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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٢-٢١(: البقرة آية[ 

清高的真主说：【众人啊！你们的主，创造了你们，和你

们以前的人，你们当崇拜他，以便你们敬畏。[22]他以大地为

你们的席，以天空为你们的幕，并且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

水生许多果实，做你们的给养，所以你们不要明知故犯地给真

主树立匹敌。】P0F

① 

                                                        
①
《黄牛章》第 21-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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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认认主主主独独独一一一   
التـوحيــد    

 

-认主独一：仆人坚信真主在养育性、神

性、尊名和属性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意思是：仆人坚信、承认真主是养育和掌管

万物者，他是独一无二的创造者，是独自安排处

理宇宙的万有者，超绝万物的主是独一无二真正

应受崇拜的主。在他之外所有受崇拜的，都是虚

妄的，超绝万物的主是具备完美属性者，是没有

任何缺陷者，他拥有一切美名和至高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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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认认认主主主独独独一一一的的的种种种类类类   
أقسـام التـوحيــد    

 
-认主独一：就是众使者所宣传的道路，

诸部天经为此而被降示，它分为两种： 

第一：认识和确定，被称之为独一的养育性，

尊名和属性方面的认主独一，就是以着真主的尊

名、属性和行为认主独一。 

意思是：仆人坚信、承认独一无二的真主是

这个宇宙的养育者、创造者、掌管者、安排者、

自由裁决者，他拥有完美的本体、美名、属性和

行为，他彻知宇宙间的一切，他的知识包罗一切，

他亲手掌管一切权力，他是大能于万物的主，他

拥有一切美名和至高的属性： 

: الشورى آية[  )1 2 3 4 5 6 7 8     (

)١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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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物都不与他相似。他确是全聪的，确

是全明的。】① 

第二：目的和寻求，被称为独一的神性，唯

一受到崇拜者：就是所有的崇拜都归于独一无二

的真主，如：祈祷、礼拜、害怕、希望等。 

意思是：仆人坚信、承认独一无二的真主对

他所有的创造物具有神性。超绝万物的真主是唯

一真正应受崇拜者，不允许把崇拜中的任何成分

用到他之外的上，如：祈祷、礼拜、求助、托靠、

害怕、希望、宰牲、许愿等，都归于独一无二的

真主。谁把其中的任何一项用在真主之外，那么，

谁就是举伴主者、不信道者，就像超绝万物的真

主所说： 

ورالَ ب رإِلَهاً آخ اللَّه عم عدن يمهانَ لَه  هإِن هبر ندع هابسا حمفَإِن بِه

 )]١١٧(: املؤمنون آية[الَ يفْلح الكَافرونَ 

【凡在祈祷真主的同时祈祷别的无稽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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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① 

-多数人都否认了真主独一的神性和是

唯一应受到崇拜的，为此，真主为人类派遣了众

使者，降示天经，以便命令他们崇拜独一的真主，

放弃多神崇拜。 

1.清高的真主说： 

وم كلن قَبا ملْنسا أَرا مإِالَّ أَن الَ إِلَه هأَن هي إِلَيوحولٍ إِالَّ نسن ر

وندب٢٥(: األنبياء آية[فَاع[( 

【在你之前，我所派遣的使者，都奉到我的

启示：除我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所以你们应当

崇拜我。】P3F

② 

2.清高的真主说： 

ووا اللَّهدباع والً أَنسر ةي كُلِّ أُما فثْنعب لَقَد وا ونِبتاج

٣٦(: لنحل آيةا[الطَّاغُوت[( 

                                                        
①
《信士章》第 117节 

②
《众先知章》第 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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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每个民族中，都确已派遣一个使者：

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离恶魔。】① 
 

-认主独一的实质和精粹：حقيقة التوحيد ولبابه 

让人类亲眼目睹所有的事情都是来自于清

高的真主，放弃左顾右盼，无论是任何因素与媒

介，坚信荣辱、利害等都是来自于清高的真主，

他唯独只崇拜超绝万物的真主，而不会在崇拜真

主的同时，又崇拜其他的。 
 

-认主独一实质的益处：ثمرات حقيقة التوحيد 

托靠独一无二的真主，放弃人类的抱怨和谴

责，喜悦清高的真主，服从真主的裁决。 
 

-独一的养育性： 

人类的本性必须承认真主独一的养育性。对

宇宙的观察，也会使他承认真主独一的养育性。

                                                        
①
《蜜蜂章》第 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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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相信真主的养育性是不够的，也不能使信仰

者脱离火狱。易卜劣厮和多神教徒也都相信真主

的养育性，但并没有使他们受益，因为他们并没

有诚信唯独应受崇拜的真主独一的神性。 

仅仅只承认真主独一的养育性者，没有成为

认主独一者，也不属于穆斯林，他的生命和财产

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直至他诚信真主独一的

神性。作证：除了独一无二的真主外，绝无真正

应受崇拜者，诚信独一的真主才是真正应受崇拜

的，并且必须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 
 

-独一的神性和独一的养育性是无法分开

的： 

 توحيد الربوبية وتوحيد األلوهية متالزمان

1.独一的养育性需要独一的神性，谁诚信独

一无二的真主是养育者、创造者、掌管者、供给

者，他就必须诚信只有独一的真主才是真正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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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只向真主祈祷，只向他求援住，只托靠

于他，所有的功修都只是为了独一无二的真主。

独一的神性包含了独一的养育性，所有崇拜独一

无二的真主、而没有以任何物举伴他的人，都必

须为诚信真主是自己的养育者、创造者和掌管者

的人。 

2.养育性和神性有时一块被提起，而它俩的

含义则各不相同。养育性的意思为：养育者、掌

管者和处理安排者；神性的意思为：只有独一无

二的真主才是真正应受崇拜的，就像超绝万物的

真主所说： 

 )]٢-١(: الناس آية[ لك الناسِم لْ أَعوذُ بِرب الناسِقُ

【你说：我求人类的养主保护；[2]人类的

掌管者。】P5F

① 

有时提到二者之一，则聚集二者的含义。就

像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①
《世人章》第 1-2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26 
 

 

: عام آيةاألن[ هو رب كُلِّ شيٍءو غَير اللَّه أَبغي رباأَلْ قُ

)١٦٤[( 

【你说：真主是万物的主，我能舍他而另求

一个主吗？】 P6F

① 
 

-认主独一的贵重：فضل التوحيد 

1.清高的真主说： 

 هم مهتدونَو لَم يلْبِسوا إِميانهم بِظُلْمٍ أُولَئك لَهم اَألمنو لَّذين آمنواا

 )]٨٢(: األنعام آية[

【确信真主，而未以不义混淆其信德的人，

不畏惧刑罚，而且是遵循正道的。】P7F

② 

2.欧巴德图·本·刷密特（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 قال Fأن النبي عبادة بن الصامت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٢

َمْن َشِهَد َأْن ال إَلـَه إلَّا اُهللا َوْحَدُه ال َشِريَك َلـُه، َوَأنَّ ُمـَحـّمدًا َعْبُدُه «

                                                        
①
《牲畜章》第 164节 

②
《牲畜章》第 8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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ى َمْرَيـَم ـَوَرُسوُلـه َوَكِلـَمُتـُه َأْلَقاَها إَل اهللا َوَرُسوُلـُه، َوَأنَّ ِعْيَسى َعْبُد

َحقٌّ، َوالنَّاُر َحقٌّ، َأْدَخَلـُه اُهللا الَجنََّة َعَلى َما  َوالَجنَّـُةَوُروٌح ِمْنـُه، 

 متفق عليه .»َكاَن ِمَن الَعَمِل

“谁作证‘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和使者；尔

萨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是他授予麦尔彦的一句

话，只是从他发出的精神，天堂是真的，火狱也

是真的。’那么，真主就根据他在今世的善功而

最终使他进入天堂。” P8F

① 

3.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

述，他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رُسوَل ال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أنُس بُن مالٍك َقاَل سمعُت 

يا ابَن آدَم إنََّك ما دعوَتني : َقاَل اللَُّه َتَباَرَك و َتعاَلى:"َيُقوُل

لْو َبَلَغْت يا ابَن آدَم . ورجوَتني غفرُت لَك َعَلى َما َكاَن فيَك وال ُأبالي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35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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يا ابَن آدَم . ُذُنوُبَك َعَناَن السََّماِء ُثمَّ استغفرَتني غفرُت لَك وال ُأبالي

إنََّك لْو أتيتني ِبُقراِب اَألْرِض َخَطايا ُثمَّ َلِقيَتني ال ُتشِرُك بي شيئًا 

 الترمذيرواه  ."ألتيُتَك ِبُقراِبَها َمغِفرًة

“清高的真主说：‘阿丹的子孙啊！如果你

向我祈求，希望我的恕饶，我就饶恕你，我不介

意你曾经所犯的罪过；阿丹的子孙啊！假如你的

罪过充满天际，然后你向我求饶，我就饶恕你；

阿丹的子孙啊！假如你带着充满大地的罪过来见

我，当你见我的时候，你没有举伴我，我一定带

着充满大地的饶恕接受你’。” P9F

① 
 

-认主独一者获得的报酬： 

清高的真主说： 

عملُوا الصالحات أَنَّ لَهم جنات و بشرِ الَّذين آمنواو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ما رزِقُوا منها من ثَمرة رزقاً قَالُوا هذَا الَّذي رزِقْنا تجرِي من تحتها اَألنهار كُلَّ

 هم فيها خالدونَو فيها أَزواج مطَهرةٌ ملَهو أُتوا بِه متشابِهاًو من قَبلُ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40、280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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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٥(: البقرة آية[

【你当向信道而且行善的人报喜；他们将享

有许多下临诸河的乐园，每当他们得以园里的一

种水果为给养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是我们以

前所受赐的。’其实，他们所受赐的是类似的。

他们在乐园里将享有纯洁的配偶，他们将永居其

中。】P10F

① 

2.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有一个人

来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他说： 

يا : رجل فقال Fأتى النبي : جاب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٢

َشْيئًا َدَخَل  اهللاَمْن َماَت ال ُيْشِرُك ِب«: فقالرسول اهللا ما الموجبتان؟ 

 أخرجه مسلم .»َشْيئًا َدَخَل النَّار اهللالَجنََّة، َوَمْن َماَت ُيْشِرُك ِب

“主的使者啊！两个必然的结果（即：进天

堂或火狱所必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在没有

举伴真主的情况下去世了，谁就可以进入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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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火狱。”① 
 

-“认主独一”一词的伟大性： 

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本·阿税（愿主喜

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أن رسول هما 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عمرو بن العاص رضي اهللا عن

: لما َحَضَرْتـُه الَوَفاُة َقاَل البنِه Fُنوحًا  ،إنَّ َنِبيَّ اهللا«: قال Fاهللا 

آُمُرَك ِباْثَنَتْيِن، َوَأْنـَهاَك َعِن اْثَنَتْيِن، : إنِّي َقاصٌّ َعَلْيَك الَوِصيََّة«

ْرِضيَن السَّْبَع َفإنَّ السََّماَواِت السَّْبَع، َواَأل) ال إَلـَه إلَّا اهللا(آُمُرَك بــ 

َلْو ُوِضَعْت ِفي ِكفٍَّة، َوُوِضَعْت ال إَلـَه إلَّا اُهللا ِفي ِكفٍَّة، َرجَحْت ِبـِهنَّ ال 

إَلـَه إال اُهللا، َوَلو َأنَّ السََّماَواِت السَّْبَع، َواألْرِضيَن السَّْبَع، ُكنَّ َحْلَقًة 

ُسْبـَحاَن اهللا َوِبـَحـْمِدِه، َفإنََّها ُمْبـَهـَمًة َقَصَمْتـُهنَّ ال إَلـَه إال اُهللا، َو

َصالُة ُكلِّ َشْيٍء، َوِبـَها ُيْرَزُق الَخْلُق، َوَأْنـَهاَك َعِن الشِّْرِك 

 أخرجه أحمد والبخاري . »...َوالِكْبِر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9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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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死亡来临真主的先知努哈（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时，他对自己的孩子说：我对

你最后的遗嘱是，我命令你两件事情，禁止你两

件事情。我以‘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

者’命令你们，的确，假若把七层天和七层地放

在天秤的一个秤盘里，把‘除真主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者’放在天秤的另一个秤盘里，那么，

‘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会比它们

更重，假若七层天和七层地是一个光华坚硬的石

圈，那么，‘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

一定会使其成为碎片，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一切

赞颂全归他；他属于万物的祝福，众生以此而获

得给养。我禁止你举伴和大罪……。”① 
 

-完美的认主独一： 

认主独一只有凭着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远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6583段，《布哈里圣训集》第 558段，《正确

丛书》第 134段，作者：艾勒巴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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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恶魔才能完美，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وةي كُلِّ أُما فثْنعب لَقَد وا اللَّهدباع والً أَنسر وا ونِبتاج

٣٦(: النحل آية[الطَّاغُوت[( 

【我在每个民族中，都确已派遣一个使者：

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离恶魔。】P13F

① 
 

-恶魔： 

所有使仆人超出崇拜限度的事物，如崇拜偶

像，或被追随者，如算命者、堕落的学者，或被

顺从者（掌权者），如当权者、背叛顺从真主的

领袖。 
 

-恶魔有很多，其领袖为五类： 

①易卜力斯，我们祈求真主保护免遭他的伤

害。②喜爱被崇拜者。③号召人崇拜自身者。④

妄言知道幽玄知识者。⑤不以真主降示的经典裁

决者。 

                                                        
①
《蜜蜂章》第 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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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崇崇崇拜拜拜   
 
-崇拜的含义： 

应该受到崇拜者是独一无二的真主，崇拜通

常分为两种： 

1.崇拜：就是服从伟大、强悍的真主的命令，

远离他的禁止，喜爱并敬重他。 
 

2.崇拜的途径：包含了真主所喜爱的一切

内、外言行举止的总称。如：祈祷、记念、礼拜、

喜爱等，礼拜类似崇拜，礼拜的做法就是崇拜真

主，我们以着服从、喜爱和敬重真主去崇拜他，

我们只按照他所规定的方式去崇拜他。 
 

-创造精灵与人类的哲理： 

真主没有枉然或无意义地创造精灵与人类，

创造他们不是为了让他们吃、让他们喝、让他们

娱乐、让他们玩耍、让他们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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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主因伟大的事情而创造了他们，以便

让他们崇拜强悍、伟大的真主，让他们认主独一，

让他们敬重真主，让他们赞主至大，让他们顺从

真主：根据真主的命令、远离他的禁止、不超越

他的法度，放弃崇拜他之外，犹如超绝万物的真

主所说： 

وناجل لَقْتا خم ووندبعيإِالَّ ل ٥٦(: الذاريات آية[اِإلنس[( 

【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是为了让他们崇拜

我。】P14F

① 
 

-崇拜的途径： 

崇拜伟大、强悍的真主是建立在两项伟大基

础上的：完全地喜爱伟大的真主和完全地服从

他。 

这两项基础也是建立在两项伟大的原则上

的：观察真主的各种恩典、仁慈，它会导致人类

                                                        
①
《播种者章》第 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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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真主；审视自身和行为的不足，可以导致仆

人完全地服从伟大的真主。 

仆人最接近养主的是需求之门，只有破产者

才会认识自身，他无法认识有关自身的状况、地

位和因素，也不能认识恩赐它的媒介，然而，他

见证自己完全地需要养育者，如果他放弃了自己

的主宰，他必亏折，必毁灭。 

清高的真主说： 

والض كُمسإِذَا م ثُم اللَّه نفَم ةمعن نا بِكُم مونَ مأَرجت هفَإِلَي ثُرإِذَا  م

يكْفُروا بِما آتيناهم لكَشف الضر عنكُم إِذَا فَرِيق منكُم بِربهِم يشرِكُونَ 

 )]٥٣-٥٥(: النحل آية[فَتمتعوا فَسوف تعلَمونَ

【凡你们所享受的恩惠都是从真主降下的。

然后，当你们遭难的时候，你们只向他祈祷。[54]

然后，当他解除你们的灾难的时候，你们中有一

部分人，立刻以物配他们的主，[55]以致辜负他

所赏赐他们的恩惠，你们享受吧。不久你们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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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① 
 

-最完美地崇拜真主的人： 

最完美地崇拜真主的人是众先知和使者们，

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加认识、知道和敬重真主，然

后真主增加了对他们的恩典，把他们派遣到人们

之间，使其拥有贵重的使命，以及特殊功修的贵

重。 

在他们之后是那些忠信者，他们信任真主及

其使者，并且遵守命令；然后是诚笃的人，最后

是善良的人。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وعِ اللَّهطن يم ولَ فَأُوسالر نهِم ملَيع اللَّه معأَن ينالَّذ عم كلَئو

نيبِيالن ونييقدالص اِءودهالش ونيحالالص يقوفر كلَئأُو نسلنساء آيةا[اًح :

)٦٩[( 

【凡服从真主和使者的人，都与真主所护佑

的众先知，忠信的人，诚笃的人，善良的人同在。

                                                        
①
《蜜蜂章》第 53-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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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人，是很好的伙伴。】① 
 

-仆人对真主应尽的义务： 

生活在天上和地上者对真主应尽的义务就

是崇拜他，不要以任何事物举伴他；顺从他的命

令，不要违背他；记念他的恩典，不要忘记他；

感谢他的恩惠，不要否认他。谁没有突出自己与

其他被造物之间的区别，要么是因为他无能，要

么是因为他无知，要么是因为他过渡，要么是因

为他怠慢。 

因此，假若真主要惩罚生活在天上和地上

者，他一定可以惩罚他们，因为真主不会亏待他

们；假若真主慈悯他们，真主的仁慈比他们的工

作更优越。 
 

穆阿兹·本·杰百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我曾经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

                                                        
①
《妇女章》第 6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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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其平安）同乘一头被叫做‘欧法尔’的毛驴，

他说： 

على محار يقال له  كنت ردف النيب : بل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عن معاذ بن ج

يا معاذُ تدرِي ما حق اهللا علَى العباد، وما حق العباد علَى «: فقال :عفري قال

فَإنَّ حق اهللا علَى العباد أَنْ «: قالاُهللا ورسولُـه أعلم، : قلت: قال» اهللا؟

وا اَهللا ودبـعلّ أَنْ ال يجو زلَى اهللا عع ادبالع قحئاً، ويش رِكُوا بِـهشال ي

: قالقلت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أَفَال أبشر الناس؟ : قال» يـعذِّب من ال يشرِك بِـه شيئاً

 متفق عليه  .»ال تبشرهـم فَيتكلُوا«

‘穆阿兹！你知道人类对真主应尽的义务是

什么吗？在真主阙前人类享有的权力又是什么

吗？’我说：‘真主及其使者最知道。’他说：‘真

主对仆人享有的权力就是他们崇拜真主，不举伴

他。仆人在真主跟前享有的权力就是：没有举办

真主的人不会受到惩罚。’我说：‘主的使者啊！

我告诉人们这一喜讯好吗？’他说：‘你不要告

诉他们，否则，他们就会有所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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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崇拜： 

1.每个人都是周游在三种状况之间：连续不

断地获得来自于真主的恩惠者，要求他必须赞颂

和感谢真主；犯罪者，他必须因为自己的罪行而

向真主求饶；遭到来自于真主的考验者，要求他

必须对所遭受的考验坚忍。谁遵循了这三项义

务，那么，他在今后两世都必定属于幸福的人。 

2.伟大的真主考验仆人的目的是为了考验

他们坚忍和崇拜，并不是毁灭他们，也不是为了

惩罚他们。仆人在逆境中应当崇拜真主，就像他

在安乐时崇拜真主一样。在憎恶的状况下应该像

在喜悦的情况下一样崇拜真主。大多数人都提供

在喜爱的状况下崇拜真主，而不喜爱在憎恶的情

况下崇拜真主，人们是互不相同的。在炎热的夏

季用凉水洗小净属于对真主崇拜，选择善良的女

子结婚属于崇拜，寒冬腊月用冰冷的水洗小净属

于崇拜，并不是因为害怕人而放弃内心渴望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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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属于崇拜，坚忍饥饿与遭受的伤害属于崇拜，

但是，当区别这两种崇拜。 

谁在安乐与患难、在苦难与幸福的状况下为

了真主而履行这两种崇拜，那么，他就属于真主

那些无忧无愁的仆人中的一员，真主保护他，任

何敌人都无法战胜他。但有时他也许会遭到恶魔

的伤害，的确，仆人会遭受到疏忽、欲望和恼怒，

恶魔通过这三道门进入人类。真主确已制服了每

个仆人的自身、欲望和恶魔的诱惑，然后考验他，

看他是顺从自身、欲望和恶魔，还是顺从他的养

主。 

伟大超绝的真主对人类规定了各项命令，人

类的自身也为其规定了各项命令；真主欲使人类

完美信仰和行善，人的自身欲使人类拥有丰厚的

财产和欲望；伟大超绝的真主意欲我们为后世而

工作，自身则欲使人为今世而奔忙。信仰是成功

的道路，是辨明真伪的明灯，这就是考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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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高的真主说： 

لَقَد و الَ يفْتنونَ  مهو حِسب الناس أَن يتركُوا أَن يقُولُوا آمناأَ 

لَيعلَمن و فَتنا الَّذين من قَبلهِم فَلَيعلَمن اللَّه الَّذين صدقُوا

بِني٢-٣(: العنكبوت آية[الكَاذ[( 

【众人以为他们可自由地说：“我们已信道

了”而不受考验吗？[3]我确已考验在他们之前

的人。真主必定要知道说实话者，必定要知道说

谎者。】 P17F

① 

2. 清高的真主说： 

 ي وبي إِنَّ ربر محا روِء إِالَّ مةٌ بِالسارَألم فْسفِْسي إِنَّ النن ئرا أُبم

يمحر ٥٣(: يوسف آية [غَفُور[( 

【（优素福说）：“我不自称清白；人性的确

是怂恿人作恶的，除非我的主所怜悯的人。我的

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P18F

② 

3. 清高的真主说： 

                                                        
①
《蜘蛛章》第 2-3节 

②
《优素福章》第 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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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ن أَضلُّ ممنِ و ما يتبِعونَ أَهواَءهمنإِن لَّم يستجِيبوا لَك فَاعلَم أَفَ 

نيمالظَّال مي القَودهالَ ي إِنَّ اللَّه اللَّه نى مدرِ هيبِغ اهوه عبلقصص آيةا[ات :

)٥٠[( 

【如果他们不答应你，那么，你应当知道他

们只是顺从自己的私欲。舍真主所启示的正道，

而顺从自己的私欲者，有谁比他更迷误呢？真主

必定不引导不义的民众。】P19F

① 

                                                        
①
《故事章》第 50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43 
 

 

333---   举伴主   
 

-举伴主：就是在真主独一无二的养育

性、神性、及其尊名和属性方面为他设置伙伴，

或在其中的某一方面为真主设置伙伴。如果某人

相信与真主一起还有其他的创造者或援助者，那

么，他就属于举伴主的人。谁相信除真主之外尚

有某物应该受到崇拜，那么，他就是举伴主的人。

谁相信有类似真主的尊名和属性者，那么，他就

是举伴主的人。 
 

-举伴主的危害性： 
 

1.举伴真主属于最大的不义： 

因为那侵犯了专归真主所有的特权——认

主独一。认主独一是最公正的。举伴主是最不义、

最丑陋的。因为它有损了众世界养育者的名誉，

妄自尊大不顺从真主，把真主的特权用到其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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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上，以物配主。由于举伴主的严重性，谁在

举伴的情况下死去，那么，真主就不会恕饶他，

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من و يغفر ما دونَ ذَلك لمن يشاُءو نَّ اللَّه الَ يغفر أَن يشرك بِهإِ

 )]٤٨(: النساء آية[فْترى إِثْماً عظيماًيشرِك بِاللَّه فَقَد ا

【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自己

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 P20F

① 
 

2.举伴主属于大罪： 

谁崇拜真主之外的事物，谁确已把崇拜用到

不应该用的地方，确已把它用到不应享受崇拜者

的身上，那确是大逆不道。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

所说： 

يمظع لَظُلْم كر١٣(: لقمان آية[إِنَّ الش[( 

【以物配主，确是大逆不道的。】P21F

② 
 

                                                        
①
《妇女章》第 48节 

②
《鲁格曼章》第 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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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举伴主使所有的工作无效，并且应遭受

毁灭、亏折，属于大罪。 

 清高的真主说： 

وكإِلَي يأُوح لَقَد و نلَئ كلن قَبم ينأَإِلَى الَّذ طَنبحلَي كْترش

لُكمع ورِيناخلَاس نم نكُون٦٥(: الزمر آية[لَت[( 

【你和你以前的人，都奉到启示:如果你以

物配主，则你的善功，必定无效，而你必定成为

亏折者。】P22F

① 

 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أال ُأَنبُِّئُكْم «: Fقال النبي : بك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أبي

اإلْشَراُك ِباهللا، «: َقاَل، اهللابَلَى يَا َرُسوَل : َثالثًا، قَالُوا »ِبَأْكَبِر الَكَباِئِر؟

َفَما : َقال »َأال َوُقوُل الزُّْوِر«، َوَجَلَس َوَكاَن ُمّتِكئًا »َوُعُقوُق الَواِلَدْيِن

 متفق عليه. َلْيَتـُه َسَكَت: َها َحتَّى ُقْلَناَزاَل ُيَكرُِّر

“我告诉你们几件大罪，好吗？（三遍）”然

后他说：“举伴真主，忤逆父母。”主的使者当时

                                                        
①
《队伍章》第 6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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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靠着的，这时他坐了起来说：“真的，还有伪

证。”他一直重复着这句话，甚至我们都希望他

能停下来。
① 

 

-举伴主的厄运： 
 

伟大尊严的真主提到举伴主将会遭到四种

厄运： 

 -清高的真主说： 

من و لمن يشاُءيغفر ما دونَ ذَلك و نَّ اللَّه الَ يغفر أَن يشرك بِهإِ

 )]٤٨(: لنساء آيةا[يشرِك بِاللَّه فَقَد افْترى إِثْماً عظيماً

【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自己

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 P24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يداًوعالالً بلَّ ضض فَقَد بِاللَّه رِكشن ي١١٦(: لنساء آيةا[م[(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654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87段 
②
《妇女章》第 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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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以物配主，谁已深陷迷误了。】① 

 清高的真主说： 

ن يم هةَإِناجلَن هلَيع اللَّه مرح فَقَد بِاللَّه رِكش وارالن اهأْوم ا وم

 )]٧٢(: ملائدة آيةا[للظَّالمني من أَنصارٍ

【谁以物配主，真主必禁止谁入乐园，他的

归宿是火狱。不义的人，绝没有任何援助者。】P26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طَفُوخاِء فَتمالس نم را خمفَكَأَن بِاللَّه رِكشن يالطَّم هي وِي بِههت أَو ر

 )]٣١(: آية حلجا[الريح في مكَان سحيقٍ

【谁以物配真主，谁如从天空坠落，而被群

鸟夺走，或被大风扫荡到远方。】P27F

③ 
 

-举伴主者将要遭受的惩罚： 
 

-清高的真主说： 

الْمشرِكني و نَّ الَّذين كَفَروا من أَهلِ الكتابِإِ: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 -١

                                                        
①
《妇女章》第 116节 

②
《筵席章》第 72节 

③
《朝觐章》第 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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ف يندالخ منهارِ جي نفةرِيالب رش مه كلَئا أُو٦(: لبينة آيةا[يه[( 

【信奉天经者和以物配主者，他们中不信道

的人，必入火狱，而永居其中；这等人是最恶的

人。】P28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E D C B A (: و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٢
 J I H G F  K   L   O N M   

P   Q   W V U T S R  \ [ Z Y X
a  ̀_ ̂  ].١٥١-١٥٠/النساء[ )[ 

【[150]有些人不信真主和众使者，有些人

欲分离真主和众使者，有些人说：“我们确信一

部分使者，而不信另一部分。”他们欲在信否之

间采取一条道路。[151]这等人，确是不信道的。

我已为不信道的人预备了凌辱的刑罚。】 P29F

②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

                                                        
①
《明证章》第 6节 

②
《妇女章》第 150-1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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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 Fقال النبي : عبداهللا بن مسعو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٣

 يهمتفق عل .»ِندًَّا َدَخَل النَّاَر اهللاَمْن َماَت َوُهَو َيْدُعو ِمْن ُدوِن «

“谁死于举伴真主，谁必进火狱。”P30F

① 
 

-举伴主的因素： 
 

举伴主的因素与根本：就是由此而引起依赖

真主之外的事物。谁依赖真主之外的事物，真主

就把他委托给他所依赖的，并以此惩罚他，把他

抛弃给他所依赖的，使其成为毫无奖赏的倍受谴

责者，成为决无援助的被遗弃者，犹如超绝万物

的真主所说： 

: إلسراء آيةا[ تجعلْ مع اللَّه إِلَهاً آخر فَتقْعد مذْموماً مخذُوالًالَ

)٢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497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9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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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使任何物与真主同受崇拜，以免你

变成受责备、遭遗弃的。】① 

                                                        
①
《夜行章》第 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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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举伴主的种类 
 

-举伴主分为两种：大举伴和小举伴。 
 

1) 大举伴： 
 

犯有大的举伴者已经出教，其所有的善功都

已作废，如果举伴者没有悔过自新而死去，他永

居火狱之中。大举伴就是把崇拜或者其中的某一

部分用到真主之外的事物上，例如：向真主之外

的事物祈祷，向真主之外的亡人、精灵或恶魔等

等宰牲、许愿。向真主之外的祈祷只有真主才有

能力做到的事情，犹如蒙昧时代的人在受真主喜

爱者与清廉者的坟墓前、或者是在木雕或石刻的

偶像前所说的那样，例如：祈求福利、康复、解

决困难、降下甘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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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举伴主的种类： 
 

1-因害怕而举伴主： 

即害怕真主之外的偶像、或佛像、或恶魔、

或死人、或不在场的精灵或人，伤害他，或者是

害怕使他遭遇自己厌恶的事情。 

这种害怕在伊斯兰中属于最严重的范畴，谁

把这种害怕用到真主之外的事物上，谁确已犯了

大举伴的行为。 

清高的真主说： 

مهافُوخفَالَ ت ونِنيمؤم مإِن كُنت  ِافُونآل عمران آية[ خ :

)١٧٥[( 

【你们不要畏惧他们，你们当畏惧我，如果

你们是信道的人。】P32F

① 
 

2-因托靠而举伴主：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虔诚敬意地把所有的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7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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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托靠于独一无二的真主，属于最伟大的崇

拜。只有真主才享有被托靠的权利，谁托靠真主

之外的，谁确已犯了大的举伴。例如：托靠死人、

或缺席者等等，以便消除灾难、获得福利和给养。 

清高的真主说： 

ونِنيمؤم مكَّلُوا إِن كُنتوفَت لَى اللَّه٢٣(: ملائدة آيةا[ع[( 

【如果你们是信士的话，你们只应该信托真

主。】P33F

① 
 

3-因喜爱而举伴主： 

喜爱真主：就是完全心悦诚服地喜爱真主，

这种喜爱专归于真主，决不允许在其中参杂任何

其他的。谁就像喜爱真主一样喜爱其他的人或

物，那么，他在喜爱和敬重方面确已另有崇拜，

作为真主的匹敌，这就是举伴真主。 

清高的真主说： 

                                                        
①
《筵席章》第 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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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اللَّه بكَح مهونبحاداً يأَند اللَّه ونن دذُ مختن ياسِ مالن نم 

ولِّلَّه باح دوا أَشنآم ين١٦٥(: البقرة آية[ الَّذ[( 

【有些人，在真主之外，别有崇拜，当做真

主的匹敌；他们敬爱那些匹敌，象敬爱真主一样

──信道的人们，对于敬爱真主。】P34F

① 
 

4-因顺从而举伴主： 

在举伴主的种类中有顺从，既：顺从学者、

领袖、首领和法官把真主禁止的事物合法化，或

者是把真主许可的事物非法化，谁对此顺从他

们，那么，谁在制度、合法与非法事物中确已把

他们当做是真主的伙伴，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

说： 

الْمِسيح ابن و من دون اللَّه رهبانهم أَرباباًو تخذُوا أَحبارهما 

ميرم ورا أُموا إِلَهاًمدبعيوا إِالَّ ل رِكُونَوشا يمع هانحبس وإِالَّ ه داً الَّ إِلَهاح 

 )]٣١(: التوبة آية[

                                                        
①
《黄牛章》第 16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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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舍真主而把他们的博士、僧侣和麦尔

彦之子麦西哈当做主宰；他们所奉的命令只是崇

拜独一的主宰，除他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

赞颂真主超乎他们所用来配他的！】① 
 

-伪信的种类： 
 

伪信分为两种： 
 

 大的伪信： 

就是信仰方面的举伴：表面皈依伊斯兰，而

内心则否认，这种人是将进入火狱最底层的卡费

尔。 

清高的真主说： 

لَن تجِد لَهم و نَّ املُنافقني في الدرك اَألسفَلِ من النارِإِ

 )]١٤٥(: لنساء آيةا[نصرياً

【伪信者必入火狱的最下层，你绝不能为他

                                                        
①
《忏悔章》第 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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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任何援助者。】① 
 

 小的伪信： 

就是行为等方面的举伴， 举伴者不出教，

但是他属于犯罪者。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愿主喜悦他俩）的 

 

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 قال Fأن النبي  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عمرو ر

َأْرَبـٌع َمْن ُكّن ِفْيـِه َكاَن ُمَناِفقًا َخاِلصًا، َوَمْن َكاَنْت ِفيِه َخْصَلٌة «

إَذا اْئُتـِمَن َخاَن، : ِمْنـُهنَّ َكاَنْت ِفْيـِه َخْصَلٌة ِمَن النَِّفاِق َحتَّى َيَدَعَها

 متفق عليه. »إَذا َخاَصَم َفَجَرَوإَذا َحدََّث َكَذَب، َوإَذا َعاَهَد َغَدَر، َو

“谁具备了四种品性，谁就是纯粹的伪信

士。谁具备其中的某一种品性，那他就具有了伪

信的某一品性，直至他放弃之：受托付时背信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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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① 
 

2) 小举伴： 
 

小举伴致使举伴者信仰减少，但不会使其出

教，然而小举伴是导致大举伴的媒介，举伴者会

因此而受到惩罚，但是他不会永居不信者的火狱

之中。大举伴致使所有的工作无效，而小举伴则

使所有与其兼并的工作无效。犹如某人为真主而

工作，同时他又希望以此得到别人的赞扬。又如

某人完善自己的拜功、或者是施舍、或者是封斋、

或者是记念真主，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他在办功、

或听见他的声音，或者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赞美，

这属于沽名钓誉，如果工作中参杂了沽名钓誉，

那就会致使其工作无效。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

训集》第 5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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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高的真主说： 

احد فَمن كَانَ و وحى إِلَي أَنما إِلَهكُم إِلَهلْ إِنما أَنا بشر مثْلُكُم يقُ

 لكهفا[شرِك بِعبادة ربه أَحداًي الَو يرجو لقَاَء ربه فَلْيعملْ عمالً صالحاً

 )]١١٠(: آية

【你说：‘我只是一个同你们一样的凡人，

我奉的启示是：你们所应当崇拜的，只是一个主

宰，故谁希望与他的主相会，就叫谁力行善功，

叫谁不要以任何物与他的主受同样的崇拜’。】P38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٢

َك وَتَعاَلى َأَنا َأْغَنى الشَُّرَكاِء َعِن الشِّْرِك َمْن َعِمَل َقاَل اُهللا َتـَباَر«

 أخرجه مسلم. »َعَمًال َأْشَرَك ِفْيـِه َمِعي َغْيِري َتَرْكُتـُه َوِشْرَكُه

“清高伟大的真主说：‘我是最富有的，不

需要任何同伴；谁若做一件事，在其中举伴了我，

                                                        
①
《山洞章》第 1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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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抛弃他，和他用以举伴我的’。”① 

