمْ  فِيَها 	َاْ�ُ�قُوُهمْ 
ْ
  	َاك

ْ
ْعُر	فًا قَْوالً  لَُهمْ  َ	قُولُوا  .5سو�� �لنسا@� �م1

【【【【[5][5][5][5]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财产财产财产财产，，，，本是真主本是真主本是真主本是真主给给给给你们用来你们用来你们用来你们用来维维维维持持持持生生生生计计计计的的的的，，，，

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把要把要把要把它它它它交交交交给给给给愚愚愚愚人人人人，，，，你们当以你们当以你们当以你们当以财产财产财产财产的的的的利利利利润润润润供供供供给给给给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

衣衣衣衣食食食食。。。。你们当对他们说你们当对他们说你们当对他们说你们当对他们说温温温温和的和的和的和的言言言言语语语语。】。】。】。】

①①①①
    

因此，真主禁止仆人把他们的财产交给不知道如何管

理和保护资金的无知者。 

金钱在穆斯林的观点中：它属于真主的财产，真主把

它赐予我们，以便我们以此遵守他的命令。清高的真主说： 

ا_ِ  م�ن َ	�تُوُهم � :قا� تعا� �اهللاِ  م1ِ
1
F=و��  ��تَاُكْم  ا�33سو�� .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把把把把真主真主真主真主赐赐赐赐予予予予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财产财产财产财产给给给给予予予予他们一部分他们一部分他们一部分他们一部分。】。】。】。】

②②②②
考

验是为了观看我们如何工作。清高的真主说： 

َناُكْم َخالَئَِف  ُعم1   �:قا� تعا�
ْ
Iِ  Kِ�ْ  َجَعل

َ
 ِ}َنُظرَ  َنْعِدِهم ِمن األ

 .14سو�� يونس� �َيْعَملُو(َ  َكْيَف 

【【【【[[[[14]14]14]14]在在在在他们他们他们他们灭灭灭灭亡亡亡亡之后之后之后之后，，，，我以你们我以你们我以你们我以你们成成成成为大地上的为大地上的为大地上的为大地上的代代代代治治治治

                                                        ①《妇女章》第 5 节 ②《光明章》第 3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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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者者者，，，，以便我以便我以便我以便我看看看看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怎怎怎怎样样样样工工工工作作作作。】。】。】。】

①①①①
他允许买卖中发展经济，

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حل1  �:قا� سبحانه 0تعا�
َ
َْيعَ اُهللا  	َ�

ْ
َبا 	ََحرT1َ  ا   .275سو�� �Cقر��  �الر�

【【【【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准许准许准许准许买卖买卖买卖买卖，，，，而而而而禁止禁止禁止禁止利利利利息息息息。】。】。】。】

②②②②
清高的真主说： 

فDَها يَا �:قا� تعا�
َ
ِينَ  ك

1
Fا �َمُنوا ا¦َِ� �ال³ِ  نُو8ِ ُُمعَ  يَْوTِ  ِمن لِلص1

ْ
fِة ا

  فَاْسَعْوا
َ
رِ  �ِ=

ْ
َْيعَ  َ	َ¦ُ�	ااهللاِ  ِ¦ك

ْ
ُكمْ  َخMٌْ  َ¦لُِكمْ  ا 

1
 فَإَِ¦ا. ُكنُتْم َيْعلَُمو(َ  �ِ( ل

ال³ُ  قُِضَيِت  	ا الص1 Kِ�ْ 	َاْنَتُغوا Iِ  فَانتَِ�ُ
َ
ُكُر	ااهللاِ  فَْضلِ  ِمن األ

ْ
 اَهللا َكثMًِا 	َا¦

ُكمْ 
1
َعل
1
 .10-9سو�� �Éمعة� �ُيْفلُِحو(َ  ل

【【【【[[[[9]9]9]9]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啊啊啊啊！！！！当当当当聚聚聚聚礼日礼日礼日礼日召召召召人人人人礼礼礼礼拜的拜的拜的拜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应当应当应当应当赶赶赶赶快快快快去去去去记念记念记念记念真主真主真主真主，，，，放放放放下下下下买卖买卖买卖买卖，，，，那对于你们是那对于你们是那对于你们是那对于你们是更更更更好好好好的的的的，，，，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你们知道。。。。[1[1[1[10000]]]]当当当当礼礼礼礼拜拜拜拜完完完完毕毕毕毕的的的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散散散散布布布布在在在在地地地地

方方方方上上上上，，，，寻寻寻寻求真主的求真主的求真主的求真主的恩惠恩惠恩惠恩惠，，，，你们应当你们应当你们应当你们应当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地地地地记念记念记念记念真主真主真主真主，，，，以便以便以便以便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③③③③
    

经商不是获得必要食物的唯一目的，伊斯兰并不阻止

人们寻求财富与合法的收入，因此，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ال بأ� بالغs µن اتþ« :����قا_ 
““““敬敬敬敬畏畏畏畏者者者者寻寻寻寻求求求求财财财财富富富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关关关关系系系系。。。。””””

④④④④
作为经商必须符合

法律，不参与高利贷，欺诈，欺骗，愚昧，歧视，以及损

害卖方或买方，也不能是赃物，因此，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①《优努斯章》第 14 节 ②《黄牛章》第 275 节 ③《聚礼章》第 9-10 节 ④《穆斯泰德里克》2/3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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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هذا اsا_ حلو³ من �خذ+ ~قه 		ضعه I حقه فنعم اsعونة « :������ل 
� يأكل 	ال يشبعF¢ )¢ حقه Mمن �خذ+ بغ	 hخا�1. »هوC� S�0� 

““““的确的确的确的确，，，，这种这种这种这种钱财钱财钱财钱财是是是是甜甜甜甜美美美美的的的的，，，，谁谁谁谁合合合合法法法法的获的获的获的获取取取取，，，，并并并并把把把把它它它它

费费费费用用用用到到到到合合合合法法法法的地的地的地的地方方方方，，，，那是那是那是那是多多多多好好好好的的的的援助援助援助援助啊啊啊啊！！！！非非非非法法法法地获地获地获地获取取取取者者者者，，，，

就像一就像一就像一就像一个个个个食食食食而不而不而不而不饱饱饱饱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①①①①
他他他他 对对对对阿阿阿阿姆鲁姆鲁姆鲁姆鲁····本本本本····阿阿阿阿税税税税（（（（愿愿愿愿

主喜主喜主喜主喜悦悦悦悦他他他他））））说说说说：：：： 

 »نعم اsا_ الصالح للرجل الصالح! يا عمر	« :����لعمر	 بن العاú  ����قا_ 
““““阿阿阿阿姆鲁姆鲁姆鲁姆鲁！！！！清清清清廉廉廉廉的的的的钱财钱财钱财钱财对于对于对于对于清清清清廉廉廉廉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多多多多么么么么好好好好啊啊啊啊！！！！””””

②②②②
允

许吃喝，但不可能奢侈或过于简约，清高的真主说： 

  �T8ََ  بَِ�  يَا  �:قا� تعا�
ْ
  َمْسِجدٍ  ُ��  ِعندَ  �ِينََتُكمْ  ُخُذ	ا

ْ
  	Êُُوا

ْ
ُبوا 	َاْ·َ

  َ	الَ 
ْ
ُمËِْفِ\َ  ُ�ِبD  الَ  �ِن1هُ  تËُِْفُوا

ْ
 31سو�� �ألعر��T ����ال

【【【【[31][31][31][31]阿丹阿丹阿丹阿丹的的的的子子子子孙孙孙孙啊啊啊啊！！！！每逢每逢每逢每逢礼礼礼礼拜拜拜拜，，，，你们都你们都你们都你们都必必必必须穿着服须穿着服须穿着服须穿着服

饰饰饰饰。。。。你们应当吃你们应当吃你们应当吃你们应当吃，，，，应当应当应当应当喝喝喝喝，，，，但不但不但不但不要要要要过分过分过分过分，，，，真主确是不喜真主确是不喜真主确是不喜真主确是不喜欢欢欢欢

过分者的过分者的过分者的过分者的。】。】。】。】

③③③③
    

规定获得真主赐予金钱者应体现出这种恩典，艾布艾

哈沃素（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的父亲说：他来看望先

知 时，主的使者 看见他穿着贝都因人形式的灰褐色

的旧衣服，先知说先知说先知说先知说：：：： 

(شعث (غz   �فر?S �سو� �هللا   �حو� عن (بيه (نه (� �=> عن (; �أل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6063 段，5/2362 ②《穆斯奈德》4/197，《穆斯泰德里克》2/3，《白衣哈给圣训集》3/292 ③《高处章》第 31 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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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ا_� »من � �Fا� قد ?تا� �هللا« :قا� »!ما لك من اsا_Û« :فقا_ � هيئة (عر�;
 (خرجه �بن حبا< 0�لنساË .»�( اهللا �¦ا �نعم u العبد نعمة �حب �( تر� به

““““你有你有你有你有钱财钱财钱财钱财吗吗吗吗？？？？””””他说：“真主恩赐了我各种财产。”

先知说先知说先知说先知说：：：：““““当真主当真主当真主当真主恩恩恩恩赐赐赐赐仆人仆人仆人仆人恩恩恩恩典时典时典时典时，，，，他喜爱仆人他喜爱仆人他喜爱仆人他喜爱仆人将将将将其其其其体体体体现现现现出出出出

来来来来。。。。””””

①①①①
这显示了金钱拥有者的影响，不应该过于嚣张气焰；

因此，使者 禁止高傲自大，但部分圣门弟子认为不应体

现出这种标志，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说说说说：：：： 

 Dهللا بن مسعو�=> عن  �عن عبد�قا_ �: » I )¢ نة منfال يدخل ا
Ôلرجل �ب (<: �جلقا_  !قلبه مثقا_ ¦�³ من ك� >p  �

ً
يكو< ثوبه حسنا

 .»�( اهللا ãيل �ب اfما_h الكÔ بطر اvق 	غمط ا}ا�: قا_ .0نعله حسنة
 مسلم (خرجه

““““任任任任何心何心何心何心中有中有中有中有丝毫傲慢丝毫傲慢丝毫傲慢丝毫傲慢的人都不能进的人都不能进的人都不能进的人都不能进入入入入天堂天堂天堂天堂。。。。””””有一男

子问道：“如果一个人喜欢他的衣服漂亮和鞋子漂亮呢？”

先知说先知说先知说先知说：：：：““““真主确是至真主确是至真主确是至真主确是至美美美美的的的的，，，，他喜爱他喜爱他喜爱他喜爱美好美好美好美好的事的事的事的事情情情情，，，，骄傲拒骄傲拒骄傲拒骄傲拒绝绝绝绝

真理真理真理真理，，，，藐藐藐藐视视视视他人他人他人他人。。。。””””

②②②②
 

真主让仆人合法地费用，并全面地号召人们施舍。清

高、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نِفُقوا َ	َ�ُسوHِِ  بِاهللاِ  �ِمُنوا�: قا� سبحانه 0تعا�
َ
ا 	َ� َجَعلَُكم  ِمم1

                                                        ①《伊本汉巴尼圣训集》12/235，《奈萨伊圣训集》5/459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91 段，1/93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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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سَتْخلَِف\َ  Dِينَ  فِيهِ  م
1
Fنَفُقوا ِمنُكمْ  �َمُنوا فَا

َ
ْجرٌ  لَُهمْ  	َ�

َ
�  ٌMِديد�  �َكبL� 7سو��. 

【【【【[[[[7777]]]]你们应当信你们应当信你们应当信你们应当信仰仰仰仰真主和他的使者真主和他的使者真主和他的使者真主和他的使者，，，，你们应当你们应当你们应当你们应当施施施施舍舍舍舍他他他他

所所所所委委委委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代代代代管管管管的的的的财产财产财产财产，，，，你们中信道而且你们中信道而且你们中信道而且你们中信道而且施施施施舍舍舍舍者者者者，，，，将将将将受受受受重重重重大大大大

的的的的报报报报酬酬酬酬。。。。】】】】

①①①①
他阐明了在富人的财产中有乞丐和贫民的权利。

清高的真主说： 

ِ  َ	ِ�   �:قا� تعا� ْموَال
َ
ائِلِ  َحقÎ  ِهمْ � لس1

�
َمْحُر	Tِ  ل

ْ
 19سو�� �È��يا�a �	َال

【【【【[19][19][19][19]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财产财产财产财产中中中中，，，，有有有有乞丐乞丐乞丐乞丐和和和和贫贫贫贫民民民民的的的的权利权利权利权利。。。。】】】】

②②②②
在其

它的财产中也有必须交纳的天课，犹如在《圣训》中已经

阐明了这些，详细地阐述了它的数量与份额，《古兰经》阐

明了这些天课的用途，以免受到私欲的干涉而限制他们，

使这笔钱在受益者和施舍者之间周转。 

                                                        ①《铁章》第 7 节 ②《铁章》第 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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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论题第四个论题第四个论题第四个论题：：：：维护正义维护正义维护正义维护正义    

正义是暴虐的反义词，内心中正者，这是一个正义的

人。有人说：“正义是词根，其意思是公正，它就是中庸和

正直的意思，就是倾向于真理的意思。” 这件事情的本身

是伟大的，其伟大的影响在于真主责成自身，并责成他的

仆人们，他禁止他们相互行亏，不论多少，这是因为暴虐

和不义的生活是无法正直的，其结果只会持续窘迫，贫苦

和缺乏资金；国家、政权和文明只能建立在正义，权利平

等和维护公约的基础上，正义者不会坚信他将得到全部的

权利，但他知道不义者将被迅速的抑制；没有正义，就没

有文明，就不会有正确的国家制度，就不会出现国泰民安

的繁荣景象。 

为此，在《古兰经》和《圣训》的明文中多处提到命

令正义，禁止不义，阐明正义者的结局，并警告暴虐者的

下场，描述了压迫者的归宿，并以今后两世的成功向正义

者们报喜，其中提到的有清高全能的真主禁止亏待自己，

他说： 

 ! يا عبا1D« :تعا� قا�
ً
�p حرمت �لظلم £ نفÌ 0جعلته بينكم $رما

pنما ¦ (عمالكم (حصيها لكم ثم (0فيكم pياها ! يا عبا1D... فال تظاFو� 
 فليحمد �هللا� 0من 0جد غÁ ~لك فال يلومن pال نفسه