-在小举伴中有：以真主之外的人或物发

誓。如有人说：“真主和某人意欲”；或者是说：

“假如没有真主与某人”；或者是说：“这是来自

于真主与某人”；或者是说：“我所拥有的都属于

真主与某人的”等等类似的言语。而他真正应当

说：“真主意欲，然后是某人等等”。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رسول اهللا سمعت : عن ابن عم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١

F أخرجه أبو  .»َفَقْد َكَفَر َأْو َأْشَرَك اهللاَمْن َحَلَف ِبـَغْيِر «: يقول

 داود والترمذي

“谁以着真主之外的发誓，谁确已否认了真

主，确已举伴了真主。”P40F

②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85段 

②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251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53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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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宰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ل َتُقوُلوا «: قال Fالنبي  حذيف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عن -٢

 .»َما َشاَء اُهللا َوَشاَء ُفالٌن َوَلِكْن ُقوُلوا َما َشاَء اُهللا ُثمَّ َما َشاَء ُفالن

 أخرجه أحمد وأبو داود

“你们决不要说：真主与某人意欲，但你们

应当说：真主意欲，然后是某人的意愿。” P41F

① 
 

-也许根据举伴者内心举伴的程度，小举

伴会变成大举伴。穆斯林应当警惕所有的举伴：

无论大小，举伴主是最大的不义，是得不到真主

饶恕的，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من و يغفر ما دونَ ذَلك لمن يشاُءو نَّ اللَّه الَ يغفر أَن يشرك بِهإِ

 )]٤٨(: لنساء آيةا[يشرِك بِاللَّه فَقَد افْترى إِثْماً عظيماً

【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自己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354段，《正确丛书》第 137段，《艾布达吾

德圣训集》第 498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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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① 
 

-举伴主的言行及其媒介： 
 

根据举伴者内心举伴的程度，部分言行陷于

大举伴与小举伴之间，其违背信仰，使纯洁的信

仰变得浑浊。伊斯兰法律确已提醒穆斯林谨防

之，其中有： 
 

1-戴戒指、或项链以及类似的，目的是为了

消除灾难，或保护免遭灾难，那都属于举伴主的

行为。 
 

2-给孩子佩戴护身符，以防免遭毒眼的伤害,

无论护身符是有珠宝、或骨头、或手书的组成，

那都属于举伴主的行为。 
 

3-凶兆，就是认鸟、或人、或地方、或类似

                                                        
①
《妇女章》第 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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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凶兆，那都属于举伴主的行为。因为其相信

除真主之外，那些不能掌管自身祸福的被造物会

带来伤害。那是来自于恶魔的唆使与蛊惑，属于

举伴主的行为。 
 

4-以树木、石头、古迹、坟墓等为吉兆，寻

求、渴望或相信那些事物能带来吉祥，属于举伴

主的行为，因为他为了获得吉庆而依赖真主之外

的。 
 

5-魔术：就是恶魔与妖术的媒介，指的是咒

语、咒符、所说的言语，影响他人身心的药物，

使人生病、或杀人、或离间夫妻，那属于恶魔的

工作，大多数都接近了举伴主。 

妖术就是举伴真主，因为在其中联系到真主

之外的恶魔，又因为在其中妄称知道幽玄的知

识。 

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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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نُوملَيس ا كَفَرم و اسونَ النلِّمعوا يكَفَر نياطيالش نلَك

رح١٠٢(: البقرة آية[ ِ…الس[( 

【素莱曼没有叛道，众恶魔却叛道了，它们

教人魔术……。】P43F

① 

如果魔术仅仅用药物而已，那么，妖术也许

就成了大罪。 
 

6-卜卦：就是妄称知道幽玄的知识，就是依

靠恶魔而知道在大地上将要发生事情的消息，那

属于举伴主的行为；因为在其中接近真主之外

的，妄称参与真主关于幽玄的知识。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ن َأَتى «: قال Fالنبي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كاِهنًا َأْو َعرَّافـًا َفَصدََّقـُه ِبَما َيـُقـوُل َفَقـْد َكَفـَر ِبَما ُأْنِزَل َعَلى 

 أخرجه أحمد والحاكم. »ُمـَحـمٍَّد

                                                        
①
《黄牛章》第 10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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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去找魔术师或卜卦者，并相信他所说的

话，谁确已否认了降示给穆罕默德的真理。”① 
 

7-占星术：就是根据占星术推断地球上发生

的事件，如：刮风、下雨、生病、死亡、以及酷

暑与严寒来临的时间、价格的变化等，均为举伴

的行为；因为在安排宇宙万物、以及有关幽玄的

知识中举伴了真主。 
 

8-向星辰求雨：把降雨水归于星辰的没落，

如某人说：“我们因如此这般星星的没落而获得

雨水。”把降雨归于星辰，而不是归于真主，这

属于举伴真主；因为降雨是由真主负责，而不是

由星辰或其它的负责。 
 

9-把恩典归于被造物：今后两世所有的恩惠

都是来自于真主，谁把它归功于真主之外的被造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9536段，《哈克木圣训集》第 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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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谁确已否认了真主，确已举伴了真主。犹如

把获得钱财、或康复的恩典归于某某人，或者是

把在陆地、海洋或空中安全旅行的恩典归于司

机、领航员、飞行员；或者是把获得恩惠、消除

刑罚归功于政府、或个人、或领袖等等。 

应该把所有的恩典归于独一无二的真主，感

谢真主赐予的恩典，至于按照部分人的规章制

度，那只是媒介而已，也许能获益，也许不能获

益；也许有利，也许有害。清高的真主说： 

ونَوأَرجت هفَإِلَي رالض كُمسإِذَا م ثُم اللَّه نفَم ةمعن نا بِكُم مالنحل [م

 )]٥٣(: آية

【凡你们所享受的恩惠都是从真主降下的。

然后，当你们遭难的时候，你们只向他祈祷。】P45F

① 

                                                        
①
《蜜蜂章》第 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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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伊斯兰 
 

-人类只有凭着伊斯兰才能获得今后两世

的幸福，人类需要伊斯兰比他们对饮食与空气更

为需要，每个人都迫切地需要这项法律；它是在

两种活动之间：获得利益的活动与消除灾难的活

动。伊斯兰是阐明益与害的光明。 
 

-伊斯兰的信仰有三个等级： 

伊斯兰（顺从）、伊玛尼（坚信）和伊哈萨

尼（完善），每个等级都有其各自的要素。 
 

-伊斯兰、伊玛尼和伊哈萨尼之间的

区别： 

当伊斯兰与伊玛尼连在一起时，伊斯兰指的

是外在的工作，即伊斯兰的五大要素（念、礼、

斋、课、朝），伊玛尼指的是内在的工作，即伊

玛尼的六大要素（信仰真主、信天使、信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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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经典、信后世、信前定）。如果它俩中的某一

个单独出现时，则包含了两者含义和裁决。 
 

-伊哈萨尼的范畴比伊玛尼的范畴广，伊

玛尼的范畴比伊斯兰的范畴广，就其信仰者本身

来说完善最广泛，因为它包含了伊玛尼，仆人只

有在达到坚信之后才能达到完善的等级；就其信

仰者本人来说完善更为特殊，因为完善者属于坚

信者中的一部分，所有的完善者都属于信士，但

所有的信士不一定都是完善者。 
 

-就其信仰者本身来说伊玛尼比伊斯兰更

广泛，因为它包含着伊斯兰，仆人只有在完全实

现顺从之后才能达到坚信的等级，就其信仰者本

人来说伊玛尼更为特殊，因为坚信者属于顺从者

中的一部分，所有的坚信者都属于顺从者，但所

有的顺从者并不一定都是坚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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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含义： 

伊斯兰就是完全地归顺真主，认主独一，服

从他，远离举伴主与举伴者。谁完全地服从独一

无二的真主，谁就是穆斯林；谁归顺真主，又皈

依其他的，谁就是举伴者，谁没有归顺真主，谁

就是自满的否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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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伊斯兰的要素 
 

-伊斯兰的要素是五项：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

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إنَّ «: F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ابن عم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وِإَقاِم الصََّلاِةُهللا، َشَهاَدِة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 :اِإلْسَلاَم ُبِنَي َعَلى َخْمٍس

 متفق عليه .»َوَحجِّ الَبْيِت ،َوِصَياِم َرَمَضاَن ،َوِإيَتاِء الزََّكاِة

‘伊斯兰是被建立在五项基础之上的，作

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穆罕默

德是真主的使者；力行拜功，交纳天课，封赖麦

丹月的斋，朝觐天房’。”P46F

① 
 

-作证“除真主外，绝无真正应受崇

拜者”：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6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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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用口舌和心灵承认只有伟大的真主才

是真正应受崇拜者，除他之外所有被崇拜者，其

神性都是虚妄的，其崇拜都是无效的。这个作证

包含了否定和确认，（ال إله）即否认真主之外所有

受崇拜的，（إال اهللا）即承认所有的崇拜只归独一无

二的真主，同样，所有的王权也归于独一无二的

真主。 
 

-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顺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的命令，诚信他所告知的一切，远离他的禁

止，按照他所规定的去崇拜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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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伊玛尼 
 

-伊玛尼： 

即：信仰真主，以及相信他的众天使、经典、

使者、后世，以及相信前定的好歹。 

伊玛尼：包含了言语和工作。言语：就是口

舌与内心承认。工作：即内心、口舌和身体的工

作。伊玛尼会因顺从而增加，因违背而减少。 
 

-伊玛尼的分支：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بْضٌع َوَسْبُعوَن، َأْو ِبْضٌع َوِستُّوَن ُشْعَبًة، َفَأْفَضُلـَها َقْوُل ال  اإلْيـَماُن«

إَلـَه إلَّا اُهللا، َوَأْدَناَها إَماَطُة اَألَذى َعِن الطَِّريِق، والَحَياُء ُشْعَبٌة ِمَن 

 أخرجه مسلم. »اإلْيـَماِن

“伊玛尼有七十几个或六十几个分支。最高

贵的是作证：除独一无二的真主外，绝无真正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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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崇拜的主宰；最低的是“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

知羞是伊玛尼的一个枝节。”① 
 

-伊玛尼的级别： 

伊玛尼拥有美味、甘甜和实质。 

1-伊玛尼的美味：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确已阐明伊玛尼的美味，他（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 َذاَق َطْعَم اإلْيـَماِن َمْن َرِضَي ِباهللا َربF :»النبي  قال

 أخرجه مسلم .»َوِباإلْسالِم ِدينًا، َوِبُمـَحـمٍَّد َرُسوًال

“谁喜爱真主为主宰，喜爱伊斯兰为信仰，

喜爱穆罕默德为使者，谁确已尝到了信仰的美

味。”P48F

② 

2-伊玛尼的甘甜：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确已阐明它，他（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35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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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أْن : َثالٌث َمْن ُكنَّ ِفْيـِه َوَجَد َحالَوَة اإلْيـَماِن«: Fالنبي  قال

َيُكوَن اُهللا َوَرُسوُلـُه َأَحبَّ إَلْيـِه ِمـمَّا ِسَواُهـَما، َوَأْن ُيـِحبَّ الَمْرَء ال 

َيْكَرَه َأْن َيـُعوَد ِفي الُكْفِر َكَما َيْكَرُه َأْن ُيـْقَذَف ِفي  ، َوَأْن،ُه إال ـُيـِحبُّ

 متفق عليه .»النَّار
“三种品德，谁具备了它，谁就可以尝到信

仰的甘甜：喜爱真主及其使者超越一切；喜爱一

个人，只是因为真主而喜爱他；在真主拯救他之

后，他不愿再次返回迷途，犹如不愿被投入火狱

之中一样。” P49F

① 

3-伊玛尼的实质：只有具备伊斯兰实质的人

才能获得伊玛尼的实质，努力地遵循伊斯兰的信

仰、功修、宣传、迁徙、援助、奋斗和付出。 
 

 -清高的真主说： 

إِذَا تليت علَيهِم و جِلَت قُلُوبهمو هنما املُؤمنونَ الَّذين إِذَا ذُكر اللَّإِ

مما رزقْناهم و لَّذين يقيمونَ الصالةَاعلَى ربهِم يتوكَّلُونَو آياته زادتهم إِمياناً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6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

训集》第 4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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رِزق و مغفرةٌو حقا لَّهم درجات عند ربهِم نَوولَئك هم املُؤمنأُينفقُونَ

 )]٤-٢(: آية األنفال[كَرِمي

【只有这等人是信士：当记念真主的时候，

他们内心感觉恐惧；当宣读真主的迹象的时候，

那些迹象增加了他们信仰，他们只信任他们的

主；[3]他们谨守拜功，并分舍我所赐予他们的

财物。[4]这等人确是信士，他们将来在主那里

得享受许多品级、饶恕和优厚的给养。】 P50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 ² » ¬ ® ( :تعـاىل  اهللاقال و -٢
µ ́  ³ À ¿ ¾ ½ ¼ » º ¹  ̧¶   ( 

 ].٧٤/األنفال[

【信道而且迁居，并且为真主而奋斗的人和

款留（使者），赞助（正道）的人，这等人确是

真实的信士，他们将获赦宥和优厚的给养。】 P51F

②
P  

                                                        
①
《战利品章》第٢-4节 

②
《战利品章》第 7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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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高的真主说： 

جاهدوا و رسوله ثُم لَم يرتابواو نما املُؤمنونَ الَّذين آمنوا بِاللَّهإِ

هِمالوبِأَم يوف قُونَ أَنفُِسهِمادالص مه كلَئأُو بِيلِ اللَّهآية حلجراتا[س :

)١٥[( 

【信士，只是确信真主和使者，然后没有怀

疑，能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的人；

这等人，确是诚实的。】P52F

① 
 

-仆人无法获得伊玛尼的实质，只有在他

明白自己所遭遇的决不会是错的，错的也决不会

遭遇他之后。 
 

-完美的伊玛尼： 

完美地喜爱真主及其使者，必须要有他所爱

的和喜爱的存在，当他为主而喜、为主而怒时，

它俩属于内心的工作；当他为主而施舍，为主而

制止时，它俩属于身体的工作，那就证明了完美

                                                        
①
《寝室章》第 15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76 
 

 

的伊玛尼，证明了完美地喜爱伟大、超绝万物的

真主。 

艾布吴玛麦（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أنُه قاَل F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بي ُأَماَمَ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ـُه عْن 

 .»َفَقِد اْسَتـْكَمَل اإليَماَن ،َوَمَنَع  ،وأْعَطى  ،وأبَغَض  ،َمْن أَحبَّ «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谁为主而喜、为主而怒，为主而施舍，为

主而储藏，谁确已获得了完美的伊玛尼。”P53F

①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٤٦٨١段，《正确丛书》第 38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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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伊玛尼的特征 
 

-喜爱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 

艾奈斯（求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ل ُيْؤِمُن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أَحُدُكْم َحتَّى َأُكوَن َأَحبَّ إَلْيـِه ِمْن َواِلِدِه َوَوَلِدِه َوالنَّاِس َأْجـَمِعيَن

 متفق عليه
“你们中任何一人都不算真正归信，除非他

喜爱我胜过喜爱他的子女、父母，以及所有的人，

这才算是真正的归信了真主。” P

 
54F

① 
 

-喜爱辅士： 

艾奈斯（求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

训集》第 4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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آَيُة اإلْيـَماِن «: قال Fالنبي  عن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متفق عليه. »ُحبُّ اَألْنَصاِر وآَيُة النَِّفاِق ُبـْغُض اَألْنَصاِر
“信士的特征是喜爱辅士，伪信士的特征是

怒恼辅士。” P

 
55F

① 
 

-喜爱信士：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ل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تْدُخُلوا الَجنََّة َحتَّى ُتْؤِمُنوا، َوال ُتْؤِمُنوا َحتَّى َتـَحابُّْوا، َأَوال َأُدلُُّكْم 

ه أخرج .»َعَلى َشْيٍء إَذا َفَعْلُتـُموُه َتـَحاَبْبُتـْم َأْفُشوا السَّالَم َبْيَنُكْم

 مسلم
“你们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天堂，除非你们成

为信士；你们任何人都不能成为信士，除非你们

相互喜爱；真的，我指引你们一件事情，如果你

们做了，它能使你们互相喜爱好吗？它就是：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7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

训集》第 7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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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间当互致色俩目。” ① 
 

-喜爱自己的穆斯林兄弟： 

艾奈斯·本·马立克（求主喜悦他）的传述，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ل «: قال Fالنبي عن أنس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 »َقاَل ِلـَجاِرِه ـ َما ُيـِحبُّ ِلَنْفِسِه ُيْؤِمُن َأَحُدُكْم َحتَّى ُيـِحبَّ َألِخْيـِه ـ َأْو

 متفق عليه

“你们任何人都没有真正的归信，直至他为

自己的兄弟喜爱（或者是说为自己的邻居），就

像他为自身所喜爱的那样。”P

 
57F

② 
 

-尊重邻居和客人，只说善言：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ن «: قال F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54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45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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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ر َفْلَيـُقْل َخْيرًا َأْو ِلَيْصُمْت، َوَمْن َكاَن َكاَن ُيْؤِمُن ِباهللا َوالَيْوِم اآلِخ

ُيْؤِمُن ِباهللا َوالَيْوِم اآلِخِر َفْلُيْكِرْم َجاَرُه، َوَمْن َكاَن ُيْؤِمُن ِباهللا َوالَيْوِم 

 متفق عليه. »اآلِخِر َفْلُيْكِرْم َضْيَفُه

“谁归信真主与末日，让他说好话或让他保

持沉默；谁归信真主与末日，让他尊重自己的邻

居；谁归信真主与末日，让他尊敬自己的客

人。”P

 
58F

① 
 

-劝善戒恶：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رسول اهللا  سمعت: عن أبي سعيد الخدر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F َمْن َرَأى ِمْنُكْم ُمْنَكرًا َفْلُيـَغيِّْرُه ِبَيِدِه، َفإْن َلـْم َيْسَتِطْع «: يقول

أخرجه . »َك َأْضَعُف اإلْيـَماِنَفِبِلَساِنـِه، َفإْن َلـْم َيْسَتِطْع َفِبَقْلِبـِه َوَذِل

 مسلم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1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47段，原文出自

《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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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任何人看见罪恶之事，都当用手去制

止之，如果他无能为力，当用嘴去制止之，如果

他还是无能为力，当用心去憎恶之，那属于最弱

的信仰。” ① 
 

-尽忠： 

泰秘米·艾勒达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لدِّيُن «: قال Fأن النبي عن تميم الدار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أِئمَِّة المْسِلـِميَن ـِه َوِلَرُسوِلـِه َوَلَوِلِكَتاِب ،«: َقاَلُقْلَنا ِلـَمْن؟  »النَِّصيَحُة

 أخرجه مسلم .»َوَعامَِّتـِهـْم

“教门就是尽忠。”我们说：“主的使者啊！

为谁尽忠呢？”他说：“忠于真主，忠于他的经

典，忠于他的使者，忠于穆斯林的领袖及穆斯林

大众。” P

 
60F

②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49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5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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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玛尼是最优越的工作：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有人询

问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哪一项

工作是最优越的？ 

َأيُّ : ُسِئَل F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قْيَل ُثمَّ َماَذا؟  »إيَماٌن ِباهللا َوَرُسوِلـِه«: َقاَلالَعَمِل َأْفَضُل؟ 

متفق  .»َحجٌّ َمْبُروٌر«: َقاَلِقيَل ُثمَّ َماَذا؟  »الِجَهاُد ِفي َسِبيِل اهللا«

 عليه

使者说：“信仰真主及其使者。”有人说：“其

次呢？”使者说：“为主道奋斗。”又问：“再其

次呢？”使者说：“被接受的朝觐。”P61F

① 
 

-伊玛尼因顺从而增加，因违背而减

少： 

 -清高的真主说： 

يهكلَ السي أَنزالَّذ ونزيل نِنيمي قُلُوبِ املُؤةَ ف عاناً موا إِميادد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6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

训集》第 8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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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نِهِم٤(: الفتح آية[ إِمي[( 

【他曾将镇静降在信士们的心中，以便他们

加强信念。】 P62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 ا أُنزِلَتإِذَا مسه هتادز كُمقُولُ أَين يم مهنةٌ فَما وراناً فَأَمإِمي هذ

 )]١٢٤(: التوبة آية[ هم يستبشرونَو الَّذين آمنوا فَزادتهم إِمياناً

【当降示一章经的时候，他们中有人说：‘这

章经使你们中的哪个人更加确信呢？’至于信道

者，那章经使他们更加确信了。同时，他们是快

乐的。】P63F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٣

ال َيْزِني الزَّاِني ِحيَن َيْزِني َوُهَو ُمْؤِمٌن، َوال َيْسِرُق السَّاِرُق ِحيَن «

                                                        
①
《胜利章》第 4节 

②
《忏悔章》第١٢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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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سِرُق َوُهَو ُمْؤِمٌن، َوال َيْشَرُب الَخـْمَر ِحيَن َيْشَرُبـَها َوُهَو ُمْؤِمٌن

 متفق عليه

“具备完美信仰者，不通奸、不偷盗、不饮

酒。”P64F

①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خرج مـن  ـي«: قال النيب أن أنس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4

ال إلَـه إلَّا اُهللا وكَانَ في قَلْبِـه من اخلَيرِ ما يزِنُ شعيرةً، ثُـم  : النارِ من قَالَ

قَالَـي نارِ مالن نم جرخ : نم ي قَلْبِـهكَانَ فإلَّا اُهللا و زِنُ ال إلَـها يرِ ماخلَي

ي ةً، ثُمرقَالَـب نارِ مالن نم جررِ : خاخلَي نم ي قَلْبِـهكَانَ فإلَّا اُهللا و ال إلَـه

 .متفق عليه. »ما يزِنُ ذَرةً

“内心有大麦粒重量的信念而说了‘除真主

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者可以脱离火狱，

内心有小麦粒重量的信念而说了‘除真主之外，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475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57段，原文出自

《穆斯林圣训集》，译者注，圣训学家们说：“这段《圣训》的意思是‘不

做任何违背的事项，就属于完美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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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者可以脱离火狱，内心有

小蚂蚁重量的信念而说了‘除真主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的’者可以脱离火狱。”① 
 

-否认者在其皈依伊斯兰之前的工

作： 

 -如果非穆斯林加入伊斯兰，并且完善伊

斯兰的各项命禁，其之前的过错均得以饶恕，因

为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إِن يعودوا و ل لِّلَّذين كَفَروا إِن ينتهوا يغفَر لَهم ما قَد سلَفقُ -١

نيلاَألو تنس تضم ٣٨(: آية ألنفالا[فَقَد[( 

【告诉不信道的人们：如果他们停止战争，

那么，他们以往的罪恶将蒙赦宥；如果他们执迷

不悟，那么，古人的常道已逝去了。】P66F

②
P  

 

-皈依之前的善功均会获得报酬，按照正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4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

训集》第 193段 
②
《战利品章》第 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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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传述，哈柯姆·本·黑扎慕曾经对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Fأن حكيم بن حزام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لرسول اهللا  -2

َت أمورًا كنُت َأَتـَحنَُّث بها في الجاهلية هل لي فيها من ــأرأي

َأْسَلْفَت ِمْن  ـاَمَلـى َعَت َلْمَأْس«: Fفقال له رسول اهللا  شيء؟

 متفق عليه .»َخْيٍر

“您告诉我，我曾经在蒙昧时代的工作，我

能获得回赐吗？”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对他说：“你过去做的善功，对你有回

赐。”P67F

① 
 

 -谁皈依伊斯兰，然后又作恶，其前后的

罪过都要受到惩罚，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مْن َأْحَسَن ِفي اإلْسالِم َلـْم ُيَؤاَخْذ ِبَما َعِمَل ِفي «: Fلقوله  -٣

 متفق عليه .»ْن َأَساَء ِفي اإلْسالِم ُأِخَذ ِباَألوَِّل َواآلِخِرالَجاِهِليَِّة، َوَم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43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23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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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伊斯兰并且行善者，不会因蒙昧时代的

行为而受到惩罚；皈依伊斯兰而又作恶者，其前

后所有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921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2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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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伊玛尼的要素 
 

-伊玛尼的要素是六项：就是在天使吉

布拉依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询问先知

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有关伊玛

尼的《圣训》中所提到的，他说： 

 Fالصالة والسالم حينما سأل النبي  حديث جبريل عليه

، َوَمالِئَكِتـِه، َوُكُتِبـِه، َوُرُسِلـِه، اهللاَأْن ُتْؤِمَن ِب«: عن اإليمان؟ فقال

 متفق عليه .»َوالَيْوِم اآلِخِر، َوُتْؤِمَن ِبالَقَدِر َخْيِرِه َوَشرِِّه

“伊玛尼就是你信仰真主，并且相信他的

众天使、经典和使者，相信末日，以及相信好歹

的前定。”P69F

① 
 

1-信仰真主 
 

信仰真主包含以下四项：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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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清高真主的存在： 
 

-真主确已为每个人制定了皈信创造者的

天性 

犹如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جهك للدّينِ حنِيفًا فطْرةَ اللَّه الَتي فَطَر الناس علَيها الَ تبديلَ و أَقمفَ

لْقِ اللَّهخ٣٠(: آية لروما[ل[( 

【你应当趋向正教，（并谨守）真主所赋予

人的本性。真主所创造的，是不容变更的。】 P70F

①
P  

 

-理智证明有一位创造者 

万物的争先恐后，相互追逐，它必定要有一

位创造者，创造了它，它绝不可能是自己创造了

自身，它也更可能是意外发生的，从而确定了它

有一位创造者，他就是真主——众世界的养育

者。犹如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م خلَقُوا السمواتأَم خلقُوا من غَيرِ شيٍء أَم هم اخلَالقُونَأَ

                                                        
①
《罗马章》第 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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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نَونوقل الَّ يب ض٣٦-٣٥(: آية لطورا[اَألر[( 

【是他们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呢？还是他

们自己就是创造者呢？[36]难道他们曾创造天

地吗？不然，是他们不确信真主。】P71F

①
P  

 

-感觉证实了超绝万物主的存在 

的确，我们看见昼夜的轮回，人类与各种动

物的给养，宇宙万物有条不紊的安排，绝对证实

了清高主宰的存在： 

لَياللَّي اللَّه قَلِّب ارِوصي اَألبلةً ُألوربلَع كي ذَلإِنَّ ف ارهلنورا[الن 

 )]٤٤(: آية

【真主使昼夜更迭，对于有悟力者，此中确

有一种鉴戒。】P72F

②
P  

 

-真主用人类可以看见或听见的各

种迹象和奇迹援助他的众使者和先知们： 

                                                        
①
《山岳章》第٣٥-36节 

②
《光明章》第٤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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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些超出人能力范畴的事情，真主以此

援助他的众使者，这断然地证明了派遣他们的主

的存在，他就是伟大强悍的安拉——真主。犹如

真主使火对伊布拉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变成凉爽的、和平的，为穆萨（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分开海洋，为尔萨使亡人复活，为穆

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使月亮分开。 
 

-多少次真主应答祈祷者、给予寻求

者、援救苦恼者：毋庸置疑，这些足以证明

超绝万物主的存在、博识和大能。 

1-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مدكُم بِأَلْف من املَالئكَةذْ تستغيثُونَ ربكُم فَاستجاب لَكُم أَني مإِ

نيفدر٩(: آية ألنفالا[م[( 

【当时，你们求援于你们的主，他就答应了

你们：我要陆续降下一千天使去援助你们。】 P73F

①
P  

                                                        
①
《战利品章》第 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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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رالض نِيسي مأَن هبى رادإِذْ ن وبَأَي و محأَر تأَن

نيماحنالرم ا بِها مفْنفَكَش ا لَهنبجترٍّ اسض ولَهأَه اهنيآت ةً ومحر مهعم مثْلَهم

 )]٨٤-٨٣(: آية ألنبياءا[ذكْرى للْعابِدينو من عندنا

【（你应当叙述）安优布，当时他曾呼吁他

的主（说）：“痼疾确已伤害了我，您是最仁慈的。”

[84]我就答应他的请求，而解除他所患的痼疾，

并以他的家属和同样的人赏赐他，这是由于从我

发出的恩惠和对于崇拜我者的记念。】P74F

①
P  

 

-法律证实了清高、超绝万物主的存

在： 

真主降示给众先知和使者们的经典中的法

律包含了对众生的裨益，从而证实了那些经典是

来自于明哲的、大能的养育主，他彻知对众仆的

裨益。 
 

                                                        
①
《众先知章》第 83-8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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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真主是独一无二的养育者： 
 

养育者拥有创造、掌管和主持权，只有真主

是创造者、是掌管者，一切事情，都是真主所主

持的，万物都是他创造的，所有的权力都归他，

所有的事情都归他主持，他是万能的、是至慈的、

是无求的、是可颂的主，当仆人向他祈求怜悯时，

他怜悯之；当仆人向他祈求饶恕时，他恕饶之；

当仆人向他寻求时，他给予之；当向他祈祷时，

他应答之；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瞌

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他。 

1-清高的真主说： 

: آية األعراف[اَألمر تبارك ا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نيو خلَلْقاه لَ أَالَ

)٥٤[( 

【真的，创造和命令只归他主持。多福哉真

主——全世界的主！】 P75F

① 

                                                        
①
《高处章》第 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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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高的真主说： 

لاتومالس لْكم لَّه ضِواَألر ويهِنا فم ٍء ويلَى كُلِّ شع وه

ير١٢٠(: ملائدة آيةا[قَد[( 

【天地万物的国权只是真主的，他对于万事

是全能的。】 P76F

① 
 

-我们知道并坚信伟大的真主创造了众

生、创造了万物，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天地万物，

创造了太阳与月亮，创造了黑夜与白昼、水、植

物、人、动物、山岳和海洋。 

يراًوقْدت هرٍء فَقَديكُلَّ ش لَق٢(: آية لفرقانا[خ[( 

【他创造万物，并加以精密的注定。】P77F

② 
 

-真主凭着大能创造了所有的一切，没有

任何一位部长、没有指导员、更没有援助者，超

绝万物的真主是独一无二的强悍的主，他凭着自

                                                        
①
《筵席章》第 120节 

②
《准则章》第 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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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大能升上“阿尔西”，他凭着自己的意欲铺

展大地，他凭着自己的意志创造了众生，他凭着

自己的大能制服了众仆，他是东方和西方的主，

除他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

是维护万物的主。 
 

-我们知道并坚信超绝万物的真主大能

于万物，包罗万象，统治一切，彻知一切，他宰

制一切，众生对他的伟大而俯首听命，一切声音

将为他的庄严而安静下来，所有的势力因他的强

悍而卑躬屈膝，众目不能见他，他却能见众目；

他是精明的，是彻知的；真主确是为所欲为的，。

真主必定判决他所欲判决的。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٨٢/يس[

【当他欲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他对事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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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声：‘有’，它就有了。】① 
 

-超绝万物的真主彻知天地间的一切，他

是全知幽明的、是伟大的、是崇高的主，他知道

山岳的重量，知道海洋的分量，知道雨水滴下的

数目，知道树叶和沙粒的数量，他知道漆黑的夜

晚覆盖的与白昼照耀的一切。 

ما و الْبحرِو يعلَم ما في البرو ده مفَاتح الغيبِ الَ يعلَمها إِالَّ هوعن

ابِسٍ ي الَو طْبٍر الَو بة في ظُلُمات اَألرضِح الَو ة إِالَّ يعلَمهارقَو تسقُطُ من

 )]٥٩(: األنعام آية[ إِالَّ في كتابٍ مبِنيٍ

【真主那里，有幽玄的宝藏，只有他认识那

些宝藏。他认识陆上和海中的一切；零落的叶子，

没有一片是他不认识的，地面下重重黑暗中的谷

粒，地面上一切翠绿的，和枯槁的草木，没有一

样不详载在天经中。】 P79F

② 
 

                                                        
①
《雅辛章》第 82节 

②
《牲畜章》第 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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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并坚信伟大尊严的真主时时

都有事物处理，的确，天地间的任何物都不能瞒

真主，他处理万事，派风，降及时雨，使已死的

大地复活，使意欲者高贵，使意欲者卑贱，使死

者生，使生者死，赏赐，制止，使卑贱、使高贵

的主宰。 

لُهاَألو و وراآلخ ورالظَّاه وناطالْب ووٍء  هيبِكُلِّ ش

يمل٣(: آية حلديدا[ع[( 

【他是前无始后无终的，是极显著极隐微

的，他是全知万物的。】P80F

① 
 

-我们知道并坚信天地间所有的仓库都归

真主，所有存在的事物，其仓库都是在真主的阙

前，水库、植物的仓库、风库、矿产的仓库、健

康的仓库、安定团结的仓库、恩惠的仓库、刑罚

的仓库、怜悯的仓库、引导的仓库、力量的仓库、

                                                        
①
《铁章》第 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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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仓库、这些以及其它的仓库都在真主的阙

前，由真主亲手掌管。 

وهنائزا خنندٍء إِالَّ عين شإِن م رٍوإِالَّ بِقَد لُهزنا نم 

لُومٍم٢١(: آية جرحلا[ع[( 

【每一种事物，我这里都有其仓库，我只依

定数降下它。】P81F

① 
 

-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会坚信真

主的大能、真主的崇高、真主的权力、真主的伟

大、真主的知识、真主的宝藏、真主的慈爱、以

及真主独一无二的特性，心灵倾向他，心胸因崇

拜他而开拓，肢体服从他，舌头时时提及他，赞

他伟大、赞他至大、赞他清静、赞颂他；只向他

祈求，只求他援助，只托靠他，只畏惧他，只崇

拜他。 

هو علَى و لكُم اللَّه ربكُم الَ إِلَه إِالَّ هو خالق كُلِّ شيٍء فَاعبدوهذَ

                                                        
①
《石谷章》第٢١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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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٠٢(: يةاألنعام آ[ كيلٌو كُلِّ شيٍء

【这是真主，你们的主，除他外，绝无应受

崇拜的。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故你们当拜他。他

是万物的监护者。】P82F

① 
 

相信超绝万物主独一无二的神性： 
 

-我们知道并坚信真主是独一的，他是真

正的主宰，他绝无伙伴，他是真正应受崇拜的主

宰，他是众世界的养育者，众世界的主宰，我们

根据法律规定崇拜他，完全地为他卑躬屈膝、喜

爱和敬重他。 
 

-我们知道并坚信真主独一无二的养育

性、同样我们也坚信他独一无二的神性，我们只

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我们远离他之外的任何崇

拜。 

                                                        
①
《牲畜章》第 10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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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إِلَه كُمإِلَه ويمحالر نمحالر وإِالَّ ه الَّ إِلَه دالبقرة آية[ اح :

)١٦٣[( 

【你们所当崇拜的，是唯一的主宰；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至仁的，是至慈的。】 P83F

① 
 

-真主之外所有被崇拜的，其神性都是虚

妄的，其崇拜都是无效的。 

أَنَّ اللَّه و أَنَّ ما يدعونَ من دونِه هو الباطلُو لك بِأَنَّ اللَّه هو احلَقذَ

وه ٍالكَبِري يل٦٢(: آية حلجا[الع[( 

【这是因为真主是真实的，他们舍真主而祈

祷的（偶像）是虚妄的；又因为真主是至尊的，

是至大的。】 P84F

② 
 

相信真主的美名和属性： 
 

意思是：理解、背记并且承认真主的美名和

属性，以此崇拜真主，遵守它的内涵。认识真主

                                                        
①
《黄牛章》第 163节 

②
《朝觐章》第 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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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伟大、尊贵和尊严的属性，仆人的内心充