ً
�Áخرجه .»فمن 0جد 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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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سلم

““““我的仆人们我的仆人们我的仆人们我的仆人们啊啊啊啊！！！！我我我我禁止禁止禁止禁止亏亏亏亏待待待待自己自己自己自己，，，，故故故故我也我也我也我也禁止禁止禁止禁止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之间之间之间之间相互相互相互相互行行行行亏亏亏亏，，，，所以你们不所以你们不所以你们不所以你们不要相互要相互要相互要相互行行行行亏亏亏亏……………………我的仆人们我的仆人们我的仆人们我的仆人们啊啊啊啊！！！！

这是你们所有的这是你们所有的这是你们所有的这是你们所有的工工工工作作作作，，，，我都为你们一一我都为你们一一我都为你们一一我都为你们一一记记记记录录录录了它了它了它了它，，，，然然然然后后后后，，，，

我我我我将把将把将把将把它全部它全部它全部它全部给给给给予予予予你们你们你们你们，，，，谁发谁发谁发谁发现现现现自己自己自己自己美好美好美好美好的的的的结结结结局局局局，，，，那么那么那么那么，，，，

让让让让他他他他赞颂赞颂赞颂赞颂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吧吧吧吧！！！！谁发谁发谁发谁发现现现现其它的其它的其它的其它的，，，，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让让让让他自他自他自他自责责责责吧吧吧吧！！！！””””

①①①①
    

先知 最好地履行了正义，他在去世前的那场疾病中

——他知道自己不久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害怕与自己的

养主相见时，在他跟前有任何人是被亏待的，于是他扶着

他的堂弟法杜鲁•本•阿巴斯缓慢地走出家门，直至他来到

清真寺，然后他坐在讲台上，我们让法杜鲁•本•阿巴斯告

诉我们这段圣训吧！他说： 

 0قد عصب �(سه� �(تا� �سو� �هللا « :يقو�
ً
 شديد�

ً
À0هو يوعك 0ع 

قا� فذكر �Lديث  ثم فأخذa بيدS ح¥ قعد £ �Fنz! فقا� خذ بيد1 يا فضل
 >) �pما± فليأخذ منه: قا� �فهذ 

ً
: فقاY �جل فقا� .من قد كنُت (خذa � ماال

(ما (نا فال (كّذ¼ قائًال� 0ال : فقا� ثالثة �D�همp< ± عندÍ ! يا �سو� �هللا
(ما تذكر (نه مر بك سائل : قا� (ستحلف £ يم�j فيم Ïنت لك عند�1

 .»(عطه يا فضل قا� فأمرت� فأعطيته ثالثة �D�هم�
主的使者 来到我这里，他发烧的非常厉害，并且包

裹着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法法法法杜杜杜杜鲁鲁鲁鲁啊啊啊啊！！！！抓抓抓抓住住住住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手手手手。。。。””””然后我抓住他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577 段，4/1994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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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直到他坐在讲台上，然后他（法杜鲁）提到了这段

圣训，直直直直至使者说至使者说至使者说至使者说：：：：““““我以我以我以我以前前前前从谁那从谁那从谁那从谁那里里里里用过用过用过用过钱钱钱钱，，，，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钱钱钱钱，，，，

让让让让他自己来他自己来他自己来他自己来拿吧拿吧拿吧拿吧！！！！””””有名男子站起来说：“主的使者啊！您

那里有我的三个银币。”使者说使者说使者说使者说：：：：““““我不我不我不我不否认否认否认否认任任任任何何何何人人人人，，，，我也我也我也我也

不不不不要要要要求他发求他发求他发求他发誓誓誓誓，，，，为什么你有为什么你有为什么你有为什么你有三三三三个个个个银币银币银币银币在在在在我这我这我这我这里里里里？？？？””””他说：

“您记得吗？曾有人向您乞讨，您命令我给他，然后我给

了他三个银币。”使者说使者说使者说使者说：：：：““““法法法法杜杜杜杜鲁鲁鲁鲁！！！！你你你你给给给给他他他他三三三三个个个个银币银币银币银币。。。。””””

①①①①
    

在尊贵的先知 时代，发生了一起偷盗事件，小偷是

古莱什部落的麦赫祖米家族的人，是追溯到使者 的一个

部落，包括哈立德•本•沃立德（愿主喜悦他）都属于麦赫

祖米家族，先知 在世时，他相当于当今的国防部长，军

队的总指挥官；他们为了解决这一事件而聚在一起，以便

寻求他们在蒙昧时代贵族们喜爱的错误处理方式，深究平

民的责任；他们找人在使者 面前为她说情，然后建议让

使者 喜爱的人、喜爱的孩子欧萨麦•本•宰德向使者诉说

这一事件，当时，尊贵的使者 对这种不公正的、错误的

解决方式非常震怒，并阐明这种暴虐的行为属于灭亡民族

的道路。 

阿依莎（愿主喜爱她）的传述，的确，麦赫祖米家族

的有个女人偷盗，他们说：“谁能为她向先知 求情呢”

                                                        ①《泰柏拉尼圣训集》6/74，这段圣训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第 3816 段，6/1486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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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人有勇气向使者说起此事，后来欧萨麦•本•宰德

向使者说了此事，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فقالو� من  عن lئشة �m �هللا عنها (< �مر(� من ب� ÐزY0 ^قت
p< « :قا�ف� فÓمه (سامة بن oيد يكلمهفلم Ñ4Ò (حد (<  �يكلم فيها �=> 

 �Sلضعيف قطعو�فيهم  c^ �~¹0 �SوÅيف ترKل�فيهم  c^ �~p >Ï ئيل�^p ب�
 �Cخا�1 (خرجه »لو Ïنت فاطمة لقطعت يدها

““““的确的确的确的确，，，，以以以以色色色色列列列列的后的后的后的后裔裔裔裔曾经就是这样曾经就是这样曾经就是这样曾经就是这样，，，，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他们中有他们中有他们中有他们中有

地地地地位位位位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偷盗偷盗偷盗偷盗了了了了，，，，他们就他们就他们就他们就任任任任其其其其逍遥逍遥逍遥逍遥法法法法外外外外；；；；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他们中他们中他们中他们中弱弱弱弱者者者者

偷盗偷盗偷盗偷盗了了了了，，，，他们就对其他们就对其他们就对其他们就对其执执执执行行行行法法法法律律律律。。。。指指指指主发主发主发主发誓誓誓誓，，，，假若假若假若假若是是是是法图法图法图法图麦麦麦麦

偷盗偷盗偷盗偷盗，，，，我也一我也一我也一我也一定定定定会会会会把把把把她她她她的的的的手手手手砍砍砍砍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①①①①
    

使者 阐明了法律必须对所有的成员执行，即使小偷

是他的女儿法图麦（愿主喜悦她）也罢！但是，法图麦绝

不会那样做的。这是正义的法律，不论远近，也不论敌友，

如果他不义，那么，就不允许他不义地侵犯别人的权利，

清高的真主说： 

( قَْوTٍ  َشَنآ(ُ  َ�ِْرَمن1ُكمْ  َ	الَ   �:تعا�قا� 
َ
مْ  �

ُ
�	 Dَعنِ  َصد  ِTَرَا

ْ
vَمْسِجِد ا

ْ
 ال

)
َ
�  

ْ
  َيْعَتُد	ا

ْ
uَ  �Ôَ  َ	َيَعاَ	نُوا

ْ
 uََ  َ	الَ  	َا>1ْقَو� ال

ْ
مِ  َيَعاَ	نُوا

ْ
ُعْد	َا(ِ  اِإلث

ْ
  	َال

ْ
 	َاي1ُقوا

ِعَقاِ!  اَهللا َشِديدُ  اَهللا �ِ(1 
ْ
 2سو�� �Fائد�� � ال

【【【【有人曾有人曾有人曾有人曾阻阻阻阻止止止止你们进你们进你们进你们进禁禁禁禁寺寺寺寺，，，，你们绝不你们绝不你们绝不你们绝不要要要要为为为为怨怨怨怨恨恨恨恨他们而他们而他们而他们而

过分过分过分过分。。。。你们当为正义和你们当为正义和你们当为正义和你们当为正义和敬敬敬敬畏畏畏畏而而而而互互互互助助助助，，，，不不不不要要要要为为为为罪恶罪恶罪恶罪恶和和和和横暴横暴横暴横暴而而而而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3526 段 3/1366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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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互互互助助助助。。。。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敬敬敬敬畏畏畏畏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因为真主的因为真主的因为真主的因为真主的刑罚刑罚刑罚刑罚确是严确是严确是严确是严厉厉厉厉的的的的。。。。】】】】

①①①①
    

伟大荣耀的真主提醒自己的仆人必须公正，即使不利

者是贫穷的近亲或高贵的富人也罢！ 

فDَها يَا �
َ
ِينَ  ك

1
Fا  

ْ
  �َمُنوا

ْ
ِقْسِط  قَو1اِم\َ  ُكونُوا

ْ
 uََ  ِب� َ	لَوْ  ُشَهَدا5 بِال

نُفِسُكمْ 
َ
�  ِ	

َ
يْنِ  � َواِ�َ

ْ
َربِ\َ  ال

ْ
ق
َ
	ْ  يَُكنْ  �ِ( 	َاأل

َ
ْ	َ�  اهللاُ فَ  َفَقMًا َغنِيÈا �

َ
 بِِهَما �

  فَالَ 
ْ
  تَت1بُِعوا

ْ
( َهَو�ال

َ
�  

ْ
  َيْعِدلُوا

ْ
ُو	ا
ْ
	ْ  َ	;ِ( تَل

َ
�  

ْ
 َيْعَملُو(َ  بَِما اَهللا َ¢(َ  فَإِ(1  ُيْعرُِضوا

 .�135�لنسا@سو�� � َخبMًِا

【【【【[135][135][135][135]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啊啊啊啊！！！！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维护维护维护维护公道公道公道公道，，，，当为真主而当为真主而当为真主而当为真主而

作证作证作证作证，，，，即即即即使不使不使不使不利利利利于你们自于你们自于你们自于你们自身身身身，，，，和和和和父父父父母母母母和至和至和至和至亲亲亲亲。。。。无无无无论论论论被证被证被证被证的的的的

人是富人是富人是富人是富足足足足的的的的，，，，还还还还是是是是贫穷贫穷贫穷贫穷的的的的，，，，你们都应当秉公你们都应当秉公你们都应当秉公你们都应当秉公作证作证作证作证；；；；真主是真主是真主是真主是

最最最最宜宜宜宜于于于于关关关关切切切切富富富富翁翁翁翁和和和和贫贫贫贫民民民民的的的的。。。。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顺要顺要顺要顺从从从从私私私私欲欲欲欲，，，，以以以以致致致致偏偏偏偏私私私私。。。。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歪曲歪曲歪曲歪曲事事事事实实实实，，，，或或或或拒拒拒拒绝绝绝绝作证作证作证作证，，，，那么那么那么那么，，，，真主确是真主确是真主确是真主确是彻彻彻彻知你知你知你知你

们的行为的们的行为的们的行为的们的行为的。。。。】】】】

②②②②
 

在伊斯兰国家的疆土扩大、管理加固之后，指挥官古

泰柏（愿主怜悯他）打开撒马尔罕市，部分穆斯林在没有

征询原居民的同意就住进其中了；这种行为使原居民感觉

受到了委屈，他们选出代表团去见哈里发，向他抱怨他们

遇到的指挥官，并告诉他古泰柏让穆斯林住进了他们的城

市，并没有被征求他们的意见，欧麦尔命令手下为他们委

任法官，去考察他们所说的，如果法官裁决让穆斯林离开

                                                        ①《筵席章》第 2 节 ②《妇女章》第 13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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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马尔罕市，那么，就让他们离开；然后委任洁米欧•本•

哈兑尔•艾勒巴吉为他们的法官，洁米欧裁决让穆斯林离

开，然后当他们看到主动权已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时，他们

就让穆斯林人居住了，然后他们就定居在他们之间了。

①
 

                                                        ①《人丁税》1/40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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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论题第五个论题第五个论题第五个论题：：：：强壮强壮强壮强壮    

定义：强壮的反义词是软弱。 

强壮是生活中的元素之一，生活只有以此才能正直，

它属于个人与国家健康的标志之一，以此可以保护权利，

消除不义，恐吓敌人，完成目标，社会将享受快乐和幸福

的媒介，每件事情都能达到其宗旨，你可以看到强大的国

家拥有良好的教育，完善的医疗体系和浩浩荡荡的军队，

并可以与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机构挂钩和联系……。 

强壮在伊斯兰中是为了维护民族和个人的权利，抵制

野心者和侵略者的贪婪，有助于实现真主的主权，信仰只

归于真主，人类只对真主谦恭，而不会对任何种族，或民

族主义，或利益，或其它的卑躬屈膝，强壮使社会获得高

尚生活的所有需要，有助于使他幸福，消除腐败和邪恶的

蹂躏……它在伊斯兰中是建设的元素，投标的基础，保护

司法和远离暴虐的途径是它的另一元素，如果在伊斯兰历

史上发现有对他人使用武力的，那它都属于脱离正规的，

不是伊斯兰所许可的，在伊斯兰看来没有信誉的力量，都

不被视为有益的力量；穆斯林是忠诚的人，伊斯兰民族是

忠诚的民族，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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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جْرJَ  َمنِ  َخMَْ  �ِ(1  �:قا� تعا�
ْ
َقوِ�D  اْسَتأ

ْ
مِ  ال

َ
 26سو�� �لقصص� �\ُ األ

【【【【你最你最你最你最好雇好雇好雇好雇用这用这用这用这个个个个又又又又强壮强壮强壮强壮又又又又忠忠忠忠实实实实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①①①①
至于强壮在

其他的人看来，往往是某个民族借助其他的民族，或者是

某个国家借助其它的国家以便实现自身的利益，因此，出

现了战争，国际之间的斗争，人民受到迫害，有多少人能

够承担起这样的战争，就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及冷战，又有多少人民因此而被毁灭，根除国际间的暴政

权力，以及不尊重禁忌，不遵守盟约，不怕受到法律的约

束，也不畏惧生活波动的侵略势力。 

伊斯兰带来了包含高尚生活的所有元素，它给予这方

面应该说明及其证据的权利，涉及这方面的法律明文有很

多，从中可以发现真主命令我们作好准备，并采取必要情

况下的武力。清高的真主说： 

 �: قا� تعا�
ْ
	ا Dِعد

َ
ا لَُهم 	َ� ³ٍ  م�ن اْسَتَطْعُتم م1  .60سو�� �ألنفا�� �قُو1

【【【【[[[[60606060]]]]你们应当为他们而你们应当为他们而你们应当为他们而你们应当为他们而准备准备准备准备你们所能你们所能你们所能你们所能准备准备准备准备的的的的武力武力武力武力。。。。】】】】②②②②
使者 教导了获得强壮的最伟大原因，并且他在战场上

击败了各种强大的势力，他说： 

�0�h�«  S �ال �( القو³ الر��ال �( القو³ الر�h �ال �( القو³ الر« :قا_
 مسلم

                                                        ①《故事章》第 26 节 ②《战利品章》第 6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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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武力武力武力武力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投投投投掷掷掷掷，，，，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武力武力武力武力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投投投投掷掷掷掷，，，，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武力武力武力武力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投投投投掷掷掷掷。。。。””””

①①①①
使者 警告学习投掷，然后遗忘它的人，

他说： 

 مسلم�0�S  »من علم الر� ثم تر�ه فليس منا �	 قد ع�« :قا_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投投投投掷掷掷掷，，，，然然然然后又后又后又后又放放放放弃弃弃弃者者者者，，，，不不不不属属属属于我们中的一于我们中的一于我们中的一于我们中的一员员员员，，，，

或他确已或他确已或他确已或他确已违违违违背背背背了了了了。。。。””””

②②②②
在观看当今发生的军事冲突中，你就

会发现所有的都是以投掷为主，军事所依靠的优势：火箭，

导弹发射器，炸弹和机枪射击，先知 说这个话的时候，

当时在战斗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剑，矛和箭，并没有生产出

枪等等武器；他的话证明了先知的奇迹，当时他教导注重

射击，并阐明投掷才是真正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奉命获取和准备的力量，它在伊斯兰中就

是保护权利，制止侵略和仇视，拥护和平，渴望正义的力

量，因此，在真主命令自己的仆人获取这个力量的经文之

后，全能的真主教导他们倾向和平，如果违法乱纪者倾向

和平时。清高的真主说： 

  َ	;ِ( �:قا� تعا�
ْ
ل  لِلس1

ْ
ْ  لََها فَاْجَنحْ  مِ َجَنُحوا  ُهوَ  �ِن1هُ اهللاِ  uََ  َ	تََو�1

ِميعُ  َعلِيمُ  الس1
ْ
 .61سو�� �ألنفا�� �ال

【【【【[[[[66661111]]]]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倾倾倾倾向向向向和和和和平平平平，，，，你也应当你也应当你也应当你也应当倾倾倾倾向向向向和和和和平平平平，，，，应当应当应当应当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1917 段，3/1522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1919 段，3/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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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信信信赖赖赖赖真主真主真主真主。。。。他确是全他确是全他确是全他确是全聪聪聪聪的的的的，，，，确是全知的确是全知的确是全知的确是全知的。。。。】】】】

①①①①
从法律明文的

观点中可以看到真主命令自己的先知呼德去命令他的族人

顺从真主，求主饶恕他们的罪过，并向真主忏悔，直到真

主使他们更加富强。清高的真主说： 

َما5َ َعلَْيُكم َ	يَا قَْوTِ اْسَتْغِفُر	ا �َ  �:قا� تعا� ِْه يُْرِسِل الس1
َ
ب1ُكْم ُعم1 تُوُبوا �ِ�

ْد�ا�اً  تُِكمْ  م�  قُو1
َ
=ِ� ً³  .52سو�� هو�D � َيَتَول1ْوا ُ�ِْرِم\َ  َ	الَ  َ	يَز8ُِْكْم قُو1

【【【【[52][52][52][52]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宗宗宗宗族啊族啊族啊族啊！！！！你们应当你们应当你们应当你们应当向向向向你们的主求饶你们的主求饶你们的主求饶你们的主求饶，，，，然然然然后后后后

归归归归依依依依他他他他，，，，他就他就他就他就把把把把充足充足充足充足的雨水降的雨水降的雨水降的雨水降给给给给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并使你们并使你们并使你们并使你们更更更更加加加加富富富富强强强强。。。。

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背要背要背要背离离离离（（（（正道正道正道正道））））而而而而犯犯犯犯罪罪罪罪。。。。””””】】】】

②②②②
这是对呼德族人的教导，

也是对他们之后所有民族的教导，犹如《古兰经》再次提

到真主的这种告诫一样。 

尊贵的先知 阐明了人类应该获取一切有益于自己

信仰与今世的事情；因为强壮的信士在真主看来比软弱的

信士更受喜爱，为此，他他他他 说说说说：：：： 

اsؤمن القو� خM 	�حب �ë اهللا من اsؤمن الضعيفh 	� � « :����يقو_ 
5 فال تقل خhM احرu ú ما ينفعكh 	استعن باهللا 	ال تعجزh 	;( �صابك ¼

لو �Ú فعلت ¢( كذا 	�ذاà 	لكن قل قد� اهللا 	ما شا5 فعلh فإ( لو تفتح 
 مسلم�0�S  »عمل الشيطا(

““““强壮强壮强壮强壮的信士的信士的信士的信士在在在在真主真主真主真主看看看看来比来比来比来比软软软软弱弱弱弱的信士的信士的信士的信士更更更更受喜爱受喜爱受喜爱受喜爱，，，，对对对对

这这这这两两两两种人都有幸福种人都有幸福种人都有幸福种人都有幸福。。。。你当你当你当你当努努努努力做好力做好力做好力做好有有有有利利利利于你的事于你的事于你的事于你的事情情情情，，，，并求并求并求并求

                                                        ①《战利品章》第 61 节 ②《呼德章》第 52 节 

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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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真主真主真主襄襄襄襄助助助助，，，，你不你不你不你不要要要要碌碌碌碌碌碌碌碌无为无为无为无为；；；；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你你你你遇遇遇遇到到到到不幸不幸不幸不幸时时时时，，，，你不你不你不你不要要要要

说说说说：：：：‘‘‘‘假若假若假若假若我曾经这样我曾经这样我曾经这样我曾经这样做做做做了了了了，，，，它就它就它就它就会会会会如此这如此这如此这如此这般般般般。。。。’’’’但是你当但是你当但是你当但是你当

说说说说：：：：‘‘‘‘这是真主的这是真主的这是真主的这是真主的定然定然定然定然，，，，真主真主真主真主随心随心随心随心所欲所欲所欲所欲。。。。’’’’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假若假若假若假若’’’’一一一一

词词词词确已为确已为确已为确已为恶恶恶恶魔打开魔打开魔打开魔打开了了了了方方方方便之门便之门便之门便之门。。。。””””

①①①①
    

伊本盖依慕（愿主怜悯他）在论述先知 的话““““你当你当你当你当

努努努努力做好力做好力做好力做好有有有有利利利利于你的事于你的事于你的事于你的事情情情情””””时，他说：“人类的幸福在于努

力地做好有利于他今后两世的生活，如果遇到有利于他所

努力的，那么，他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所有完美的努力

都汇集在这两件事中：是他努力的事情，努力做好有利的

事情。如果努力做好不利于他的事情，或者是不渴望做好

有利他的事情；那么，根据他失去的程度，他确已失去了

完美的努力，所有的幸福都在于努力做好有利的事情。 

在解释先知 的话““““你当求真主你当求真主你当求真主你当求真主襄襄襄襄助助助助””””时，他还说：

“人类都渴望并努力地去做，就是渴望来自于真主的援助、

意欲和成功；他命令人只求真主援助，以便人类都聚集在

‘我们只崇拜您，我们只求您襄助’的同一个地位；做好

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就是崇拜真主，这只有凭着真主的援助

才能完成；他命令人只崇拜他，只求他援助。”别人说：“你

当求真主援助，即：你所有的事情都应当寻求真主的援助，

而非向他之外的求助。”犹如清高的真主说：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664 段，4/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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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لفاÔةسو��  ��ياÝ نعبد 	;ياÝ نستع\ � :قا� تعا�
【【【【[5][5][5][5]我们只崇拜我们只崇拜我们只崇拜我们只崇拜您您您您，，，，我们只求我们只求我们只求我们只求您祐您祐您祐您祐助助助助。。。。】】】】

①①①①
如果没有真

主的援助，人类是无能力做好任何事情的，只有伟大的真

主才能帮助他实现信仰与现世的利益，真主是援助者，那

他就是被援助的；真主是遗弃者，那他就是被遗弃者。

②
 

在这段《圣训》中先知 警告那些堕入蛊惑幻觉的人

们，当发生的事情不符合他的内心时，它就会给人带来失

望和绝望的危险。并且先知 还阐明如果有被禁止的事情

时，人们就会说对他毫无裨益的“假若”，但那只是打开了

遗憾和懊悔之门。古尔图壁在《理解》一书中说：“伊玛目

穆斯林传述的这段圣训的目的是确定在被规定的事情发生

之后：完全地顺从真主的命令，喜爱真主的定然，不关注

已经失去的事情；如果他去思考已经失去的，他就会说：

如果我这样做了，结果就会如此这般，那么，恶魔就会来

蛊惑他，直至于导致他成为一个失败者；他应放弃幻想那

些已经失去的，因为那是被禁止从事的魔鬼工作的媒介。”

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你不你不你不你不要要要要说说说说‘‘‘‘假若假若假若假若’’’’，，，，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假若假若假若假若’’’’一一一一词词词词确已为确已为确已为确已为恶恶恶恶魔魔魔魔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了了了了方方方方便之门便之门便之门便之门。。。。””””

③
 

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这段圣训包含四件事情： 

                                                        ①《开端章》第 61 节 ②《认主学》第 394-395 页 ③《布哈里圣训集注释》1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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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壮的信士比软弱的信士更受真主的喜爱。 

2-穆斯林奉命寻求有利于他的事情。 

3-祈求自己养主的援助，人是无能的。 

4-如果遇到不好的事情，不要后悔，不要因为留恋过

去的，而痛惜所失去的，但要从中吸取教训，找到自己想

要的。信士不会在屋子里被蛇咬两次，就像使者 所说的那

样。 

当命令穆斯林强大时，法律明文确已包含了说明获取

它的媒介，并警告与此相违背的，其中有： 

第一：知道真主是有权力的，强大的主，依赖他，获

得他的支持和援助。命令人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说：“无能

为力，全凭真主”，这使他感觉到除了真主的大能，自己不

能改变任何状况，也找不到任何的力量；因此，穆斯林不

会畏惧任何力量，无论它多么地强大；因为他知道一切事

物的主动权都是由清高伟大的真主亲自掌管。对此，最好

的证明就是众先知（愿主赐福他们）与那些暴虐者、高傲

自大者的立场，伊布拉欣与尼姆罗德的辩论，穆萨与法老

的辩论，穆罕默德与古莱什贵族的公开辩论，他们这些人

最终都胜利地离开了，尽管对手的力量强大，装备完美，

准备就绪也罢！他们所有人的言词都是一致的，犹如真主

谈到他们当时对各自的族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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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 َ	َما �
َ
ال1  }

َ
�  َ َْصÔَِ(1  َهَدانَا َ	قَدْ اهللاِ  uََ  َغَتَو�1

َ
 �َ¦ْفُتُمونَا َما uََ  ُسُبلََنا َ	}

 َuَ	َ  ِاهللا ِ ُو(َ  فَلَْيَتَو�1 �Êُمَتَو
ْ
ِينَ  َ	قَا_َ . ال

1
Fا  

ْ
ُْخرَِجن�1ُكم لِرُُسلِِهمْ  َكَفُر	ا

َ
نْ  }  م�

 ْ	
َ
ْ�ِضَنآ �

َ
َُعو8ُ(1  �

َ
<  Iِ تَِنا

1
ْ	َ�  ِمل

َ
ِْهمْ  فَأ

َ
الِِم\َ  َ�بDُهمْ  �ِ� ُْهلَِكن1 الظ1

َ
{ .