满对真主的畏惧和敬重。 

认识真主强大、大能和威力的属性，在养主

的阙前，仆人的内心充满卑躬屈膝、无能力和谦

恭。 

认识真主慈爱、行善、慷慨、大方的属性，

使仆人的内心充满对真主的恩典、慈恩和慷慨的

渴望。 

明白权势、大能、强有力等特性的含义，在

养主的阙前，内心充满谦逊、卑躬屈膝和恭顺。 

明白仁慈、慈爱、慷慨和大方等特性的含义，

内心充满对真主的恩典、慈恩和慷慨的渴望与喜

爱。 

明白知识、彻知等特性的含义，让仆人知道

自己的养主监视着他一切的言行举止。 

这所有的特性都责成仆人喜爱真主，渴望真

主，以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去接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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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认真主为其自身所确定的、或他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他确认的所

有美名和特性，我们相信它，以及它所证实的含

义和标志。我们坚信真主是“至慈的”，它的含

义是：真主是拥有慈爱者；从这个尊名中的标志

有：他随意地慈爱所意欲者。他其他所有的尊名

也都是如此，我们承认所有符合伟大的、尊严的

真主的含义和标志，不对其加以歪曲、否认、篡

改和比拟，根据清高真主的言词为限度： 

 )]١١(: آية الشورى[ هو السميع البصريو لَيس كَمثْله شيٌء

【任何物都不与他相似。他确是全聪的，确

是全明的。】 P85F

① 
 

我们知道并坚信独一无二的真主有许多

美名和至高的特性，我们以此祈祷他： 

1.清高的真主说： 

                                                        
①
《协商章》第 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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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لائدة آيةا[اَألمر تبارك ا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نيو خلَلْقاه لَ أَالَ

)180[( 

【真的，创造和命令只归他主持。多福哉真

主——全世界的主！】 P86F

① 

2.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真主

有九十九个尊名，谁记住了它 P87F

②
P，谁就能进入天

堂。”P88F

③ 
 

-真主的尊名： 
 

伟大、尊严的真主的美名证实了他的完美特

性，“األوصاف”派生于“الصفات”，那是“أمساء”，这

是“أوصاف”，因此它就成为了“حسىن”；有关真主、

真主的尊名和特性的知识属于最高尚的知识。伟

                                                        
①
《高处章》第 180节 

②
译者注：这里的目的是反复地背记，或者是指恭顺地背记它的意义，

遵循它的内在含义。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7392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6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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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尊严真主的尊名有： 

安拉（اهللا）：他是应该受到众生崇拜的真主，

喜爱他、尊重他、对他卑躬屈膝，需要时求助于

他。 

他是普慈的、特慈的（ مالرمحن الرحي ）：他的慈

爱包罗万象。 

他是掌权的（امللك）：他是的掌管万物者。他

是掌权者（ لكاامل ）：他掌管所有的王权、财产和仆

人。他是君主、持有者（ كياملل ）：在他的王权中执

行命令，把国权赏赐自己所意欲的人，把国权从

他所意欲者的手中消除。 

他是至洁的（القدوس）：他没有任何不足和缺

点，他具备完美的属性，他完美无瑕。 

他是健全的（السالم）：没有任何污点、残疾

和欠缺。 

他是保佑的（املؤمن）：他赐予仆人平安，免遭

压迫，他创造平安，并将其恩赐于他所意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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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见证的（املهيمن）：他见证仆人所做的一

切，任何事情都不能隐瞒他。 

他是万能的（العزيز）：所有的能力全归他，他

是无所不能的万能者，是不可抗拒的强大者，是

万物对其卑躬屈膝的万能者。 

他是尊严的（اجلبار）：他是超越众生的至高无

上者，他随意地制服他们，他拥有援助仆人的伟

大和威严，改善他们的状况。 

他是尊大的（املتكرب）：他是超出众生属性的尊

大者，没有任何事物与他相似，他是远离一切危

害和压迫的伟大者。 

他是至大的（ ريكبال ）：他是至大的，除他之外，

一切都是渺小的，他拥有天地间的伟大。 

他是创造者（اخلالق）：他是从无创造万物的创

造者。他是创造者（ قالّاخل ）：他是以着自己的大

能创造万有的主宰。 

他是造化者（البارئ）：他是造化万物、以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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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大能创造他们的主宰，并从中挑选部分，使

他们成为纯洁无瑕的。 

他是赋形者（املصور）：他为被造物赋予不同

的形态——高、矮、大、小。 

他是博施的（ هابالو ）：慷慨大方地赐予，永

不间断地恩赐。 

他是供给万物的（الرزاق）：他的供给足够众

生。他是供给者（الرازق）：他创造给养，供给万

物。 

他是至赦的、赦宥的（الغفور الغفار）：众所周知

的饶恕、宽恕和原谅。他是赦宥者（الغافر）：掩盖

仆人的一切罪过者。 

他是不可抗拒的（القاهر）：他是崇高的、主宰、

统治众仆的，众仆为他卑躬屈膝，顺服他的强悍。

统治的（القهار）：他随意地制服万物，他是主宰一

切者，除他之外都是被制服者。 

他是裁判的（الفتاح）：他在仆人之间正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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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地裁决，为他们打开慈悯和给养之门，援助归

信的仆人，唯一知道幽玄知识者。 

他是全知的（العليم）：任何事情都不能隐瞒他。

他是全知的（العامل）：他知道一切公开的和隐藏的，

明显的和暗藏的，语言和行为，幽玄的和见证的，

确知幽玄的知识。 

他是尊严的（يدا）：赞美他的行为，众生赞

美他的伟大，赞颂他的尊贵、伟大和恩惠。 

他是养育的（الرب）：自由掌管者，养育万物，

掌管众生，供给他的创造物，在今后两世对他们

执行命令，除他之外绝无主宰，除他之外绝无养

育者。 

他是至尊大的（العظيم）：在他的权力中拥有

崇高和尊严。 

他是宽恩的（الواسع）：他的慈恩包罗万物，

他供给众生的给养，拥有崇高、统治和王权的宽

恩者，恩惠和施恩的宽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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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尊贵的（الكرمي）：他拥有伟大的尊严，持

之以恒地慈恩，没有任何欠缺与残疾。至贵的

（ مكراأل ）：他的赠与和恩惠普及万物。 

他是至爱的（الودود）：他喜爱顺服、皈依和

赞颂他的人，他善待他们以及其他的人。 

他是赐食禄的（ 他维护一切，监督一：（ملقيتا

切，供给众生食禄。 

他是厚报的（الشكور）：加倍报赏，消除过错。

他是酬谢的（الشاكر）：酬劳轻而易举地顺从者，

给予其丰厚的报赏、恩惠，喜爱少许的感谢。 

他是深知的（اللطيف）：任何事情都不能隐瞒

他，他亲切地对待崇拜自己的善人，在他们不知

不觉的时候。他是深知的，众目不能见他。 

他是宽仁的（احلليم）：他并没有因仆人的罪过

而迅速地惩罚他们，而是宽容他们，以便他们悔

过自新。 

他是彻知的（اخلبري）：众生中的任何事情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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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隐瞒他——动或静、说话或沉默，大或小。 

他是保佑的（احلفيظ）：他保护自己的创造物，

他的知识包罗万物。保护者（ ظاحلاف ）：他保护仆

人所有的工作，保护他的爱仆免于犯罪。 

他是监督的（الرقيب）：他监督仆人的所有状

况，不会遗忘护佑任何他所保护的人。 

他是全聪的（السميع）：全听一切的声音，他

的全聪包含所有的声音，倾听各种不同的语言、

文字与需要，不会使他烦劳，明显与暗藏、远与

近在他跟前都是相同的。 

他是全明的（البصري）：全明所有的事情，彻

知仆人的一切需求和工作，谁应获得引导，谁应

遭受迷误，他不会忘却任何事情。 

他是至高的、至尊的、崇高的（  األعلى العلي

他拥有至高的王权，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他：（املتعال

的管理和王权之下；他是至尊的，没有比他更尊

大的；他是至高的，没有比他更崇高的；他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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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没有比他更伟大的。 

他是至睿的（احلكيم）：他根据自己的明哲和

工作安排万物，至睿充满他的言行。他是公断的

裁决者（ كمااحل احلكم ）：顺服他的裁决，不会虐待、

更不会亏枉任何人。 

他是维护万物的（القيوم）：他自己主持，不需

要任何人；他主持他人的事物，主持安排处理众

生的所有事情，瞌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

他。 

他是单一的、独一的（ األحد الواحد ）：他独自具

备所有完美的特性，没有任何一物参与他完美的

特性。 

他是永活的（احلي）：他是永生不灭的。 

他是报偿的、清算的（ ب احلسيباساحل ）：他赏赐

自己的仆人，他们绝对需要他的恩赐，清算自己

的仆人。 

他是见证的（الشهيد）：他熟悉万事万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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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包罗万象，他见证自己的仆人们及其工

作。 

他是至强的、可托的（ املتني القوي ）：他是至强

的，没有任何战胜者能战胜他，也没有任何逃亡

者能够逃脱，他的强悍永不间断。 

他是保护的（الويل）：安排处理的掌权者。他

是主持的（املوىل）：喜爱援助归信的仆人们。 

他是可赞的（احلميد）：他是应该享受赞颂的，

赞颂他的美名、特性、行为、言语、恩惠、法律

和大能。 

他是万物所仰赖的（الصمد）：完美的传达他

的荣耀、伟大和慷慨，万物所有的需求都仰赖他。 

他是大能的、能够的、全能的（ القادر  القدير

他是全能的、是无所不能的,他不会任何：（املقتدر

事情，他拥有完美的、永不间断的、包罗万象的

能力。 

他是监护的（ لكيالو ）：对万物执行他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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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保护的（الكفيل）：保护所有的事情，所有的

生命，承担众生的给养，负责改善他们的利益。 

他是富足的（الغين）：他无求于任何被造物，

他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人或物。 

他是真实的、明细的（احلق املبني）：他的存在

是无庸置疑的，是众生都知道的。明细的（املبني）：

他为众生阐明了今后两世的成功之路。 

他是光明的（النور）：他照耀天地，照耀认识

并且相信真主者的心。 

他是具有尊严的、大德的（ اِإلكْرامو و اجلَاللِذُ ）：

他是唯一应该受到敬畏、受到赞颂的，他具有伟

大的、尊严的，具有慈爱的、恩惠的。 

他是仁爱的（الرب）：他慈爱、怜悯自己的仆

人，并且善待他们。 

他是至宥的（التواب）：他接受忏悔者的忏悔，

饶恕悔过自新者，并为自己的仆人规定了忏悔并

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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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至恕的（العفو）：他的宽恕容纳了仆人所

有的过错，尤其是伴随着忏悔和求饶恕。 

他是怜悯的（الرءوف）：他是具有怜恤的，

（ ةفأالر ）：是最怜恤、最慈悲的。 

他是前无始的（األول）：在他之前没有任何存

在的。 

他是后无终的（اآلخر）：在他之后也不会有任

何存在的。 

他是极显著的（الظاهر）：没有比他更显著的。 

他是极隐微的（الباطن）：也没有比他更隐微的。 

他是继承的 （الوارث）：在万物毁灭之后他是

唯一永存的，万物都将归于他，他是最后的归宿，

是永生不灭的。 

他是周知的（احمليط）：他的大能彻知万物，任

何被造物都不可能漏掉或逃脱，他洞悉万物，统

计其数量。 

他是临近的 （القريب）：他比任何人都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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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祈祷者，与以各种顺从和善功接近他的人

们。 

他是引导的（اهلادي）：他引导其他的人们奔向

有益于他们的，他引导自己的仆人，为他们阐明

真伪之路。 

他是开创的（البديع）：没有类似的、也没有相

像的，他创造前所未有的万物。 

他是创造的（الفاطر）：他创造万物，创造前所

未有的天地。 

他是满足的（الكايف）：他能满足被造物所有的

需求。 

他是征服的（الغالب）：他是永不可抗拒者，

他支配所有的需求者，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驳斥他

的判决，或阻止他执行的命禁，对于他的判决没

有任何反击者，对于他的断法也没有任何评论

者。 

他是支持的、援助的（ النصريالناصر  ）：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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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使者们，及其追随者，以其独一无二的援

助，战胜他们的敌人。 

他是援助的（ ستعانامل ）：他不需要寻找任何帮

助，然而，他的爱仆、他的敌人需要他的援助，

他援助所有求助的人们。 

他是拥有天梯的（ عارجاملذو  ）：众天使和精神

升到他那里，一切善功和优美的言行上升到他那

里。 

他是博施恩惠的（ طولالذو  ）：他对众生广施恩

典、恩惠和幸福。 

他是有宏恩的（ فضلالذو  ）：他掌管一切，对

他的仆人广施各种恩惠。 

他是温和的（الرفيق）：他喜爱温和与温和的人，

他怜恤仆人，慈爱他们。 

他是美观的（اجلميل）：他的本体、尊名、特

性和行为都是美的。 

他是美洁的（الطيب）：没有任何不足与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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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医治的（الشايف）：他是唯一医治所有的不

幸、残疾和疾病者。 

他是可赞的（السبوح）：他没有任何缺点与不

足，七层天地及其中的万物都赞颂他。 

他是独一的（الوتر）：他是独一无二，没有相

似的，更没有同等的，独一喜爱单独的善功和顺

从。 

他是报应的（ 他清算仆人，并对他们：（لديانا

进行赏罚。复生日，对他们之间进行判决。 

他是使向前的、使落后的（ راملؤخ 他使：（املقدم 

意欲者向前，使意欲者落后，使意欲者卓越，使

意欲者卑贱。 

他是仁慈的（ ناناحل ）：他慈爱自己的仆人，赐

予行善者荣誉，饶恕犯错的人。 

他是施恩的（املنان）：在寻求之前就慷慨赐予，

多多的给予恩惠，赏赐他的仆人各种恩典、恩惠、

给养和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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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使人窘迫的（ ابضقال ）：他从他所意欲者

那里收起他的恩典。 

他是使人宽裕的（الباسط）：他散播他的恩惠，

使他宜于的仆人富裕。 

他是知耻的、掩盖的（ سترييي الاحل ）：他喜爱知

耻的人，掩盖仆人。他掩盖仆人的许多过错和缺

点。 

他是主事的（السيد）：完美地荣耀、崇高、大

能和其他特性。 

他是善报的（احملسن）：对众生多施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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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信仰 

 

-伊斯兰的基本就是信仰伟大、尊严的真

主，坚信真主和他的尊名及特性、行为、宝藏、

许约、警告；所有的工作和功修都是建立在这一

基础上的，接受善功也是建立在这一伟大的根基

上的；如果这一信仰衰弱了，那么，它就会欠损，

所有的工作和功修就不完美，各种状况就会不理

想。 
 

为了我们的生活充满信仰，有增无

减，那么，必须知道以下事项： 

1-我们知道并坚信万事万物的创造者是真

主，无论是明显的、还是隐藏的，无论是大的、

还是小的。天地的创造者是真主，阿尔西的创造

者是真主，星辰的创造者是真主，海洋、山岳的

创造者是真主，生物（人、动植物）和无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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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是真主，乐园的创造者是真主，火狱的创

造者是真主： 

̀  h g f e d c b a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  _

i( ]٦٢/الزمر.[ 

【真主是创造万物的，也是监护万物的。】P89F

① 

我们说这些，我们听它，我们思考它，我们

用视觉和思维去观看宇宙和《古兰经》中的迹象，

直至信仰在我们的心中根深蒂固，真主确已以此

命令我们。 

-清高的真主说： 

 والنذُر اآليات تغنِي وما واَألرضِ السموات في ماذَا انظُروا قُلِ

نمٍ عونَ الَّ قَونمؤ١٠١: (آية يونس[ي([ 

【你说：“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的森罗万

象。一切迹象和警告者，对于不信道的民众是毫

无裨益的。】 P90F

② 

                                                        
①
《队伍章》第 62节 

②
《优努斯章》第 10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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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٢٤: (حممد آية[لقُرآنَ أَم علَى قُلُوبٍ أَقْفَالُهاأَفَالَ يتدبرونَ ا

【他们怎么不沉思《古兰经》呢？难道他

们的心上有锁？】P91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إِذَا ما أُنزِلَت سورةٌ فَمنهم من يقُولُ أَيكُم زادته هذه إِمياناً فَأَما 

 )]١٢٤: (التوبة آية[ ونَوهم يستبشر الَّذين آمنوا فَزادتهم إِمياناً

【当降示一章经的时候，他们中有人说：‘这

章经使你们中的哪个人更加确信呢？’至于信道

者，那章经使他们更加确信了。同时，他们是快

乐的。】P92F

② 

2-我们知道并坚信是真主创造了万物及其

作用，他创造了眼睛，其作用是看；创造了耳朵，

其作用是听；创造了舌头，其作用是说；创造了

太阳，其作用是发光；创造了火，其作用是燃烧；

                                                        
①
《穆罕默德章》第 24节 

②
《忏悔章》第١٢٤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121 
 

 

创造了树木，其作用是果实等等。 

3-我们知道并坚信掌管者、安排者和处理

者，他是独一无二的真主，天地间所有的被造物

——不论其大小，都属于真主的奴仆、贫穷者；

他们不能为自身掌管丝毫祸福和援助，也不能掌

管生死和复活，真主是他们的掌管者，他们需要

真主的援助，而真主却无求于他们。 

他是管理宇宙、处理众生事务的超绝万物的

主宰。自由地处理天地间的万物——处理河流与

海洋、火与风、生物与植物、星辰与无机物、首

领与部长、富人与穷人、强者与弱者等等，他是

独一无二的真主。 

伟大、尊严的真主凭着他自己的大能、哲理

和知识自由的安排处理；的确，他创造某物，然

后凭着自己的大能剥夺其功能，你确已发现：有

眼不能观，耳不能听，舌不能言，海水不会淹没，

火不会烧毁，的确，那都是超绝万物的真主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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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因为他可以自由地处理万物，除他之外，绝

无神灵，他是独一的、强悍的主，是大能于万物

的主。 
 

-部分心灵受被造物的影响比受其创造

者的影响更多，因为部分心灵牵挂着被造物，从

而忽视了超绝万物的创造者。我们应当根据知

识、根据对被造物的观察，来认识创造、以及赋

予其形象的创造者，我们只崇拜独一无二的他

——真主。 

清高的真主说： 

 واَألبصار واَألرضِ أَمن يملك السمع ُقلْ من يرزقُكُم من السماِء

ن يموتاملَي نم احلَي رِجخ احلَي نم تاملَي رِجخيقُولُونَ  ويفَس راَألم ربدن يمو

قتفَقُلْ أَفَالَ ت ى اللَّهاللُ فَأَنإِالَّ الض احلَق دعاذَا بفَم احلَق كُمبر اللَّه كُمفَذَل

 ])٣٢-٣١: (يونس آية[تصرفُونَ

【你说：“谁从天上和地上给你们提供给

养？谁主持你们的听觉和视觉？谁使活物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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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生出？谁使死物从活物中生出？谁管理事

物？”他们要说：“真主。”你说：“难道你们不

敬畏他吗？[32]那是真主，你们的真实的主宰。

在真理之外，除了迷误还有什么呢？你们怎么颠

倒是非呢？”】① 

4-我们知道并坚信万物的宝藏都是归独一

无二的真主掌管，而非为其它者所掌管，所有天

地万物的宝藏都在真主的阙前。食物、饮料、谷

物、果实、雨水、风、财产、海洋、山岳等等所

有的宝藏都在真主的阙前，所有我们需要的，我

们只向真主祈求，我们多多地崇拜他、顺从他，

他是超绝万物者、解决需求者、应答祈祷者，他

是最完美的负责者、最好的恩赐者，他所赐予的

绝无阻止者，他所阻止的也绝无给予者。 

 -清高的真主说： 

هنائزا خنندٍء إِالَّ عين شإِن مرٍ وإِالَّ بِقَد لُهزنا نملُومٍ وعحلجرا[م 

                                                        
①
《优努斯章》第 31-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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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١: (آية

【每一种事物，我这里都有其仓库，我只依

定数降下它。】P94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اتومالس نائزخ لَّهلاَأل وضِوونَ رفْقَهالَ ي نيقافاملُن نلَكو 

 ])٧: (املنافقون آية[

【天地的库藏，只是真主的，伪信的人们

却不明理。】 P95F

② 
 

-伟大真主的大能： 

伟大的真主拥有绝对的权力，有时他凭各种

媒介而给予和供给，就像他使雨水成为长出草木

的媒介，性交成为孕育下一代的媒介。我们生长

在媒介的世界，只遵守法律媒介，我们只信赖真

主。 
 

                                                        
①
《石谷章》第٢١节 

②
《忏悔章》第١٢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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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给予和供给不需要使用任何媒

介，他对任何事情只是说声：“有”，它就有了。

犹如不用任何果树而供给麦尔彦水果，不用男人

而赐予她儿子。 
 

-有时超绝万物的真主根据其大能使用反

因素，犹如火对伊布拉欣变成凉爽的、和平的；

又如从海洋中拯救穆萨圣人（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淹没法老及其军队；又如从海洋和鱼

腹的黑暗中拯救优努斯圣人（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 

: آية يس [نما أَمره إِذَا أَراد شيئاً أَن يقُولَ لَه كُن فَيكُونُإِ

)٨٢[( 

【当他欲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他对事情

只是说声：‘有’，它就有了。】P96F

① 
 

-这是针对被造物，至于针对各种状

                                                        
①
《雅辛章》第 8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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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我们知道并坚信各种状况的创造者，他

是独一无二的真主，无论贫富贵贱、健康与病症、

喜怒哀乐、生死、平安与恐惧、酷暑与寒冷、正

道与迷误、幸福与不幸，等等这一切状况都是由

超绝万物的真主所创造。 

 -我们知道并坚信安排事物、处理各种状

况者，他是独一的真主，只有凭着真主的命令，

富有才能替换贫穷；只有凭着真主的命令，健康

才能取代病症；只有凭着真主的命令，贵贱才能

发生变化；只有凭着真主的命令，哭笑才能发生

更替；也只有凭着真主的允许，生者才会死亡；

只有凭着真主的命令，酷暑严寒才会交替；同样，

也只有凭着真主的命令，正道才会替换迷误。 

各种状况凭着超绝万物主的命令才会来临，

凭着他的命令而增加，凭着他的命令而减少，凭

着他的命令而存在，凭着他的命令而结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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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真主规定的制度、以接近独一的真主而去

寻求掌权者改变状况： 

 ممن تشاُء ترتِع املُلْكو لِ اللَّهم مالك املُلْك تؤتي املُلْك من تشاُءقُ

اُءوشن تم زعت واخلَي كداُء بِيشن تلُّ مذتيرٍء قَديلَى كُلِّ شع كإِن آل [ ر

 )]٢٦(: عمران آية

【你说：“真主啊！国权的主啊！您要把国

权赏赐谁，就赏赐谁；您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

就从谁手中夺去；您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

您要使谁裨贱，就使谁裨贱；福利只由您掌握；

您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P97F

① 

-我们知道并坚信前面各种状况以及其它

所有的宝藏，均由独一无二的真主掌管，假如超

绝万物的真主把财富和健康及其之外的恩惠赐

予所有的人，超绝万物主的宝藏也不会减少，就

像把一根针放进大海中而海水不会减少那样。除

富足的、受赞的真主外，绝无神灵。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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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冉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穆罕

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引述了清高伟

大真主的言词，他说： 

فيما رَوى َعِن اهللا  Fالنبي عن أبي ذ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إنِّي َحرَّْمُت الظُّْلـَم َعَلى َنْفِسي ! َيا ِعَباِدي «: َتـَباَرَك َوَتَعاَلى أنَُّه َقاَل

 .َفال َتَظاَلـُموا َوَجَعْلُتـُه َبْيَنُكْم ُمـَحرًَّما،

“我的仆人们啊！我绝不行亏，故我也禁止

你们之间行亏，所以你们不要相互行亏。 

 .ُكلُُّكْم َضالٌّ إال َمْن َهَدْيُتـُه، َفاْسَتـْهُدوِني أْهِدُكْم! َيا ِعَباِدي 

我的仆人们啊！除了我引导的人之外，你们

都是迷误者；你们当祈求我的引导，我就引导你

们。 

 ُكلُُّكْم َجاِئٌع إال َمْن أْطَعْمُتـُه، َفاْسَتْطِعُموِني! َيا ِعَباِدي 

 .ُأْطِعْمُكْم

我的仆人们啊！除了我所供给的人之外，你

们都是饥饿者；你们当祈求我的供给，我就供给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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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كلُُّكْم َعاٍر إال َمْن َكَسْوُتـُه، َفاْسَتـْكُسوِني أْكُسُكْم! َيا ِعَباِدي 

我的仆人们啊！除了我所赐予衣物的人之

外，你们都是赤身裸体者；你们当祈求我赐予你

们衣物，我就赐予你们。 

أَنا أْغِفُر الذُُّنوَب إنَُّكْم ُتـْخِطُئوَن ِباللَّْيِل َوالنََّهاِر، َو! َيا ِعَباِدي 

 .َجـِميًعا، َفاْسَتْغِفُروِني أْغِفْر َلُكْم

我的仆人们啊！你们昼夜都在犯错误，我是

饶恕一切过错的主，你们当向我祈求饶恕，我就

恕饶你们。 

إنَُّكْم َلْن تْبُلُغوا َضرِّي َفَتُضرُّوِني، َوَلْن َتْبُلُغوا ! َيا ِعَباِدي 

ِخَرُكْم، َوإْنَسُكْم َوِجنَُّكْم َلْو أنَّ أوََّلُكْم َوآ! َنْفِعي َفَتْنَفُعوِني َيا ِعَباِدي 

 .َكاُنوا َعَلى أْتَقى َقْلِب َرُجٍل َواِحٍد ِمْنُكْم، َما َزاَد َذِلَك ِفي ُمْلِكي َشْيًئا

我的仆人们啊！你们不能伤害我，你们怎能

伤害我呢？你们也不能益及我，你们怎能益及我

呢？ 

َلْو أنَّ أوََّلُكْم َوآِخَرُكْم، َوإْنَسُكْم َوِجنَُّكْم، َكاُنوا َعَلى ! َيا ِعَباِدي 

 .أْفَجِر َقْلِب َرُجٍل َواِحٍد، َما َنَقَص َذِلَك ِمْن ُمْلِكي َشْيًئ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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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仆人们啊！假如你们所有的人类和精灵

都保持着一个最敬畏者的心，也不能增加我的丝

毫权力。 

َلْو أنَّ أوََّلُكْم َوآِخَرُكْم، َوإْنَسُكْم َوِجنَُّكْم َقاُموا ِفي ! َيا ِعَباِدي  

َمْسأَلَتـُه، َما َنَقَص َذِلَك  َصِعيٍد َواِحٍد َفَسأُلوِني، َفأْعَطْيُت ُكلَّ إْنَساٍن

 .ِمـمَّا ِعْنِدي إال َكَما َيْنُقُص الِمـْخَيُط إَذا ُأْدِخَل الَبـْحَر

我的仆人们啊！假如你们所有的人类和精灵

都保持着一个最放荡者的心，也不能减少我的丝

毫权力。 

 

我的仆人们啊！假如你们所有的人类和精灵

都站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向我祈求，我将给予每个

人所祈求的，那对于我的权力不会有丝毫损失，

就像一根针放到大海之中，海水不会减少那样。 

ا ِهَي أْعَماُلُكْم أْحِصيَها َلُكْم ُثمَّ أَوفِّيُكْم إيَّاَها، إنََّم! َيا ِعَباِدي 

َفَمْن َوَجَد َخْيًرا َفْلَيـْحـَمِد اَهللا، َوَمْن َوَجَد َغْيَر َذِلَك َفال َيُلوَمنَّ إال 

 أخرجه مسلم .»َنْفَسُ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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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仆人们啊！这是你们所有的工作，我

都将为你们一一记录它，然后，我将使你们享受

自己行为的报酬，谁发现自己所作的善功，让他

赞颂真主吧！谁发现其它的，就让他谴责自己

吧！”① 
 

-遵守使者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的引导，归信真主、顺服他的命令者，

伟大、尊严的真主将从自己的宝藏中赐予他，无

论穷富，并援助他、保护他，凭着伊玛尼使其尊

贵，无论他是有高贵的因素，如：艾布白克尔、

欧麦尔河欧斯曼（愿主喜悦他们）；或者是没有

高贵的因素，就像比俩里、安玛尔和塞勒玛努（愿

主喜悦他们）等人。 

没有归信真主者，如果他有权力和财富的因

素，真主会以此使其卑贱，就像使法老、噶伦、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5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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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曼等人一样。 

如果他有使其卑贱的因素，那么，真主会以

此使其卑贱，就像多神教徒中的赤贫者那样。 
 

-因为伊玛尼、善功和崇拜独一无二的

主，真主创造了人类；并不是为了更多地寻求财

富、物质和欲望才创造人类的。如果人们忙于这

些事情，而疏忽了崇拜真主，那么，这些将控制

他，以此使其成为他今后两世的不幸、毁灭和亏

折的因素。 

清高的真主所说： 

والدهم إِنما يرِيد اللَّه ليعذِّبهم بِها في أَ الَو تعجِبك أَموالُهم الَفَ 

 )]٥٥(: التوبة آية[ هم كَافرونَو همتزهق أَنفُسو احلَياة الدنيا

【他们的财产和子嗣，不要使你赞叹，真主

只要在今世生活中借此惩治他们，而他们的灵魂

将在不信道的情况下离去。】 P99F

① 
 

                                                        
①
《忏悔章》第 55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133 
 

 

-成功和获胜的因素： 

伟大、尊严的真主赐予了每个人成功和获胜

的因素，无论贫富，成功和获胜的因素决不是财

产和名誉，真主给予了部分人，而没有给予其他

的人。伊玛尼（信仰）和善功才是今后两世成功

和获胜的唯一因素，它是每个人付出的权力，同

样，伊玛尼的位置是每个人都有的心，工作的位

置也是每个人都拥有的肢体；谁内心有伊玛尼，

用其肢体做善功，那么，他在今后两世都是成功

和获胜者。除此之外者，均属亏折的。 
 

-获得今后两世的成功和胜利，仅仅是凭

着伊玛尼和善功而已，人类在真主阙前的价值，

是根据他伊玛尼的程度、及其所做的善功；而不

是根据他所拥有的财富、物质和地位。 

有些人认为成功和胜利指的是在王权与国

家中，就像奈姆鲁德和法老。部分人认为成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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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指的是力量，犹如先知阿德的族人那样；部

分人认为成功和胜利指的是商业，犹如先知苏阿

布的族人；部分人认为成功和胜利指的是农业，

就像赛伯邑人那样；有些人认为成功和胜利指的

是工业，就像赛姆德人那样；有些人认为成功和

胜利指的是财富，就像噶伦那样。 

的确，伟大、尊严的真主为这些民族派遣了

诸位先知和使者（愿主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

安），号召他们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并且为他

们阐明了成功和获胜决不是凭着这些事物，而是

凭着伊玛尼和善功。 

-清高的真主说： 

عِ اوطن يلملَّه وولَهسر واللَّه شخي و مه كلَئفَأُو قْهتي

 )]٥٢(: آية لنورا[الفَائزونَِ

【凡顺从真主和使者而且敬畏真主者，确是

成功的。】P100F

① 

                                                        
①
《光明章》第٥٢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135 
 

 

-清高的真主说： 

مما رزقْناهم و يقيمونَ الصالةَو لَّذين يؤمنونَ بِالْغيبِا

بِاآلخرة هم و ما أُنزِلَ من قَبلكو الَّذين يؤمنونَ بِما أُنزِلَ إِلَيكوينفقُونَ

: البقرة آية[ ولَئك هم املُفْلحونَأُو هدى من ربهِم ولَئك علَىأُ يوقنونَ

)٥-٣[( 

【他们确信幽玄，谨守拜功，并分舍我所给

予他们的。[4]他们确信降示你的经典，和在你

以前降示的经典，并且笃信后世。[5]这等人，

是遵守他们的主的正道的；这等人，确是成功

的。】P101F

① 
 

-这些民族，当他们否认众使者，并且当

他们继续否认，自欺受骗时，真主毁灭了他们，

拯救了他的众先知和使者，以及追随他们、援救

他们抵抗敌人的人们。 

-清高的真主说： 

                                                        
①
《黄牛章》第 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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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نهم من أَخذَته و ه حاصباًيهم من أَرسلْنا علَكُال أَخذْنا بِذَنبِه فَمنفَ

ما كَانَ اللَّه و منهم من أَغْرقْناو منهم من خسفْنا بِه اَألرضو الصيحةُ

مهمظْليل ونومظْلي مهوا أَنفُسن كَان٤٠(: العنكبوت آية[لَك[( 

【每一个人，我都因他的罪过而加以惩罚，

他们中有我曾使飞沙走石的暴风去伤害的，有为

恐怖所袭击的，有我使他沦陷在地面下的，有被

我溺杀的，真主不致亏枉他们，但他们亏枉了自

己。】P102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من و الَّذين آمنوا معه بِرحمة مناو لَما جاَء أَمرنا نجينا صالحاًفَ

زِيزالع القَوِي وه كبإِنَّ ر ذئمويِ يزخوينذَ الَّذةُ  أَخحيوا الصظَلَم

نيماثج مارِهيي دوا فحب٦٧-٦٦(: هود آية[ فَأَص[( 

【当我的命令降临的时候，我因为从我发

出的慈恩而使刷里哈和同他一起信道的人脱离

当日的耻辱，你的主确是至强的，确是有权的。

[67]呐喊袭击了不义的人们，顷刻之间，他们都

                                                        
①
《蜘蛛章》第 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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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仆在自己的家里。】① 
 

-笃信者的优越各异 
 

-众生的伊玛尼之级别： 

-众天使的伊玛尼是规定好的，就不会增

加，也不会减少。他们决不会违背真主的命令，

他们奉命行事，他们有许多等级。 

-众先知和使者们的伊玛尼有增无减，因

为他们对真主完美的认识，他们有许多等级。 

-其他穆斯林的伊玛尼因为顺从而增加、

因为违背而减少，他们的伊玛尼有许多等级。 
 

-伊玛尼的等级： 

伊玛尼的第一个等级就是：穆斯林实现了对

真主的崇拜，因崇拜真主而感到愉快，持之以恒

地崇拜真主，礼貌地与其上司或同等地位的人交

                                                        
①
《呼德章》第 66-6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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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他需要坚定的信仰阻止他对自己或他人不

义；友善地与他人交往，就像统治者与其下属，

男人与其家人，那需要坚定的信仰阻止他对别人

不义；每当增加信仰，就会增加敬畏、增加善功；

他就履行了对真主的职责，完成了对人类的义

务；他以美好的品德与创造者和被造者交往，这

在今后两世都属于最高的品级。 
 

-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前进，要么是往前，

要么是往后，要么是往左，要么是往右；无论是

天性或法律都没有断然地停滞不前，所有的人都

要经过阶段，然后迅速地进入天堂，或堕入火狱。

迅速、缓慢、前进或后退，在人生的道路上，决

没有断然地停滞不前，人们只是行走的方向和快

慢不同而已，谁没有以伊玛尼和善功到达天堂，

那么，他确已以着否认和罪行而堕入了火狱。 

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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رِنشيراً لِّلْبذلنكُماَء من شم رأَختي أَو مقَدتاملدثر[ أَن ي 

 )]٣٧-٣٦(:آية

【[36]可以警告人类，[37]警告你们中欲前进

者或欲后退者。】P104F

① 
 

-笃信者的伊玛尼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众

先知和使者们的伊玛尼绝不像其他人的伊玛尼，

众圣门弟子的伊玛尼也不像他们之外的人，清廉

信士们的伊玛尼绝不像放荡者的伊玛尼。这种差

异是根据内心对真主、真主的美名、特性、行为，

以及真主为仆人们所规定的法律的认识，内心对

真主的畏惧和敬畏，是笃信者内心光明的差异，

只有清高的真主才能统计。 
 

-最了解真主者，是最喜爱真主的，因此，

众使者是人类中最喜爱、最敬重真主的，喜爱真

主的本体及其恩典、恩德、崇高是崇拜的基本。

                                                        
①
《盖被的人章》第 36-37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140 
 

 