Kَ�ْ  ن�1ُكمُ َ	لَنُْسِكنَ 
َ
  لَِمنْ  َنْعِدِهْم َ¦لَِك  ِمن األ

َ
áَمَقاِ�  َخا  

َ
áََخا	َِقيدِ  	سو��  �

 .p12-14بر�هيم�

【【【【[[[[12]12]12]12]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怎怎怎怎能不信能不信能不信能不信托托托托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呢呢呢呢？？？？他确已引导我们走上他确已引导我们走上他确已引导我们走上他确已引导我们走上

正道正道正道正道。。。。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誓誓誓誓必必必必忍忍忍忍受你们的受你们的受你们的受你们的折折折折磨磨磨磨，，，，让让让让信信信信托托托托者只信者只信者只信者只信托托托托真主真主真主真主。。。。””””

[[[[13]13]13]13]不信道者对他们不信道者对他们不信道者对他们不信道者对他们族族族族中的使者说中的使者说中的使者说中的使者说：：：：““““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誓誓誓誓必把必把必把必把你们你们你们你们驱驱驱驱逐逐逐逐

出出出出境境境境，，，，或者你们或者你们或者你们或者你们誓誓誓誓必必必必改改改改信我们的信我们的信我们的信我们的宗宗宗宗教教教教！！！！””””他们的主就启示他他们的主就启示他他们的主就启示他他们的主就启示他

们说们说们说们说：：：：““““我我我我誓誓誓誓必毁必毁必毁必毁灭灭灭灭不义者不义者不义者不义者，，，，[14][14][14][14]我我我我誓誓誓誓必必必必使你们使你们使你们使你们在在在在他们他们他们他们毁毁毁毁灭灭灭灭

之后之后之后之后居居居居住住住住他们的地他们的地他们的地他们的地方方方方。。。。这是这是这是这是畏惧站在畏惧站在畏惧站在畏惧站在我我我我面面面面前前前前（（（（受受受受审讯审讯审讯审讯）））），，，，而而而而

且且且且畏惧畏惧畏惧畏惧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恫吓恫吓恫吓恫吓者所得者所得者所得者所得享享享享受的受的受的受的。。。。””””】】】】

①①①①
    

第二：有力地遵守各项法律和命令，不落后，也不胆

怯，清高的真主对穆萨 说： 

ُ �: قا� تعا�
َ
H َتبَْنا

َ
�	َ  Iِ  Çِوَا

ْ
ل
َ
5ٍ  ُ��  ِمن األ ْوِعَظةً  َ¼ْ ل�ُ��  َ	َيْفِصيالً  م1

 ٍ5 ³ٍ  فَُخْذَها َ¼ْ ُمرْ  بُِقو1
ْ
  قَْوَمَك  	َ�

ْ
ُخُذ	ا

ْ
ْحَسنَِها يَأ

َ
�ِ  بِأ

ُ
َفاِسِق\َ  يُكْم 8َا�َ َسأ

ْ
 �ال

�T�ألعر�145سو�� . 
【【【【[145][145][145][145]我曾为他我曾为他我曾为他我曾为他在在在在法法法法版版版版中中中中制制制制定定定定各种教各种教各种教各种教训训训训和各种解和各种解和各种解和各种解释释释释：：：：

““““你你你你要要要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它它它它，，，，并命令你的并命令你的并命令你的并命令你的宗宗宗宗族遵循族遵循族遵循族遵循其中最其中最其中最其中最美美美美的的的的条条条条例例例例，，，，我我我我

将昭将昭将昭将昭示你们示你们示你们示你们作恶作恶作恶作恶者的者的者的者的家家家家园园园园。。。。””””】】】】

②②②②
真主通过我们的使者穆罕默

                                                        ①《伊布拉欣章》第 13-14 节 ②《高处章》第 14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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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之口提到：当时他与以色列的后裔缔约，伟大崇高的

真主说： 

َخْذنَا�
َ
� 
ْ
و�َ  فَْوقَُكمُ  َ	َ�َفْعَنا ِميَثاقَُكمْ  َ	;ِ¦ Dالط  

ْ
³ٍ  َما ُخُذ	ا  �تَيَْناُكم بُِقو1

 
ْ
ُكُر	ا

ْ
ُكمْ  فِيهِ  َما 	َا¦

1
 .63سو�� �Cقر�� �َيت1ُقو(َ  لََعل

【【【【[[[[66663]3]3]3]当当当当时时时时，，，，我我我我与与与与你们你们你们你们缔约缔约缔约缔约，，，，并并并并将将将将山山山山树树树树立立立立在在在在你们的上你们的上你们的上你们的上

面面面面，，，，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坚坚坚坚守守守守我所我所我所我所赐赐赐赐你们的经你们的经你们的经你们的经典典典典，，，，并且当并且当并且当并且当牢牢牢牢记记记记其中的其中的其中的其中的律律律律

例例例例，，，，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以便你们敬敬敬敬畏畏畏畏。。。。】】】】

①①①①
超绝万物的真主命令叶哈雅应当坚

持和遵守经典。清高的真主说： 

�  يَا � :قا� تعا�َ ِكَتاَ!  ُخذِ  َ�ْ
ْ
³ٍ  ال ُْكمَ  َ	�تَيَْنا+ُ  بُِقو1 ْvا  Èسو�� �اَصبِي

 12مريم�

【【【【[12][12][12][12]““““叶叶叶叶哈哈哈哈雅雅雅雅啊啊啊啊！！！！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你应当坚持坚持坚持坚持经经经经典典典典。。。。””””他他他他在在在在童年童年童年童年时时时时代代代代

我已我已我已我已赏赐赏赐赏赐赏赐他他他他智智智智慧慧慧慧。。。。】】】】

②②②②
这是命令尽最大能力地遵守经典，同

样也是面向所有的法律和命令，也是面对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此，应当尽力地遵守之；人类不懒散也不松懈地履行它，

从而可以实现个人及其民族的利益。 

第三：努力获取各种媒介，托靠清高全能的真主。他

的托靠不会阻碍他获取任何媒介，所以，当一个人对主的

使者 说： 

 .(عقلها 0توÕ: قا�ناقÖ 0(تو�Õ  (�سُل   �قا� �جل للرسو� 

“我托靠真主，放任我的骆驼吗？”使者说使者说使者说使者说：：：：““““你你你你拴住拴住拴住拴住

                                                        ①《黄牛章》第 63 节 ②《麦尔彦章》第 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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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它它它，，，，然然然然后后后后再再再再托托托托靠靠靠靠真主真主真主真主。。。。””””

①①①①
他命令那个人寻找媒介，然后托

靠真主。 

第四：喜爱我们努力的结果，同样也喜爱前定中的灾

难，因为穆斯林知道，自己所遭遇的都不是错误的，错误

的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为此，各种灾难与错误的努力不

会把他推向沮丧，无能和懒惰。 

这个以及它之前的命令，只会使穆斯林英勇刚毅，不

畏惧任何恐惧，吓不倒地勇敢，并赋予他在其它的工作中

的安稳，因为他坚定的诚信真主是大能者，他是唯一的援

助者，他是援助成功者，指明正道者。 

第五：谨防疏忽真主的命令。如果人类不遵守真主的

命令，他们就会违背真主的众使者，这时痛苦的刑罚就会

降临他们，这是真主的永不落后的常规，当然，它会因为

只有全能的真主才知道的哲理而推迟。 

ِينَ �
1
Fقَاَ_ ا	َ  

ْ
ُْخرَِجن�1ُكم لِرُُسلِِهمْ  َكَفُر	ا

َ
نْ  } 	ْ  م�

َ
ْ�ِضَنآ �

َ
َُعو8ُ(1  �

َ
<  Iِ 

تَِنا
1
ْ	َ�  ِمل

َ
ِْهمْ  فَأ

َ
الِِم\ َ�بDُهمْ  �ِ� ُْهلَِكن1 الظ1

َ
Kَ�ْ  َ	لَنُْسِكَنن�1ُكمُ . }

َ
َنْعِدِهْم  ِمن األ

  لَِمنْ  َ¦لَِك 
َ
áَمَقاِ�  َخا  

َ
áََخا	َِقيدِ  	هيمسو��  ��برp�14,13. 

【【【【[13][13][13][13]不信道者对他们不信道者对他们不信道者对他们不信道者对他们族族族族中的使者说中的使者说中的使者说中的使者说：：：：““““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誓誓誓誓必把必把必把必把你你你你

们们们们驱驱驱驱逐逐逐逐出出出出境境境境，，，，或者你们或者你们或者你们或者你们誓誓誓誓必必必必改改改改信我们的信我们的信我们的信我们的宗宗宗宗教教教教！！！！””””他们的主就他们的主就他们的主就他们的主就

启示他们说启示他们说启示他们说启示他们说：：：：““““我我我我誓誓誓誓必毁必毁必毁必毁灭灭灭灭不义者不义者不义者不义者，，，，[14][14][14][14]我我我我誓誓誓誓必必必必使你们使你们使你们使你们在在在在他他他他

                                                        ①《伊本汉巴尼圣训集》2/510，《提勒秘日圣训集》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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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们们们毁毁毁毁灭灭灭灭之后之后之后之后居居居居住住住住他们的地他们的地他们的地他们的地方方方方。。。。这是这是这是这是畏惧站在畏惧站在畏惧站在畏惧站在我我我我面面面面前前前前（（（（受受受受审审审审

讯讯讯讯）））），，，，而且而且而且而且畏惧畏惧畏惧畏惧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恫吓恫吓恫吓恫吓者所得者所得者所得者所得享享享享受的受的受的受的。。。。””””】】】】

①①①①
荣耀和崇高真

主告诫活人前人的归宿，他说： 

فَلَمْ   �:قا�
َ
Iِ  Kِ�ْ  يَِسMُ	ا �

َ
ِينَ  Éَقَِبةُ  َكْيَف َ¢(َ  َفَينُظُر	ا األ

1
Fِمن ا 

رَ  َقْبلِِهمْ  َ�فِِرينَ  َعلَْيِهمْ اُهللا  8َم1
ْ
ْمَثالَُها َ	لِل

َ
 .�10$مدسو��  ��

【【【【[1[1[1[10000]]]]难难难难道他们没有道他们没有道他们没有道他们没有在在在在大地上大地上大地上大地上旅旅旅旅行行行行，，，，以以以以观察观察观察观察前前前前人的人的人的人的结结结结

局局局局是是是是怎怎怎怎样的样的样的样的吗吗吗吗？？？？真主又真主又真主又真主又毁毁毁毁灭灭灭灭了他们了他们了他们了他们。。。。不信道的人们不信道的人们不信道的人们不信道的人们，，，，将将将将有有有有

同同同同样的样的样的样的结结结结局局局局。。。。】】】】

②②②②
世间的一切堕落，都是由于违背众使者的

命令所致。清高的真主说： 

َفَسا8ُ  �:قا� تعا�
ْ
Iِ  �Ôَ  َظَهر ال

ْ
َْحرِ  ال

ْ
يِْد� بَِما 	َا 

َ
 ا}1اِ�  َكَسَبْت �

� َنْعَض  ِ�ُِذيَقُهمِ
1
Fُهمْ  َعِملُوا ا

1
 .41سو�� �لر�Y0 �يَرِْجُعو(َ  لََعل

【【【【[41][41][41][41]灾灾灾灾害害害害因众人所因众人所因众人所因众人所犯犯犯犯的的的的罪恶罪恶罪恶罪恶而而而而显现显现显现显现于大于大于大于大陆陆陆陆和和和和海海海海洋洋洋洋，，，，

以至真主使他们以至真主使他们以至真主使他们以至真主使他们尝尝尝尝试试试试自己的行为的一自己的行为的一自己的行为的一自己的行为的一点点点点报报报报酬酬酬酬，，，，以便他们以便他们以便他们以便他们悔悔悔悔

悟悟悟悟。。。。】】】】

③③③③
 

第六：警惕丧失实力。致使实力丧失的因素有两种： 

其一：分歧与分裂。清高的真主说： 

  َ	الَ  �:قا� تعا�
ْ
  َيَناَ�ُعوا

ْ
  َ	تَْذَهَب  َفَتْفَشلُوا

ْ
	ا ُÔَِاْص	اَهللا  �ِ(1  �ِ�ُُكْم 

ابِِرينَ  َمعَ   .�46�ألنفا�سو��  �الص1
【【【【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你们不要要要要纷纷纷纷争争争争，，，，否否否否则则则则，，，，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必定必定必定必定胆怯胆怯胆怯胆怯，，，，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实实实实力力力力

                                                        ①《伊布拉欣章》第 13-14 节 ②《穆罕默德章》第 10 节 ③《罗马章》第 4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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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消必定消必定消必定消失失失失；；；；你们应当你们应当你们应当你们应当坚坚坚坚忍忍忍忍，，，，真主确是真主确是真主确是真主确是同同同同坚坚坚坚忍忍忍忍者者者者同在同在同在同在的的的的。。。。】】】】

①①①①
这

里的实力指的是战争的实力

②
。分歧导致实力消失，致使衰

弱，这是社会方面；至于个人方面，在决定之后，真主确

已让人警惕踌躇不定。清高的真主说： 

ْمرِ  Iِ  َ	َشا	ِْ�ُهمْ   �:تعا�� قا
َ
ْ  فَإَِ¦ا األ اَهللا  �ِ(1 اهللاِ  uََ  َعَزْمَت َفَتَو�1

 Dُ�ِب  َ\ِ �Êُمَتَو
ْ
 .159سو�� ?� عمر�<� �ال

【【【【你当你当你当你当与与与与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商商商商议议议议公事公事公事公事；；；；你你你你既决既决既决既决计计计计行事行事行事行事，，，，就当信就当信就当信就当信托托托托真真真真

主主主主。。。。真主的确喜爱信真主的确喜爱信真主的确喜爱信真主的确喜爱信托托托托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

③③③③
 

其二：因为武力和财富而受骗上当，这将导致放弃托

靠真主，也相对地导致轻敌，清高全能的真主对他的先知

及其弟子们说： 

  ُحَنْ\ٍ  َ	يَْوTَ  � :0تعا� سبحانهقا� 
ْ
ْعَجَبْتُكمْ  �ِ¦

َ
تُُكمْ  � َ

ْ
ªفَلَْم ُيْغنِ  َك 

Kُ�ْ بَِما َعلَْيُكمُ  َ	َضاقَْت  َشيًْئا َعنُكمْ 
َ
ُْتم ُعم1  �َُحَبْت  األ

1
ْدبِِرين َ	� Dُعم1 . م 

نَزَ_ 
َ
ُمْؤِمنِ\َ  َ	uََ  َ�ُسوHِِ  َسِكينََتُه uََ اُهللا  �

ْ
 . ��26,25�fوبة�سو �ال

【【【【[25][25][25][25]许多许多许多许多战战战战场场场场上和上和上和上和侯侯侯侯奈奈奈奈因之因之因之因之役役役役，，，，真主确已真主确已真主确已真主确已援助援助援助援助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当当当当时时时时，，，，你们自你们自你们自你们自夸夸夸夸人众人众人众人众，，，，但人但人但人但人数数数数虽众虽众虽众虽众，，，，对你们却无对你们却无对你们却无对你们却无裨裨裨裨益益益益；；；；地地地地

面面面面虽虽虽虽广广广广，，，，但你们但你们但你们但你们觉觉觉觉得无地自容得无地自容得无地自容得无地自容，，，，终终终终于于于于败败败败北北北北。。。。[2[2[2[26666]]]]后来后来后来后来，，，，真真真真

主主主主把把把把宁宁宁宁静静静静降于其使者和信士们降于其使者和信士们降于其使者和信士们降于其使者和信士们，，，，并降下你们所并降下你们所并降下你们所并降下你们所未未未未见见见见的的的的军队军队军队军队，，，，

                                                        ①《战利品章》第 46 节 ②《布哈里圣训集注释》6/163 ③《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5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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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他他惩惩惩惩治治治治了不信道者了不信道者了不信道者了不信道者，，，，那是不信道者的那是不信道者的那是不信道者的那是不信道者的报报报报酬酬酬酬。。。。】】】】

①①①①
 

然后告知了关于部分古代民族的最后命运，他们因自

身的能力和财势而高傲自大，但是对于真主的刑罚，他们

的能力和财势不能裨益丝毫。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	لَمْ  � :سبحانهقا� 
َ
�ْ  Iِ  يَِسMُ	ا �

َ
ِينَ  Éَقَِبةُ  َ¢(َ  َكْيَف  َفَينُظُر	ا Kِ األ

1
Fا 

َشد1  َ	َ�نُوا ِمن َقْبلِِهمْ 
َ
³ً  ِمْنُهمْ  � Iِ 5ٍ  ِمن ِ�ُْعِجزَ+ُ اُهللا  َ¢(َ  َ	َما قُو1 ْ¼َ  Jَِا	َما  الس1

Iِ  Kِ�ْ  َ	ال
َ
 .44سو�� فاطر� �قَِديرًا َعلِيًما َ¢(َ  �ِن1هُ  األ

【【【【[44][44][44][44]难难难难道他们没有道他们没有道他们没有道他们没有在在在在大地上大地上大地上大地上旅旅旅旅行行行行，，，，以以以以观察观察观察观察前前前前人的人的人的人的结结结结

局局局局是是是是怎怎怎怎样的样的样的样的吗吗吗吗？？？？前前前前人比他们的人比他们的人比他们的人比他们的势力势力势力势力更更更更大大大大。。。。真主是天地间真主是天地间真主是天地间真主是天地间任任任任

何何何何物不能使他无物不能使他无物不能使他无物不能使他无奈奈奈奈的的的的，，，，他确是全知的他确是全知的他确是全知的他确是全知的，，，，确是全能的确是全能的确是全能的确是全能的。。。。】】】】

②②②②
 

                                                        ①《忏悔章》第 25-26 节 ②《创造者章》第 4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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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论题第六个论题第六个论题第六个论题：：：：宽容违法乱纪者宽容违法乱纪者宽容违法乱纪者宽容违法乱纪者    

心灵坚忍亲近自己的人，忍受他的无知，宽容他的无

礼，宽容他不佳的表现，并善待他，即使他是不义的也

罢……这在人们的习惯中并非罕见；至于内心坚忍敌对自

己的人，公平地对待他，忍受他的侵害，原谅他，善待他，

怜悯他等等……只有纯洁的心灵才能超越这些，但在人类

史上，除了遵循真主所规定并号召人们遵行的道路者之外，

并没有人了解这些，而伊斯兰是真主制定的制度和道路，

它确已包含了以最完美、最高尚的方式与犯罪者交往；针

对遏制犯罪和善待犯罪者，在《古兰经》与正确《圣训》

的教导中有许多美好的典范和最好的例子，其中有： 

与敌人也当公正，即使他属于暴虐者或不义者也罢！

清高的真主说： 

( قَْوTٍ  َشَنآ(ُ  َ�ِْرَمن1ُكمْ  َ	الَ   �:تعا� قا�
َ
مْ  �

ُ
�	 Dَعنِ  َصد  ِTَرَا

ْ
vَمْسِجِد ا

ْ
 ال

)
َ
�  

ْ
  َيْعَتُد	ا

ْ
uَ  �Ôَ  َ	َيَعاَ	نُوا

ْ
 uََ  َ	الَ  	َا>1ْقَو� ال

ْ
مِ  َيَعاَ	نُوا

ْ
ُعْد	َا(ِ  اِإلث

ْ
  	َال

ْ
 	َاي1ُقوا

ِعَقاِ!  اَهللا َشِديدُ  اَهللا �ِ(1 
ْ
 .�2�Fائد�سو��  � ال

【【【【有人曾有人曾有人曾有人曾阻阻阻阻止止止止你们进你们进你们进你们进禁禁禁禁寺寺寺寺，，，，你们绝不你们绝不你们绝不你们绝不要要要要为为为为怨怨怨怨恨恨恨恨他们而他们而他们而他们而

过分过分过分过分。。。。你们当为正义和你们当为正义和你们当为正义和你们当为正义和敬敬敬敬畏畏畏畏而而而而互互互互助助助助，，，，不不不不要要要要为为为为罪恶罪恶罪恶罪恶和和和和横暴横暴横暴横暴而而而而

互互互互助助助助。。。。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你们当敬敬敬敬畏畏畏畏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因为真主的因为真主的因为真主的因为真主的刑罚刑罚刑罚刑罚确是严确是严确是严确是严厉厉厉厉的的的的。。。。】】】】

①①①①
你

                                                        ①《筵席章》第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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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这节包含正确教导的经文是什么时候降示的吗？！它

是在多神教徒阻止先知 及其尊贵的弟子们环游天房，以

及在天房跟前崇拜真主之后降示的；你看真主是如何对他

的使者 及其弟子们的伟大教导，和决定性的命令公正，

并警告他们不要让仇恨驱使他们对自己的敌人超越了法

度！请看这节经文的结语是什么：必须敬畏真主，并提醒

人们真主的惩罚是严厉的。伊本杰利利注释这节经文的意

思是：“信士们啊！不要因为一伙人阻止你们进入禁寺而促

使你们违背真主的裁决，超越真主禁止你们的法度，但你

们必须服从真主的命令，不论你们喜欢与否。”

①
这是与犯

罪者的正义，不是继承的屈辱和屈服；因为全能的真主规

定履行各项权利，鼓励宽恕他人，正如在“公正”这一论

题中提到他是喜爱公正的主宰。 

伊斯兰规定对违法乱纪者公正的同时，还规定了穆斯

林应当引导其他的人，以便他们参与这个伟大的福利，因

为这个最后的使命是降示给全人类的，而不是某个人，或

某种族，或某国家私有的。清高的真主命令他的先知 对

全人类说： 

فDَها قُْل يَا�
َ
  ا}1اُ�  ك

�
Úِ�  _ُُْكمْ اهللاِ  َ�ُسو  .158سو�� �ألعر�ãَ � �Tِيًعا �ِ�َ

【【【【[158][158][158][158]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众人众人众人众人啊啊啊啊！！！！我确是真主的使者我确是真主的使者我确是真主的使者我确是真主的使者，，，，他派我他派我他派我他派我

                                                        ①《古兰经注释荟萃》6/66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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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教来教来教来教化化化化你们全你们全你们全你们全体体体体。。。。””””】】】】

①①①①
    

这与基督 同一个女人请求他治愈自己女儿的立场

对比是不一样的，这个立场就像在《福音书》中叙述的那

样：“当时有一个妇人，她有一精神不洁（魔鬼附体）的女

儿，当她听到有关耶稣的消息后，就来俯伏在他脚前；她

不是犹太人，是叙利亚腓尼基族的希腊人。她请求耶稣赶

走附在她女儿身上的魔鬼；耶稣对她说：‘你让孩子们先吃

饱，因为拿孩子的面包丢给狗吃不好’。”

② 

在《马太福音》中提到：“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

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到猪跟前，以免它的蹄子践踏了它，然

后它转过身来咬你们。”

③ 

在这个地方并没有指责基督，他当时的使命是专门针

对以色列后裔的，并非针对全人类的，犹如马太引述他限

定了自己使命的范围，他说：“耶稣派遣这十二个人出去并

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

你们不要进。”

④ 

正如使者 开始宣传伊斯兰那样，他命令我们宽容违

反者，当他无知时；宽容地对待他，当他愚昧时；使者

                                                        ①《高处章》第 158 节 ②《马可福音》7：26-27 ③《马太福音》7：6 ④《马太福音》10：5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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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犹太学者宰德•本•赛阿奈——他当着众圣门弟子（愿主

喜悦他们）的面冒犯使者 ——的立场，如果你想知道这

一立场严重性的程度，你不要忘记了这里的穆罕默德 他是

真主的使者，是国家的元首，是他的众弟子的首领，这种

冒犯不是来自于他们的同族，而是来自于他们不同的信仰

者，与此同时，他确是以宽容的方式去引导他皈依伊斯兰，

圣训学家们引述了这个奇妙故事的详细内容。阿布杜拉•本

•色拉姆的传述，他说： 

 ٍYِهللا بِْن َسال�َهللا عز 0 :قا� َقْن َقبِْد � >̈pِيِْد بِْن َسْعنََة�oَ ُهَد� Dَ��َ
َ
 جل لَ̈ما (

 0ََقْد َعَرْفتَُها ِ� 0َْجِه ُ$َ̈مٍد : ا� oَيُْد ْنُن َسْعنَةَ ق
¨
ٌ@ pِال � �َما ِمْن َعالَماaِ �=·بُ̈وِ� َ¿ْ

 �ثْنَتَ 
¨
ِْه� pِال

َ
¡pِ aَُغَظْر jَُْهَما ِمنْهُ ِحzُْخ

َ
ُمُه َجْهلَ : jِْ لَْم (

ْ
ُه� 0َال تَِزيُد ِش̈د�ُ يَْسِبُق ِحل

َمُه ِمْن 
ْ
ْعرTَِ ِحل

َ
َخاِلَطُه� فَأ

ُ
) >ْ

َ
ُ أل ُطُف �َ

ْ
ل
َ
� َفُكنُْت (

ً
َما

ْ
َْهِل َعلَيِْه pِال ِحل

ْ
É�
· بن  �َفَخَرnَ �َُسوُ� �ِهللا : قا� oَيُْد ْنُن َسْعنَةَ .ِلِه َجهْ  ُُجَر�aِ 0ََمَعُه َِ

ْ
L� ِمَن 

ً
يَْوَما

ِ; َطاِلٍب 
َ
تَ �(

َ
� َفَقاَ� � فَأ ََد1ِ0® ْCÏَ ِحلَِتِه�َُجٌل َ£َ َ�� Sُا:  �َØُْب >̈pِ ِهللا��يَا �َُسوَ� 

تَاُهُم 
َ
ْسلَُمو� (

َ
) >ِْp نُْت َح̈دَعتُْهْمÅُ0َ �Yِإلِْسال�ِ�  �َخلُوDََ0 ��ْسلَُمو

َ
قَْرَيَة بَِ� فُالٍ< قَْد (

َصاَنتُْهْم َسنٌَة 0َِشد̈ 
َ
� 0َقَْد (

ً
cُoْ �ََغَد� ْخÙَ يَا �َُسوَ� �لر®

َ
نَا (

َ
َغيِْث� فَأ

ْ
ٌ� 0قُُحوÚٌ ِمَن �ل

ِْهْم 
َ

¡ِp تُرِْسَل >ْ
َ
يَْت (

َ
� فَِإْ< َ�(

ً
 َكَما Dََخلُو� ِفيِه َطَمَعا

ً
ْ< Ûَْرُُجو� ِمَن �إلِْسالYِ َطَمَعا

َ
�ِهللا (

��َ
ُ
 َجانِِبِه (

َ
�pِ َُجٍل� 

َ
�pِ َت� َفَنَظَر

ْ
ٍ@ تُِعينُُهْم بِِه َفَعل ْÜَِب 

ً
يَا �َُسوَ�  :� َفَقاَ� �Sُ َعِل̈يا

�@ٌ ُت  :قا� oَيُْد بن َسْعنَةَ  �ِهللا� َما بAََِ ِمنُْه َ¿ْ
ْ
ِْه� َفُقل

َ
¡ِp aُْيَا ُ$َ̈مُد� َهْل لََك  :فََدنَو

َذ� ��
َ
Å0َ �ْجِل َكَذ

َ
) 

َ
�pِ >ٍِمْن َحائِِط ب� فُال 

ً
 َمْعلُوَما

ً
ْ< تَِبيَعِ� َيْمَر�

َ
 :َفَقاَ_  (

当伟大尊严的真主意欲引导宰德•本•赛阿奈时，宰德•

本•赛阿奈说：“所有先知的迹象，我确已从穆罕默德 的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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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上都知道了，当我观看

①
他的时候，只有两件事情我没有

从他那里了解到：他的宽容优先于无知，对于特别无知的

只会增加他的宽容，我和蔼地与他交往，因为与他交往我

可以知道他对无知的宽容。”宰德•本•赛阿奈又说：“有一

天，主的使者 走出房间，随着他的有阿里•本•艾布塔利

布，一个像贝杜因人的男子骑着骆驼来到他跟前说：‘主的

使者啊！布苏拉是某人后裔的村庄，居民都确已皈依并加

入伊斯兰，我曾经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加入伊斯兰，就会

有丰富的给养到于他们，现在他们确已遇到了严重的灾年，

干旱无雨，主的使者啊！我害怕他们贪婪地背叛伊斯兰，

就像他们曾经贪婪地加入其中一样，您认为如果您可以送

一些东西去帮助他们，您就做吧！’”然后他看了一下身旁

的男子阿里，阿里说：“主的使者啊！没有剩下任何东西。”

宰德•本•赛阿奈说：我靠近他。然后我说：“穆罕默德啊！

您有某某后裔的果园里著名的椰枣在某某期限内卖给我

吗？”他说他说他说他说：：：： 

  َ	 h D�َذاh َ	ال تَُس�� ال يَا َفُهو8ِ ْجِل َكَذا َ	�َ
َ
� 
َ
=ِ� 
ً
نِيُعَك َيْمرَاً َمْعلُوَما