每当喜爱增加，就会更完美地顺从、更多地敬重，

就会更完善地喜爱真主、接近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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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对信士的许诺 
 

-伟大崇高的真主对信士今后两世的许诺

很多： 
 

A-对信士在今世中的许诺，其中有： 

1-成功，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١(: املؤمنون آية[د أَفْلَح املُؤمنونَقَ

【信士们确已成功了。】P105F

① 

2-引导，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إِنَّ الوآم ينالَّذ ادلَه لَّهيمٍنقتسم اطرآية حلجا[وا إِلَى ص :

)٥٤[( 

【真主必定要把信道者引上正路。】P106F

② 

3-援助，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ونِنيماملُؤ رصا ننلَيقًّا ع٤٧(: آية لروما[كَانَ ح[( 

【援助信士，原是我的责任。】 P107F

③
P  

                                                        
①
《信士章》第 1节 

②
《朝觐章》第 54节 

③
《罗马章》第 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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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尊荣，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ةُوزالع لَّهل وهولسرل ومؤلْمل٨(: آية املنافقون[نِني[( 

【尊荣只是真主和使者以及信士们的。】 P108F

① 

5-代他治理大地，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وعنكُموا منآم ينالَّذ اللَّه د ي وف مهفَنلختسلَي اتحاللُوا الصمع

هِملن قَبم ينالَّذ لَفختا اسضِ كَماَألر ي والَّذ مهيند ملَه نكِّنملَيمى لَهضتار 

وعناً يأَم هِمفوخ دعب نم مهلَندبلَيئاًبيرِكُونَ بِي ششنِي الَ يوند و دعب ن كَفَرم

 )]٥٥(:آية النور[ذَلك فَأُولَئك هم الفَاسقُونَ

【真主应许你们中信道而且行善者（说）：

他必使他们代他治理大地，正如他使在他们之前

逝去者代他治理大地一样；他必为他们而巩固他

所为他们嘉纳的信仰；他必以真主代替他们的恐

怖。他们崇拜我而不以任何物配我。此后，凡不

信道的，都是罪人。】 P109F

② 

6-真主保护他们，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①
《伪信者章》第 8节 

②
《光明章》第٥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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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٣٨(: آية حلجا[نَّ اللَّه يدافع عنِ الَّذين آمنواإِ

【真主必定要保护信道者。】P110F

① 

7-平安，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هتدونَهم مو لَم يلْبِسوا إِميانهم بِظُلْمٍ أُولَئك لَهم اَألمنو لَّذين آمنواا

 )]٨٢(: األنعام آية[

【确信真主，而未以不义混淆其信德的人，

不畏惧刑罚，而且是遵循正道的。】P111F

② 

8-成功，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الَّذين آمنوا كَذَلك حقا علَينا ننجِ و م ننجي رسلَناثُ

نِنيم١٠٣: (يونس آية[املُؤ([ 

【嗣后，我拯救了我的使者们和信道的人

们，我将这样负责拯救一般信士。】P112F

③ 

9-美满的生活，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أُنثَىم ن ذَكَرٍ أَوحاً ماللَ صمع ن ةًوباةً طَييح هنيِيحفَلَن نمؤم وه 

ونِ مسم بِأَحهرأَج مهنزِيجلُونَلَنمعوا ي٩٧(: النحل آية[ا كَان([ 

                                                        
①
《朝觐章》第 38节 

②
《牲畜章》第 82节 

③
《优努斯章》第 10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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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誓必要使他们过一

种美满的生活，我誓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

报酬他们。】① 

10-否认者无法战胜他们，犹如超绝万物的

真主说： 

بِيالًلَوس نِنيملَى املُؤع رِينلْكَافل لَ اللَّهعجلنساء آيةا[ن ي :

)١٤١[( 

【真主绝不会让不信道者对信道的人有任

何途径。】P114F

② 

11-获得各种福利，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واونى آملَ القُرأَنَّ أَه لَو اِءومالس نم كَاترهِم بلَيا عنحا لَفَتقَوات 

ضِواَألر واون كَذَّبلَك م بِماهذْنونَفَأَخكِْسبوا ي٩٦(: آية األعراف[ا كَان[( 

【假若各城市的居民，信道而且敬畏，我必

为他们而开辟天地的福利，但他们否认先知，故

我因他们所作的罪恶而惩治他们了。】P115F

③ 

                                                        
①
《蜜蜂章》第 97节 

②
《妇女章》第 141节 

③
《高处章》第 9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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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专门与真主同在，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

说： 

ونِنيماملُؤ عم ١٩(: آية ألنفالا[أَنَّ اللَّه[( 

【真主确实是和信士们在一起的。】P116F

①
P  

 

B-对信士在后世中的许诺，其中有： 
 

1-信士进天堂、永居其中，并获得来自真主

的喜悦，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ونِنيماملُؤ اللَّه دع و ارها اَألنهتحن ترِي مجت اتنج اتنمؤالْم

ه أَكْبر ذَلك هو لَّرِضوانٌ من الو مساكن طَيبةً في جنات عدنو خالدين فيها

يمظالع ز٧٢(: التوبة آية[ الفَو[( 

【真主应许信道的男女们将进入下临诸河

的乐园，并永居其中，他们在常住的乐园里，将

有优美的住宅，得到真主的更大的喜悦；这就是

伟大的成功。】P117F

② 

                                                        
①
《战利品章》第 19节 

②
《忏悔章》第 7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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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看见真主，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ةٌوراضن ذئموي وهةٌإِجراظا نهب٢٣-٢٢(: آية القيامة[لَى ر[( 

【[22]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华的，[23]

是仰视着他们的主的。】P118F

① 
 

-今天，现世里的许诺在许多穆斯林的

生活中已不复存在，这证明他们的伊玛尼已衰

弱，只有以要求的伊玛尼去加强现有的伊玛尼，

才能获得或看见许诺的途径；以便我们在今世里

获得以上真主对信士的许诺，使我们的伊玛尼、

我们的工作就像众先知和众圣门弟子的伊玛尼

和工作那样。 
 

1-清高的真主说： 

م في إِن تولَّوا فَإِنما هو إِنْ آمنوا بِمثْلِ ما آمنتم بِه فَقَد اهتدوافَ

اللَّه ميكَهكْفيقَاقٍ فَسش ويملالع يعمالس و١٣٧(: البقرة آية[ ه[( 

【如果他们象你们样信道，那么，他们确已

                                                        
①
《复活章》第 22-23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147 
 

 

遵循正道了；如果他们背弃正道，那么，他们只

陷于反对中；真主将替你们抵御他们。他确是全

聪的，确是全知的。】① 

2-清高的真主说： 

يوا بِاللَّهنوا آمنآم ينا الَّذها أَي وهولسر لَى ولَ عزي نابِ الَّذتالْك

هولسر لُون قَبلَ مي أَنزابِ الَّذتالْك بِو كْفُرن يماللَّه وهكَتالئم كُوبِهت وهلسر 

يداًوعالالً بلَّ ضض رِ فَقَدمِ اآلخو١٣٦(: لنساء آيةا[الْي[(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

以及他所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

经典。谁不信真主、天使、经典、使者、末日，

谁确已深入迷误了。】 P120F

② 

3-清高的真主说： 

لْمِ كَيي السلُوا فخوا ادنآم ينا الَّذهافَّةًا أَي الَو ت اتطُووا خبِعت

بِنيم ودع لَكُم هإِن طَاني208(: البقرة آية[ الش[(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教

                                                        
①
《黄牛章》第 137节 

②
《妇女章》第 1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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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它确是你们的明敌。】① 
 

-服从真主的命令，远离他的禁止是建

立在信仰真主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把创造者的

伟大、国权的主的形象印在心中，那需要多多地

纪念真主，以便把这种形象深深地印在心田里，

真主为其仆人所规定的，反复记忆、不断更新地

工作，那就是崇拜；如果伊玛尼增加并且强大时，

那么，善功就会增加并且强大，然后各种状况也

随之改善，获得两世的成功和幸福；否则，就会

南辕北辙，事与愿违。 

1-清高的真主说： 

كْراً كَيذ وا اللَّهوا اذْكُرنآم ينا الَّذهرياًا أَيثةًوكْرب وهحبس 

يالًو٤٢-٤١(: األحزاب آية[ أَص[( 

清高的真主说：【[41]信士们啊！你们应当

常常记念真主，[42]你们应当朝夕赞颂他超绝万

                                                        
①
《黄牛章》第٢٠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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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①  

2-清高的真主说： 

واونى آملَ القُرأَنَّ أَه لَو اِءومالس نم كَاترهِم بلَيا عنحا لَفَتقَوات 

ضِواَألر وم بِماهذْنوا فَأَخن كَذَّبونَلَككِْسبوا ي٩٦(: آية األعراف[ا كَان[( 

【假若各城市的居民，信道而且敬畏，我必

为他们而开辟天地的福利，但他们否认先知，故

我因他们所作的罪恶而惩治他们了。】P123F

② 

                                                        
①
《同盟军章》第 41-42节 

②
《高处章》第 9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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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信天使 

 

-相信天使：就是坚信真主的众天使的

存在，我们相信他们之中真主称呼其名者，如吉

布拉依赖天使（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同

时，我们也坚信他们之中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

相信所有天使的存在，根据所知道的，我们也相

信他们的特性和工作。 
 

-他们在等级方面： 

他们是受优待的奴仆，他们崇拜清高的真

主，他们不具有丝毫的养育性和神性，他们住在

幽玄的世界里，清高的真主从光上创造了他们。 
 

-他们在工作方面： 

他们崇拜真主、赞颂真主。 

واتومي السن فم لَه ضِواَألر ونَوكْبِرتسالَ ي هندع نم ع ن

هتادبع الَو ونَيِسرحتسونَ اليحبلَلَّسي ونَورفْتالَ ي ارهآية ألنبياءا[ال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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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٢٠-١٩[( 

【[19]凡在天地间的，都是他的；凡在他那

里的，都虔诚地崇拜他，既不傲慢，又不疲倦。

[20]他们昼夜赞他超绝，毫不松懈。】P124F

①
P  

 

-他们在顺从真主方面： 

伟大、尊严的真主表扬他们完全地顺服、严

格地执行真主的命令，他们的本性倾向于顺从。 

مهرا أَمم ونَ اللَّهصعالَّ ي ونَورمؤا يلُونَ مفْعآية التحرمي[ي :

)٦[( 

【他们不违抗真主的命令，他们执行自己所

奉的训令。】 P125F

② 
 

-天使的数量： 

天使的数量很多， 只有清高的真主才能统

计他们的数量。他们中有担负“阿尔西”者，有

                                                        
①
《众先知章》第 19-20节 

②
《禁戒章》第 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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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的管理者、火狱的管理者、保护者、书记者

等等，每天他们中都有七万天使在“柏意图勒迈

阿姆尔”中礼拜，当他们出去时，他们就不会再

次进入其中。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登霄的故事里提到，当他达到第七层天时，他说： 

: قال لما أتى السماء السابعة× ففي قصة المعراج أن النبي 

َهَذا الَبْيُت : َفُرِفَع ِلي الَبْيُت المْعُموُر، َفَسَأْلُت ِجْبِريَل َفَقاَل... «

ُدوا المْعُموُر ُيَصلِّي ِفيِه ُكلَّ َيْوٍم َسْبُعوَن َأْلَف َمَلٍك إَذا َخَرُجوا َلـْم َيـُعو

 متفق عليه .»إَلْيـِه آِخَر َما َعَليِهـْم

“……当我接近柏意图勒迈阿姆尔时，我

问吉布拉依赖‘这是什么？’”他回答说：“这是

‘柏意图勒迈阿姆尔’，每天有七万名天使进入

其中礼拜，当他们出去时，他们就不会再次进入

其中。” P126F

① 
 

-天使的名称和工作：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07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16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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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受优待的奴仆，真主创造他们是为了

崇拜和顺从他，只有真主才知道他们的数量。在

众天使之中有部分真主已经告诉了我们有关他

们的名称和工作，有些只有真主才知道他们的状

况，真主对他们都委以重任，其中有：  

1-吉布拉依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负责把启示传达给众先知和使者们。 

2-米卡依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负责降雨水和植物。 

3-伊斯拉飞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负责吹号角。 

4-马立克火狱的管理员（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负责管理火狱。 

5-李杜瓦努天堂的管理员（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负责管理天堂。 

他们中有负责在人死亡时取灵魂的天使。 

他们中有担负“阿尔西”的天使，管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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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火狱的天使。 

他们中有负责监视人类的天使，有负责监视

和记录每个人工作的天使。 

他们中有根据真主的命令负责在子宫里记

录胎儿的给养、工作、寿数、幸福或薄福的。 

他们中有负责在坟墓里拷问亡人有关其养

主、信仰和先知的天使。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只有统计万物的

真主才能统计他们的数量。 
 

-天使的职责： 

真主创造众天使，尊贵的记录者，他让众天

使监视我们的工作，他们记录人类的言、行和意

图。同着每个人有两位天使：右边记录善行的，

和左边记录罪行的，另外两位天使负责从前后保

护他。 

-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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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نيظافلَح كُملَيإِنَّ عكبِنياماً كَاتريا تونَ ملَملُونَعفْع 

 )]١٢-١٠(: االنفطار آية[

【你们的上面，确有许多监视者，他们是

尊贵的，是记录的，他们知道你们的一切行为。】P127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من قَولٍ  ظُا يلْفمالشمالِ قَعيد عن ذْ يتلَقَّى املُتلَقِّيان عنِ اليمنيِإِ

يدتع يبقر هي١٨-١٧(: ق آية[ إِالَّ لَد[( 

【当坐在右边和左边的两个记录的天使记

录各人的言行的时候，他每说一句话，他面前都

有天使当场监察。】P128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من خلْفه يحفَظُونه من أَمرِ اللَّهو ه معقِّبات من بينِ يديهلَ

 )]١١(: آية دالرع[

【每个人的前面和后面，都有许多接踵而

来的天使，他们奉真主的命令来监护他。】P129F

③ 

                                                        
①
《破裂章》第 10-12节 

②
《戛弗章》第 17-18节 

③
《雷霆章》第 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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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نَّ َرُسوَل اهللا َأ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٤

إَذا َأَراَد َعْبِدي َأْن َيـْعَمَل َسيَِّئًة َفال َتـْكُتـُبوَها َعَلْيـِه َحتَّى : َيـقوُل اُهللا«

َيـْعَمَلـَها، َفإْن َعِمَلـَها َفاْكُتـُبوَها ِبِمْثِلـَها، َوإْن َتَرَكَها ِمْن َأْجِلي 

َراَد َأْن َيـْعَمَل َحَسَنًة َفَلـْم َيـْعَمْلـَها ـُبوَها َلـُه َحَسَنًة، َوإَذا َأـَفاْكُت

َفاْكُتـُبوَها َلـُه َحَسَنًة، َفإْن َعِمَلـَها َفاْكُتـُبوَها له ِبـَعْشِر َأْمَثاِلـَها إَلى 

 متفق عليه .»َسْبِعِماَئِة ِضْعٍف

“真主说：‘当我的仆人企图做坏事时，你

们不要记录，直至他做了坏事，如果他做了坏事，

你们当只记录类似的一件罪行；如果他因为我而

放弃了它，你们当为他记录一件善功。当他想做

一件善事，而还没有做时，你们就当为他记录一

件善功，如果他做了，你们当为他记录类似的七

件乃至七百倍的善功’。”P130F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501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1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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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宏伟的天使： 

1-阿布杜拉·本·贾比尔（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 ق�ال  Fالنب�ي   عن جابر ب�ن عب�داهللا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ع�ن      -١

ُأِذَن ِلي َأْن ُأَحدَِّث َعْن َمَلٍك ِمْن َمالِئَك�ِة اهللا ِم�ْن َح�ـَمَلِة الَع�ْرِش     «

 .»إنَّ َم��ا َب��ْيَن َشْح��ـَمِة ُأُذِن��ـِه إَل��ى َعاِتِق��ِه َمِس��يَرُة َس��ْبِعِماَئِة َع��امٍ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我获准告诉你们关于担负真主宝座的一

位天使，在他耳朵至肩头之间有七百年的行

程。”P131F

① 

2-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 

َرَأى  Fأن محمدًا 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مسعو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٢

 متفق عليه. ِجْبِريَل َلـُه ِستُِّماَئِة َجَناٍح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٤٧٢٤段，《正确丛书》第 15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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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看见吉布拉依赖天使（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有六百个翅膀。① 

 

-相信天使的益处： 

-知道清高真主的伟大、大能、权力和明

哲，的确，真主创造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其数量

的天使，其中担负“阿尔西”中的一位天使，其

耳朵至肩头之间有七百年的行程，那么，“阿尔

西”是怎样的宏伟呢？“阿尔西”之上的主又是

怎样的伟大呢？赞他超绝万物： 

واتومي الساُء فرِيبالك لَه ضِواَألر زِوالع وهيماحلَك اجلاثية [يز

 )]٣٧(: آية

【天地间的伟大，只属于他；他是万能的，

是至睿的。】 P133F

②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57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174段， 
②
《屈膝章》第 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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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真主、感谢他对人类的关怀，他委

任众天使监护人类、援助他们，记录他们的工作。 

-众天使喜爱崇拜和祈祷真主，为信士们

向真主求饶恕，犹如伟大、尊严的真主在谈到担

负“阿尔西”的、及其周围的天使时，他说： 

 يؤمنونَو من حولَه يسبحونَ بِحمد ربهِمو لَّذين يحملُونَ العرشا

بِه اونبوا رنآم ينلَّذونَ لرفغتسي ةًومحٍء ريكُلَّ ش تعس و ينلَّذل رلْماً فَاغْفع

 أَدخلْهم جنات عدن الَتيو بنارم عذَاب اجلَحيمِقهِو اتبعوا سبِيلَكو تابوا

ومهدتع اوآب نم لَحن صمهِمئ واجِهِموأَز و زِيزالع تأَن كإِن هِماتيذُر

يماحلَك وئَاتيالس هِمق قِ ون تامهتمحر فَقَد ذئموي ئَاتيلس و وه كذَل

يمظالع ز٩-٧(: غافر آية[ الفَو[( 

【支持宝座的和环绕宝座的，都赞颂他们

的主，都归信他，都为信道者求饶，他们说：“我

们的主啊！在恩惠方面和知觉方面，您是包罗万

物的，求您赦宥悔过自新、而且遵循您的正道者

吧！求您保护他们，免受火狱的刑罚吧！我们的

主啊！求您让他们和他们行善的祖先、妻子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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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一同进入您所应许他们的永久的乐园吧！您

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求您使他们免于刑罚

吧！在那日，您使谁得免于刑罚，您已慈悯了谁，

那确是伟大的成功。】① 

                                                        
①
《赦宥者章》第 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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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信经典 
 

-相信经典：就是必须相信清高的真主

降示给他的众先知和使者们的、引导人类的经

典，它是真主至实的言语，毋庸置疑，它包含着

真理。其中有些真主在其经典里已命名的，有些

只有伟大、尊严的真主才知道其名称和数量。 
 

-《古兰经》中提到的天启经典： 

伟大、尊严的真主在《古兰经》中阐明了他

所降示的以下经典： 

-《苏侯福》是降示给伊布拉欣（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的经典。 

-《讨拉特》是真主降示给穆萨（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的经典。 

-《宰布尔》是真主降示给达吾德（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经典。 

-《引支勒》是真主降示给尔萨（愿主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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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之，并使其平安）的经典。 

-《古兰经》是真主为了全人类而降示给

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经典。 
 

- 我们相信这所有的经典是伟大、尊严

的真主降示的，我们相信其中所有真实的信息，

如《古兰经》；并且相信以前经典中没有被替换

或篡改的信息，同时我们喜悦并服从地遵循其中

没有被废除的法律，也相信其它所有我们不知道

其名称的经典。 
 

- 以前所有的经典都因伟大《古兰经》

的下降而被废除，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ابِوتالك نم هيدي نيا بقاً لِّمدصم قبِالْح ابتالك كا إِلَيلْنأَنز 

موهنيكُم بفَاح هلَيناً عميهم لَ اللَّها أَنزبِم الَو ت نم اَءكا جمع مواَءهأَه بِعت

٤٨(:ملائدة آيةا[احلَق[( 

【我降示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

以前的一切天经，而监护之。故你当依真主所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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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经典而为他们判决，在真理降临你之后，你

不要舍弃它而顺从他们的私欲。】① 
 

-至于在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跟前被称

之为《讨拉特》和《引支勒》，并不能把其追踪

到真主的众先知和使者们，其中确已发生了篡改

和替换；例如：他们为真主设置儿子。基督教徒

神化麦尔彦之子尔萨（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用不适合伟大创造者的属特去描述创造者，

陷害众先知等等，必须驳斥那所有的一切妄言，

只相信《古兰经》所带来的一切，或正确的《圣

训》中所提到的。 
 

-如果犹太教徒或基督教徒与我们谈话，

我们不相信他们，也不否认他们。我们只说：“我

们归信真主，相信他所有的经典和众使者；”如

果他们说的是对的，我们不否认他们；如果他们

                                                        
①
《筵席章》第 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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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虚妄的，我们不相信他们。 
 

-最伟大的经典： 

尊贵的《古兰经》是伟大、尊严的真主降示

给封印的、最优越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的经典，它是最后一部天启

的经典，也是最伟大、最完美的经典，真主降示

它阐明一切，也是对众世界的引导和慈悯。 

它是最尊贵的经典，是通过最尊贵的天使

——吉布拉依赖降示的，把它降示给最优秀的人

——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降

示给为人类而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以最优美、

最善辩的语言——明白的阿拉伯语——降示了

它，每个人都必须相信它，遵守它的法律裁决，

效仿它的礼节，在降示它之后，真主只接受遵循

它的工作，真主负责保护它，免遭篡改、更替、

增加与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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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٩(: آية جرحلا[ه لَحافظُونَإِنا لَو ا الذِّكْرنا نحن نزلْنإِ

【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教诲的保护

者。】P136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نيالَمالع برتِيلُ رلَت هإِنننياَألم وحالر لَ بِهزع لَى قَلْبِك

رِيناملُنذ نكُونَ متبِنيٍبِلبِيٍّ مرع انس١٩٤-١٩٢(: آية شعراءال[ل([ 

【这《古兰经》确是全世界的主所启示的。

那忠实的精神把它降示在你的心上，以便你警告

众人，以明白的阿拉伯语。】P137F

② 
 

-《古兰经》文的指示： 
 

《古兰经》文阐明万事万物，要么是信

息，要么是定制。 
 

信息分为两种：  

                                                        
①
《石谷章》第٩节 

②
《众诗人章》第١92-19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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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是关于创造者及其美名、特性、行

为和言语的信息，他就是伟大、尊严的真主。 

-要么是关于被造物的信息，如：天、地、

阿尔西、库尔希、人、动物、无机物、植物、天

堂、火狱、众先知和使者们及他们的追随者与敌

对者，以及每伙人所得到的赏罚等等的信息。 
 

-定制分为两种：  

-要么是命令崇拜独一的真主，顺从真主

及其使者，遵循真主的命令，如：礼拜和封斋等

等各项真主的命令。 

-要么是禁止举伴真主，谨防真主禁止的

一切事项，如：高利贷和所有真主禁止的丑行。 
 

- 所有的赞颂、感谢均归真主，他拥

有一切恩惠和恩德。他为我们派遣了最优秀的

使者，为我们降示了最尊贵的经典，使我们成为

为人类而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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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ود للَّه نزلَ أَحسن احلَديث كتاباً متشابِهاً مثَانِي تقْشعر منه جلُا

مهلُودج نيلت ثُم مهبنَ روشخي ينالَّذ وذَل كْرِ اللَّهإِلَى ذ مهقُلُوبك  ى اللَّهده

 )]٢٣(: الزمر آية[من يضللِ اللَّه فَما لَه من هادو يهدي بِه من يشاُء

【真主曾降示最美的训辞，就是前后一律、

反复叮咛的经典；畏惧主的人，为他而战栗，然

后，为记忆真主而安静。那是真主的正道，他用

来引导他所意欲引导者，真主使谁迷误，谁就没

有向导。】P138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قَد من اللَّه علَى املُؤمنِني إِذْ بعثَ فيهِم رسوالً من أَنفُِسهِم يتلُو لَ

هاتآي هِملَيع وكِّيهِمزي وابتالك مهلِّمعي ةَوكْمالْح ي ولُ لَفن قَبوا مإِن كَان

 )]١٦٤(: ان آيةرل عما[مبِنيٍ ضاللٍ
【真主确已施恩于信士们，因为他曾在他们

中派遣了一个同族的使者，对他们宣读他的迹

象，并且熏陶他们，教授他们天经和智慧，以前，

                                                        
①
《队伍章》第٢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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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的。】①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١٦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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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信使者 
 

-相信使者：就是必须坚信伟大、尊严

的真主在每个民族中所派遣的使者——号召人

类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否认他之外的一切崇

拜。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被派遣的、忠实的，传达

了真主为之而派遣他们的一切。他们中有些是我

们知道其名讳的，其他的只有真主才知道其详

情。 
 

-教育众先知及其追随者： 

伟大、尊严的真主教育众先知及其追随者们

首先当自身努力，崇拜真主、纯洁自身、观看万

有、思考宇宙万物的造化、坚忍不拔、为了获得

伊玛尼这个信仰而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了真主至

高无上的言词而付出或放弃，直至他们的生活在

完美的伊玛尼之中，在他们的内心中坚信真主是

万物的创造者，他亲手掌管万物，他是唯一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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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者；然后他们努力地在纯洁的环境里保护自

己的伊玛尼。例如在清真寺里（在其中诵读《古

兰经》、参加集体礼拜、记念真主、讲座等等），

履行各项善功。 

然后他们积极努力地解决信仰的需要，他们

的需要是获得这个伊玛尼。无论何时何地，他们

知道真主与他们同在，援助他们，供给他们，帮

助他们，犹如穆斯林在“白德尔”战役、“光复

麦加”、“侯奈尼”战役等中所获得的胜利，他们

只依赖超绝万物的真主，除他之外，他们绝不依

赖其他的。然后他们竭尽全力地在他们的族人之

间传播这种信仰，所有被派遣的都是为了让他们

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教授他们真主的法律裁

决，对他们宣读他们主的迹象。清高的真主说： 

هاتآي هِملَيلُو عتي مهنوالً مسر نييي اُألمثَ فعي بالَّذ و وكِّيهِمزي 

وابتالك مهلِّمعي ةَوكْمالْح لُون قَبوا مبِنيٍ إِن كَاناللٍ مي ضلَفو رِينآخ

قُوا بِهِملْحا يلَم مهنم ويماحلَك زِيزالع واُءذَهشن يم يهتؤي لُ اللَّهفَض ك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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يمِوظلِ العذُو الفَض ٤-٢(: آية ةمعاجل[اللَّه[( 

【他在文盲中派遣一个同族的使者，去对他

们宣读他的迹象，并培养他们，教授他们天经和

智慧，尽管以前他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并教

化还没有赶上他们的其他人。真主是万能的，是

至睿的。这是真主的恩典，他把它赏赐他所欲赏

赐的人们，真主是有宏恩的。】P140F

① 
 

- 使者：就是真主向他启示自己的法

律，并且命令他向不知道的人、或者是向知道而

违背者传播的人。 
 

- 先知：就是真主启示以前的法律，以

便他教授他周围遵守那项法律的人们，并更新

之。所有的使者都是先知，但所有的先知不都是

使者。 
 

                                                        
①
《聚礼章》第 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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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众先知与使者： 

清高的真主为每一个的民族都派遣了使者，

以专门的法律针对他的族人，或者是启示他以前

的法律，以便他更新之。 

-清高的真主说： 

ووا اللَّهدباع والً أَنسر ةي كُلِّ أُما فثْنعب لَقَد وا ونِبتاج

٣٦(: النحل آية[الطَّاغُوت[( 

【我在每个民族中，都确已派遣一个使者：

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离恶魔。】P141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نَ الَّذين أَسلَموا ونور يحكُم بِها النبِيو ةَ فيها هدىنا أَنزلْنا التوراإِ

 )]٤٤(:ملائدة آيةا[اَألحبارو الربانِيونَو للَّذين هادوا

【我确已降示《讨拉特》，其中有向导和光

明，归顺真主的众先知，曾依照它替犹太教徒进

行判决，一般的明哲和博士，也依照他们所奉命

                                                        
①
《蜜蜂章》第 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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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持的天经而判决。】① 
 

-先知与使者的数量： 

先知与使者（愿主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安）

的数量很多。 

-其中的一部分，真主在《古兰经》之中

已为我们阐述了他们的名称和讯息，他们是二十

五位： 

1-阿丹（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وِسيلُ فَنن قَبم ما إِلَى آدنهِدع لَقَد ماًوزع لَه جِدن طه آية[لَم :

)١١٥[( 

【以前，我确已嘱咐阿丹，而他忘记我的嘱

咐，我未发现他有任何决心。】 P143F

② 

2-清高的真主提到了部分先知和使者（愿主

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安）： 

ويا آتنتجح لْكاُء إِنَّ تشن نم اتجرد فَعرن هملَى قَوع يماهرا إِباهن

                                                        
①
《筵席章》第 44节 

②
《塔哈章》第 1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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يملع يمكح كبرواقحإِس ا لَهنبهو اونيده كُال قُوبعي ن وا منيدوحاً هن

كَذَلك و هارونَو موسىو يوسفو أَيوبو سلَيمانَو ذُريته داوود نمو قَبلُ

ِسنِنيزِي املُحجنا وكَرِيز ىويحي ىويسع و  نكُلٌّ م اسإِلْي

نيحالالصيلَواعمإِس و الْيسع وسوني لُوطاًو لَى وا علْنفَض كُال

نيالَمالعوهِمائآب نم و هِماتيذُر وانِهِموإِخ وماهنيبتاج و اطرإِلَى ص ماهنيده

لَو أَشركُوا لَحبِطَ و بِه من يشاُء من عباده يلك هدى اللَّه يهدذَمستقيمٍ

ن النبوةَ فَإِو الْحكْمو ولَئك الَّذين آتيناهم الكتابأُعنهم ما كَانوا يعملُونَ

الِء فَقَدؤا  هبِه  كْفُري ماً لَّوا قَوا بِهكَّلْنيرِينا بِكَافوا بِهآيةنعام األ[س :

)٨٩-٨٣[( 

【这是我的证据，我把它赏赐伊布拉欣，以

便他驳斥他的宗族，我将我所意欲的人提升若干

级。你的主，确是至睿的，确是全知的。我赏赐

他伊斯哈格和叶尔孤白，每个人我都加以引导。

以前，我曾引导努哈，还引导过他的后裔达吾德、

素莱曼、安优卜、优素福、穆沙、哈伦，我这样

报酬行善的人。（我曾引导）宰凯里雅、叶哈雅、

尔萨和伊勒雅斯，他们都是善人。（我曾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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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玛依赖、艾勒叶赛阿、优努斯和鲁特，我曾

使他们超越世人。（我曾引导）他们的一部分祖

先、后裔和弟兄，我曾拣选他们，并指示他们正

路。这是真主的正道，他以它引导他所欲引导的

仆人。假若他们以物配主，那么，他们的善功必

定变成无效的。这等人，我曾把天经.智慧和预

言赏赐他们。如果这些人不信这些事物，那么，

我就把这些事物委托一个对于它们坚信不疑的

民众。】① 

3-伊德立斯（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إِو رِيسابِ إِدتي الكف اذْكُربِيايقاً ندكَانَ ص هآية مرمي[ن :

)٥٦[( 

【你应当在这部经典里提及伊德立斯，他是

一个老实人，又是一个先知。】P145F

② 

4-呼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①
《牲畜章》第٨3-89节 

②
《麦尔彦章》第٥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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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ي إِ تقُونَت ذْ قَالَ لَهم أَخوهم هود أَالَإِ ذَّبت عاد املُرسلنيكَ 

نيولٌ أَمسر ١٢٥-١٢٣(: آية شعراءال[لَكُم[( 

【阿德人曾否认使者。当时，他们的弟兄呼

德曾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敬畏呢？我对于你

们，确是一个忠实的使者。】P146F

① 

5-刷里哈（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ني إِتقُونَت ذْ قَالَ لَهم أَخوهم صالح أَالَإِذَّبت ثَمود املُرسلنيكَ

نيولٌ أَمسر ١٤٣-١٤١(: آية شعراءال[لَكُم[( 

【赛莫德人曾否认使者们。当日，他们的弟

兄刷里哈曾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敬畏呢？我

对于你们确是一个忠实的使者。】P147F

② 

6-苏阿布（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ذْ قَالَ لَهم شعيب أَالَإِذَّب أَصحاب اَأليكَة املُرسلنيكَ

قُونَتإِتنيولٌ أَمسر ي لَكُم١٧٨-١٧٦(: آية شعراءال[ن[( 

【丛林的居民，曾否认使者。当日，苏阿布

                                                        
①
《众诗人章》第١23-125节 

②
《众诗人章》第١41-1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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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敬畏呢？我对于你们

确是一个忠实的使者。】① 

7-茹勒基福利（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إِو يلَاذْكُراعمس وعسالْي فْلِوذَا الك ارِوياَألخ نآيةص [كُلٌّ م :

)٤٨[( 

【你当记忆伊斯玛依赖、艾勒叶赛阿、茹勒

基福利，他们都是纯善的。】P149F

② 

8-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مكُمالجن رم دا أَحأَب دمحا كَانَ م وولَ اللَّهسن رلَك و ماتخ

نيبِي٤٠(: األحزاب آية[الن[( 

【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而

是真主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封印。】P150F

③
P  

-其中有一部分先知和使者，我们不知道

他们的名讳，真主也没有告知我们有关他们的讯

息，但是我们相信他们所有的先知和使者。 

                                                        
①
《众诗人章》第١76-178节 

②
《萨德章》第٤٨节 

③
《同盟军章》第 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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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的真主说： 

وكلَيا عنصن قَصم مهنم كلن قَبـالً مسا رلْنسأَر لَقَد ن وم مهنم

كلَيع صقْصن 78(: غافر آية[لَّم[( 

【在你之前，我确已派遣许多使者，他们中

有我已告诉你的，有我未告诉你的。】P151F

①
P  

2-艾布乌玛麦（愿主喜悦他）的传述，艾布

冉尔（愿主喜悦他）说： 

َقاَل أُبو َذرٍّ َرِضَي اُهللا : َأِبي ُأَماَمَ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ـُه َقاَل عن -٢

ِماَئُة َأْلٍف «: Fَقاَلْنِبَياِء؟ َأَ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كْم َوفَّى ِعدَُّة اْل: ُقْلُت: َعْنـُه

َأْلًفا، الرُُّسُل ِمْن َذِلَك َثَلاُث ِماَئٍة َوَخـْمَسَة َعَشَر، َوَأْرَبـَعٌة َوِعْشُروَن 

 أخرجه أحمد والطبراني. »َجـما َغِفيًرا

“我说：‘主的使者啊！有多少位的先知

呢？’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有

十二万四千先知，其中共有三百一十五位使

者’。”P152F

② 

                                                        
①
《赦宥者章》第 78节 

②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2644段，《泰柏拉尼圣训集》第 8/217段，

《正确丛书》第 266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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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决心的使者： 

有决心的使者一共是五位，他们是：努哈，

伊布拉欣，穆沙，尔萨和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他

们，并使他们平安）。的确，超绝万物的真主提

到了他们： 

شعا رينِ مالد نلَكُم م وحاًون ى بِهص وكا إِلَينيحي أَوالَّذ اوم 

ويماهرإِب ا بِهنيص ىووسم وينوا الديمى أَنْ أَقيسع الَو قُواتفَرت يهف 

 )]١٣(: الشورى آية[

【他已为你们制定正教，就是他所命令努哈

的、他所启示你的、他命令伊布拉欣、穆沙和尔

萨的教门。你们应当谨守正教，不要为正教而分

门别户。】P153F

① 
 

-第一位使者： 

第一位使者是努哈（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 

                                                        
①
《协商章》第 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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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的真主说： 

النساء [ النبِيني من بعدهو نا أَوحينا إِلَيك كَما أَوحينا إِلَى نوحٍإِ

 )]١٦٣(: آية

【我确已启示你，犹如我启示努哈和在他之

后的众先知一样。】P154F

①
P  

2-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关于说

情的《圣训》， 

وفيه حديث الشفاعة،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في عن - ٣

َيا ُنْوُح : إَلى ُنوٍح َفَيْأُتوَن ُنوحًا َفَيـُقوُلوَن اْذَهُبوا«: قال Fأن النبي 

 .متفق عليه .»َأْنَت َأوَُّل الرُّسِل إَلى َأْهِل األْرِض

在其中提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你们去努哈那里吧！”他

们来对努哈说：“努哈啊！你是第一位被派往人

类的使者……。”P155F

② 
 

                                                        
①
《妇女章》第 163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40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19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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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使者： 

最后一位使者是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清高的真主说： 

مكُمالجن رم دا أَحأَب دمحا كَانَ م وولَ اللَّهسن رلَك و ماتخ

نيبِي٤٠(: األحزاب آية[الن[( 

【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而

是真主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封印。】P156F

①
P  

 

-先知与使者被派往的人群： 

1-真主把众先知和使者们（愿主赐福他们，

并使他们平安）派到他们各自的民族中。犹如超

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كُلِّ ولادمٍ ه7(: آية دالرع[ قَو[( 

【每个民族都有一个引导者。】 P157F

② 

2-真主把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派往全人类。他是封印的、最优秀的先知与

                                                        
①
《同盟军章》第 40节 

②
《雷霆章》第 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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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是全人类的领袖，他是复生日带着赞颂真

主之旗者，真主派遣他是为了慈悯全世界。 

-清高的真主说： 

اوريشاسِ بلنّإِالَّ كَافَّةً ل اكلْنسا أَرم اويرذن اسِ الَ والن أَكْثَر نلَك

 )]٢٨(: آيةسبأ [يعلَمونَ

【我只派遣你为全人类的报喜者和警告者，

但世人大半不知道。】 P158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نيالَمةً لِّلْعمحإِالَّ ر اكلْنسا أَر107(: األنبياء آية[م[( 

【我派遣你，只为慈悯众世界。】P159F

② 
 

-派遣众先知与使者的哲理： 

-号召人类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禁止崇

拜他之外的。清高的真主说： 

وا ودباع والً أَنسر ةي كُلِّ أُما فثْنعب لَقَداللَّه وا ونِبتاج

٣٦(: النحل آية[الطَّاغُوت[( 

                                                        
①
《赛伯邑章》第 28节 

②
《众先知章》第 10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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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每个民族中，都确已派遣一个使者：

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离恶魔。】① 

-阐明通往真主的道路。清高的真主说： 

هاتآي هِملَيلُو عتي مهنوالً مسر نييي اُألمثَ فعي بالَّذ و وكِّيهِمزي 

وابتالك مهلِّمعي ةَوكْمالْح لُإِن كَاون قَبوا مبِنيٍ ناللٍ مي ضمعةاجل[لَف 

 )]٢(: آية

【他在文盲中派遣一个同族的使者，去对他

们宣读他的迹象，并培养他们，教授他们天经和

智慧，尽管以前他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P161F

② 

-阐明人类在复生日到达真主之后的状

况。清高的真主说： 

عملُوا و ذين آمنواالَّفَلْ يا أَيها الناس إِنما أَنا لَكُم نذير مبِنيقُ

اتحالةٌ الصرفغم ملَه وكَرِمي قرِزو كلَئأُو اجِزِينعا مناتي آيا فوعس ينالَّذ

 )]٥١-٤٩(: آية احلج[أَصحاب اجلَحيمِ

【你说：‘众人啊！我对你们只是一个明显

                                                        
①
《蜜蜂章》第 36节 

②
《聚礼章》第٢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184 
 

 

的警告者’。信道而且行善者，得蒙赦宥，得享

优厚的给养；以阻挠的态度努力反对我的迹象

者，这等人必是火狱的居民。】① 

-对人类提出论证。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

所说： 

ررِينشبالً مس و دعةٌ بجح لَى اللَّهاسِ علنكُونَ لئَالَّ يل رِيننذم

 )]١٦٥(: النساء آية[الرسلِ

【我曾派遣许多使者报喜信，传警告，以免

派遣使者之后，世人对真主有任何托辞。】P163F

②
P  

-慈悯。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ونيالَمةً لِّلْعمحإِالَّ ر اكلْنسا أَر107(: األنبياء آية[م[( 

【我派遣你，只为慈悯众世界。】P164F

③ 
 

-众先知与使者的特征： 

1-所有的先知与使者都是男人，伟大、尊

                                                        
①
《朝觐章》第 49-51节 

②
《妇女章》第 165节 

③
《众先知章》第 10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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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的真主从自己的众仆人中精选了他们，以预言

和使命使他们优越，并以各种奇迹援助他们，真

主以使命使他们尊贵，并命令他们向人类传达，

以便人们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放弃多神崇拜，

并以天堂许诺他们。他们（愿主赐福他们，并使

他们平安）确已忠实地传达他们的使命。 

-清高的真主说： 

لَ الذِّكْرِوأَلُوا أَهفَاس هِمي إِلَيوحاالً نإِالَّ رِج كلن قَبا ملْنسا أَرإِن  م

 )]43(: النحل آية[كُنتم الَ تعلَمونَ

【在你之前，我只派遣了我所启示的一些男

子。你们应当请教深明教诲者，如果你们不知

道。】P165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آلَ عمرانَ علَى و آلَ إِبراهيمو نوحاًو نَّ اللَّه اصطَفَى آدمإِ

نيالَم٣٣(: آل عمران آية[ الع[( 

【真主确已拣选阿丹、努哈、伊布拉欣的后

                                                        
①
《蜜蜂章》第 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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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和伊姆兰的后裔，而使他们超越世人。】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وا اللَّهدباع والً أَنسر ةي كُلِّ أُما فثْنعب لَقَد وا ونِبتاج

٣٦(: النحل آية[الطَّاغُوت[( 

【我在每个民族中，都确已派遣一个使者：

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离恶魔。】P167F

② 
 

2-真主命令所有的先知和使者号召人们皈

依、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他为每一个民族都规

定了适合他们的一种法律制度，犹如超绝万物的

真主所说： 

 )]٤٨(:ملائدة آيةا[منهاجاًو شرعةً لٍّ جعلْنا منكُملكُ

【我已为你们中每一个民族都制定一种教

律和法程。】 P168F

③ 
 

3-清高的真主选择了众先知和使者，并把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33节 

②
《蜜蜂章》第 36节 

③
《筵席章》第 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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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描述为忠诚为主，处于最高的等级，犹如他

在《古兰经》中谈到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时所说： 

ت نيالَملْعكُونَ ليل هدبلَى عقَانَ علَ الفُرزي نالَّذ كارب

 )]1(:آية الفرقان[نذيراً

【圣洁哉真主！他降示准则给他的仆人，以

便他做全世界的警告者。】P169F

① 

在谈到麦尔彦之子尔萨（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时，他说： 

الزخرف [جعلْناه مثَالً لِّبنِي إِسرائيلَو نْ هو إِالَّ عبد أَنعمنا علَيهإِ

 )]٥٩(: آية

【他只是一个仆人，我赐他恩典，并以他为

以色列后裔的示范。】 P170F

② 
 

4-所有的先知和使者（愿主赐福他们，并

使他们平安）都是被创造的人，他们吃，他们喝，

                                                        
①
《准则章》第 1节 

②
《金饰章》第 59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188 
 

 

他们也会忘记，他们也需要睡觉，他们也会遭遇

病症与死亡，他们也像其他的人一样，不具有丝

毫养育性和神性的特征，他们也不能为任何人掌

管丝毫祸福，除非真主意欲者例外，他们更不能

从真主的宝藏中掌管丝毫，除了真主告诉者外，

他们任何人都不知道幽玄的知识。 

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对他的先知穆罕默德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و كُنت أَعلَم لَو را إِالَّ ما شاَء اللَّهض الَو ل الَّ أَملك لنفِْسي نفْعاًقُ

م تكْثَرتالس بيرِالغاخلَي ن ويرذا إِالَّ نوُء إِنْ أَنالس نِيسا مم مٍ ولِّقَو ريشب

 )]188(: ألعراف آيةا[يؤمنونَ

【你说：“除真主所意欲的外，我不能掌握

自己的祸福。假若我能知幽玄，我必多谋福利，

不遭灾殃了。我只是一个警告者和对信道的民众

的报喜者。”】 P171F

① 
 

                                                        
①
《高处章》第 18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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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众先知与使者们： 

1-众先知和使者们是拥有最纯洁的心灵，

最健全的理智，最坚定的信仰，最高尚的品德，

最完美的宗教，最坚强的功修，最优美的体态，

最美丽的容貌。真主确已赐予了他们许多特性： 

1-真主因启示和使命而选择了他们。 

-清高的真主说： 

 )]٧٥(: حلج آيةا[من الناسِو للَّه يصطَفي من املَالئكَة رسالًا

【真主从天使中和人类中拣选若干使者。】P172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لكهفا[احدو وحى إِلَي أَنما إِلَهكُم إِلَهلْ إِنما أَنا بشر مثْلُكُم يقُ

 )]١١٠(: آية

【你说：‘我只是一个同你们一样的凡人，

我奉的启示是：你们所应当崇拜的，只是一个主

宰。】P173F

② 
 

                                                        
①
《朝觐章》第 75节 

②
《山洞章》第 1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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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们是受到护佑的，在他们向人类传达信

仰和法律时，假如他们犯错误时，伟大、尊严的

真主会纠正他们，使他们回归到真理和正确的道

路上。 

清高的真主说： 

ىوومِ إِذَا هجالنمكُمباحلَّ صا ض ىوا غَومنِ وع قنطا يم

 )]٥-١(: آية لنجما[لَّمه شديد القُوىعحي يوحىو نْ هو إِالَّإِاهلَوى

【以没落时的星宿盟誓，你们的朋友，既不

迷误，又未迷信，他未随私欲而言，这只是他所

受的启示。教授他的，是那强健的主。】 P174F

① 
 

3-在他们去世之后，不会被继承。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ال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عائش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ا قالت

 متفق عليه. »ُنوَرُث، َما َتَرْكَنا َصَدقًة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星宿章》第 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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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被继承，我们所遗留的都是施舍’。”① 
 

4-他们眼睡，心不睡。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在

夜行的故事中提到： 

َوالنَِّبُي : -وفيه-عن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في قصة اإلسراء، 

F  َناِئَمٌة َعيَناُه، َوال َيَناُم َقْلُبـُه، َوَكَذِلَك اَألْنِبَياُء َتَناُم َأْعُيُنـُهـْم، َوال

 خرجه البخاريأ. َتَناُم ُقُلوُبـُهـْم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眼睡，心不睡。其他的众先知也是如此眼睡，心

不睡。P176F

② 
 

5-他们在弥留之际可以在今后两世间进行

选择。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听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730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1757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57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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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رسول اهللا سمعت : عن عائش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ا قالت

متفق . »َما ِمْن َنِبيٍّ َيـْمَرُض إال ُخيَِّر َبيَن الدُّْنَيا َواآلِخَرِة«: يقول

 عليه

“任何一位先知，只有在今后两世之间选择

后，才会去世。”P177F

① 
 

6-他们只有在死亡后才会埋葬。 

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听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Fرسول اهللا سمعت : عن أبي بك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أخرجه أحمد. »َلْن ُيـْقَبَر َنِبيٌّ إال َحْيُث َيـُموُت«: يقول

“任何一位先知，只有在他去世之后，才会

被埋葬。”P178F

② 
 

7-大地不会侵蚀他们的身体。 

奥斯·本·奥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586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444段 
②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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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أوس بن أو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وا: وفيه، »...إنَّ ِمْن َأْفَضِل َأيَّاِمُكْم َيْوَم الُجـُمَعِة«

إنَّ «: فقال وكيف تعرض صالتنا عليك وقد َأِرْمت؟ يقولون بليت،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اَهللا َعزََّوَجلَّ َحرََّم َعَلى اَألْرِض َأْجَساَد اَألْنِبَياِء

“的确，你们生活中最尊贵的日子之一是

主麻日，所以你们在这一天多赞我，因为你们对

我的赞颂将传达给我。”圣门弟子们说：“主的使

者啊！那时你都成为朽骨了，我们对你的赞颂怎

么能到达你呢?”他说：“真主禁止土地侵蚀众先

知的身体。” P179F

① 
 

8-众先知活着在他们的坟墓里接受祝福。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穆

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ألْنِبَياُء «: قال  Fالنبي  عن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١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04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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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أخرجه أبو يعلى. »ي ُقُبوِرِهـم ُيَصلُّوَنَأْحَياٌء ِف

“众先知在他们的坟墓里活着接受祝

福。”P180F

①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٢

َمـَرْرُت َعَلى ُموَسى َلْيَلَة ُأْسِرَي ِبي ِعْنَد الكثيِب اَألْحـَمِر َوُهَو َقاِئٌم «

 أخرجه مسلم. »ِفي َقْبِرِه ـيُيَصلِّ

“登霄之夜，我在红沙附近经过穆萨，他

正站在坟墓中礼拜。” P181F

② 
 

9-在他们去世之后，他们的妻子不会再嫁。 

وولَ اللَّهسذُوا رؤأَن ت ا كَانَ لَكُمم أَ الَو نم هاجووا أَزحنكن ت

 )]٥٣(: األحزاب آية[بعده أَبداً إِنَّ ذَلكُم كَانَ عند اللَّه عظيماً

【你们不宜使使者为难，在他之后，永不宜

                                                        
①
《艾布耶阿俩圣训集》第 1047段，《正确丛书》第 621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7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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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他的妻子，因为在真主看来，那是一件大罪。】①  
 

-必须相信所有的先知和使者，谁否认其

中的某一位先知或使者，那么，他确已否认了所

有的先知和使者。必须相信有关于他们的真实的

信息，效仿他们坚定的信仰，完美地认主独一，

高尚的品德，遵守他们中被派往我们的穆罕默德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法律——他是众

先知的封印，最优秀的使者，是被派往全人类和

精灵的使者。清高的真主说： 

يوا بِاللَّهنوا آمنآم ينا الَّذها أَي وهولسر ابِ الَّوتلَى الْكلَ عزي نذ

هولسر لُون قَبلَ مي أَنزابِ الَّذتالْك وبِاللَّه كْفُرن يم وهكَتالئم كُوبِهت وهلسر 

يداًوعالالً بلَّ ضض رِ فَقَدمِ اآلخو١٣٦(: لنساء آيةا[الْي[(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

以及他所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

经典。谁不信真主、天使、经典、使者、末日，

                                                        
①
《同盟军章》第 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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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确已深入迷误了。】① 
 

-相信众先知与使者的益处： 

认识伟大、尊严的真主对仆人的慈悯和关

爱，他为人类派遣众使者，引导他们崇拜他们的

主，告知他们如何崇拜真主。 

其中有：赞颂真主，感谢他的这种恩典； 

其中还有：喜爱众使者，毫不夸大其词地赞

扬他们，因为他们是真主的众使者，他们崇拜真

主，传达真主的使命，忠告真主的仆人。 

                                                        
①
《妇女章》第 1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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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 ）是真主的使者 
 

-他（ ）的血统和成长： 

他是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本·阿布杜

勒盟台利部·本·哈希姆，他的母亲是沃海布的

女儿阿米娜，他于象年①生在麦加（公历 570年）。

在他出生前，父亲阿布杜拉就去世了，出生之后

的他由爷爷阿布杜勒盟台利部抚养，六岁时，母

亲阿米娜也去世，在他的爷爷去世之后，由叔叔

艾布塔利布抚养。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成长充满

着高尚的美德，直至被他的族人公认为“忠实

者”。在他四十岁时，启示来临，穆罕默德（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奉命为圣，当真理来临

时，他正在“希拉”山洞中。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开始号召人

                                                        
①
请查阅《古兰经》中第一百零五章——《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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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相信真主及其使者，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然

而他却遭到了各种伤害，他忍辱负重，直至真主

使伊斯兰胜过其它的一切宗教。然后他迁徙到麦

地那，制定法律，强大伊斯兰，完善伊斯兰信仰。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于伊历十一

年三月归真，享年六十三岁。在他完全地传达使

命、指引伊斯兰民族所有的善行、警告一切伤害

之后，他顺主归真。 
 

-专归他个人的特征： 

在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的特征中有：他是众先知的封印，众使者的领袖，

敬畏者的伊玛目。他的使命是针对全人类和精

灵，真主派遣他是为了慈悯众世界，他夜行至远

寺，并从那儿登上天，真主以先知和使者的特性

呼吁他，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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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أنَّ النَِّبيَّ جابر بن عبداهللا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عن 

ُنِصْرُت ِبالرُّْعِب َمِسيَرَة : ُأْعِطيُت َخـْمًسا َلـْم ُيـْعَطُهنَّ أَحٌد َقْبِلي«

َشْهٍر، َوُجِعَلْت ِلَي األْرُض َمْسِجًدا َوَطُهورًا، َفأيَُّما َرُجٍل ِمْن أمَِّتي 

، َوُأِحلَّْت ِلَي الَمَغاِنُم َوَلـْم َتـِحلَّ ألَحٍد َقْبِلي، أْدَرَكْتـُه الصَّالُة َفْلُيَصلِّ

َوُأْعِطيُت الشََّفاَعَة، َوَكاَن النَِّبيُّ ُيْبَعُث إَلى َقْوِمِه َخاصًَّة، َوُبـِعْثُت إَلى 

 متفق عليه .»النَّاِس َعامًَّة

“我获得了在我之前的任何一位先知都没

有的五件特权：我获得援助，使敌人在距我们一

个月之外的路程，就感到胆战心惊；大地为我而

成为洁净的礼拜殿，我民族中任何人赶上礼拜的

时间，就让他礼拜吧！战利品对于我是合法的，

在我之前任何一位先知都没有获得它的合法权；

我有说情权；从前的先知都是针对他的本民族，

我确是为了全人类而被派遣的。” P185F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5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5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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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属于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个人而非其民族的特点：连续不断地封斋，婚姻

不用聘金，聘娶超过四位妻子，不吃施舍，他能

听到常人听不到的，他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犹

如他看见吉布拉依赖天使（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被创造的原貌，他不继承遗产。 
 

- 启 示 开 始 降 临 先 知 穆 罕 默 德

（ ）： 

信士之母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وَُّل َما أ: أنََّها َقاَلْتَرِضَي اُهللا َعْنَها ْن َعاِئَشَة أمِّ الُمْؤِمِنيَن َع

ِمَن الَوْحِي الرُّْؤَيا الصَّاِلـَحُة ِفي النَّْوِم، َفَكاَن  Fُبِدَئ ِبـِه َرُسوُل اهللا 

ُء، ال َيَرى ُرْؤَيا إال َجاَءْت ِمْثَل َفَلِق الصُّْبـِح، ُثمَّ ُحبَِّب إَلْيـِه الَخال

اللََّياِلَي َذَواِت  -َوُهَو التََّعبُُّد-َوَكاَن َيـْخُلو ِبـَغاِر ِحَراٍء، َفَيَتـَحنَُّث ِفيِه 

الَعَدِد َقْبَل أْن َيْنِزَع إَلى أْهِلـِه، َوَيَتَزوَُّد ِلَذِلَك، ُثمَّ َيْرِجُع إَلى َخِديَجَة 

َو ِفي َغاِر ِحَراٍء، َفَجاَءُه الَمَلُك َفَيَتَزوَُّد ِلـِمْثِلـَها، َحتَّى َجاَءُه الَحقُّ َوُه

 .»َما أَنا ِبَقاِرٍئ«: اْقَرْأ، قال: َفَق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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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降临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始于真梦，使者所梦犹如晨辉，然后他喜爱独居

静悟，他曾独自在希拉山洞中办功，昼夜不归，

直到他想念家人，或需要带干粮时，他才返回到

妻子海迪彻那儿，为再次前往做准备，直至真理

来临，他当时正在希拉山洞之中，天使来临对他

说：“你诵读。”他说：“我不会读。” 

: ي َحتَّى َبَلَغ ِمنِّي الَجْهَد، ُثمَّ أْرَسَلِني َفَقاَلَفأَخَذِني َفَغطَِّن« :قال

، َفأَخَذِني َفَغطَِّني الثَّاِنَيَة َحتَّى َبَلَغ ِمنِّي »َما أَنا ِبَقاِرٍئ«: اْقَرْأ، قلت

، َفأَخَذِني »َما أَنا ِبَقاِرٍئ«: اْقَرْأ، َفقلت: الَجْهَد، ُثمَّ أْرَسَلِني َفَقاَل

R Q P O N M L K (: َة، ُثمَّ أْرَسَلِني َفَقاَلَفَغطَِّني الثَّاِلَث

Y X W V U T S(. 

使者叙述道：天使紧紧地抱着我，然后松开

说：“你诵读。”我说：“我不会读。”于是天使第

二次紧紧地抱着我，然后松开说：“你诵读。”我

说：“我不会读。”这时天使第三次紧紧地抱着我，

然后松开说：“你诵读。”我说：“我不会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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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

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

的。】① 

ُف ُفَؤاُدُه، َفَدَخَل َعَلى َخِديَجَة َيْرُج Fََرَجَع ِبـَها َرُسوُل اهللا ف

َفَزمَُّلوُه َحتَّى . »َزمُِّلوِني َزمُِّلوِني«ِبْنِت ُخَوْيِلٍ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ا َفَقاَل 

َلَقْد َخِشيُت َعَلى «: َذَهَب َعْنـُه الرَّْوُع، َفَقاَل ِلـَخِديَجَة َوأْخَبَرَها الَخَبَر

اهللا َما ُيـْخِزيَك اُهللا أَبًدا، إنََّك َلتـَِصُل َكال َو: َفَقاَلْت َخِديَجُة. »َنْفِسي

الرَِّحـَم، َوَتـْحـِمُل الَكلَّ، َوَتـْكِسُب الَمْعُدوَم، َوَتْقِري الضَّْيَف، َوُتِعيُن 

 .َعَلى َنَواِئِب الَحقِّ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惊恐

不安地返回到妻子海迪彻·宾图·呼外赖德（愿

主喜悦她）处，他说：“快给我盖上被子，快给

我盖上被子。”他们为他盖上被子，后来他才渐

渐心神安定，他向海迪彻叙述了经过，并且说：

“我很担心我自己。”海迪彻安慰他说：“绝不然，

指主发誓，真主永远都不会使你受辱，因为你接

                                                        
①
《血块章》第 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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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近亲，帮助弱者，关心穷人，款待客人，主持

正义。” 

َطَلَقْت ِبـِه َخِديَجُة َحتَّى أَتْت ِبـِه َوَرَقَة ْبَن َنْوَفِل ْبِن أَسِد اْبِن َفاْن

، َوَكاَن َعْبِدالُعزَّى، اْبَن َعمِّ َخِديَجَة، َوَكاَن اْمَرءًا َتَنصََّر ِفي الَجاِهِليَِّة

َيْكُتـُب الِكَتاَب الِعْبَراِنيَّ، َفَيْكُتـُب ِمَن اإلْنِجيِل ِبالِعْبَراِنيَِّة َما َشاَء اُهللا 

َيا اْبَن : أْن َيْكُتَب، َوَكاَن َشْيـًخا َكِبيًرا َقْد َعِمَي، َفَقاَلْت َلـُه َخِديَجُة

َيا اْبَن أِخي َماَذا َتَرى؟ : َفَقاَل َلـُه َوَرَقُة. َعمِّ، اْسَمْع ِمِن اْبِن أِخيَك

 .َخَبَر َما َرأى Fَفأْخَبَرُه َرُسوُل اهللا 

然后海迪彻将使者带到她的堂兄沃莱盖

图·本·脑法理·本·艾塞德·本·阿卜杜勒欧

扎那里，沃莱盖图是蒙昧时代信奉基督教的，他

精通希伯来文，并根据《新约》用希伯来语编写

了许多作品。然而他当时却已是一位双目失明的

老者，海迪彻对他说：“堂兄啊！你听听你侄儿

的叙述吧！”沃莱盖图对主的使者说：“我的侄儿

啊！你看见什么啦？”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向他讲述了自己所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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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هَذا النَّاُموُس الَِّذي َنزََّل اُهللا َعَلى ُموَسى، َيا : َفَقاَل َلـُه َوَرَقُة

َلْيَتِني ِفيَها َجَذعًا، َلْيَتِني أُكوُن حّيًا إْذ ُيـْخِرُجَك َقْوُمَك، َفَقاَل َرُسوُل 

َما  َنَعْم، َلـْم َيْأِت َرُجٌل َقطُّ ِبِمْثِل: قال. »أَوُمـْخِرِجيَّ ُهـْم«: Fاهللا 

ُثمَّ . ِجْئَت ِبـِه إال ُعوِدَي، َوإْن ُيْدِرْكِني َيْوُمَك أْنُصْرَك َنْصًرا ُمَؤزَّرًا

 متفق عليه. َلـْم َيْنَشْب َوَرَقُة أْن ُتُوفَِّي، َوَفَتَر الَوْحُي

沃莱盖图对主的使者说：“这是真主降示给

穆萨的教义，但愿在你传教之日我仍年轻力壮，

但愿在你的族人驱逐你之时我尚健在。”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他们会驱

逐我吗？”沃莱盖图说：“是的，像你所带来的

信息，无论任何人，都会遭到反对。在你为圣之

日，如果我还健在，我一定会竭力相助你。”然

而不久，沃莱盖图就去世了，启示也中断了。P187F

① 
 

-先知穆罕默德（ ）的妻室们： 

信士之母，她们是使者穆罕默德（愿主赐福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

训集》第 160段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205 
 

 

之，并使其平安）今后两世的众妻室，她们每一

个人都是佳美的、纯洁无瑕的女穆斯林，对她们

名节的任何中伤都是与她们无关的。 

她们是：海迪彻·宾图·胡外赖德，阿依莎·宾

图·艾布白克尔，邵德·宾图·茹迈阿，哈夫率·宾

图·欧麦尔·本·汗塔布，宰奈布·宾图·胡斋

麦·艾勒黑俩立耶，温姆塞莱迈——杏德·宾

图·艾布吴曼耶，宰奈布·宾图·杰哈西，朱外

丽耶·宾图·哈立斯，温姆哈碧柏·莱姆莱图·宾

图·艾布苏福杨，索非亚·宾图·候艳冶，麦依

姆奈·宾图·哈立斯·艾勒黑俩立耶——愿主喜

悦她们所有的人。 

海迪彻·宾图·胡外赖德和宰奈布·宾图·胡

斋麦·艾勒黑俩立耶在使者之前归真的，其余的

都是在他之后去世的。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妻室中

最优越者是海迪彻和阿依莎——愿主喜悦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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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 
 

-先知（ ）的子女们：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有三

个儿子：嘎税慕和阿布杜拉是海迪彻所生，伊布

拉欣是使者的女奴科卜特人马利耶所生。他们三

人都是英年早逝。 

-至于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的四个女儿均为海迪彻所生，她们是：宰奈布、

鲁耿耶、温姆库勒苏慕和法图麦。她们都长大成

婚，并且除了法图麦之外，其她的几位都是在穆

圣之前去世的；她们都是纯洁无瑕的女穆斯林

——愿主喜悦她们。 
 

-先知（ ）的弟子们：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弟子们，

他们是最优秀的一代人，他们对伊斯兰民族有着

不可磨灭的功绩，真主选择了他们作为自己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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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伙伴，他们相信真主，相信主的使者，他们坚

持不懈地援助真主及其使者，为了伊斯兰而迁

徙，为了伊斯兰而掩护、援救，他们用自己的生

命和财产为主道而奋斗，直至真主喜悦他们，他

们也喜爱真主；他们中最优越者是迁士们，其次

是辅士们。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 قال Fالنبي  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مسعو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خْيُر النَّاِس َقْرِني، ُثمَّ الَِّذْيَن َيُلوَنـُهـْم، ُثمَّ الَِّذْيَن َيُلوَنـُهـْم، ُثمَّ َيـِجيُء«

 متفق عليه. »َأْقَواٌم َتْسِبُق َشهاَدُة َأَحِدِهـْم َيـِمْيَنـُه، َوَيـِمْيُنـُه َشَهاَدَتـُه

“最优秀的人是我这一代人，然后是他们之

后的下一代，然后是他们之后的下一代。然后一

些人来临，其中部分人，有时他们的作证领先誓

言，有时他们的誓言领先作证。”P188F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652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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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众圣门弟子： 

每一位穆斯林都必须真心地喜爱众圣门弟

子，用言词去赞扬他们，祈求真主怜悯他们，为

他们求饶恕，远离他们之间的争论，绝不能辱骂

他们。因为他们拥有高尚的品德、良好的美德、

善行、正义，他们顺服地援助真主及其使者，为

主道而战斗，号召人们皈依真主，迁徙和掩护，

为了寻求真主的喜爱，他们为主道而付出了自己

的生命和财产，真主喜爱所有的圣门弟子。 

-清高的真主说： 

 واجِرِيناملُه نلُونَ مابِقُونَ اَألوالس ارِواَألنص م ووهعبات ينالَّذ

مهنع اللَّه يضر انسبِإِح ووا عضرنه و دأَع ارها اَألنهتحرِي تجت اتنج ملَه

يمظالع زالفَو كداً ذَلا أَبيهف يندال١٠٠(: التوبة آية[ خ[( 

【迁士和辅士中的先进者，以及跟着他们行

                                                                                                       
圣训集》第 2533段 

译者注：谴责作证的同时又发誓言者，这段《圣训》的意思是：他结

合作证和发誓，有时他的作证领先誓言，有时他的誓言领先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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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人，真主喜爱他们，他们也喜爱他；他已为

他们预备了下临诸河的乐园，他们将永居其中；

这正是伟大的成功。】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ااونآم ينلَّذ واوراجه بِيوي سوا فداهجلِ اللَّه اووآو ينالَّذ 

ةٌورفغم ملَّه قاونَ حنماملُؤ مه كلَئوا أُورصن وكَرِمي قآية ألنفالا[رِز :

)٧٤[( 

【信道而且迁居，并且为真主而奋斗的人和

款留（使者），赞助（正道）的人，这等人确是

真实的信士，他们将获赦宥和优厚的给养。】 P190F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ه قال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 -٣

ال َتُسبُّوا َأْصَحاِبي، ال َتُسبُّوا َأْصَحاِبي، َفَوالَِّذي َنْفِسي ِبَيِدِه، َلْو َأنَّ «

متفق . »َأَحَدُكْم َأْنَفَق ِمْثَل ُأُحٍد َذَهبًا َما َأْدَرَك ُمدَّ َأَحِدِهـْم َوال َنِصيَفُه

                                                        
①
《忏悔章》第١٠٠节 

②
《战利品章》第 7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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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عليه

“你们不要辱骂我的弟子，指掌管我生命的

主发誓，即使你们某人施舍了类似吴侯德山 P191F

①
P一

样多的黄金，也赶不上他们所施舍一捧或者是半

捧谷物的回赐。”P192F

② 

                                                        
①
译者注：山名：在麦地那市的北面。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673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540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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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信末日 
 

- 末日：它就是复生日，在那一天，真

主将复活众生，以便对他们进行清算和赏赐。之

所以被称为“末日”，因为它是今世里最后的日

子，那时，天堂的居民住在天堂里，火狱的居民

住在火狱之中。 
 

- 末日最著名的名称： 

复活日（ةاميالق موي），复生日（ يثعمِ البو），判决

日（ِلالفَص موي），呐喊之日（ِوجاخلُر موي），报应日（ ِموي

，（يومِ احلسابِ）清算日，（يوم اخلُلُود）开始之日，（الدينِ

警告实现之日（يدعالو موي），集合日（ِعاجلَم موي），烟

雾漫天的日子（ِنابغالت موي），众人以相会之日（ موي

يوم悔恨之日（ ，（يوم التناد）互相呼叫之日，（التالقِ

ةراحلَس），震耳欲聋的轰声之日（ُةاخالص），大难来临

的日子（ىرةُ الكُبالطَّام），大灾（ةياشالغ），大事发生的

日子（ُةعاقالو），真灾（ ）大难，（لْحاقَّةُا  。（لْقَارِعةُ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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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末日： 

必须相信真主及其使者告诉的关于那一天

在复活场上所发生的一切信息——复生，集合，

清算，“随拉特”桥，天秤，天堂，火狱等等。 

紧跟着这些的是必须相信死亡之前各种复

生的特征和迹象，以及在死亡之后坟墓里的灾

难、惩罚或恩惠。 
 

- 末日的重要性： 

相信真主和相信末日属于伊玛尼最伟大的

要素，它俩以及伊玛尼其它的要素是人类在今后

两世获得正直、成功和幸福的因素。由于这两个

要素的重要性，真主在《古兰经》中多次把它俩

联在一起。 

 清高的真主说： 

بِاللَّه نمؤن كَانَ يم ظُ بِهوعي كُمذَل رِومِ اآلخوالطالق [ الْي

 )]2(: آي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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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用来教训信仰真主和末日者的。】① 

清高的真主说： 

 الَ إِلَه إِالَّ هو لَيجمعنكُم إِلَى يومِ القيامة الَ ريب فيه للَّها

 )]87(: ء آيةلنساا[

【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在毫

无疑义的复生日他必集合你们。】P194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إِلَى اللَّه وهدٍء فَريي شف متعازنفَإِن ت ونَ ونمؤت مولِ إِن كُنتسالر

بِاللَّه رِومِ اآلخو59(: لنساء آيةا[ الْي[( 

【如果你们为一件事而争执，你们使那件

事归真主和使者（判决），如果你们确信真主和

末日的话。】 P195F

③ 
 

- 坟墓里的考问： 

1－白拉乌·本·阿兹布（愿主喜悦他）的

                                                        
①
《离婚章》第 2节 

②
《妇女章》第 87节 

③
《妇女章》第 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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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述，我们曾经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一起参加殡礼，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خرجنا مع : عن البراء بن عازب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١

َوَيْأِتيِه َمَلَكاِن « Fقال النبي  -وفيه- ..في جنازة Fرسول اهللا 

: بَِّي اُهللا، َفَيـُقوالِن َلـُهَر: َمْن َربَُّك؟ َفَيـُقوُل: َفُيـْجِلَساِنـِه َفَيـُقوالِن َلـُه

َما َهَذا الرَُّجُل الَِّذي : ِدْيِنَي اإلْسالُم، َفَيـُقوالِن َلـُه: َما ِدْيُنَك؟ َفَيـُقوُل

أخرجه أحمد وأبو . »...Fَفَيـُقوُل ُهَو َرُسوُل اهللا : ُبـِعَث ِفْيُكْم؟ َقاَل

 داود

“两位天使来到他跟前，让他坐起来之后，

他俩问道：‘你的主是谁？’他说：‘我的主是安

拉（真主）。’他俩又问：‘你的信仰是什么？’

他说：‘我的信仰是伊斯兰。’又问：‘这位被派

遣到你们的中的男子是谁？’他说：‘他是真主

的使者……’。” P196F

① 

2－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穆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8733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75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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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لَعْبُد إَذا «: قالFالنبي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عن -٢

ُوِضَع ِفي َقْبِرِه َوُتُولَِّي َوَذَهَب َأْصَحاُبـُه َحتَّى إنَُّه َلَيْسَمُع َقْرَع 

َما ُكْنَت َتَقوُل ِفي َهَذا : ـْم، َأَتاُه َمَلَكاِن َفَأْقَعَداُه َفَيـُقوالِن َلـُهِنَعاِلـِه

: َفُيـَقاُل. َأْشَهُد َأنَُّه َعْبُد اهللا َوَرُسوُلـُه: ؟ َفَيـُقوُلFالرَُّجِل ُمـَحـمٍَّد 