َ
لَِك�� �

                                                        ①犹太学者宰德询问的先知迹象，他从《新约》和《旧约》中已经知道了，那是因为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信息在他们的圣经中一直都有记载，在许多皈依伊斯兰的犹太学者和基督教学者编著的有关这方面的诸多作品中都提到了这些明文，从这些书中有：《驳斥的犹太教徒哑口无言》作者：摩洛哥的塞姆瓦利，《信仰和国家证明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圣迹》作者：阿里·本·伦班·艾勒泰柏利，《智慧的珍品》作者：安瑟伦·图尔米达，在他皈依伊斯兰之后改名为阿布杜拉·塔尔洁曼，《圣经中的穆罕默德》作者：阿布杜勒艾哈德·达吾德，这些人曾经都是犹太人或基督徒，后来皈依了伊斯兰，然后编著了这些作品。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伊斯兰的文化价值观  
196 

h)ٍُت  َحائَِط بَِ� فُال
ْ
ْقَطيْتُُه َعَماِغjَ ِمثَْقاال  :قُل

َ
ْطلَْقُت ِهْميَاِ�� فَأ

َ
َغَعْم� َفَباَفَعِ� فَأ

َذ�� 
َ
Å0َ �ْجِل َكَذ

َ
) 

َ
�pِ Yٍلرُ̈جَل� َفَقاَ� ِمْن َ~َهٍب ِ� َيْمٍر َمْعلُو�ْقَطاَها 

َ
(عجل �عد�  :فَأ

ِعنُْهْم بَِها� َفَقاَ� oَيُْد بن َسْعنَةَ 
َ
0ْ  فَلَ̈ما Ïَ<َ  :َعلَيِْهْم 0َ(

َ
) ِjَْجِل نِيَْوَم

َ
َقبَْل َ$َل® �أل

0معه (بو بكر 0عمر 0عثما< � نفر من (صحابه  �ثَال�Ãٍ خرn �سو� �هللا 
َخْذaُ بَِمَجاِمِع قَِميِصِه فلما ص� £ �ÉناD0 �oنا من جد

َ
تَيْتُُه فَأ

َ
�� ¡جلس� (

 ُ
َ

ُت �
ْ
ِْه بِوَْجٍه َغِليٍظ� َفُقل

َ
¡pِ aُئِِه� 0ََغَظْر�Dَِ�0َ:  ِهللا َما�فََو �� ®Aال َيْقِضيَِ� يَا ُ$َ̈مُد َح

َ
)

َطِتُكمْ 
َ
َقْد Ïََ< ِ± بُِمَخال

َ
ُم̈طِلِب لََمْطٌل� 0َل

ْ
  َعِلْمتُُكْم ب� َقبِْد �ل

َ
�pِ aَُعِلٌم� 0ََغَظْر

�SِِØَ َفَقاَ� 
ُمْستَِديِر� ُع̈م َ�َماِ� بِبَ

ْ
َفلَِك �ل

ْ
يَا  :ُقَمَر� ¹0ََِ~� َقيْنَاSُ تَُد0َ��ِ< ِ� 0َْجِهِه Ïل

َيُقوُ� لِرَُسوِ� �ِهللا 
َ
�َ�� �َعُد0̈ �ِهللا� (

َ
ْسَمُع� 0َتَْصنَُع بِِه َما (

َ
َ ! َما (

ْ
L1 َنَعَثُه بِا ِ

¨
È�ق® فََو

َحاِ~ُ� فَْوتَُه 
ُ
بُْت لَْوال َما ( َáََِهللا  ل�َسَك� �0ََُسوُ� 

ْ
)�َ âُِْقَمَر ِ�  �بَِسي 

َ
�pِ َفنُْظُر

 :قا_ ُعم1 !. ُسُكوٍ< 0تُؤDٍََ� 0تبسم
     ““““不不不不，，，，犹犹犹犹太太太太人人人人啊啊啊啊！！！！但是我但是我但是我但是我可可可可以以以以在在在在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期限期限期限期限内内内内卖卖卖卖给给给给你你你你

著著著著名的名的名的名的椰枣椰枣椰枣椰枣，，，，而它不而它不而它不而它不被被被被称称称称为为为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后后后后裔裔裔裔的的的的果园里果园里果园里果园里的的的的椰枣椰枣椰枣椰枣。。。。””””我

说：“好的。”然后他与我结了约，我解下腰带上的钱袋，

给了他八十砝码的黄金，在某某期限内买下了著名的椰枣，

他把黄金给予那个男子，并说：“你快点去公平地分给他们，

以此帮助他们吧！”宰德•本•赛阿奈说：在那个日期前的两

天或三天，主的使者 外出，随行的有艾布白克尔，欧麦

尔和欧斯曼等一行圣门弟子，当他参加完葬礼之后走向墙

边想坐下时，我走近他，抓住他的长衫和披风，我以粗暴

地面孔望着他，并对他说：“穆罕默德啊！难道您不想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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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权利吗？指主发誓，我不知道你们阿布杜勒蒙泰利布

的后裔中会有人阻止偿还他人的权利，这是在我与你们交

往中得知的。”然后我观看欧麦尔时，突然发现他的两眼（由

于愤怒）就像波涛中的船舶一样在他的脸上转动，然后他

把目光投向我，他说：“真主的敌人啊！你对主的使者 说

了我所听到的话，对他做了我所看到的事吗？！指以真理

派遣他的主发誓，假若我不是担心破坏穆斯林与犹太人之

间的盟约，我一定用我的剑砍下你的脑袋。”主的使者 看

欧麦尔沉默和安静后，他微笑了！。然然然然后他说后他说后他说后他说：：：：    

 َلMِْ هَ  
َ
=ِ� Üَْحَو

َ
نَا َ	ُهَو ُكن1ا �

َ
� hُمرَُ+ يَا ُقَمُر

ْ
8َاhِ5 	تَأ

َ
ُمَرéِ ِ~ُْسِن األ

ْ
ْ( تَأ

َ
� hَذا

يَن  ُهh َ	�8ِْ+ُ ِعْ�ِ ْعِطِه َحق1
َ
َهْب بِِه يَا ُقَمُر 	�

ْ
 ِمْن َيْمٍر َمَ�َ( ِ~ُْسِن ا>�َباَعِةh ا¦

ً
Éََصا

يَن َص  :oَيْدٌ قا_  عَتُهhَما�ُ  ِKِْع �ِDَ�oَ0َ � ®Aْقَطاِ� َح
َ
 ِمْن َيْمٍر� َفَذَهَب ِ; ُقَمُر� فَأ

ً
lَا

ُت 
ْ
َياDَُ� يَا ُقَمرُ َما هَ  :َفُقل َمَرãِ �َُسوُ� �ِهللا  :�� َفَقاَ� ِذSِ �لز®

َ
)�  >َÀََم Íَيَدoِ

َ
) >ْ

َ
)

ُت ما�
ْ
نَْت� َمنْ  ال� :قا� 0َيْعِرفُِ� يَا ُقَمُر �� :عتَُك� قُل

َ
ُت  (

ْ
نَا: قُل

َ
 َسْعنََة� ْننُ  oَيْدُ  (

�: قَاَ�  ُzَْ
ْ
L�  ُت

ْ
َ : قُل

ْ
L�� ُzْ  �َِهللا  :َقا�َت بِرَُسوِ� 

ْ
ْ< َفَعل

َ
) ÍَlَDَ َت  �َفَما

ْ
َت� 0َقُل

ْ
َما َفَعل

ُت 
ْ
َت�� قُل

ْ
ُ َما قُل

َ
ٌ@ pِال 0َقَْد َعَرْفتُُه ِ�  :� يَا ُقَمُر� لَْم تَُكْن ِمْن َعالَماaِ �=·بُ̈وِ� َ¿ْ

 �ثْنَ  �0َْجِه �َُسوِ� �ِهللا 
¨
ِْه� pِال

َ
¡pِ aَُغَظْر jَُْهَما ِمنْهُ ِحzُْخ

َ
jِْ لَْم (

ُمُه  :تَ
ْ
يَْسِبُق ِحل

 قَْد 
®

�
َ
ْشِهُدÍَ يَا ُقَمُر ك

ُ
� َفَقْد (ختzُْيُهَما� فَأ

ً
َما

ْ
َْهُل َعلَيِْه pِال ِحل

ْ
É� Sَُجْهلَُه� 0َال يَِزيُد

 
َ
) Íَْشِهُد

ُ
)0َ �

ً
 0َبُِمَح̈مٍد نَِب̈يا

ً
 0َبِاإلِْسالDِ Yِينَا

ً
  -̈< َشْطَر َماِ± �َِضيُت بِاِهللا َ�̈با

®
فَِإ�

æََُها َماال 
ْ
ك
َ
̈مِة ُ$َ̈مدٍ  -(

ُ
0ْ َ£َ َنْعِضِهْم� فَِإنَ̈ك ال تََسُعُهْم� : َفَقاَ� ُقَمرُ  َصَدقٌَة َ£َ (

َ
)

ُت 
ْ
 �َُسوِ� �ِهللا  :قُل

َ
�pِ يٌْدoَ0َ 0ْ َ£َ َنْعِضِهْم� َفرََجَع ُقَمُر

َ
ْ<  :� َفَقاَ� oَيْدٌ �(

َ
ْشَهُد (

َ
ا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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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مَن بِِه� 0ََص̈دقَُه� 
ُ

̈< ُ$َ̈مًد� َقبُْدSُ �0ََُسو�
َ
ْشَهُد (

َ
َ pِال �ُهللا 0َ(

َ
�ِp ُ0ََشِهَد َمَعُه 0ََباَفَعه �

 .»َمَشاِهَد َكِثÁًَ�� ُع̈م تُُوé® ِ� َغْز0َِ� َيبُوÍَ ُمْقِبال َلÁَْ ُمْدبِرٍ 
““““欧欧欧欧麦尔啊麦尔啊麦尔啊麦尔啊！！！！我和他都我和他都我和他都我和他都更更更更需需需需要要要要这之外的这之外的这之外的这之外的，，，，命令我命令我命令我命令我美好美好美好美好

地地地地完完完完成成成成使命使命使命使命，，，，命令他命令他命令他命令他美好美好美好美好地地地地追随追随追随追随，，，，欧欧欧欧麦尔麦尔麦尔麦尔！！！！你你你你带带带带着着着着他去他去他去他去交交交交

还还还还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权利权利权利权利，，，，并并并并多给多给多给多给他他他他二二二二十十十十沙沙沙沙阿椰枣阿椰枣阿椰枣阿椰枣作作作作为你为你为你为你让让让让他他他他害害害害怕怕怕怕的的的的补补补补

偿偿偿偿。。。。””””宰德说：欧麦尔带着我，给了我应享有的，并给我增

加二十沙阿椰枣，我问：“欧麦尔啊！增加的这些是干什么

的呢？”他说：“主的使者 命令我多给你作为我让你害

怕的补偿。”我说：“欧麦尔啊！你认识我吗？！”他说：“不

认识，什么让你对主的使者 做了你所做的，说了你对他

所说的事情呢？”我说：“欧麦尔啊！所有先知的迹象，我

确已从主的使者 的脸上都知道了，当我观看他的时候，

只有两件事情我没有从他那里了解到：他的宽容优先于无

知，对于特别无知的只会增加他的宽容，我确已考验了这

两件事情，欧麦尔啊！我请您见证：我确已喜爱真主为主

宰，喜爱伊斯兰为信仰，喜爱穆罕默德为先知；请您见证：

我的一半财产——我是财产最多的人——都将费用到穆罕

默德的民众上。”欧麦尔说：“或者是费用到他们的部分人

身上，你无法费用到全部的人身上”我说：“或者是费用到

他们的部分人身上。”然后欧麦尔和宰德回到主的使者

跟前，宰德说：“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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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作证：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和使者，我归信他。”宰

德坚信使者，向他宣誓效忠，并与他一起参加了许多战争，

最后在塔布克战役的冲锋陷阵而非逃跑时光荣牺牲。”

①
 

想想这个奇妙的故事，他又是如何结束的，来时是有

经验的，返回时是一个归顺的，生活在号召人们皈依真主，

遵循先知 圣行的状况下，直到归真，都在为主道的事业

而奋斗。 

阿布杜拉•本•欧斑耶•本•苏鲁利曾是伪信者之首，他

带头煽动人们违抗先知 ，曾出卖过先知，在吾侯德战役

之日，他带走了三分之一的战士

②
，当他去世后，使者 为

他举行了葬礼，并为他求饶恕。在正确的《圣训》中提到：

欧麦尔•本•罕塔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قا� Fا ماa عبد�هللا بن (; بن  عن عمر بن ��طا¼ �m �هللا عنه (نه
0ثبت p¡ه فقلت   ��هللا عليه فلما قاY �سو�  ¡ص�  �سلو� lD � �سو� �هللا 

قا� (عدDُ عليه  يا �سو� �هللا (تص� £ �بن (;� 0قدقا� يوY كذ� كذ� Å0ذ� Å0ذ�
�Ú : قا_فلما (كaæ عليه  !�خر ع� يا عمر: 	قا_ ����فتبسم �سو_ اهللا قو�� 

قا�  خJM فاخ°hJ لو �علم �u J8� )� Ú السبع\ يغفر H لزJ8 عليها
 .»ثم �نTØ � فص� عليه �سو� �هللا

当阿布杜拉•本•欧斑耶•本•苏鲁利死亡时，有人邀请

                                                        ①《圣训精选》9/446-448，《穆斯泰德莱克》3/700，哈克慕说：“这是一段传述线索正确的圣训”，《伊本汉巴尼圣训集》1/523，《白衣哈给圣训集》6/25 ②《阿布杜兰扎格集》5/365，《伟大的古兰经注释》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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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 为他举行葬礼，当主的使者 站起来要去

时，我拉住他的衣服说：“主的使者啊！您给伊本欧斑耶举

行葬礼吗？他在某日说了如此这般的话！”他说：当我反复

向他叙说伊本欧斑耶的事情时。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主的使者 微笑微笑微笑微笑着着着着说说说说：：：：““““欧欧欧欧

麦尔麦尔麦尔麦尔！！！！你你你你退退退退后一后一后一后一点点点点！！！！””””当我再次重复时，他说他说他说他说：：：：““““我确已我确已我确已我确已做做做做

了了了了选择选择选择选择，，，，我我我我选择选择选择选择了了了了给给给给他他他他举举举举行行行行殡殡殡殡礼礼礼礼，，，，如如如如果果果果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多多多多次次次次为其求为其求为其求为其求

饶饶饶饶，，，，他能得他能得他能得他能得到到到到赦赦赦赦免免免免的的的的话话话话，，，，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即即即即使使使使增增增增加七加七加七加七十次十次十次十次，，，，我也我也我也我也愿愿愿愿

意意意意。。。。””””欧麦尔说：“主的使者 在为他举行了葬礼之后就离

开了。”

①
使者 参加伊本欧斑耶的葬礼，并把自己的大衣

给他当做裹尸布，希望真主能减轻对他的惩罚。看看这一

伟大的品行，不屑于他人的罪行，忘记对自己伤害，这个

男子已经死亡并已被埋葬，他不能带来福利，更不能带来

伤害，但它是被拒绝的、骄傲的灵魂，只有高尚的、行善

的人才会善待他人，承受他们的伤害，宽容他们。 

宽容违法乱纪者，并不是一切对穆斯林有利的事情都

要宽容，但法律规定穆斯林可以怜悯他，拯救他免遭火狱

之灾。先知 曾经因为引导非穆斯林方面使自己超负荷地

承担重任；为此，伟大尊严的真主对他说： 

َك  �: جلعز 0قا� �هللا 
1
ا�ِِهمْ  غ1ْفَسَك uََ  بَاِخعٌ  فَلََعل

َ
مْ  �ِ( �ث

1
 يُْؤِمُنوا ل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4394 段，4/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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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يِث  بَِهَذا
ْ
vَسًفا ا

َ
 .6لكهف�سو�� � � �

【【【【[[[[6666]]]]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他们不信这他们不信这他们不信这他们不信这训训训训辞辞辞辞，，，，在在在在他们他们他们他们背背背背离离离离之后之后之后之后，，，，你或你或你或你或许许许许

为为为为悲悲悲悲伤伤伤伤而自而自而自而自杀杀杀杀。】。】。】。】

①①①①
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فَمن  �:سبحانه 0تعا� قا�
َ
ُ  ُ�ي�نَ  �

َ
H  ُ5اَهللا  َحَسًنا فَإِ(1  فََر�+ُ  َقَملِهِ  ُسو

 Dيََشا5 َمن يُِضل �اJٍ  َغْفُسَك َعلَْيِهمْ  تَْذَهْب  فَال يََشا5 َمن َ	يَْهِد َËَ1  َح)ِ� 

 .8سو�� فاطر� � ُعو(َ يَْصنَ  بَِما اَهللا َعلِيمٌ 
【【【【[8][8][8][8]为自己的为自己的为自己的为自己的恶恶恶恶行所行所行所行所迷迷迷迷惑惑惑惑，，，，因而因而因而因而认恶认恶认恶认恶为为为为善善善善者者者者，，，，象象象象真主真主真主真主

所引导的人所引导的人所引导的人所引导的人吗吗吗吗？？？？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必必必必使他所使他所使他所使他所意意意意欲者欲者欲者欲者误误误误入入入入迷迷迷迷途途途途，，，，必必必必使他所使他所使他所使他所

意意意意欲者欲者欲者欲者遵循遵循遵循遵循正道正道正道正道，，，，所以你不所以你不所以你不所以你不要要要要为为为为哀悼哀悼哀悼哀悼他们而他们而他们而他们而丧丧丧丧生生生生，，，，真主确真主确真主确真主确

是全知他们的行为的是全知他们的行为的是全知他们的行为的是全知他们的行为的。。。。】】】】

②②②②
在下面这条信息中为读者阐明了

他 对于引导违法乱纪者直到最后一刻。这是一个曾经曾经曾经曾经服服服服

务务务务过先知过先知过先知过先知 的犹的犹的犹的犹太太太太少少少少年年年年，，，，当他生当他生当他生当他生病时病时病时病时，，，，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去去去去探探探探望望望望他他他他，，，，

并并并并坐坐坐坐在在在在他的他的他的他的头头头头旁旁旁旁对他说对他说对他说对他说：：：： 

H _َاهللاُ : "قَا 
1
َ �ِال

َ
Hِ� 

َ
نِيه "قُْل ال

َ
) 

َ
�pِ Yُلُغال�َفَقاَ� . َفنََظَر   ُ

َ
بَا �لَقاِسمِ : �

َ
ِطْع (

َ
) .

 ُY
َ

ا �لُغال
َ
ْغَقَذ+ُ ِمَن ا}1ا�ِ : "����َفَقاَ_ ا}Dâ . َفَقا�

َ
� �ِ

1
Fْمُد هللاِ اvخا�1 "اC� S�0�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除真主之外除真主之外除真主之外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少

年看了一下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对他说：“你顺从艾布噶税

慕吧！”那少年就说了先知让他说的话。 

然后先知先知先知先知 说说说说：：：：““““一一一一切赞颂切赞颂切赞颂切赞颂全归真主全归真主全归真主全归真主，，，，他他他他拯救拯救拯救拯救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位位位位

                                                        ①《山洞章》第 58 节 ②《创造者章》第 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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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少少少年年年年免免免免遭遭遭遭火狱火狱火狱火狱之之之之灾灾灾灾。。。。””””

①①①①
 

在与没有停止的违法乱纪者的交往中，这种法定的方

法是宝贵的，在此简明的内容中无法长篇论述，但我们只

是提醒希望更多的了解其信仰、裁决、原则和价值观的读

者，从中有真主对侵犯者所规定的，他能够完全地执行自

己的权利，冒犯者是可以得到原谅的人，原谅和正义地改

善他——受害者的原谅。清高的真主说： 

ْثلَُها َسي�َئةٌ  َسي�َئةٍ  زَا5	َجَ �: قا� تعا� ْصلَحَ  َفَمنْ  م�
َ
ْجرُ+ُ  َقَفا 	َ�

َ
اهللاِ  uََ  فَأ

الِِم\َ  ُ�ِبD  ال �ِن1هُ   .40�لشو��� � الظ1
【【【【[4[4[4[40000]]]]恶恶恶恶行应得行应得行应得行应得同同同同样的样的样的样的恶报恶报恶报恶报。。。。谁谁谁谁愿愿愿愿恕饶而且和解恕饶而且和解恕饶而且和解恕饶而且和解，，，，真真真真

主主主主必报必报必报必报酬酬酬酬谁谁谁谁。。。。真主确是不喜爱不义者的真主确是不喜爱不义者的真主确是不喜爱不义者的真主确是不喜爱不义者的。】。】。】。】

②②②②
 

  Éََقْبُتمْ  َ	;ِ(ْ  �
ْ
ُيمْ  َ	لَِ�  بِهِ  ُعوقِْبُتم َما بِِمْثلِ  َفَعاقُِبوا ْÔَلَُهوَ  َص  ٌMَْخ 

ابِرينَ  لص1
�
 126�=حل� �ل

【【【【[12[12[12[126666]]]]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你们你们你们你们要报复要报复要报复要报复，，，，就应当就应当就应当就应当依依依依照照照照你们所受的你们所受的你们所受的你们所受的伤害伤害伤害伤害

而而而而报复报复报复报复。。。。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你们容你们容你们容你们容忍忍忍忍，，，，那对于容那对于容那对于容那对于容忍忍忍忍者是者是者是者是更更更更好好好好的的的的。。。。】】】】

③③③③
因此，

当使者 胜利地进入麦加之后，那些曾经迫害他，杀害他

的弟子们，并迫使他们从麦加迁徙的人都被带到他的面前，

当人们都集合在清真寺时，他对他们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

他说他说他说他说：：：：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290 段，1/455 ②《协商章》第 40 节 ③《蜜蜂章》第 1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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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صانعٌ  بُِكْمÛ: "قَاَ_  
�
Ú
َ
êٌ َكريٌم 0�بْن (êٍ كريمٍ خَ : َقالو� "َما تََرْ	َ( ك

َ
) ë�Áً .

لََقا5ُ : "قا_ Dْغُتُم الط
َ
َهُبوا فَأ

ْ
 "ا¦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认认认认为我为我为我为我将将将将会会会会如如如如何何何何处治处治处治处治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呢呢呢呢？？？？””””他们说：“你怎

么处治都是好的，你是一个慷慨的兄弟，一个慷慨的侄子。”

使者说使者说使者说使者说：：：：““““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吧吧吧吧！！！！你们都你们都你们都你们都被被被被赦赦赦赦免免免免了了了了。。。。””””

①
 

与违法乱纪者交往的立场，并不停止在这一点上，但

来自于真主的教导是善待那些没有向穆斯林宣战、也没有

驱逐他们离开家园的人。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ينَ  َعنِ اُهللا  َفْنَهاُكمُ  ال�: قا� سبحانه 0تعا�
1
Fمْ  لَمْ  ا

ُ
ينِ  Iِ  ُفَقاتِلُو�  ا��

م م�ن َ	لَمْ 
ُ
مْ  Öُْرُِجو�

ُ
( 8ِيَا�ِ�

َ
	ُهمْ  � DÔَُيْقِسُطوا َي	ِْهمْ  َ

َ
�ِ�  1)ِ�  Dُمْقِسِط\َ  اَهللا ُ�ِب

ْ
 �ال

 .8سو�� �Fمتحنة�

【【【【[8][8][8][8]未未未未曾为你们的信曾为你们的信曾为你们的信曾为你们的信仰仰仰仰而对你们而对你们而对你们而对你们作作作作战战战战，，，，也也也也未未未未曾曾曾曾把把把把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从从从从故故故故乡驱乡驱乡驱乡驱逐逐逐逐出出出出境境境境者者者者，，，，真主并不真主并不真主并不真主并不禁止禁止禁止禁止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怜悯怜悯怜悯怜悯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公公公公平平平平待待待待

遇遇遇遇他们他们他们他们。。。。真主确是喜爱公真主确是喜爱公真主确是喜爱公真主确是喜爱公平平平平者的者的者的者的。】。】。】。】

②②②②
伊本杰利利（愿主怜

悯他）说：“对此，最正确的主张应该是：‘我这样做是因

为真主并不禁止怜悯和公平地对待各个教派和宗教中那些

没有因为你们的信仰而对你们作战，也未曾把你们从故乡

驱逐出境的人’。”

③
 

在下面这幅画面中，使者完全地执行和应用了这种方

                                                        ①《白衣哈给圣训集》9/118 ②《受考验的妇人章》第 8 节 ③《古兰经注释荟萃》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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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阿斯玛•宾图•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她说： 

5® 0َِ¦َ  :عن (سما@ بنت (; بكر �m �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ت
ُ
قَِدَمْت َ¨ (

ٌة ِ� َقْهِد �َُسوِ� �هللا 
َ
Å ِKْهللا فَ  �ُم�ُت  �اْستَْفَتيُْت �َُسوَ� 

ْ
5® َقِدَمْت 0َِ¦َ : قُل

ُ
) >̈p

 � ®5
ُ
ِصُل (

َ
فَأ

َ
ِك «: قَاَ_ َ��ِغبٌَة� ( م1

ُ
� ِ̈  متفق عليه. »َغْعمh ِص

在主的使者 时代，我的母亲来看我，她当时还是一

个多神教徒，于是我去征求主的使者 的裁决。我说：“主

的使者啊！我的母亲来看我，她渴望我的接济，我可以接

济她吗？”他说他说他说他说：：：：““““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应接你应接你应接你应接济济济济你的你的你的你的母亲母亲母亲母亲。。。。””””

①
 

浏览先知 的生平，可以看到一些发生在他与犹太教

徒和基督徒之间的事件，提到这些态度和事件，但这篇论

文的总结并不包含它，不过，使者 对犹太教徒或基督徒

的立场，绝不是因为他们的种族主义或民族背景的态度。

的确，他曾有一位犹太青年服务员，他从他们那里购买和

出售，犹如我们从宰德•本•塞阿奈的故事中所知道的那样；

他 去世时，他的盔甲还被抵押在犹太人那里

②
。曾有犹

太学者参加他 的讲座，并谈论自己从《旧约》中发现的

真理，然后得到了先知 的证实。

③
 

同样，他对他们的立场也不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名称；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2477 段，2/924，《穆斯林圣训集》，第 1003 段，2/696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1963 段，2/696 ③《穆斯林圣训集》，第 2786 段，4/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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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穆沙和尔萨（愿主赐福他俩）所带来的信仰的基础和

原则，也就是穆罕默德 所带来的信仰，因为所有的使者（愿

主赐福他们）所带来的都是号召人们崇拜独一的真主，服

从被派遣的使者；但使者时代的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大多

数都违背了众先知和使者带来的真理，所以，使他们丢人

现眼，并驳斥了他们的谣言，揭露了嫌疑，犹如伟大的真

主所说： 

يَثاَقُهمْ  فَبَِما َغْقِضِهم�: جلعز 0قا�  َنا لَعن1اُهمْ  م�
ْ
قَاِسَيًة  قُلُوَبُهمْ  	ََجَعل

َ�ِمَ  ُ�َر�فُو(َ 
ْ
وَاِضِعهِ  َعن ال   م1

ْ
ا َ	نَُسوا Èَحظ  

ْ
ُر	ا
�
ا ُ¦ك م1 لِعُ  تَزَاُ_  َ	الَ  بِهِ  م� َ  َيط1 َuَ 

ْنُهمْ  آئَِنةٍ خَ  ْنُهُم فَاْقُف  قَلِيالً  �ِال1  م� ُمْحِسنِ\َ  اَهللا ُ�ِبD  �ِ(1  	َاْصَفحْ  َقْنُهمْ  م�
ْ
. ال