قال . »َجنَِّةاْنُظْر إَلى َمْقَعِدَك ِمَن النَّاِر َأْبَدَلَك اُهللا ِبـِه َمْقَعدًا ِمَن ال

 .»َفَيَراُهـَما َجـِميعًا«: Fالنبي 

 “当亡人被埋进坟坑，他还能听见亲友们

返回的脚步声时，两位天使来到他跟前，让他坐

起来之后，他俩问道：‘你曾经怎样表白穆罕默

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这个人的？’他

说：‘我作证他是真主的使者和仆人。’他俩说：

‘你看你在火狱之中的位子，真主已为你调换为

天堂中的位子了’。”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他看见了自己在天堂中的位

子和火狱之中的位子。” 

ال َأْدِري ُكْنُت َأُقوُل َما َيـُقوُل : لمَناِفُق َفَيـُقوُلَوَأمَّا الَكاِفُر َأِو 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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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 َدَرْيَت َوال َتَلْيَت، ُثمَّ ُيْضَرُب ِبِمْطَرَقٍة ِمْن َحِدْيٍد : َفُيـَقاُل. النَّاُس

. »َضْرَبًة َبْيَن ُأُذَنْيـِه، َفَيِصْيـُح َصْيـَحًة َيْسَمُعَها َمْن َيِلْيـِه إال الثََّقَلْيِن

 ليهمتفق ع

“至于否认者或伪信者，他会说：‘我不知

道，对此人，我曾经只是人云亦云的。’天使对

他说：‘你不会思考，也不会诵读吗？’然后天

使就狠狠地对着他的头击了一铁锤，他痛得惨叫

一声。其声音之骇人听闻，除了人类和精灵，万

物都能听见。”P197F

① 
 

- 坟墓里的两种惩罚： 

1－永不间断的惩罚，直至复生日。那是对

否认者和伪信者的惩罚，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谈

到对法老的宗族的惩罚一样。 

اعةُ أَدخلُوا آلَ وم تقُوم السيو عشياو لنار يعرضونَ علَيها غُدواا

 )]46(: آية غافر [فرعونَ أَشد العذَابِ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38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7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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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朝夕受火刑。复活日来临之时，或

者将说：“你们让法老的宗族进去受最严厉的刑

罚吧！”】① 

2－有限的惩罚，然后结束。那是惩罚认主

独一者中违背的人，根据其罪行对他进行惩罚，

然后减轻对他的惩罚，或者是凭着真主的慈悯结

束对其的惩罚，或者是获得消除其罪过的罚赎，

如不间断的施舍，或者是有益的知识，或者是清

廉的子女为他向真主的祈祷等等。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إنَّ «: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ابن عم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عِشيِّ، إْن َكاَن ِمْن َأَحَدُكْم إَذا َماَت ُعِرَض َعَلْيـِه َمْقَعُدُه ِبالَغَداِة َوال

 َأْهِل الَجنَِّة َفِمْن َأْهِل الَجنَِّة، َوإْن َكاَن ِمْن َأْهِل النَّاِر َفِمْن َأْهِل النَّاِر

 متفق عليه. »ُيـَقاُل َهَذا َمْقَعُدَك َحتَّى َيْبَعَثَك اُهللا إَليه َيوَم الِقَياَمِة

“当你们中某人去世之后，他每天朝夕都

                                                        
①
《赦宥者章》第 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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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见自己的席位，如果他的席位是在天堂

中，那么，他就是天堂的居民；如果他的席位是

在火狱中，那么，他就是火狱的居民；并且被告

知这就是你的席位，等到复生日，真主将把你派

到那里去。”① 
 

-坟墓里的恩惠： 

坟墓里的恩惠专归忠实的信士们。 

 -清高的真主说： 

ا ربنا اللَّه ثُم استقَاموا تتنزلُ علَيهِم املَالئكَةُ أَالَّ نَّ الَّذين قَالُوإِ

: آية صلتف [أَبشروا بِالْجنة الَتي كُنتم توعدونَو حزنوات الَو تخافُوا

)٣٠[( 

【[30]凡说过“我们的主是真主”，然后遵

循正道者，众天使将来临他们，说：“你们不要

恐惧，不要忧愁，你们应当为你们被预许的乐园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79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66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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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兴。】① 

-白拉乌·本·阿兹布（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قال في  Fأن النبي  البراء بن عازب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٢

َفُيَناِدي ُمَناٍد ِمَن السََّماِء، ... «: المؤمن إذا أجاب الملكين في قبره

َأْن َصَدَق َعْبِدي، َفاْفِرُشوُه ِمَن الَجنَِّة، َوَأْلِبُسوُه ِمَن الَجنَِّة، َواْفَتـُحوا 

ْأِتيِه ِمْن َرْوِحَها َوِطْيِبـَها َوُيْفَسُح َلـُه ِفي ـُه َبابًا إَلى الَجنَِّة، َقاَل َفَيَل

 أخرجه أحمد وأبو داود. »َقْبِرِه َمدَّ َبَصِرِه

“当信士在其坟墓里回答完两位天使的问

题后……天上的主呼吁道‘我的仆人是诚实的，

你们当为他从天堂里铺床，当为他从天堂里穿

衣，你们当为他打开天堂之门。’然后他的灵魂

和善功到与他，他的坟墓加宽到一望无际。” P201F

② 
 

-诸多事情使信士脱离了坟墓里的各种

                                                        
①
《奉绥来特章》第 30节 

②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8733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75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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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灾难和惩罚，如为主道杀身成仁，做好准

备随时为主道奋斗，肚子痛而亡者等等。 
 

-人在死亡之后直至复生日灵魂的

归宿： 

人类的灵魂在死后①的地位互不相同，有着

很大的差异，其中有些灵魂处于行善者中最高

的、上界众天使的地位。那是众先知（愿主赐福

他们，并使他们平安）的灵魂，他们的地位是有

异的。 

其中有些灵魂犹如小鸟的样子挂在树上，那

是信士们的灵魂。 

其中有些灵魂犹如空腹的绿色鸟，在天堂中

自由地吃喝，那是烈士们的灵魂。 

其中有些灵魂被拘禁在坟墓里，犹如昂贵的

战利品；有些因其所欠的债而被囚拘禁在天堂的
                                                        

①
译者注：“柏尔热赫”（البرزخ）本意是屏障，这里专指死后的生活，

指死亡后至复生日之间的生活，查阅《布哈里圣训集注释》，作者： الدكتور
 مصطفى ديب البغ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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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上；有些因其庸俗底下的灵魂而被拘禁在地

下。 

其中有些灵魂在男女奸淫的火炉里。 

其中有些灵魂在血河里游泳，吞食石头，他

们是吃高利贷的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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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日的迹象 
 

-复生日的知识： 

有关复生日来临时间的知识，只有真主知

道，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ياللَّه ندا عهلْما عمقُلْ إِن ةاعنِ السع اسالن أَلُكس لَّ ولَع رِيكدا يم

 )]٦٣(: اب آيةاألحز[ونُ قَرِيباًالساعةَ تكُ

【众人问你复生日在什么时候？你说：“那

只有真主才知道。”什么使你知道它何时发生

呢？复生日，或许是很近的。】 P203F

①
P  

 
-复生日的征兆：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告知了许多证实复生日已临近的征兆：复生日小

的征兆和复生日大的征兆。 

                                                        
①
《同盟军章》第 6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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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复生日小的征兆 
 

复生日小的征兆分为三种： 

1-已经发生并且结束了的征兆：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的派遣与归真，他的迹象有使月亮分离，开拓耶

路撒冷，大火从黑贾兹地区喷出。 
 

-奥夫·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Fرسول اهللا سمعت : عن عوف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اْعُدْد ِسّتًا َبْيَن َيَدي السَّاَعِة، َمْوِتي، ُثمَّ َفْتـُح َبْيِت «: يقول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الَمْقِدِس

“你当计算复生日来临前的六件事情，我的

归真，然后是开拓耶路撒冷……。”P204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17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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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ل «: قال Fأن رسـول اهللا 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ـه ع

السَّاَعُة َحتَّى َتـْخُرَج َناٌر ِمْن َأْرِض الِحَجاِز ُتضيُء َأْعَناَق  َتُقـوُم

 متفق عليه. »اإلِبِل ِبُبْصَرى

 “复生日绝不会来临，除非是大火从黑贾兹

地区出现，照亮‘巴士拉’骆驼的脖子。”P205F

① 
 

2-已经发生并且延续的征兆 

各种灾难出现，冒称的假先知出现，伊斯兰

法学的遗失，普遍的安定团结，无知的蔓延，治

安人员增多与支持不义，各种消遣乐器的出现及

其合法化，通奸的蔓延，饮酒的增加及其合法化，

光脚、赤身、贫穷的牧羊人竞争着建设高楼大厦，

人们以清真寺及其装饰而自豪，被杀死的人增

多，时间飞速流失，失去信义，邪恶高涨，善人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11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902段。译者注：

“巴士拉”是在沙姆地区一个著名的城市，即：侯兰市，它与大马士革之

间大约有三站路。大火从麦地那出现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六百五十年之后的

伊历七世纪中叶，学者们和当时代的人都知道这个事件，它是主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圣品的又一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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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遗弃，高谈阔论，加大工作，市场相互接近，

在伊斯兰民族中出现举伴主的行为，吝啬增多，

谎言增多，财产增多，商贸盛行，地震增多，忠

实者叛逆，背信弃义者守信用，丑事出现，断绝

血亲，伤害邻居，下贱的变成高尚的，拍卖权力，

投靠名流，向无知者求知，记录书写的出现，裸

露的服饰出现，伪证增多，暴死增加，不寻求合

法的给养，阿拉伯大地返回牧地和河流，猛兽与

人说话，鞭穗和鞋带与人说话，大腿告诉他在他

之后他的家人所发生的一切，伊拉克遭受围攻，

食物和经济受到封锁，沙姆地区遭受围攻，食物

和经济受到封锁，穆斯林与罗马之间停战，然后

罗马背叛了穆斯林。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وهو  F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ابن عم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أنه سم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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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ة َهاُهَنا، َنا، َأال إنَّ الِفْتَأال إنَّ الِفْتَنَة َهاُه«: مستقبُل المشرِق يقوُل

 متفق عليه .»ِمْن َحْيُث َيْطُلُع َقْرُن الشَّْيَطاِن

“真的，灾难就出现在这里，真的，灾难就

出现在这里，出现在恶魔的角升起的地方。”P206F

① 
 

3-没有发生，而必将发生的征兆，犹

如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所告知的那样，其中有： 
 

幼发拉底河因金山P207F

②
P而干枯，不用武器征服

君士坦丁堡，杀土耳其人P208F

③
P，杀犹太人穆斯林获

胜，盖哈塔尼部落的一个男子出现人们都顺服

他，男少女多，直至成为五十比一的比例，麦地

那清除其中的昧徒，犹如熔炉炼除铁渣一样。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093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905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即：东方。 
②
译者注：这里指的是原油、石油，并非真正的黄金。 

③
译者注：学者们对 "الترك" 有多种解释：1）他们是雅飞斯·本·努哈的

后裔；2）他们是甘图兰的子孙；3）他们是太必阿的后裔；4）他们是艾

福利敦·本·沙米·本·努哈的后裔。最正确的只有真主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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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迈赫迪的出现，他是穆圣（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的后裔，真主借他援助伊斯兰，

大地上充满公正廉明，犹如大地上曾经充满暴虐

和不义一样，他执政七年，伊斯兰民族在他执政

期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他出现于东方，人

们在禁寺跟前向他宣誓效忠。 

其中还有：天房遭到一个被称为“如勒俗外

格廷”的埃塞俄比亚人毁坏，此后再没有建造还

原，那是在最后的光阴。真主至知。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一切特征都是根据

正确的《圣训》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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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复生日大的征兆 
 

-侯宰费·本·艾西德·艾勒安法利（愿

主喜悦他）的传述： 

اطَّلع النبي : عن حذيفة بن َأسيد الغفار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F  نذكر الساعة: قالوا »َما َتَذاَكُرْوَن؟«: فقالعلينا ونحن نتذاكر .

فذكر الدخاَن، » إنََّها َلْن َتُقْوَم َحتَّى َتَرْوَن َقْبَلـَها َعْشَر آَياٍت«: قال

لشمس من مغربها، ونزوَل عيسى بن ا والدجاَل، والدابَة، وطلوَع

، ويأجوَج ومأجوج، وثالثَة خسوٍف، خسٌف بالمشرق، ×مريم 

وخسٌف بالمغرب، وخسٌف بجزيرة العرب، وآخر ذلك نار تخرج 

 أخرجه مسلم. من اليمن تطرد الناس إلى محشرهم

当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发现我们在共同讨论事情时，他问道：“你们在

谈论什么呢？”他们（众圣门弟子）说：“我们

在谈论复生日。”他说：“在你们看见十件征兆之

前，复生日决不会来临。”他提到了烟雾、旦枷

里、地兽、太阳从西边升起、麦尔彦之子尔萨（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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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由天而降、耶恶朱者和

麦恶朱者、三次大地陷：东方大地陷，西方大地

陷，阿拉伯半岛上的大地陷，最后是大火从也门

出现，把人类集中成群的驱赶到他们的清算场。① 
 

1-旦枷里的出现： 
 

旦枷里是阿丹后裔中的一个人，他将出现在

最后的光阴，他妄称自己拥有养育性，号召人类

皈依他。他出现于东方的呼罗珊②，除了远寺、

土尔、麦加和麦地那他无法进入之外，他几乎踏

遍了整个大地，因为众天使保护这些地方。他降

临晒卜海
③，然后麦地那震动了三次，其中所有

的否认者和伪信者都将皈依他。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01段 

②
译者注：地名，位于伊朗东北部和阿富汗北部的赫拉特山区。 

③
译者注：地名，位于麦地那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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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述： 

ُكنَّا ُقُعودًا عنَد : َعْنـُهـما َقاَل 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عمَر َرِضَي اُهللا

رُسول اهللا َفَذكَر الفَتَن فأكثَر في ِذكرَها َحتَّى َذكَر فْتنَة األحالِس َفقاَل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وما فتنُة األحالِس؟: قائٌل

我们曾经坐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跟前，他经常提到在最后的光阴里将要

发生的各种灾难，直至当他提到“األحالس-哀哈俩

赎”的灾难时，有人问道：“主的使者啊！哀哈

俩赎的灾难是什么呀？”  

ِهَي َهَرٌب َوَحْرٌب، ُثمَّ ِفْتَنُة السَّراء َدَخُنـها من تحِت «: قاَل

َقَدَمي َرُجٍل من أهِل بيتي َيزُعُم أنَُّه مني َوَلْيس ِمني وإنََّما أوليائي 

 .ُقوَن، ُثمَّ َيصَطلُح النَّاُس على رجٍل َكَوِرٍك على ِضَلٍعالُمتَّ

他说：“哀哈俩赎的灾难就是逃跑和战争，

然后安逸的灾难从一个妄称是我的后代者的脚

下出现，他绝不是我的后裔，也不是我爱友们的

后裔，我的爱友都是敬畏者，人们纷纷向那个侧

卧着的人宣誓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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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دَُّهْيـماء ال َتَدُع أحدًا من هِذِه األمة إال َلَطَمْتـُه  ثمَّ ِفتنُة

ْت ُيصبُح الرَُّجُل فيها مؤِمنًا وُيـْمسي لطَمة، فإذا قيَل انقَضْت َتـماد

كاِفرًا حتى َيصيَر النَّاُس إلى ُفسطاَطيِن، ُفْسطاِط إيماٍن ال ِنَفاَق ِفيِه، 

َوُفْسطاِط ِنفاٍق ال إيماَن فيِه، فإذا كاَن َذاُكْم فانتظُروا الدَّّجال من 

 أخرجه أحمد وأبو داود. »يوِمِه أو مْن َغِدِه

接着是“الدهيماء-渡海麻吴”的灾难，这个民

族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避免它的伤害，如果有人

说那场灾难已经结束了，那它确已达到了它的目

的。一个人白天成为信士，晚上成为否认者，直

至人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忠诚无伪者；另一类是

伪信无忠者，如果到了那一天，你们就等待旦枷

里的出现吧！”P212F

① 
 

-旦枷里的灾难： 
 

由于真主为旦枷里创造了许多伟大超自然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6168段、《正确丛书》第 974段、《艾布达吾

默德圣训集》第 424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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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征服理智的能力的因素，他的出现是最大灾

难，根据正确的《圣训》证实，他带有天堂和火

狱，事实上，他的火狱是天堂，他的天堂是火狱，

他带有饼山、河流，他命令天空降雨，天空就会

降雨，他命令大地生出植物，大地就会生出植物，

大地的宝藏跟随着他，他在大地上迅速地蔓延，

犹如风吹雨水一般来临。 

四十天，有一天犹如一年，有一天犹如一个

月，有一天犹如一个星期，其他的日子就像你们

平常的日子一样。然后麦尔彦之子尔萨在巴勒斯

坦的“伦布”门（接近远寺的一个地方）将他杀

死。 
 

-旦枷里的特征：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提醒

我们不要追随或相信旦枷里，并且为我们阐明了

旦枷里的种种特征，以便我们谨防之，并且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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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是一个红脸、独眼、不能生育的青年，在其

两眼之间写着所有的穆斯林都能读的“否认者

  。”الكافر——

欧巴德·本·刷米特（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عبادة بن الصامت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F :» إنَّ َمِسْيـَح الدَّجَّاِل َرُجٌل َقِصْيٌر، َأْفَحُج، َجْعٌد، َأْعَوُر، َمْطُموُس

نَّ َربَُّكْم الَعْيِن، َلْيَس ِبَناِتَئٍة َوال َجْحَراَء، َفإْن ُأْلِبَس َعَلْيُكْم َفاْعَلـُموا َأ

 أحمد وأبو داودأخرجه . »َتـَباَرَك َوَتَعاَلى َلْيَس ِبَأْعَوَر

 “大骗子旦枷里是一位个子矮小的、走着

内八字步的、卷发的、独眼的、另一只眼瞎的人，

不是凸出的，也不是凹进去的，如果你们觉得模

糊，但你们应当知道你们吉庆的、清高的养主绝

不是独眼的。”P213F

① 
 

-旦枷里出现的地方：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3144段，《艾布达吾默德圣训集》第 43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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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勒南娃斯·本·塞姆阿努（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在提到旦枷里时说： 

ذكر رسول اهللا :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النواس بن سمعان رضي

F إنَُّه َخاِرٌج َخلًَّة َبْيَن الشَّاِم َوالِعَراِق َفَعاَث ... «: الدجاَل وفيه

 أخرجه مسلم. »يمينًا َوَعاَث ِشَماًال

 “……他出现在沙姆和伊拉克之间的地

方，他残酷而迅速地在大地上作恶。” P214F

① 
 

-旦枷里无法进入的地方：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لْيَس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ه قال عن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١

 متفق عليه. »ِمْن َبَلٍد إلَّا َسَيَطُؤُه الدَّجَّاُل إلَّا َمكََّة َوالمِدْيَنَة

 “除了麦加和麦地那，所有的地方都将遭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3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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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旦枷里的践踏。”① 

-据有位圣门弟子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提到旦枷里时说： 

ذكر الّدّجال  Fأن النبي  Fن رجل من أصحاب النبي 

َرُب َأْرَبـَعَة َمَساِجَد، َمْسِجَد الَحَراِم، َوَمْسِجَد َوَلا َيـْق«: قال -وفيه–

 أخرجه أحمد. »الَمِديَنِة، َوَمْسِجَد الطُّوِر، َوَمْسِجَد اَألْقَصى

 “他不能接近四座清真寺，麦加的禁寺、

麦地那的圣寺、土尔清真寺和耶路撒冷的远

寺。”P216F

② 
 

-旦枷里的追随者： 
 

旦枷里的大多数追随者是犹太人、波斯人、

土耳其人，以及混杂着各个民族的人，他们多数

是阿拉伯游牧人和女人。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81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943段 

②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4085段、《正确丛书》第 29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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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أنس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يـُهوِد َأْصَبـَهاَن َسْبُعوَن َأْلفًا َعَلْيـِهـُم الطََّياِلَسُة َيْتَبـُع الدَّجَّاَل ِمْن«

 أخرجه مسلم

 “七万身披绿袍的艾苏白哈尼的犹太人追

随旦枷里。” P217F

① 
 

-预防旦枷里的伤害： 
 

坚信伟大尊严的真主，祈求真主护佑免遭旦

枷里的伤害，远离他，特别是在礼拜之中。艾布

戴尔达易（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ن َحِفَظ َعْشَر آَياٍت ِمْن َأوَِّل ُسوَرِة الَكْهِف ُعِصَم ِمَن «و

َفَمْن َأْدَرَكُه ِمْنُكْم َفْلَيـْقَرأ َعَلْيـِه َفَواِتـَح ُسوَرِة «: ، وفي لفظ»الدَّجَّاِل

 أخرجه مسلم. »الَكْهِف

 “谁背会了《山洞章》中的前十节经文，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49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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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就不会受到旦枷里的伤害。”①又说：“你们谁

遇到旦枷里，就让谁对他诵读《山洞章》开头的

经文。”② 
 

2-麦尔彦之子尔撒（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的降临： 
 

在旦枷里出现并在大地上作恶之后，真主派

遣了麦尔彦之子尔撒（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他降临在大马士革市东部的白塔上，他杀

死旦枷里，根据伊斯兰进行裁决，砸碎十字架，

杀死猪，废除人头税，财产增多，消除仇恨。他

在大地上生活了七年，任何人之间都没有仇恨的

存在，他归真后，穆斯林大众为他举行了殡礼。 

然后真主从沙姆方向派遣了芳香的、寒冷的

风，大地上没有任何人的心中还存在着丝毫的善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809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3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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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信仰，只剩下坏人生活在如鸟儿的轻率和野

兽的梦想中，他们像驴一样相互厮杀，然后恶魔

命令他们崇拜偶像，这时复活日就要来临了。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ي ِبَيِدِه َلُيْوِشَكنَّ َأْن َيْنِزَل ِفيُكُم ابُن َمْرَيـَم َحَكمًا َعْدًال، َوالَِّذْي َنْفِس«

ِليَب، َوْيْقُتَل الِخْنِزيَر َوَيَضَع الِجْزَيَة، َوَيِفيَض الَماُل َحتَّى َفَيْكِسَر الّص

ال َيـْقَبَلـُه َأَحٌد، َحتَّى َتـُكوَن السَّْجَدُة الَواِحَدُة َخْيرًا ِمَن الدُّْنَيا َوَما 

 .»ِفْيـَها

 “指掌管我生命的主宰发誓，麦尔彦之子

将降临你们中间公正地裁决，砸碎十字架，杀死

猪，废除人头税，财产横溢，甚至没有任何人接

受施舍，直至成为叩一个头比今世及其中的一切

都要好。”  

q p (: واقرؤا إن شئتم: ثم يقول أبو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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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y x w v u t s r } | { ~ ے

 ق عليهمتف. ]١٥٩/النساء[

然后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说：“如果

你们愿意就诵读下面这节经文吧！【信奉天经的

人，在他未死之前，没有一个相信他的， 在复

活日他要作证他们。】 P220F

①
P”P221F

② 
 

3-耶恶朱者和麦恶朱者的出现： 
 

耶恶朱者和麦恶朱者属于人类中两个祸患

的民族，他们是一伙强悍的男人，没有任何人能

杀死他们，他们的出现属于复生日大的特征之

一，他们在大地上作恶多端，然后他们遭到尔彦

之子尔萨及其弟子们的诅咒，他们全部死亡。 

-清高的真主说： 

حوجأْجي تحى إِذَا فُتت ووجأْجم بٍ ودن كُلِّ حم مه

                                                        
①
《妇女章》第 159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48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15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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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٩٦(: األنبياء آية[ينِسلُونَ

【直到耶恶朱者和麦恶朱者被开释，而从各

高地蹓向四方。】P222F

① 

-艾勒南娃斯·本·塞姆阿努（愿主喜悦

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在提到旦枷里，并提到尔萨在‘伦布’

门将他杀死。说： 

ذكر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النواس بن سمعان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F إْذ َأْوَحى اُهللا إَلى « -هوفي-.. .الدجال وأن عيسى يقتله بباب لد

إنِّي َقْد َأْخَرْجُت ِعَبادًا ِلي ال َيَداِن َألَحٍد ِبِقَتاِلـِهـْم، َفَحرِّْز : ِعْيَسى

اُهللا َيْأُجوَج َوَمْأُجوَج َوُهـْم ِمْن ُكلِّ َحَدٍب  ِعَباِدي إَلى الطُّْوِر، َوَيْبَعُث

َيْنِسُلوَن، َفَيـُمرُّ َأَواِئُلـُهـْم َعَلى ُبـَحْيَرِة َطَبِريََّة َفَيْشَرُبوَن َما ِفْيـَها، 

َلَقْد َكاَن ِبـَهَذِه َمرًَّة َماٌء، َوُيـْحَصُر َنِبيُّ اهللا : َوَيـُمرُّ آِخُرُهـْم َفَيـُقوُلوَن

َسى َوَأْصَحاُبـُه َحتَّى َيُكوَن َرْأُس الثَّْوِر َألَحِدِهـْم َخْيرًا ِمْن ِماَئِة ِعْي

ِدْيَناٍر َألَحِدُكُم الَيْوَم، َفَيْرَغُب َنِبيُّ اهللا ِعْيَسى َوَأْصَحاُبـُه َفُيْرِسُل اُهللا 

ْفٍس َواِحَدٍة، َعَلْيـِهـُم النََّغَف ِفي ِرَقاِبـِهـْم َفُيْصِبـُحوَن َفْرَسى َكَمْوِت َن

                                                        
①
《众先知章》第 96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241 
 

 

 أخرجه مسلم. »...ُثمَّ َيـْهِبُط َنِبيُّ اهللا ِعْيَسى َوَأْصَحاُبـُه إَلى األْرِض

 “……真主启示尔萨，我确已逐出了一伙

人，没有任何人能杀死他们，你把我的仆人拯救

到‘图尔’山上。然后真主派遣了耶恶朱者和麦

恶朱者，他们而从各高地蹓向四方，他们的先遣

部队经过湖泊时，他们就把其中的水喝干，他们

的后来者经过时说：‘这里曾经有水。’然后真主

的先知尔撒及其弟子们遭到围困，甚至成为他们

中某人的一颗公牛头比今天你们某人的一千个

金币还要贵，真主的先知尔撒及其弟子们祈求真

主，然后真主把蛆降到他们的脖子上，使他们成

为捕获物，就像一个死物那样，然后真主的先知

尔撒及其弟子们回到大地上……。”P223F

① 

-在尔撒（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及

其弟子们回到地面之后，他们祈求真主，伟大尊

严的真主派遣了群鸟载负着耶恶朱者和麦恶朱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3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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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把他们投掷到真主意欲的地方，然后真主降

下了雨水清洗大地，并把吉庆降入其中，产出草

木和水果，把吉庆融解到动植物之中。 
 

4-5-6-三次地陷： 
 

三次地陷属于复生日大的特征之一，那就是

东方地陷、西方地陷和阿拉伯半岛地陷，这些尚

且还没有发生。 
 

7-烟雾： 
 

烟雾出现在最后的光阴属于复生日大的特

征之一。 

-清高的真主说： 

غشى الناس هذَا عذَاب يماُء بِدخان مبِنيٍارتقب يوم تأْتي السفَ

يم١١-١٠(: آية الدخان[أَل[( 

【你应当等待烟雾漫天的日子，那烟雾将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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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世人，他们说：这是一种痛苦的刑罚。】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عنه عن النبي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 -٢

ُطُلوَع الشَّْمِس ِمْن َمْغِرِبـَها، َأو الدَُّخاَن، َأو : َباِدُروا ِباَألْعَماِل ِستًا«

 أخرجه مسلم. »الدَّجَّاَل، َأو الدَّابََّة، َأْو َخاصََّة َأَحِدُكْم، َأْو َأْمَر الَعامَِّة

“你们当在六件事情来临之前争先行善，太

阳从西方升起，烟雾，旦枷里，地兽，个人的死

亡，复生日的来临。”P225F

② 
 

8-太阳从西方升起： 
 

太阳从西方升起属于复生日大的特征之一，

它是第一个重大宣布改变上面世界状况的迹象。

证明它出现的证据有： 

-清高的真主说： 

                                                        
①
《烟雾章》第 10-11节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4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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يوم يأْتي بعض آيات ربك الَ ينفَع نفْساً إِميانها لَم تكُن آمنت من 

 )]١٥٨(: آية األنعام[قَبلُ أَو كَسبت في إِميانِها خيراً

【你的主的一部分迹象降临之日，凡以前未

曾信道，或虽信道而未行善的人，在那日，即使

信道，也无益了。】P226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٢

ال َتُقوُم السَّاَعُة َحتَّى َتْطُلَع الشَّْمُس ِمْن َمْغِرِبـَها، َفإَذا َطَلَعْت ِمْن «

5 6 7 8 9 ( :ُهـْم َأْجـَمُعوَن، فيومئذَمْغِرِبـَها آَمَن النَّاُس ُكلُّ
 C B A @ ? > = < ; :(CN متفق عليه 

 “复生日决不会来临，直至太阳从西方升

起。当太阳从西方升起时，全人类都将归信，那

一天：【凡以前未曾信道，或虽信道而未行善的

人，在那日，即使信道，也无益了。】 P227F

②
P” P

 
228F

③ 

                                                        
①
《牲畜章》第 158节 

②
《牲畜章》第 158节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4635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57段，原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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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سمعُت : عبداهللا بن عمرو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عن -٣

إنَّ َأوََّل اآلَياِت ُخُروجًا ُطُلوُع الشَّْمِس ِمْن «: يقول Fاهللا  رسوَل

َمْغِرِبـَها، َوُخُروُج الدَّابَِّة َعَلى النَّاِس ُضَحًى، َوَأيُُّهـَما َما َكاَنْت َقْبَل 

 أخرجه مسلم .»َصاِحَبِتـَها َفاُألْخَرى َعَلى إْثِرَها َقِريبًا

 “复生日大的特征中第一个就是太阳从西

方升起，地兽上午出现在人们中。它俩中任何一

个先出现，另一个也将相继出现。”P229F

① 
 

9-地兽的出现： 
 

地兽的出现在最后的光阴是接近复生日来

临的特征之一。地兽出来后给人们的鼻子上抹毒

药，并给否认主者系上了鼻绳，信士会变得面目

                                                                                                       
自《穆斯林圣训集》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4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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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辉。证明它出现的证据有： 

-清高的真主说： 

إِذَاو اود ما لَهنجرأَخ هِملَيلُ عالقَو قَعأَنَّ ب مهكَلِّمضِ تاَألر نةً م

ا الَ يناتوا بِآيكَان اسونَالنن٨٢(: آية النمل[وق[( 

【当预言对他们实现的时候，我将使一种动

物从地中出生，伤害他们，因为众人不信我的迹

象。】 P230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٢

ْو َثالٌث إَذا َخَرْجَن ال َيْنَفُع َنْفسًا إْيـَماُنـَها َلـْم َتـُكْن آَمَنْت ِمْن َقْبُل َأ«

ُطُلوُع الشَّْمِس ِمْن َمْغِرِبـَها، َوالدَّجَّاُل، : َكَسَبْت ِفي إْيـَماِنـَها َخيرًا

 أخرجه مسلم .»َوَدابَُّة اَألْرِض

 “三种迹象，如果出现，凡以前未曾信道，

或虽信道而未行善的人，在那日，即使信道，也

无益了：太阳从西方升起，旦枷里和地兽的出

                                                        
①
《蚂蚁章》第 8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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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① 
 

١٠-集合人类大火的出现： 
 

它是从也门东部阿德努深谷中出现的祸患

大火，它是复生日大的特征中最后的一个。第一

个特征是告诉人类复生日的来临，大火从也门出

现，然后在大地上散开，把人们驱赶到沙姆的集

合场。 
 

-大火集合人类的形式：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يـْحَشُر «: قال Fالنبي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راِغِبيَن، َوَراِهبيَن، َواْثَناِن َعَلى َبـِعيٍر، : النَّاُس َعَلى َثالِث َطَراِئَق

َعٌة َعَلى َبـِعيٍر، َعْشَرٌة َعَلى َبـِعيٍر، َيـْحُشُر َثالَثٌة َعَلى َبـِعيٍر، َأْرَبـ

َبِقيََّتـُهـُم النَّاُر، َتقيُل َمَعُهـْم َحْيُث َقالُوا، َوَتبيُت َمَعُهـْم َحْيُث َباُتوا،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5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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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تفق . »َوُتْصِبـُح َمَعُهـْم َحْيُث َأْصَبـُحوا، َوُتـْمِسي َمَعُهـْم َحْيُث َأْمَسْوا

 عليه

 “人类被集合时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渴

望着的人们，恐惧着的人们，两人一驼的，三人

一驼的，四人一驼的，十人一驼的，其余的人被

大火集合在一起，当他们说话时，大火同他们说

话；当他们过夜时，大火同他们过夜；当进入他

们早上时，大火同他们一起进入早上；当进入他

们晚上时，大火同他们一起进入晚上。”P

 
232F

① 
 

-复生日的第一个特征：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当阿布杜

拉·本·瑟俩慕皈依伊斯兰时，他曾询问过先知

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许多问题，

其中就有：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22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6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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أسلم سأل عن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أ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سالم لما 

فقال النبي ما أول أشراط الساعة؟ : عن مسائل، ومنها Fالنبي 

F :» َأمَّا َأوَُّل َأْشَراِط السَّاَعِة َفَناٌر َتـْحُشُر النَّاَس ِمَن الَمْشِرِق إَلى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الَمْغِرِب

 “复生日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回答道：“至于复生日

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大火把人们从东方集合到西

方。”P

 
233F

① 
 

-各种特征相继，所有的状况不断改

变： 
 

-当复生日的第一个大的迹象出现后，其

它的迹象就会连续不断、相继出现，犹如先知穆

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说： 

األَماَرات َخَرَزاٌت َمْنُظوَماٌت ِبِسْلٍك، َفإذا «: Fقال النبي  -1

 الحاكمأخرجه . »اْنَقَطَع السِّْلُك َتِبـَع َبـْعُضُه َبـْعضًا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2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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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特征犹如用绳子编串在一起的珠子，

如果绳子断了，他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掉下

来。” ①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ل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٢

 أخرجه مسلم .»َتُقوُم السَّاَعُة َحتَّى ال ُيـَقاَل ِفي اَألْرِض اُهللا اُهللا

 “复生日决不会来临，直至在大地上没有

一个人说‘真主、真主’。”P

 
235F

② 

-侯宰费·本·艾勒叶玛努（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ان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حذيفة بن اليم عن -٣

F :»ال َتُقوُم السَّاَعُة َحتَّى َيُكوَن َأْسَعَد النَّاِس ِبالدُّْنَيا ُلَكُع ْبُن ُلَكٍع«. 

 أخرجه الترمذي

                                                        
①
《哈克姆圣训集》第 8639段，《正确丛书》第 1762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14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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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生日决不会来临，直至卑鄙之子卑鄙

成为今世中最幸福的人。” ①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20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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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号角 
 

-号角：就像喇叭一样的角，伟大尊严

的真主命令伊斯拉费赖天使（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吹号角。第一声号角是昏倒的号角，号

角一响，凡在天地间的，都要昏倒，除非真主所

意欲的。然后真主命令他第二次号角，那是复活

的号角。 
 

-吹号角时众生的状况： 
 

-清高的真主说： 

شعاً أَبصارهم ختولَّ عنهم يوم يدع الداعِ إِلَى شيٍء نكُرٍفَ

رشنتم ادرج مهكَأَن اثداَألج نونَ مجرخيقُولُ ماعِ يإِلَى الد نيعطه

 )]٨-٦(: مر آيةقال[ا يوم عِسرالكَافرونَ هذَ

【故你应当避开他们。当召唤者召人于难事

的日子，他们不敢仰视地由坟中出来，好象是遍

地的蝗虫；大家引颈而奔，群集于召唤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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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道的人们将说：“这是一个烦难的日子！”】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اتومي السن فم قعورِ فَصي الصف خفن ن وضِ إِالَّ مي اَألرن فم

 )]٦8(: الزمر آية[فَإِذَا هم قيام ينظُرونَشاَء اللَّه ثُم نفخ فيه أُخرى 

【号角一响，凡在天地间的，都要昏倒，除

非真主所意欲的。然后，号角再响一次，他们就

忽然站起来，东瞻西顾的。】P238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واتومي السن فم ورِ فَفَزِعي الصف نفَخي موي ضِ إِالَّ وي اَألرن فم

اَء اللَّهن شم ورِيناخد هو٨٧(: يةآ النمل[كُلٌّ أَت[( 

【在那日，将吹号角，除真主所意欲的外，

凡在天上地下的都要恐怖，个个都要卑贱地来到

真主那里。】 P239F

③ 
 

-两次号角之间的距离： 
 

                                                        
①
《月亮章》第 6-8节 

②
《队伍章》第 68节 

③
《蚂蚁章》第 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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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ا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 يا أبا هريرة أربعون يومًا؟ قال: قالوا» َبْيَن النَّْفَخَتيِن َأْرَبـُعوَن

: أربعون سنة؟ قال: أبيُت، قالوا: بعون شهرًا؟ قالأر: أبيُت، قالوا

 متفق عليه. أبيُت

“在两次号角之间相隔四十。他们问道：‘艾

布胡莱赖呀！是四十天？’艾布胡莱赖说：‘我

不敢断定。’又问：‘是四十个月？’他说：‘我

不敢断定。’又问：‘是四十年？’他说：‘我不

敢断定’。” P

 
240F

① 
 

-复生日何时来临：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935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955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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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اهللا قال رسول :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١

إنَّ َطْرَف َصاِحِب الصُّوِر ُمْنُذ ُوكَِّل ِبـِه ُمْسَتِعدٌّ َيْنُظُر َنْحَو الَعْرِش، «

َمـَخاَفَة َأْن ُيْؤَمـَر َقْبَل َأْن َيْرَتدَّ إَلْيـِه َطْرُفُه، َكَأنَّ َعْيَنْيـِه َكْوَكَباِن 

 أخرجه الحاكم .»ُدرِّيَّاِن

 “吹号角者的眼睛自从任命开始就已经准

备就绪的，他观看阿尔西的方向，害怕在他的眼

睛收回之前接到命令，他的双眼就像两颗闪亮的

明星。”P

 
241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٢

خْيُر َيْوٍم َطَلَعْت َعَلْيـِه الشَّْمُس َيوُم الُجـُمَعِة، ِفيِه ُخِلَق آَدُم، َوِفيِه «

ْنـَها، َوال َتُقوُم السَّاَعُة إلَّا ِفي َيوِم ُأْدِخَل الَجنََّة، َوِفيِه ُأْخِرَج ِم

 أخرجه مسلم .»الُجـُمَعِة

 “自从太阳升起，最好的日子就是主麻日，

阿丹在主麻日被造，在主麻日进入乐园，在主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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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4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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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与集合 
 

-人类经历的阶段： 
 

三个阶段：今世里的居所，然后是“柏尔热

赫”的居所，最后是永久的居所——天堂或火狱。

真主确已为每个阶段都制定了特殊的法律，使人

类由肉体和精神构成。今世是对肉体的裁决，精

神跟随着肉体。“柏尔热赫”是对精神的裁决，

肉体跟随着精神。复生日，无论是恩惠还是惩罚，

都是对精神和肉体同时的裁决。 
 

-复生：就是使死人复活，当吹第二次

号角时，人类将光脚、赤身、没有做割礼地为众

世界的养主而站立,每个人都将根据自己死亡的

状况而被复生。 
 

-清高的真主说： 

نِسلُونٍَوي هِمبإِلَى ر اثداَألج نم مورِ فَإِذَا هي الصف خفاقَنالُوا 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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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 ونقَدرن ما مثَنعب نا ملَنياهذَا م ونمحالر دع لُونَوساملُر قديس[ص 

 )]٥٢-٥١(:آية

【号角一响，他们就从坟墓出来，奔向他们

的主。他们将说：“伤哉我们！谁将我们从我们

的卧处唤醒？这是至仁主所应许我们的，使者们

已说实话了。”】P243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م إِنكُم يوم القيامة ثُم إِنكُم بعد ذَلك لَميتونٍَثُ

 )]١٦-١٥(: آية املؤمنون[تبعثُونَ

【此后，你们必定死亡，然后，你们在复生

日必定要复活。】P244F

② 
 

-复活的场景： 
 

-清高的真主说： 

و ى إِذَا أَقَلَّتتح هتمحر يدي نيراً بشب احيلُ الرسري يالَّذ وه

                                                        
①
《雅辛章》第 51-52节 

②
《信士章》第 15-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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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جراملَاَء فَأَخ ا بِهلْنفَأَنز تيم لَدبل اهقْنقَاالً ساباً ثحاس ن كُلِّ الثَّمم بِه اتر

 )]٥٧(: آية األعراف[كَذَلك نخرِج املَوتى لَعلَّكُم تذَكَّرونَ

【他使风在他的慈恩之前作报喜者，直到它

载了沉重的乌云，我就把云赶到一个已死的地方

去，于是，从云中降下雨水，于是借雨水而造出

各种果实——我这样使死的复活——以便你们

觉悟。】 P245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٢

: يا أبا هريرة أربعون يومًا؟ قال: قالوا» َما َبْيَن النَّْفَخَتيِن َأْرَبـُعوَن«

: أربعون سنة؟ قال: أبيُت، قالوا: أربعون شهرًا؟ قال: أبيُت، قالوا

ُثمَّ ُيْنِزُل اُهللا ِمَن السََّماِء َماًء، َفَيْنُبُتوَن َكَما َيْنُبُت الَبْقُل، «أبيُت 

َساِن َشْيٌء إلَّا َيْبَلى إلَّا َعْظمًا َواِحدًا َوُهَو َعْجُب َوَلْيَس ِمَن اإلْن

 متفق عليه .»الذََّنِب، َوِمْنـُه ُيَركَُّب الَخْلُق َيوَم الِقَياَمِة

“在两次号角之间相隔四十。他们问道：‘艾

                                                        
①
《高处章》第 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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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胡莱赖呀！是四十天？’艾布胡莱赖说：‘我

不敢断定。’又问：‘是四十个月？’他说：‘我

不敢断定。’又问：‘是四十年？’他说：‘我不

敢断定。’然后真主从天上降下雨水，人们就像

草木一样生长出土。人类除了一块骨头，没有任

何遗留，它就是尾巴骨，复生日，人类将从那块

骨头上再次被造。” ① 
 

-第一个离开坟墓的人：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أَنا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سيُِّد َوَلِد آَدَم َيوَم الِقَياَمِة، َوَأوَُّل َمْن َيْنَشقُّ َعْنـُه الَقْبُر، َوَأوَُّل َشاِفٍع، 

 أخرجه مسلم. »ُل ُمَشفٍَّعَوَأوَّ

“我是人类的领袖，是第一个离开坟墓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935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955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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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第一个说情者，是第一个获得说情的

人。” ① 
 

-谁在复生日被集合： 
 

-清高的真主说： 

مجموعونَ إِلَى ميقَات يومٍ لَاآلخرِينو لْ إِنَّ اَألولنيقُ

 )]٥٠-٤٩(: آية الواقعة[معلُومٍ

【你说：‘前人和后人，在一个著名的日期

和特定时间必定要被集合’。】 P248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قَد لَاَألرضِ إِالَّ آتي الرحمنِ عبداًو من في السموات ن كُلُّإِ

ماهصأَح دوع مهدعاداًوفَر ةاميالق موي يهآت مآية مرمي[كُلُّه :

)٩٥-٩٣[( 

【凡在天地间的，将来没有一个不像奴仆一

样归依至仁主的。他确已统计过他们，检点过他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278段 

②
《大事章》第 49-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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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复生日他们都要单身来见他。】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ريسن موالَ يباجل ةًوارِزب ضى اَألررت و مهنم رادغن فَلَم ماهنرشح

 )]٤٧(: لكهف آيةا[أَحداً

【在那日，我将使山岳消逝，你看大地变成

光秃秃的。我将集合他们，而不遗漏任何人。】P250F

② 
 

-集合场的描述： 
 

-清高的真主说： 

ضِياَألر رغَي ضلُ اَألردبت مو واتومالس وداحالو لَّهوا لزرب 

 )]٤٨(: آية إبراهيم[القَهارِ

【在那日，这大地要变成别的大地，诸天也

要变成为别的诸天，他们要出来见独一的、全能

的真主。】P251F

③ 

-赛海鲁·本·赛阿德（愿主喜悦他）的

                                                        
①
《麦尔彦章》第٩٣-95节 

②
《山洞章》第 47节 

③
《伊布拉欣章》第 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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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سهل بن سع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٢

F :» ،ُيـْحَشُر النَّاُس َيوَم الِقَياَمِة َعَلى َأْرٍض َبْيَضاَء َعْفَراَء

 متفق عليه .»ِة النَِّقيِّ، َلْيَس ِفْيـَها َعَلـٌم َألَحٍدَكُقْرَص

“复生日，人类将被集合在一个白里透红的

地面上，就像一个新的地球，其中没有任何（居

住、建筑或古迹的）标志。” P252F

① 
 

-复生日集合众生的场景：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Fرسول اهللا سمعت : عن عائش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ا قالت -١

يا : قلت »َياَمِة ُحَفاًة ُعَراًة ُغرًالُيـْحَشُر النَّاُس َيوَم الِق«: يقول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النساء والرجال جميعًا، ينظر بعضهم إلى بعض؟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21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790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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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يا َعاِئَشُة اَألْمُر َأَشدُّ ِمْن َأْن َيْنُظَر َبـْعُضُهـْم إَلى َبـْعٍض«. 

 متفق عليه

“复生日，人们将被光脚、赤身、没有做割

礼的被集合起来。”阿依莎说：“主的使者啊！所

有的男女都被集合在一起，他们不相互观看

吗？”使者说：“阿依莎啊！事情的严重性将使

他们自顾不暇。”P253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نِيمحإِلَى الر نيقاملُت رشحن مو ٨٥(: آية مرمي[فْداًو[( 

【那日，我要把敬畏者集合到至仁主的那

里，享受恩荣。】P254F

② 

-复生日，否认主的人们将被又瞎、又哑、

又聋、饥渴地、蓝着眼睛地匍匐着集合起来，他

们所有的人都被拘禁在一起，然后全部都将被驱

赶着进入火狱之中。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27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59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麦尔彦章》第٨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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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8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7 6  5  4 3  2 1  0

9 ; : E D C B A @ ? > = <( 

 ]٩٨-٩٧  /اإلسراء[

【在复生日，我将使他们又瞎又哑又聋地匍

匐着集合起来，他们的归宿是火狱。每当火势减

弱的时候，我增加它们的火焰。这是他们的报酬，

因为他们不信我的迹象。】P255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منهإِلَى ج نيرِماملُج وقسداًوِ ن٨٦(: آية مرمي[ر[( 

【我要把犯罪者驱逐到火狱去，以沸水解

渴。】P256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ورِيي الصف نفَخي مو قاًورز ذئموي نيرِماملُج رشحطه آية[ن :

)١٠٢[( 

                                                        
①
《夜行章》第 97-98节 

②
《麦尔彦章》第٨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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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吹号角之日，在那日我将集合蓝眼

睛的罪犯。】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نَوعوزي مارِ فَهإِلَى الن اُء اللَّهدأَع رشحي موآية صلتف [ي :

)١٩[( 

【在那日，真主的敌人将被召集到火狱去。

他们是受约束的。】P258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ن دون م ما كَانوا يعبدونَو زواجهمأَو لَّذين ظَلَموااحشروا ا

 )]٢٣-٢٢(: آية الصافات[اللَّه فَاهدوهم إِلَى صراط اجلَحيمِ

【你们应当集合不义者和他们的伴侣，以及

他们舍真主而崇拜的，然后指示他们火狱的道

路，并拦住他们，因为他们的确要受审问。】 P259F

③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有一男子说： 

                                                        
①
《塔哈章》第 102节 

②
《奉绥来特章》第 19节 

③
《列班者章》第 22-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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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كْيَف !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ـُه أنَّ َرُجًال َقاَلُهللا عن أَنٍس َرِضَي ا

أَلْيَس الَِّذي أْمَشاُه َعَلى «: َقاَلُيـْحَشُر الَكاِفُر َعَلى َوْجِهِه َيْوَم الِقَياَمِة؟ 

ِرْجَلْيـِه ِفي الدُّْنَيا، َقاِدًرا َعَلى أْن ُيـْمِشَيـُه َعَلى َوْجِهِه َيْوَم 

 متفق عليه .»الِقَياَمِة؟

 “主的使者啊！否认主的人是怎样被匍匐

着集合起来的呢？”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难道他在今世不是用双脚走路

的吗？那么，在复生日，他能用脸走路。”P260F

① 
 

-真主将在复生日集合所有的兽类、牲口、

野兽和鸟类，然后在牲口之间进行处罚，无角的

羊将要向有角的羊复仇，并对其进行抵撞。在处

罚结束之后，真主对它说：“你成为泥土吧！” 

ضِوي اَألرف ةابن دا مم ا طَ الَوثَالُكُم مأَم مإِالَّ أُم هياحنبِج ريطرٍ يائ

 )]٣٨(: األنعام آية[ الكتابِ من شيٍء ثُم إِلَى ربهِم يحشرونَ فَرطْنا في

【在大地上行走的兽类和用两翼飞翔的鸟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76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06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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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都跟你们一样，各有种族的——我在天经里

没有遗漏任何事物；一切鸟兽，都要被集合在他

们的主那里。】① 

                                                        
①
《牲畜章》第 38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269 
 

 

复活日的恐怖 
 

-复生日是一个事情严重的日子，是一

个耸人听闻的日子，人们在那一天将要遭到恐惧

和害怕，在其中使黑暗的眼光变亮，伟大尊严的

真主使那一天对于信士犹如晌礼拜和晡礼拜之

间的距离；而对于否认主的人则如五万年那么长

的距离。 
 

-复活日的恐怖有： 
 

-清高的真主说： 

الْجِبالُ و حملَت اَألرضواحدةٌو إِذَا نفخ في الصورِ نفْخةٌفَِ

 ومئذانشقَّت السماُء فَهِي يوقَعت الواقعةُو يومئذفَاحدةًو فَدكَّتا دكَّةً

ةٌوي١٦-١٣(: آية احلاقة[اه[( 

【当号角一向，大地和山岳都被移动，且互

相碰撞一次的时候；在那日，那件大事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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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将破裂；在那日，天将成为脆弱的。】① 

-清高的真主说： 

إِذَا اجلبالُ وإِذَا النجوم انكَدرتوذَا الشمس كُورتإِِ

تريسإِذَا الوعطِّلَتع ارشوترشح وشحإِذَا الوو ارإِذَا البِح

ترج٦-١(: آية التكوير[س[( 

【当太阳黯黜的时候，当星宿零落的时候，

当山峦崩溃的时候，当孕驼被抛弃的时候，当野

兽被集合的时候，当海洋澎湃的时候。】 P263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إِذَا البِحار وإِذَا الكَواكب انتثَرتوذَا السماُء انفَطَرتإِِ

ترفُجوترثعب ور٤-١(: آية االنفطار[إِذَا القُب[( 

【当穷苍破裂的时候，当众星飘堕的时候，

当海洋混合的时候，当坟墓被揭开的时候。】 P264F

③ 

-清高的真主说： 

إِذَا اَألرض وحقَّتو أَذنت لربهاوذَا السماُء انشقَّتإِِ

                                                        
①
《真灾章》第 13-16节 

②
《黯黜章》第 1-6节

 

③
《破裂章》第 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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تدماويها فم أَلْقَت ولَّتختاوهبرل تنأَذ وقَّتآية االنشقاق[ح :

)٥-١[( 

【当天绽裂，听从主命，而且宜于听从的时

候；当地展开，并抛其所怀，而且变为空虚，听

从主命，而且宜于听从的时候。】P265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ذَا إِ افضةٌ رافعةٌخيس لوقْعتها كَاذبةٌلَالواقعةُِقَعت و ذَاإِ

جار ضاَألر تجرواجل تسبساالُ بفَبثابناًء مبه تآيةالواقعة [كَان :

)٦-١[( 

【当那件大事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否认

其发生。那件大事将是能使人降级，能使人升级

的；当大地震荡，山峦粉碎，化为散漫的尘埃。】P266F

②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ابن عم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عن -٦

                                                        
①
《绽裂章》第 1-5节

 

②
《大事章》第 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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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مْن َسرَُّه َأْن َيْنُظَر إَلى َيوِم الِقَياَمِة َكأنَُّه َرْأُي َعْيٍن َفْلَيـْقَرْأ«

أخرجه  .), - . (و )#    ! "(و )" #

 أحمد والترمذي

“谁喜爱就像亲眼看见复生日一样，就让他

诵读下列章节吧！【当天绽裂】P267F

①
P【当穷苍破裂的

时候】P268F

②
P【当太阳黯黜的时候】 P269F

③
P” P

 
270F

④ 
 

-复生日，诸天和大地被替换： 
 

-清高的真主说： 

ضِياَألر رغَي ضلُ اَألردبت مو واتومالس و داحالو لَّهوا لزرب

 )]٤٨(: إبراهيم آية[القَهارِِ

【在那日，这大地要变成别的大地，诸天也

要变成为别的诸天，他们要出来见独一的、全能

的真主。】 P271F

⑤ 
                                                        

①
《绽裂章》第 1节

 

②
《破裂章》第 1节

 

③
《黯黜章》第 1节

 

④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4806段、《正确丛书》第 108段、《提勒秘日

圣训集》第 3333段 
⑤
《伊布拉欣章》第 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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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ياَء كَطَيمطْوِي السن ما وأْندا ببِ كَملْكُتجِلِّ لالس هيدعلْقٍ نلَ خأَو 

ونيلا فَاعا كُنا إِننلَيداً ع١٠٤(: األنبياء آية[ع[( 

【在那日，我将天卷起犹如卷轴将书画卷起

一样。起初我怎样创造万物，我要怎样使万物还

原。这是我自愿应许的，我必实行它。】 P272F

① 
 

-诸天和大地被替换之日，人在哪里：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仆

人稍巴尼的传述， 

كنت : قال F عنه مولى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ثوبان رضي اهللا

فقال  -وفيه–.. فجاء َحبٌر من َأحبار اليهود Fقائمًا عند رسول اهللا 

أين يكون الناس يوم تبدل األرض غير األرض : اليهودي

، »ُهـْم ِفي الظُّْلـَمِة ُدوَن الِجْسِر« :Fف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والسماوات؟ 

 مأخرجه مسل .»َعَلى الصَِّراِط«: وفي رواية

他曾经站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①
《众先知章》第 10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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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跟前，有一位犹太教学者来到他那儿……

犹太教徒说：“诸天和大地被替换之日，人在哪

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他们在没有桥的阴影下。”另一传述中提到：

“他们在‘随拉特’桥上”。 ① 
 

-集合场的酷热与恐惧： 
 

真主复活众生之后，把他们集合在复生日的

一个广场上，那将是对光脚、赤身、没有做割礼

地人类进行判决。那天，太阳特别接近，汗水流

有七十尺，人类根据各自的工作而流汗。 

-米格达德·本·艾斯沃德（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说： 

رسوَل سمعت : عن المقداد بن األسو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١

ُتْدَنى الشَّْمُس َيوَم الِقَياَمِة ِمَن الَخْلِق، َحتَّى َتـُكوَن «: يقول Fاهللا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315段，以及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第 2791

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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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نـُهـْم َكِمْقَداِر ِميٍل، َفَيُكوُن النَّاُس َعَلى َقْدِر َأْعَماِلـِهـْم ِفي الَعَرِق 

َلى َكْعَبْيـِه، َوِمْنـُهـْم َمْن َيُكوُن إَلى ُرْكَبَتْيـِه، َفِمْنـُهـْم َمْن َيُكوُن إ

 »َوِمْنـُهـْم َمْن َيُكوُن إَلى َحْقَوْيـِه، َوِمْنـُهـْم َمْن ُيْلـِجـُمُه الَعَرُق إْلـَجامًا

 أخرجه مسلم. بيده إلى فيه Fوأشار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

“复生日，太阳接近人类只有一英米的距

离，人类根据各自的工作而被淹没在汗水之中；

有的人被汗水淹至踝骨，有的人被汗水淹至膝

盖，有的人被汗水淹至腰部，有的人被汗水淹没

至双唇，使其哑口无言，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用手指着自己的嘴。”P274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النبي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عن -٢

َيـْقِبُض اُهللا األرَض َيوَم الِقَياَمِة، َوَيْطِوي السََّماَء ِبَيـِميِنـِه ُثمَّ «

 متفق عليه . »ِلُك، َأْيَن ُمُلوُك األْرِض؟َأَنا الَم: َيـُقوُل

 “在复生日，真主将大地握起，诸天将卷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6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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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右手中，然后他说：‘我是君主，大地上

所有的君主都到哪里去啦？’”① 
 

-谁在真主的荫影之下：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سْبَعٌة«: َقاَل Fن النَِّبيِّ َع ُهْنَع اُهللا َيِضَ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 -١

َوَشابٌّ َنَشَأ ِفي  ،اْلِإَماُم اْلَعاِدُل :ِه َيْوَم َلا ِظلَّ ِإلَّا ِظلُُّهِفي ِظلِّ ُيِظلُُّهُم اُهللا

 َحابَّا ِفي اهللاـَوَرُجَلاِن َت ،َوَرُجٌل َقْلُبُه ُمَعلٌَّق ِفي اْلَمَساِجِد ،ِعَباَدِة َربِِّه

 ،َماٍلـْنِصٍب َوَجَوَرُجٌل َطَلَبْتُه اْمَرَأٌة َذاُت َم ،اْجَتَمَعا َعَلْيِه َوَتَفرََّقا َعَلْيِه

َأْخَفى َحتَّى َلا َتْعَلَم ِشَماُلُه َما  ؛َوَرُجٌل َتَصدََّق ،ِإنِّي َأَخاُف اَهللا :َفَقاَل

 متفق عليه. »َخاِلًيا َفَفاَضْت َعْيَناُه اَهللاَوَرُجٌل َذَكَر  ،ُتْنِفُق َيِميُنُه

“有七种人，真主将在只有他的荫影的日子

里，用自己的荫影遮蔽他们：公正的伊玛目；在

崇拜真主的环境中成长的青年；内心时刻牵挂着

清真寺者；两个人因真主而互相喜爱，因主而聚，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382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78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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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而散；一种人当他遇到有美貌和地位的女人

向他求爱时，他说：‘我害怕真主’；一种人秘密

地施舍东西，甚至连他的左手也不知他的右手所

施舍的是什么；一种人在秘密记念真主时，双目

流泪。”① 

-欧格柏图·本·阿米尔（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他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هللا َرُسوَل اَسِمْعُت : الَق ُهْنَع اُهللا َيِضُعْقَبَة ْبَن َعاِمٍر َر عن -٢

F  اْمِرٍئ ِفي ِظلِّ َصَدَقِتِه َحتَّى ُيْفَصَل َبْيَن النَّاِس ُكلُّ«: َيُقوُل« .

 أخرجه أحمد وابن خزيمة

“每个人都在自己施舍的荫影之下，直至人

们之间获得判决。”P277F

② 
 

-真主来临进行判决：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60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1031段 
②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7333段，原文出自《艾哈默德

圣训集》，《伊本呼宰麦圣训集》第 243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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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日，伟大尊严的真主将来临进行判决，

大地因真主的光亮而容光焕发，众生因他的庄

严、伟大和崇高而晕死。 

-清高的真主说： 

ملَك صفا الْو جاَء ربكوالَّ إِذَا دكَّت اَألرض دكا دكاكَ

فا٢٢-٢١(: الفجر آية[ص([ 

【绝不然！当大地震动复震动，你的主的命

令，和排班的天使，一齐来临的时候。】 P278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أن النبي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٢

الُتـَخيُِّرْوِني َعَلى ُموَسى، َفإنَّ النَّاَس َيْصَعُقوَن َيوَم الِقَياَمِة «

ُهـْم، َفَأُكوُن َأوََّل َمْن ُيِفيُق َفإَذا ُموَسى َباِطٌش َجاِنَب َفَأْصَعُق َمَع

الَعْرِش، َفال َأْدِري َأَكاَن ِفْيـَمْن َصِعَق فَأَفاَق َقْبِلي، َأْو َكاَن ِمـمَّن 

 متفق عليه. »اْسَتْثَنى اُهللا

                                                        
①
《黎明章》第 21-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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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说我优先于穆萨，因为在复生

日，所有的人都将晕死，我也不例外。我是第一

个苏醒过来的人，突然我发现穆萨紧抓着‘阿尔

西’的一边，我不知道他是在晕死后先我而醒的，

还是真主并没有使他晕死过去。”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411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37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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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 
 

-当人类在复生日被集合到他们的养主

那里时，他们对骇人听闻的场面和艰难的场所极

为不安，渴望养主在他们之间进行裁决，把他们

分开。当他们停留的时间延长、灾难加剧时，他

们就去寻求众先知为他们在真主跟前说情，以便

把他们分开。 

-清高的真主说： 

قُونَهنطالَ ي موذَا يالَو ونَيرذتعفَي مذَنُ لَهؤو ذئمولٌ يي

كَذِّبِنيلِّلْمهعملِ جالفَص موذَا يناكُم ونيلفَاَألو دكَي إِن كَانَ لَكُم

ونيد٣٩-٣٥( ：املرسالت آية[فَك[( 

【这是他们不得发言之日。他们不蒙许可，

故不能道歉。在那日，伤哉否认真理的人们！这

是判决之日，我把你们和先民集合在一处。如果

你们有什么计谋，你们可对我用计。】P280F

① 

                                                        
①
《天使章》第 35-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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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一

天，有人给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送来了一只羊前腿，这是使者最喜欢吃的，于是

他咬了一口，然后他说： 

: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٢

َأَنا َسيُِّد النَّاِس َيوَم الِقَياَمِة َوَهْل َتْدُروَن ِبَم َذاَك؟ َيـْجـَمُع اُهللا َيوَم «

الِقَياَمِة اَألوَِّليَن َواآلِخِريَن ِفي َصِعيٍد َواِحٍد، َفُيْسِمُعُهـم الدَّاِعُي، 

َصُر، َوَتْدُنو الشَّْمُس، َفَيْبُلُغ النَّاَس ِمَن الَغمِّ َوالَكْرِب َما َوَيْنُفُذُهـُم الَب

َأال : ال ُيِطيُقوَن، َوَما ال َيـْحَتـِمُلوَن، َفَيـُقوُل َبـْعُض النَّاِس ِلَبـْعٍض

ُع َتَرْوَن َما َأْنُتـْم ِفْيـِه؟ َأال َتَرْوَن َما َقْد َبَلَغُكْم؟ َأال َتْنُظُروَن َمْن َيْشَف

 َلُكْم إَلى َربُِّكْم؟

“复生日，我是全人类的首领，你们知道那

是为什么吗？真主将把古今所有的人类集合在

一块高地上，唤者都能听见，观者都能看见；太

阳离他们很近，人类遇到了无法解决，无力承担

的忧愁和艰难。于是有人对其他的人说：‘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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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清自己所遇到的处境吗？你们还不找找谁

能在真主的面前为你们说情吗？’  

اْئُتوا آَدَم، َفَيْأُتوَن آَدَم، : فَيـَقُوُل َبـْعُض النَّاِس ِلَبـْعٍض

آَدُم َأْنَت َأُبو الَبَشِر، َخَلَقَك اُهللا ِبَيِدِه، َوَنَفَخ ِفيَك ِمْن  َيا: َفَيـُقوُلوَن

اْشَفْع َلَنا إَلى َربَِّك، َأال َتَرى إَلى  ،ُرْوِحِه، َوَأَمـَر المالِئَكَة َفَسَجُدوا َلَك

 .َما َنْحُن ِفيِه، َأال َتَرى إَلى َما َقْد َبَلَغَنا؟

有人对其他的人说：‘你们去找人祖阿丹

吧！’于是，他们来到阿丹跟前说：‘阿丹啊！

你是人类之父，真主亲自创造了你，为你吹入灵

魂，并命令众天使向你祝贺。你为我们向你的养

主求情吧！难道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的处境，我

们的遭遇吗？’  

إنَّ َربِّي َغِضَب الَيوَم َغَضبًا َلـْم َيـْغَضْب َقْبَلـُه : َفَيـُقوُل آَدُم

 ِمْثَلـُه، َوَلْن َيـْغَضَب َبـْعَدُه ِمْثَلـُه، َوإنَُّه َنـَهاِني َعِن الشََّجَرِة َفَعَصْيُتـُه،

فيأتون نوحًا، فإبراهيم، فموسى، » َنْفِسي َنْفِسي، اْذَهُبوا إَلى َغْيِري

إنَّ َربِّي َقْد َغِضَب «: فعيسى، فيعتذر كل واحٍد، وكلهم يقولون

 ...َوَلْن َيـْغَضَب َبـْعَده ِمْثَلـه ،الَيوَم َغَضبًا َلـْم َيـْغَضْب َقْبَلـه ِمْثَلـ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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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نْفِسي َنْفِسي
阿丹说：‘我的主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发

怒过，他以后也不会这样发怒；的确，他曾禁止

我靠近禁树，而我违抗了他；我也要寻找出路，

你们去找别人吧！’然后他们又找到努哈、伊布

拉欣、穆萨和尔萨，他们每个人都婉言谢绝了，

并且说：‘我的主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发怒过，

他以后也不会这样发怒……我也要寻找出路。’  

 Fاْذَهُبوا إَلى َغْيِري، اْذَهُبوا إَلى ُمـَحـمٍَّد «: ثم يقول عيسى

ُسوُل اهللا، َوَخاَتـُم اَألْنِبَياِء، َيا ُمـَحـمَُّد َأْنَت َر: َفَيْأُتونِّي َفَيـُقوُلوَن

َوَغَفَر اُهللا َلَك َما َتَقدََّم ِمْن َذْنِبَك َوَما َتَأخََّر، اْشَفْع َلَنا إَلى َربَِّك، َأال 

 َتَرى َما َنْحُن ِفْيـِه؟ َأال َتَرى َما َقْد َبَلَغَنا؟

然后，尔萨对他们说：‘你们去找别人吧！

你们去找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吧！然后他们就来找我。他们说：‘穆罕默德啊！

你是真主的使者，是封印的先知，真主已饶恕了

你前前后后的一切错误，请你为我们向你的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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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情吧！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的处境吗？难道你

没有看见我们的遭遇吗？’  

 َيْفَتـُح ُثمَّ ِلَربِّي، َساِجدًا َفَأَقُع الَعْرِش، َتـْحَت َفآِتي َفَأْنَطِلُق

 َلـْم َشْيئًا َعَلْيـِه الثََّناِء َوُحْسِن َمـَحاِمِدِه، ِمْن َوُيْلـِهـُمِني َعَليَّ اُهللا

 ُتْعَطْه، َسْل َرْأَسَك، اْرَفْع ُمـَحـمَُّد َيا: ُيـَقاُل ُثمَّ َقْبِلي، َألَحٍد َتـْحُهَيْف

 .ُأمَِّتي ُأمَِّتي َربِّ َيا: َفَأُقوُل َرْأِسي، َفَأْرَفُع ُتَشفَّْع، اْشَفْع

我立刻动身来到阿尔西之下，倒身向我的主

叩头；然后真主为我把他的赞颂和赞美打开了一

点，在我之前他从来没有为任何人打开过；然后

真主说：‘穆罕默德啊！抬起头来，你有求必应，

说情必准’我抬起头来说：‘我的主啊！拯救我

的民众，拯救我的民众！’ 

 َعَلْيـِه ِحَساَب ال َمْن ُأمَِّتَك ِمْن الَجنََّة َأْدِخِل ُمـَحـمَُّد َيا: َفُيـَقاُل

 ِفْيـَما النَّاِس ُشَرَكاُء َوُهـْم الَجنَِّة، َأْبَواِب ِمْن اَألْيـَمِن الَباِب ِمَن

 َبْيَن َمـا إّن ِبَيِدِه َحـمَّـٍدُمـ َنْفُس َوالَِّذي اَألْبَواِب، ِمَن َذِلَك ِسَوى

 َكَما َأْو َوَهَجٍر، َمكََّة َبْيَن َلَكَما الَجنَِّة َمَصاِريِع ِمْن الِمْصَراَعيِن

 متفق عليه .»َوُبْصَرى َمكََّة َبْيَ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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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说：‘穆罕默德啊！让你的民众中不受

清算的人从天堂的右门进去，其余的人从其它门

进人天堂。’以掌握穆罕默德的生命的主宰发誓，

天堂的两扇门之间的距离就像麦加与海杰尔①之

间的距离，或者就像麦加与布苏拉之间的距

离。”② 
 

-真主在人类之间判决，分发功过薄，放

置天秤，清算人类，用右手接功过薄者进天堂，

用左手接功过薄者进火狱。 
 

-清高的真主说： 

وهِمبر دمونَ بِححبسشِ يرلِ العوح نم افِّنيكَةَ حى املَالئرت و يقُض

قم بِالْحهنيب ونيالَمالع بر لَّهل ديلَ احلَم٧٥( ：الزمر آية[ق[( 

【你将见众天使环绕在宝座的四周，颂扬他

们的主，他们将被秉公裁判。或者说：“一切赞

                                                        
①
译者注：城市名，指现今沙特的艾哈栅地区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4712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94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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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①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我们曾经对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يا: ُقْلَنا: قال عنه اهللا رضي الُخْدِريِّ دَسِعي أِبي عن -2

 ِفي ُتَضارُّوَن َهْل«: قال الِقَياَمِة؟ َيْوَم َربََّنا َنَرى َهْل اهللا، َرُسوَل

 َفإنَُّكْم« :قال. ال: ُقْلَنا .»َصْحًوا َكاَنْت إَذا َوالَقَمِر ْمِسالشَّ ُرْؤَيِة

. »ُرْؤَيِتـِهـَما ِفي ُتَضارُّوَن َكَما إال َيْوَمِئٍذ َربُِّكْم ُرْؤَيِة ِفي ُتَضارُّوَن ال

 َيـْعُبُدوَن، َكاُنوا َما إَلى َقْوٍم ُكلُّ ِلَيْذَهْب: ُمَناٍد ُيَناِدي«: قال ُثمَّ

 َمَع األْوَثاِن َوأْصَحاُب َصِليِبـِهـْم، َمَع الصَِّليِب أْصَحاُب ُبَفَيْذَه

 َكاَن َمْن َيْبَقى َحتَّى آِلـَهِتـِهـْم، َمَع آِلـَهٍة ُكلِّ َوأْصَحاُب أْوَثاِنـِهـْم،

 .الِكَتاِب أْهِل ِمْن َوُغبََّراٌت َفاِجٍر، أْو َبرٍّ ِمْن اَهللا، َيـْعُبُد

 “主的使者！我们在复生日能看见我们的

养主吗？”使者说：“如果天空晴朗、万里无云，

你们在看太阳和月亮时会受到伤害吗？”我们

说：“不会受到伤害。”使者说：“那一天，你

                                                        
①
《队伍章》第 7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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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见你们的养主时，就像你们看太阳和月亮时

不会受到伤害一样。”然后他又接着说：“一个

召唤者呼吁：让所有的人都跟随他们曾经所崇拜

的；崇拜十字架者跟随他们所崇拜的十字架，崇

拜偶像者跟随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崇拜什么神祗

者就跟随其所崇拜的神祗；最后只剩下崇拜真主

的人，包括行善者和作恶者，以及剩余的有经典

者①。 

 َيُكْن َلـْم َكَذْبُتـْم،: َفُيـَقاُل ،اهللا اْبَن ُعَزْيَر َنْعُبُد ُكنَّا: َقاُلوا