ِينَ  َ	ِمنَ 
1
Fا  

ْ
َخْذنَا نََصاَ�� �ِن1ا قَالُوا

َ
�  

ْ
ا ِميَثاَقُهْم فَنَُسوا Èا َحظ م1   م�

ْ
ُر	ا
�
ْغَرْيَنا بِهِ  ُ¦ك

َ
 فَأ

َ  بَيَْنُهمُ 
ْ
َعَداَ	³َ َ	ا 

ْ
  ْغَضا5ال

َ
=ِ�  ِTِقَياَمةِ  يَْو

ْ
  ال

َ
áََسْو	بَِمااُهللا  يُنَب�ُئُهمُ    

ْ
 �يَْصَنُعو(َ  َ¢نُوا

 .13,14سو�� �Fائد��
【【【【[13][13][13][13]只为他们只为他们只为他们只为他们破坏破坏破坏破坏盟约盟约盟约盟约，，，，我我我我弃弃弃弃绝了他们绝了他们绝了他们绝了他们，，，，并使他们并使他们并使他们并使他们

的的的的心心心心变成变成变成变成坚坚坚坚硬的硬的硬的硬的；；；；他们他们他们他们篡篡篡篡改改改改经经经经文文文文，，，，并并并并抛抛抛抛弃弃弃弃自己所受的一部自己所受的一部自己所受的一部自己所受的一部

分分分分劝劝劝劝戒戒戒戒。。。。除他们中的除他们中的除他们中的除他们中的少少少少数数数数人外人外人外人外，，，，你你你你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发发发发见见见见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奸诈奸诈奸诈奸诈，，，，故故故故

你当饶恕他们你当饶恕他们你当饶恕他们你当饶恕他们，，，，原谅原谅原谅原谅他们他们他们他们。。。。真主确是喜爱行真主确是喜爱行真主确是喜爱行真主确是喜爱行善善善善者的者的者的者的。。。。[14][14][14][14]

自自自自称称称称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教教教教徒徒徒徒的人的人的人的人，，，，我曾我曾我曾我曾与与与与他们他们他们他们缔约缔约缔约缔约，，，，但他们但他们但他们但他们抛抛抛抛弃弃弃弃自己所自己所自己所自己所

受的一部分受的一部分受的一部分受的一部分劝劝劝劝戒戒戒戒，，，，故故故故我使他们我使他们我使他们我使他们互相互相互相互相仇仇仇仇恨恨恨恨，，，，至于至于至于至于复复复复生生生生日日日日。。。。那那那那

时时时时，，，，真主真主真主真主要把要把要把要把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告告告告诉诉诉诉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①①①①
思考清高真主的言

                                                        ①《筵席章》第 13-1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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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除他们中除他们中除他们中除他们中极极极极少少少少数数数数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人】】】】，这节经文没有遍及每

一个人，而是描述和确定了宗旨。 

在下面的这节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古兰经》揭露

了他们远离真理，以及他们渴望阻止别人皈依真理的罪恶

立场。清高的真主说： 

ْهَل  يَا قُْل  �: قا� تعا�
َ
ِكَتاِ!  �

ْ
َشِهيٌد  اهللاُ 	َ اهللاِ  بِآيَاJِ  تَْكُفُر	(َ  لِمَ  ال

 َuَ ْهَل  يَا قُْل .  َيْعَملُو(َ  َما
َ
ِكَتاِ!  �

ْ
	(َ  لِمَ  ال Dَمنَ  َمنْ اهللاِ  َعن َسبِيلِ  تَُصد� 

نُتمْ  ِعوًَجا َيْبُغوَغَها
َ
ا بَِغافِلٍ اُهللا  َ	َما ُشَهَدا5 	َ� فDَها يَا. َيْعَملُو(َ  َقم1

َ
ِينَ  ك

1
Fا  

ْ
 �َمُنوَا

 فَِريًقا �ِ(
ْ
نَ  تُِطيُعوا ِينَ  م�

1
Fا  

ْ
	تُوا
ُ
ِكَتاَ!  �

ْ
م ال

ُ
�	D8فِِرين �ِيَمانُِكمْ  َنْعدَ  يَُر¢َ .

ْيَف 
َ
نُتمْ  تَْكُفُر	(َ  َ	�

َ
�َ	  îََعلَْيُكمْ  ُيْت  Jُاهللاِ  �يَا ُ

ُ
Hفِيُكْم َ�ُسو	َمن َ	َفْعَتِصم َ 

  ُهِد�َ  بِاهللاِ َفَقدْ 
َ
ْسَتِقيمٍ  ِ@َاٍ?  �ِ= D<�  � م�101 – 98سو�� ?� عمر. 

【【【【[98[98[98[98]]]]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信奉天经的人信奉天经的人信奉天经的人信奉天经的人啊啊啊啊！！！！真主是真主是真主是真主是见见见见证证证证你们的行你们的行你们的行你们的行

为的为的为的为的，，，，你们为什么不信真主的你们为什么不信真主的你们为什么不信真主的你们为什么不信真主的迹象呢迹象呢迹象呢迹象呢????””””[99][99][99][99]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信奉信奉信奉信奉

天天天天经的人经的人经的人经的人啊啊啊啊！！！！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既既既既是是是是见见见见证证证证，，，，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你们要要要要阻阻阻阻止止止止信道的人信道的人信道的人信道的人

入入入入真主的大道真主的大道真主的大道真主的大道，，，，并并并并想想想想暗暗暗暗示它是示它是示它是示它是邪邪邪邪道道道道呢呢呢呢？？？？真主真主真主真主决决决决不不不不忽忽忽忽视视视视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的行为的行为的行为的行为。。。。””””[1[1[1[100000000]]]]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信道的人们啊啊啊啊！！！！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你们你们你们你们顺顺顺顺从曾受天经的从曾受天经的从曾受天经的从曾受天经的

一部分人一部分人一部分人一部分人，，，，那么那么那么那么，，，，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将将将将使你们使你们使你们使你们在在在在信道之后信道之后信道之后信道之后变成变成变成变成不信道的不信道的不信道的不信道的

人人人人。。。。[1[1[1[100001]1]1]1]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听听听听见见见见别别别别人对你们宣读真主的人对你们宣读真主的人对你们宣读真主的人对你们宣读真主的迹象迹象迹象迹象，，，，使者使者使者使者

又又又又与与与与你们你们你们你们相相相相处处处处，，，，你们你们你们你们怎怎怎怎么不信道么不信道么不信道么不信道呢呢呢呢？？？？谁信谁信谁信谁信托托托托真主真主真主真主，，，，谁确已谁确已谁确已谁确已

被被被被引导于正路引导于正路引导于正路引导于正路。】。】。】。】

①①①①
 

                                                        ①《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98-10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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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这一切，伴随着违法乱纪者以及其他的人，公

正一直都是伊斯兰方针的美德，犹如清高的真主所说：  

ْهلِ  َ	ِمنْ  �:قا� تعا�
َ
ِكَتاِ!  �

ْ
َمْنهُ  �ِ( َمنْ  ال

ْ
+ِ  تَأ َْك  بِِقنَطاٍ� يَُؤ�8

َ
 َ	ِمْنُهم �ِ�

َمْنهُ  �ِ( م1نْ 
ْ
+ِ  ال1  بِِديَنا�ٍ  تَأ َْك  يَُؤ�8

َ
غ1ُهمْ  َ¦لَِك  قَآئًِما َعلَْيهِ  8ُْمَت  �ِال1 َما �ِ�

َ
 بِك

 
ْ
ي�َ\ َسبِيٌل  Iِ  َعلَْيَنا لَيَْس  قَالُوا م�

ُ
َكِذَ! اهللاِ  uََ  َ	يَُقولُو(َ  األ

ْ
 �َفْعلَُمو(َ  مْ َ	هُ  ال

 .75سو�� ?� عمر�<�

【【【【[[[[77775555]]]]信奉天经的人中有这样的人信奉天经的人中有这样的人信奉天经的人中有这样的人信奉天经的人中有这样的人：：：：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你你你你托托托托付付付付他一他一他一他一

千千千千两两两两黄黄黄黄金金金金，，，，他他他他会会会会交交交交给还给还给还给还你你你你；；；；他们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中也有这样的人：：：：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你你你你

托托托托付付付付他一他一他一他一枚枚枚枚金币金币金币金币，，，，他也他也他也他也许许许许不不不不交交交交还还还还你你你你，，，，除除除除非非非非你一你一你一你一再再再再追究追究追究追究它它它它。。。。

这是因为他们说这是因为他们说这是因为他们说这是因为他们说：：：：““““我们不为不识字的人而受我们不为不识字的人而受我们不为不识字的人而受我们不为不识字的人而受处处处处分分分分。。。。””””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明知明知明知明知故故故故犯犯犯犯地地地地假假假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借真主的名义而造借真主的名义而造借真主的名义而造遥遥遥遥。】。】。】。】

①①①①
犹如清高的真主所

说： 

  �: قا� تعا�
ْ
نْ  لَيُْسوا ْهلِ  َسوَا5 م�

َ
ِكَتاِ!  �

ْ
ةٌ  ال م1

ُ
 اهللاِ  �يَاJِ  َفْتلُو(َ  قَآئَِمةٌ  �

ْيِل َ	ُهمْ  �نَا5
1
َْوTِ  يُْؤِمُنو(َ . يَْسُجُد	(َ  الل

ْ
ُمُر	(َ  بِاهللاِ 	َا�

ْ
َمْعُر	áِ  اآلِخِر َ	يَأ

ْ
 بِال

ُمنَكرِ  َعنِ  َ	يَْنَهْو(َ 
ْ
MََْاJِ  َ	يَُسا�ُِعوَ( Iِ  ال

ْ
Óلَ�ئَِك  ا	ْ

ُ
اvِِ\َ  ِمنَ  	َ�  َ	َما.  الص1

 ِمنْ 
ْ
ُمت1ِق\َ  َعلِيمٌ  اهللاُ 	َ  يُْكَفُر	ْ+ُ  فَلَن َخMٍْ  َفْفَعلُوا

ْ
سو�� ?� عمر�<�  �بِال

113-115. 
【【【【[113[113[113[113]]]]他们不是他们不是他们不是他们不是相同相同相同相同的的的的。。。。信奉天经的人中有一派正信奉天经的人中有一派正信奉天经的人中有一派正信奉天经的人中有一派正

人人人人，，，，在在在在夜夜夜夜间间间间诵诵诵诵读真主的经读真主的经读真主的经读真主的经典典典典，，，，且为真主而且为真主而且为真主而且为真主而叩叩叩叩头头头头。。。。[114][114][114][114]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确信真主和确信真主和确信真主和确信真主和末末末末日日日日，，，，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劝善劝善劝善劝善戒戒戒戒恶恶恶恶，，，，争争争争先行先行先行先行善善善善；；；；这这这这等等等等人是人是人是人是善善善善

                                                        ①《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7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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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人人。。。。[115][115][115][115]他们无他们无他们无他们无论论论论行什么行什么行什么行什么善善善善功功功功，，，，绝不至于绝不至于绝不至于绝不至于徒徒徒徒劳劳劳劳无无无无酬酬酬酬。。。。真主真主真主真主

是全知是全知是全知是全知敬敬敬敬畏畏畏畏者的者的者的者的。】。】。】。】

①①①①
 

在伴随着伊斯兰价值观，美德和原则遨游之后，笔者

似乎没有发现类似伊斯兰所包含的那样，因为他知道提到

的远不及没有提到的，指出的远不及应该指出的，我在此

引证穆罕默德•阿布杜拉•德拉瑞博士在其著作《信仰》一

书的结论，他说：“公平的研究人员绝对无法查出何时能够

实现这个包罗万象的科学，但从中可以发现伟大的《古兰

经》中的任何一节新的经文，都不是某个人心灵的图像，

也不是某个民族的智慧的象征，更不是历史上某个时代的

记录……，但它是一本人道主义的公开书，是人道主义的

源泉，不论国家与时代是多么的遥远，不论种族、肤色和

语言是多么的繁多，也无论背景和趋势是怎样的不同，每

个寻求真理者都将会在其中发现一条平坦的道路，根据真

知和明证引导他皈依真主。清高的真主说： 

نَا َ	لََقدْ �: قا� تعا� ْ 1Ëَُقْر�(َ  ي
ْ
رِ  ال

ْ
ك كِرٍ  ِمن َفَهْل  لِث� د1 Dلقمر� �م�17سو�� . 

【【【【[1[1[1[17777]]]]我确已使我确已使我确已使我确已使《《《《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易于易于易于易于记记记记诵诵诵诵，，，，有接受有接受有接受有接受劝告劝告劝告劝告的的的的

人人人人吗吗吗吗？？？？】】】】”

②
 

 

                                                        ①《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13-115 节 ②《协商章》第 52-53 节，《信仰》第 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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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是前无始后无终的，是极显著

极隐微的；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制定法律，并规定万有，

裁决和判断众生，他颁发命令，使人容易，警告恶人，向

善人报喜；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赐予我完成这项工作的

恩惠，我谦恭地希望这本书能成为阐明这个伟大信仰之伟

大的媒介，成为号召非穆斯林加入伊斯兰的途径，感赞真

主恩赐我们这个信仰，我们将努力地让别人去接近它，并

邀请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中，让他们也享受真主的恩惠和

引导。 

的确，在本书中为我们提到：伊斯兰带来了生活和生

命中的每一个元素成分，伊斯兰带来了人类需要的所有成

分，号召人们奔向它，无论是在科学领域，或社会领域，

或管理领域。 

最后，我祈求真主使它成为有益的知识，忠诚为主的

工作，增加天平的重量，以此使我们两世受益，因为他是

这一切的主宰，管理者，大能者。祈求真主赐予我们的先

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家人，众圣门弟子，以及以着正义追随

他们的人幸福与安宁，直至复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