: َفُيـَقاُل َتْسِقَيَنا، أْن ُنِريُد: َقاُلوا ُتِريُدوَن؟ َفَما َوَلٌد، َوال َصاِحَبٌة  

 . َجَهنََّم ِفي َفَيَتَساَقُطوَن اْشَرُبوا،

然后火狱被带来，就像被呈现的海市蜃楼，

天使问犹太教徒：‘你们曾经拜的是谁？’他们

说：‘我们曾经拜的是真主的儿子欧宰尔。’天

使说：‘你们在撒谎，真主更本就没有妻子和子

女。你们想要些什么？’他们说：‘我们想要你

                                                        
①
译者注：指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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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一点水喝。’天使说：‘你们喝去吧！’

他们就纷纷坠入火狱之中。 

ُكنَّا َنْعُبُد : ُتـْم َتْعُبُدوَن ؟ َفَيـُقوُلوَنــَما ُكْن: ُثمَّ ُيـَقاُل ِللنََّصاَرى

َصاِحَبٌة َوال َوَلٌد، َفَما  ،َكَذْبُتـْم، َلـْم َيُكْن : الَمِسيَح اْبَن اهللا، َفُيـَقاُل

 .اْشَرُبوا، َفَيَتَساَقُطوَن: ُنِريُد أْن َتْسِقَيَنا، َفُيـَقاُل: وَنُتِريُدوَن؟ َفَيـُقوُل

然后天使问基督教徒：‘你们曾经拜的是

谁？’他们说：‘我们曾经拜的是真主的儿子麦

西哈。’天使说：‘你们在撒谎，真主更本就没

有妻子和子女。你们想要些什么？’他们说：‘我

们想要你给我们一点水喝。’天使说：‘你们喝

去吧！’他们就纷纷坠入火狱之中。 

: َلـُهـْم َفُيـَقاُل ،َفاِجٍر أْو َبرٍّ ِمْن اَهللا، َيـْعُبُد َكاَن َمْن َيْبَقى َحتَّى

 أْحَوُج َوَنْحُن َفاَرْقَناُهـْم: َفَيـُقوُلوَن ؟ النَّاُس َذَهَب َوَقْد َيـْحِبُسُكْم َما

 ِبَما َقْوٍم ُكلُّ ِلَيْلـَحْق: ُيَناِدي ُمَناِدًيا َسِمْعَنا َوإنَّا الَيْوَم، إَلْيـِه ِمنَّا

 .بََّناَر َنْنَتِظُر َوإنََّما َيـْعُبُدوَن، َكاُنوا

最后只剩下崇拜真主者，其中包括了行善者

和作恶者，天使对他们说：‘其它民族都已经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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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崇拜的离去，你们还在等什么呀？’他们说：

‘我们离开了他们，今天我们最需要同他们分道

扬镳；我们确已听到一个召唤者的召唤：让所有

的人都跟随他们曾经所崇拜的，我们在等待我们

的养主。’ 

َفَيْأِتيِهـُم الَجبَّاُر ِفي ُصوَرٍة َغْيِر ُصوَرِتـِه الَِّتي َرأْوُه ِفيَها : قال

أْنَت َربَُّنا، َفال ُيَكلُِّمُه إال : َربُُّكْم، َفَيـُقوُلوَنأَنا : َفَيـُقوُل. أوََّل َمرٍَّة

 .األْنِبَياُء

他说：强悍的主就以并不是他们第一次所见

的另一尊容来于他们，并说：‘我就是你们的养

主。’他们说：‘你是我们的养主？’只有众先

知同他说话。 

 السَّاُق،: َفَيـُقوُلوَن َتْعِرُفوَنـُه، آَيٌة َوَبْيَنـُه َبْيَنُكْم َهْل: َفَيـُقوُل

 َيْسُجُد َكاَن َمْن َوَيْبَقى ُمْؤِمٍن، ُكلُّ َلـُه َفَيْسُجُد َساِقِه، َعْن َفَيْكِشُف

 .َواِحًدا َطَبًقا َظْهُرُه َفَيـُعوُد َيْسُجَد َكْيـَما َفَيْذَهُب َوُسْمَعًة، ِرَياًء  

他说：‘你们和真主之间有你们认识他的标

记吗？’他们说：‘大难。’然后真主使大难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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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所有的信士都为之叩头，以前曾因沽名钓誉

而为真主叩头的人依然站着，他们的脊背变得就

像一块板子，使他们不能弯腰。 

َيا َرُسوَل : ُقْلَنا. »ُيْؤَتى ِبالَجْسِر َفُيـْجَعُل َبْيَن َظْهَرْي َجَهنََّمُثمَّ 

 اهللا، َوَما الَجْسُر؟

然后‘吉斯尔’被带来，架在火狱的上

面。”我们问道：“主的使者啊！‘吉斯尔’是

什么呢？”  

َمْدَحَضٌة َمِزلٌَّة، َعَلْيـِه َخَطاِطيُف َوَكالِليُب، َوَحَسَكٌة «: قال

السَّْعَداُن، : ، َتـُكوُن ِبَنْجٍد، ُيـَقاُل َلـَهاُمَفْلَطَحٌة َلـَها َشْوَكٌة َعِقيفة

الُمْؤِمُن َعَلْيـَها َكالطَّْرِف َوَكالَبْرِق َوَكالرِّيِح، َوَكأَجاِويِد الَخْيِل 

َوالرَِّكاِب، َفَناٍج ُمَسلٌَّم َوَناٍج َمـْخُدوٌش، َوَمْكُدوٌس ِفي َناِر َجَهنََّم، 

َسْحًبا، َفَما أْنُتـْم ِبأَشدَّ ِلي ُمَناَشَدًة ِفي  َحتَّى َيـُمرَّ آِخُرُهـْم ُيْسَحُب

 .الُمْؤِمِن َيْوَمِئٍذ ِلْلـَجبَّاِر ْنالَحقِّ، َقْد َتـَبيََّن َلُكْم َم

他说：“它就是难行易倒的、上面有火钩、

有直刺，有倒勾刺的桥，它就像在 ‘奈吉德’

地区生长的一种被人们称之为‘晒阿达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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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一样。信士经过它时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有

眨眼间就经过的，有的如闪电的、有的如疾风、

有的如飞禽、有的形似快马、有的如同骆驼的速

度，平安地获救了，有的被抓得遍体鳞伤地也获

救了；至于被火钩拉住者，便跌入了火狱之中；

直到他们最后的人被拉着经过；没有任何人像复

生日那天信士为跌入火狱中的弟兄那样强烈地

向真主恳求过，在那天，确已为你们阐明了谁是

皈依强悍主的人。 

َربََّنا : َوإَذا َرأْوا أنَُّهـْم َقْد َنَجْوا ِفي إْخَواِنـِهـْم، َيـُقوُلوَن

َمُلوَن َمَعَنا، إْخَواُنَنا، َكاُنوا ُيَصلُّوَن َمَعَنا، َوَيُصوُموَن َمَعَنا، َوَيـْع

اْذَهُبوا َفَمْن َوَجْدُتـْم ِفي َقْلِبـِه ِمْثَقاَل ِديَناٍر ِمْن : َفَيـُقوُل اُهللا َتَعاَلى

 .إيَماٍن َفأْخِرُجوُه، َوُيـَحرُِّم اُهللا ُصَوَرُهـْم َعَلى النَّاِر

当他们脱离火狱后，他们说：‘我们的养主

啊！求您拯救我们的兄弟们吧！他们曾经和我们

一起封斋、一起礼拜、一起工作。’真主说：‘你

们去把凡心中有金币大的信仰者都带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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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禁止火烧他们的容貌。 

َفَيْأُتوَنـُهـْم َوَبـْعُضُهـْم َقْد َغاَب ِفي النَّاِر إَلى َقَدِمِه، َوإَلى 

 أْنَصاِف َساَقْيـِه، َفُيـْخِرُجوَن َمْن َعَرُفوا

他们去到时，火已经烧到部分人的脚和部分

人小腿了，他们把他们所认识心中有金币大的信

仰者带了出来。 

ِفي َقْلِبـِه ِمْثَقاَل  اْذَهُبوا َفَمْن َوَجْدُتـْم: ُثمَّ َيـُعوُدوَن، َفَيـُقوُل

 ِنْصِف ِديَناٍر َفأْخِرُجوُه، َفُيـْخِرُجوَن َمْن َعَرُفوا

当他们返回时，真主说：‘你们去把凡心中

有半个金币大的信仰者都带出来吧！’他们把他

们所认识心中有半个金币大的信仰者带了出来。 

اْذَهُبوا َفَمْن َوَجْدُتـْم ِفي َقْلِبـِه ِمْثَقاَل َذرٍَّة : ُثمَّ َيـُعوُدوَن، َفَيـُقوُل

 .»ِرُجوُه، َفُيـْخِرُجوَن َمْن َعَرُفواِمْن إيَماٍن َفأْخ

当他们再次返回时，真主说：‘你们去把凡

心中有丝毫重的信仰者都带出来吧！’他们就把

他们所认识心中有丝毫重的信仰者带了出来。”  

)P O N M L K J I H G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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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塞尔德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所传述

的这段《圣训》，你们可以读下面这节经文吧！

【真主必不亏枉人一丝毫。如果人有一丝毫善

功，他要加倍地酬劳他。】①” 

َبِقَيْت : وَن، َفَيـُقوُل الَجبَّاُرَفَيْشَفُع النَِّبيُّوَن َوالَمالِئَكُة َوالُمْؤِمُن«

َشَفاَعِتي، َفَيـْقِبُض َقْبَضًة ِمَن النَّاِر، َفُيـْخِرُج أْقَواًما َقِد اْمُتـِحُشوا، 

َماُء الَحَياِة، َفَيْنُبُتوَن ِفي : َفُيْلَقْوَن ِفي َنـَهٍر ِبأْفَواِه الَجنَِّة ُيـَقاُل َلـُه

بَُّة ِفي َحـِميِل السَّْيِل، َقْد َرأْيُتـُموَها إَلى َجاِنِب َحاَفَتْيـِه َكَما َتْنُبُت الَح

الصَّْخَرِة، َوإَلى َجاِنِب الشََّجَرِة، َفَما َكاَن إَلى الشَّْمِس ِمْنـَها َكاَن 

 .لِّ َكاَن أْبَيَضـأْخَضَر، َوَما َكاَن ِمْنـَها إَلى الظِّ

 “众先知、众天使和信士们都求情后，真

主说：‘现在只剩下我的说情了。’真主就从火

狱抓出一把，他们已经被烧的类似一块焦炭，真

主把他们放到天堂门口的被称之为生命之河的

河里，他们犹如洪水夹带的泥土中一颗种子生长

那样长出肉体。你们确已见过在石头或大树旁边

                                                        
①
《天使章》第 35-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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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植物，获得阳光的是绿色的，在阴影下面的

是白色的。” 

َفَيـْخُرُجوَن َكأنَُّهـُم اللُّْؤُلُؤ، َفُيـْجَعُل ِفي ِرَقاِبـِهـُم الَخَواِتيُم، 

الرَّْحـَمِن،  َهُؤالِء ُعَتَقاُء: َفَيْدُخُلوَن الَجنََّة، َفَيـُقوُل أْهُل الَجنَِّة

: َقاُل َلـُهـْمـأْدَخَلـُهـُم الَجنََّة ِبـَغْيِر َعَمٍل َعِمُلوُه، َوال َخْيٍر َقدَُّموُه، َفُي

 متفق عليه. »َلُكْم َما َرأْيُتـْم َوِمْثَلـُه َمَعُه

使者又接着说：“他们长出的肉体，就像珍

珠一样，他们脖子上刻有印记，然后他们进入了

天堂，天堂的居民说：‘这些人是真主赦免之人，

真主让他们进入了天堂，他们没有做过善功和善

事。’真主对他们说：‘你们进入天堂吧！你们

拥有你们所看到的，以及类似他们所拥有的’。”P286F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439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18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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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与天秤 
 

-稽核：即真主让仆人站在他的面前，让

他们知道自己曾经做的所有工作，然后根据他们

的工作对他们进行报赏，一件善功可以获得许多

重复加倍的报赏——类似的十倍乃至七百倍的

回赐，一件过错只会遭到类似它的惩罚。 
 

-接功过簿： 
 

站在真主面前所有的人都将接过自己的功

过簿，其中有些人是用右手接功过簿的，他们属

于幸福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是用左手接功过簿

的，他们属于不幸的人们。 

-清高的真主说： 

ِيا أَييها اِإلهالقحاً فَمكَد كبإِلَى ر حكَاد كانُ إِنفَنس يأُوت نا مأَم

ه اًفَكتابه بِيمينِ ينقَلب إِلَى أَهله وسوف يحاسب حساباً يِسري

لَى يصوسوف يدعو ثُبوراً فَراَء ظَهرِهو أَما من أُوتي كتابهواًمسرو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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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٢-٦(: آية االنشقاق[سعرياً

【人啊！你必定勉力工作，直到会见你的主，

你将看到自己的劳绩。至于用右手接过功过簿

者，将受简易的稽核，而兴高采烈地返于他的家

属；至于从背后接受功过簿者，将叫苦连天，入

于烈火之中。】P287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هابِيتك أُوت نِي لَمتا لَيقُولُ يفَي هالمبِش هابتك يأُوت نا مأَمو لَم

 )]٢٧-٢٥(: احلاقة آية[انت القَاضيةَكَ ا لَيتهاييهأَدرِ ما حسابِ

【以左手接过自己的功过簿的人将说：啊

呀！但愿我没有接过我的功过簿，不知道我自己

的账目！但愿尘世的死亡已了结我的一生！】P288F

② 
 

-设置天秤： 
 

复生日，设置天秤是为了稽核众生，人们一

                                                        
①
《绽裂章》第 6-12节

 

②
《真灾章》第 25-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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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来接受他们的养主对他们进

行的稽核，询问他们曾经所有的工作，在稽核结

束之后，开始称所有工作的重量。 

-清高的真主说： 

وويطَ لسالق ازِيناملَو عضئاًنيش فْسن ظْلَمفَالَ ت ةاميمِ الق إِن كَانَ و

نيلٍ أَتدرخ نم ةبثْقَالَ حاما بِه وبِنياسا ح٤٧(: األنبياء آية[كَفَى بِن[( 

【在复生日，我将设置公道的天秤，任何人

都不受一点儿冤枉；他的行为虽微如芥子，我也

要报酬他；我足为稽核者。】P289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أَما من خفَّت وهو في عيشة راضيةفَ أَما من ثَقُلَت موازِينهِفَ

موه ةٌفَازِين اوِيه هأُموه ياهم اكرا أَدمةٌن يامح القارعة آية[ار :

)١١-٦[( 

【至于善功的份量较重者,将在满意的生活

中；至于善功的份量较轻者,他的归宿是深坑。

                                                        
①
《众先知章》第 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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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能知道深坑里有什么？有烈火。】①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رسول اهللا سمعت : م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ابن ع عن -٣

F ُيْدَنى الُمْؤِمُن َيْوَم الِقَياَمِة ِمْن َربِِّه َعزَّ َوَجلَّ َحتَّى َيَضَع «: يقول

َأْي َربِّ : َهْل َتْعِرُف؟ َفَيـُقوُل: َعَلْيـِه َكَنَفُه، َفُيـَقرُِّرُه ِبُذُنوِبـِه، َفَيـُقوُل

َتْرُتـَها َعَلْيَك ِفي الدُّْنَيا، َوإنِّي َأْغِفُرَها َلَك َفإنِّي َقْد َس: َأْعِرُف َقاَل

الَيوَم، َفُيـْعَطى َصِحْيَفَة َحَسَناِتـِه، َوَأمَّا الُكفَّاُر َوالمَناِفُقوَن َفُيَناِدي 

متفق . »ِبـِهـْم َعَلى ُرُؤوِس الَخالِئِق َهُؤالِء الَِّذيَن َكَذُبوا َعَلى اهللا

 عليه

“复生日，信士接近他的养主，直至真主饶

恕他，让人承认自己曾经所犯的罪行，然后对他

说：‘你知道你的罪行吗？’他说：‘我的主啊！

我知道。’伟大的真主说：‘在尘世中我为你掩盖

了这些罪恶，今天我又为你而恕饶了它。’然后

给予了他的善功簿；至于否认真主者和伪信者，

                                                        
①
《大难章》第 6-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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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生上面的①呼喊道：‘他们这些人是假借真主

的名义而造谣的人们’。”② 
 

-复生日，人类将要受到考问的事项： 
 

-清高的真主说： 

الَو تعمإِنَّ الس لْمع بِه لَك سا لَيم قْف ورصالْب وادكُلُّ  الْفُؤ

 )]٣٦(: إلسراء آيةا[أُولَئك كَانَ عنه مسؤوالً

【你不要随从你所不知道的言行，耳目和心

灵都是要被审问的。】 P293F

③ 

-清高的真主说： 

وموي ونَيمعزت مكُنت ينالَّذ يكَائرش نقُولُ أَيفَي يهِمادلقصص ا[ن

 )]٦٢(: آية

【在那日，真主将召唤他们说：“你们所妄

称我的伙伴者，如今在那里呢？”】P294F

④ 
                                                        

①
译者注：这里指的是众使者、天使、以及人类与精灵中的信士们，

查看《布哈里圣训集注释》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2441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768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③
《夜行章》第 36节 

④
《故事章》第 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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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وينيلساملُر متباذَا أَجقُولُ مفَي يهِمادني م٦٥(: لقصص آيةا[و[( 

【在那日，真主将召唤他们说：“你们所用

以答复使者们的是什么呢？”】 P295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آية جراحل[ما كَانوا يعملُونَعٍوربك لَنسأَلَنهم أَجمعنيفَ

)٩٣-٩٢[( 

【指你的主发誓，我必将他们全体加以审

问，[93]审问他们生前的行为。】P296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ئُوالًوسكَانَ م دهإِنَّ الع دهفُوا بِالْع٣٤(: إلسراء آيةا[أَو[( 

【你们应当履行诺言；诺言确是要被审问的

事。】P297F

③ 

-清高的真主说： 

 )]٨(: آية لتكاثرا[م لَتسأَلُن يومئذ عنِ النعيمِثُ

                                                        
①
《故事章》第 65节 

②
《石谷章》第 92-93节 

③
《夜行章》第 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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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日,你们必为恩泽而被审问。】① 

-清高的真主说： 

لَنقُصن علَيهِم فَلَنسئَلَن املُرسلنيو ملَنسئَلَن الَّذين أُرسلَ إِلَيهِفَ

 )]٧-٦(: األعراف آية[ما كُنا غَائبِنيو بِعلْمٍ

【我必审问曾派使者去教化过的民众，我必

审问曾被派去的使者。[7]我必据真知而告诉他

们，我没有离开过他们。】P299F

② 

-艾布白尔宰图·艾勒艾斯莱米（愿主喜

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قال رسول : قالأبي برزة األسلم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٨

ال َتُزوُل َقَدَما َعْبٍد َيْوَم الِقَياَمِة َحتَّى ُيْسَأَل َعْن ُعْمِرِه «: Fاهللا 

َماِلِه ِمْن َأْيَن اْكَتَسَبـُه  عنِعْلـِمِه ِفيَما َفَعَل،  عنِفيَما َأْفَناُه، 

 والدارمي أخرجه الترمذي. »ِجْسِمِه ِفيَما َأْبالُه عنَوِفيَما َأْنَفَقُه، 

 “复生日，仆人的双脚将会站在原地不动，

                                                        
①
《竞赛富庶章》第 8节 

②
《高处章》第 6-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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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接受审问：生命因何而耗尽，知识因何而费

用，钱财取之何方，用于何处，身体因何而毁

坏。”
①
 

 

-稽核的形式： 
 

复生日，众生被稽核的形式分为两种： 

-简易的稽核，就是呈现。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أَحٌدَلْيَس «: قال F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عائش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ا أ

 أليس قد قال اهللا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 فقلت»ا َهَلَكُيـَحاَسُب َيوَم الِقَياَمِة إلَّ

فقال  )O N M L K J T S R Q P( :تعالى

ا َذِلَك الَعْرُض، َوَلْيَس َأَحٌد ُيَناَقُش الِحساَب َيوَم َمإنَّ«: Fرسول اهللا 

 متفق عليه. »الِقَياَمِة إلَّا ُعذَِّب

“复生日，任何被稽核者，都会遭到毁灭。”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417段，《达尔米圣训集》第 543段，《正确

丛书》第 94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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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主的使者啊！难道真主没说过‘【至于用

右手接过功过簿者，将受简易的稽核】’？①”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那只

是呈现，复生日，任何被稽核者，都会遭到惩

罚。”② 
 

-艰难的稽核，清算所有的大小事情。如

果是诚实者，他将用嘴说话，并获得恩赐；如果

是企图说谎或隐瞒者，那么，他的嘴将被封闭，

真主将使他的肢体说话，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

说： 

تشهد أَرجلُهم بِما و تكَلِّمنا أَيديهِمو لْيوم نختم علَى أَفْواههِما

 )]٦٥(:يس آية[ كَانوا يكِْسبونَ

【在那日，我将封闭他们的口，他们的手将

对我说话，他们的脚将作证他们所行的善恶。】P303F

③ 

                                                        
①
《绽裂章》第 7-8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37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76段 
③
《雅辛章》第 6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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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民族中被稽核者： 
 

除了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所提到的例外者，全人类在复生日都将受到

稽核。那些例外者，他们是来自伊斯兰民族中不

被稽核、不受惩罚而进入天堂的七万人。 

-复生日，否认者受到稽核，他们所有的

工作都为之呈现，他们将遭到谴责。他们所受到

的惩罚各异，作恶多者比作恶少者遭受的惩罚更

为严厉；善行多者可以减轻其所受的惩罚，但他

不能进入天堂。 

-复生日，各个民族中首先受到稽核的是

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民族；

穆斯林在复生日首先受到稽核的就是拜功，如果

礼拜健全了，其它的功课也就健全了；如果礼拜

无效了，其它的功课也就无效了。人们之间首先

受到稽核的是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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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量的形式： 
 

复生日，天秤称量人类所有的善行与罪过，

谁的善功偏重，那么他确已成功；谁的罪恶偏重，

那么他确已毁灭。天秤称量工作的人、他的工作

及其工作薄，超绝万物主的公正体现在众生之

间；复生日，在人类的天秤中最重的就是美德。 

-清高的真主说： 

وِسرخ ينالَّذ كلَئفَأُو هازِينوم فَّتخ نا مناتوا بِآيا كَانم بِمهوا أَنفُس

من ثَقُلَت موازِينه فَأُولَئك هم الْوزنُ يومئذ احلَق فَويظْلمونَ

 )]٩-٨(: األعراف آية[املُفْلحونَ

【在那日，称（功过薄）是真实的。善功的

分量较重者才是成功的。善功的分量较轻的人，

将因生前不信我的迹象而亏折自身。】 P304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高处章》第 8-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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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ال Fرسول اهللا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عن -٢

إنَُّه َلَيْأِتي الرَُّجُل الَعِظيُم السَِّميُن َيْوَم الِقَياَمِة ال َيِزُن ِعْنَد اهللا َجَناَح «

متفق . »){ ~ ے ¡ ¢ £ (: اْقَرُؤوا إن شئتم: َبـُعوَضٍة، وقال

 عليه

“的确，在复生日，一个身体庞大的男子来

临，他在真主跟前没有一支蚊虫的翅膀重。”然

后他接着说：“如果你们愿意就诵读下面的经文

吧！【复生日我不为他们树立权衡P305F

①
P】。”P306F

② 
 

-否认者工作的裁决： 
 

至于否认者和伪信者，他们的接近和顺从不

会被接受，因为工作失去了被接受的条件——那

就是伊玛尼，他们的善行比如一堆灰，在暴风之

日，被狂风吹散；复生日，见证者们将来对他们

呼喊：“这些人是假借他们的主的名义造谣的。” 

                                                        
①
《山洞章》第 110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4729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78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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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لَى وونَ عضرعي كلَئباً أُوكَذ لَى اللَّهى عرنِ افْتمم أَظْلَم نمهِمبر 

أَالَو هِمبلَى روا عكَذَب ينالِء الَّذؤه ادهقُولُ اَألشلَى لَ يع ةُ اللَّهنع

نيم١٨(: آية هود[الظَّال[(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的人，谁比他们还

不义呢？这等人将受他们的主的检阅，而见证者

们将来要说：“这些人是假借他们的主的名义造

谣的。”真的，真主的诅咒是要加于不义的人们

的。】 P307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مكَفَر ينمٍ ثَلُ الَّذوي يف يحالر بِه تدتاش ادمكَر مالُهمأَع هِمبوا بِر

يدعاللُ البالض وه كٍء ذَليلَى شوا عبا كَسمونَ مرقْدالَّ ي فاصإبراهيم[ع 

 )]١٨(: آية

【不信主者，他们的善功比如一堆灰，在暴

风之日，被狂风吹散，他们对于自己所谋求的，

                                                        
①
《呼德章》第 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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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获得一点报酬。这确是深深的迷误。】① 

-清高的真主说： 

يونيرِمجلِّلْم ذئموى يرشكَةَ الَ بنَ املَالئوري م راً وجقُولُونَ حي

 الفرقان[قَدمنا إِلَى ما عملُوا من عملٍ فَجعلْناه هباًء منثُوراًومحجوراً

 )]٢٣-٢٢(: آية

【他们看见众天使的日子，犯罪者将没有好

消息，众天使要对他们说：“（乐园对于你们）

是应为严禁的。”我将处理他们所行的善功，而

使它变成飞扬的灰尘。】 P309F

② 
 

-看见功过： 
 

复生日，仆人所有的工作都将对他们呈现，

每个人都将直接看见自己的工作，无论大小、好

坏，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يمالَهما أَعوراتاً لِّيتأَش اسالن ردصي ذئمفَو ةثْقَالَ ذَرلْ ممعن يم

                                                        
①
《伊布拉欣章》第 18节 

②
《准则章》第 22-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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هرراً ييخوهري راش ةثْقَالَ ذَرلْ ممعن ي٨-٦(:آية الزلزلة[ م[( 

【在那日,人们将纷纷地离散,以便他们看

见自己行为的报应。谁作丝毫善事，将见其善报；

谁作丝毫恶事，将见其恶报。】 P310F

① 
 

-功过在今后两世的报赏：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إنَّ اَهللا ال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ي َيْظِلـُم ُمْؤِمًنا َحَسَنًة، ُيـْعَطى ِبـَها ِفي الدُّْنَيا، َوُيـْجَزى ِبـَها ِف

ِفي الدُّْنَيا، َحتَّى  ،اآلِخَرِة، َوَأمَّا الَكاِفُر َفُيْطَعُم ِبـَحَسَناِت َما َعِمَل ِبـَها 

أخرجه  .»إَذا َأْفَضى إَلى اآلِخَرِة، َلـْم َيُكْن َلـُه َحَسَنٌة ُيـْجَزى ِبـَها

 مسلم

“真主不亏待任何信士，他做一件善功，他

在今世就会以此获得报赏，他在后世又会以此而

再次获得回赐。至于否认者，以他为真主所做的

                                                        
①
《地震章》第 6-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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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功，而在今世得到享受。当他到后世时，就没

有任何善功可以获得回赐了。”① 
 

-儿童在复生日的裁决： 
 

信士的儿童面如人祖阿丹，像大人一样进入

天堂；举伴者的儿童也是如此。他们犹如大人结

婚，没有婚配的男女，在后世里将要结婚，因为

在天堂里没有单身者。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0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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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池 
 

-伟大尊严的真主为每一位先知都创造

了仙池，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的仙池最宏伟、其中的水最甘甜，在

复生日，来临它的人最多。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的仙池： 
 

-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他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قال النبي : 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عمرو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١

F :»ُحُه َأْطَيُب ـَحْوِضي َمِسْيَرُة َشْهٍر، َماُؤُه َأْبَيُض ِمَن اللََّبِن، َوِرْي

ِمَن الِمْسِك، َوِكيَزاُنـُه َكُنُجوِم السََّماِء، َمْن َشِرَب ِمْنـَها َفال َيْظَمُأ 

 متفق عليه.  »َأَبدًا

“我的仙池有一个月的行程，它的水比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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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白，它的味道比麝香更香，池中的饮具多如天

上的繁星，谁喝了其中的水，永远都不会感觉干

渴。”①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أنس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٢

إنَّ َقْدَر َحوِضي َكَما َبْيَن َأْيَلَة َوَصْنَعاَء ِمَن الَيـَمِن، َوإنَّ ِفْيـِه ِمَن «

 متفق عليه .»يق َكَعَدِد ُنُجوِم السََّماِءاَألَباِر

 “我仙池的长度犹如艾依赖图市至也门的

帅纳阿奴市之间的距离，其中有多如繁星的饮

具。” P313F

② 
 

-从仙池被驱逐出境者：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79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292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80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303段；译者注：艾依赖图市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北面，也门

的帅纳阿奴市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南面，这说明了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的仙池之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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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يِرُد «: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 ِن الَحوِض، َفَأُقوُلَعَليَّ َيوَم الِقَياَمِة َرْهٌط ِمْن َأْصَحاِبي، َفُيـْجَلوَن َع

إنََّك ال ِعْلـَم َلَك ِبَما َأْحَدُثوا َبـْعَدَك، إنَُّهـم : َيا َربِّ َأْصَحاِبي، َفَيـُقوُل

 متفق عليه .»اْرَتدُّوا َعَلى َأْدَباِرِهـُم الَقْهَقَرى

 “复生日，我的一些弟子们来临我，他们

被阻止接近仙池，我说：‘主啊！他们是我的弟

子呀！’他说：‘你不知道他们在你之后做的异端，

他们确已相继都背叛了’。”P314F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85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290，229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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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拉特”桥 
 

-“随拉特”：就是架在火狱表面的桥梁，

信士们通过它而进入天堂。 
 

-过“随拉特”者： 
 

通过“随拉特”者他们是众信士，至于否认

者和举伴者，他们追随自己在尘世中曾经崇拜的

偶像、恶魔等各种虚妄的神灵去了，首先就与他

们所崇拜一起进入了火狱。 

在那之后，只剩下表面上崇拜独一无二的真

主者，无论是真实者还是伪信者，然后为这些人

立起了“随拉特”，以阻止伪信者叩头而把他们

从信士中区别开了，光亮普照众信士，伪信者返

回到后面的火狱之中，信士们通过“随拉特”桥

而进入了天堂。 
 

-过“随拉特”桥是在稽核与称量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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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之后，然后人们被迫过“随拉特”桥，犹如

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إِالَّو نكُمإِن م ياّوقْضماً متح كبلَى را كَانَ عهي ثُ ارِدجنن م

 )]٧٢-٧١(: آية مرمي[نذَر الظَّالمني فيها جِثياو الَّذين اتقَوا

【你们中没有一个人不到火狱的，那是你的

主决定要实行的。然后，我将拯救敬畏者，而让

不义者跪在那里面。】 P315F

① 
 

-“随拉特”及其过桥的形式： 
 

在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

传述的有关见真主与过桥形式的《圣训》中提到，

有人说：“主的使者啊！‘吉斯尔’是什么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ه في حديث ـي اهللا عنـــدري رضــــد الخـــي سعيــن أبـع

: قالوما الجسر؟ : قيل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وفيه- ..الرؤية وصفة الصراط

ِليُب، َوَحَسٌك َتـُكوُن ِبَنْجٍد، ِفْيـَها ، ِفْيـِه َخَطاِطيُف، َوَكالَمَزلٌَّةَدْحٌض «

                                                        
①
《麦尔彦章》第 71-7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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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شَوْيَكٌة ُيـَقاُل َلـَها السَّْعَداُن، َفَيـُمرُّ الُمْؤِمُنـوَن َكَطـْرِف الَعيِن، 

َوَكالَبْرِق، َوَكالرِّيِح، َوَكالطَّْيِر، َوَكَأَجاِوْيِد الَخْيِل َوالرَِّكاِب، َفَناٍج 

 متفق عليه. »َمْكُدوٌس ِفي َناِر َجَهنََّمُمَسلٌَّم، َوَمـْخُدوٌش ُمْرَسٌل، َو

 “它就是难行易倒的、上面有火钩、有直

刺，有倒勾刺的桥，它就像在 ‘奈吉德’地区

生长的一种被人们称之为‘晒阿达努’的刺一

样。信士经过它时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眨

眼间就经过的，有的如闪电的、有的如疾风、有

的如飞禽、有的形似快马、有的如同骆驼的速度，

平安地获救了，有的被抓得遍体鳞伤地也获救

了，至于被火钩拉住者，则跌入了火狱之中。”P316F

① 
 

-首先过“随拉特”桥者： 
 

首先过“随拉特”桥的人是穆罕默德（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及其民众，只有信士们才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439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18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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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随拉特”桥，他们根据各自信仰的程度

和善功而获得光明，然后他们凭此过桥，信义和

血亲被派遣在桥的左右两边，在那日，众使者的

祈祷是：“主啊！求您赐予平安！求您赐予平安！”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在有关

见真主的《圣训》中提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قال في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 َفَأُكوُن َأَنا َوُيْضَرُب الصَِّراُط َبْيَن َظْهـَري َجَهنََّم«: حديث الرؤية

َوُأمَِّتي َأوََّل َمْن ُيـِجيُز، َوال َيَتـَكلَُّم َيْوَمِئٍذ إال الرُُّسُل، َوَدْعَوى الرُُّسِل 

 متفق عليه .»اللُهـمَّ َسلِّْم َسلِّْم: َيْوَمِئٍذ

 “‘随拉特’桥被架在火狱上面，我和我的

民众是首先通过的。在那日，除了众使者外，任

何人不能讲话。众使者在那日的祈祷是：‘主啊！

求您赐予平安！求您赐予平安！’”P317F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80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82段，原文出自

《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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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士们在过“随拉特”桥之后将会怎

样：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بي سعيد الخدر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F :» َيـْخُلُص المْؤِمُنوَن ِمَن النَّاِر َفُيـْحَبُسوَن َعَلى َقْنَطَرٍة َبْيَن

َظاِلـُم َكاَنْت َبْيَنـُهـْم ِفي الَجنَِّة َوالنَّاِر، َفُيـْقَتصُّ ِلَبـْعِضِهـْم ِمْن َبـْعٍض َم

الدُّْنَيا، َحّتى إَذا ُهذُِّبوا َوُنقُّوا ُأِذَن َلـُهـْم ِفي ُدُخوِل الَجنَِّة، َفَوالَِّذي 

َنْفُس ُمـَحـمٍَّد ِبَيِدِه ألَحُدُهـْم َأْهَدى ِبَمْنِزِلـِه ِفي الَجنَِّة ِمْنـُه ِبَمْنِزِلـِه 

 لبخاريأخرجه ا. »َكاَن ِفي الدُّْنِيا

 “信士们脱离火狱之后，被拘禁在天堂与

火狱之间的拱桥上，在尘世里受欺者将要向欺凌

者复仇，直至当他们完全纯清之后，才获准进入

天堂。指亲手掌管穆罕默德生命的主宰发誓，任

何人对自己在天堂中的地位，比其对今世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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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都认识得更为清楚。”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3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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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情 
 

-说情：就是帮助他人请求。 
 

-说情的种类： 
 

在复生日，说情分为两种： 

-专归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个人的说情，它分为以下几类：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最大的

说情就是在人们停滞不前、等待裁决时，他为人

们的说情，然后真主对人们进行裁决。那是专归

他的崇高的地位。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自己

的民众说情，让他们中的七万人不受稽核地进入

天堂。当时真主对他说：“让你民族中的七万人

不受稽核从右门进入天堂。”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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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过相等的民众说情，以便他们进入天堂。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进入

天堂者说情，升高他们的品级，超出他们工作应

得的报酬。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叔叔

艾布塔利布求情，减轻他所受到的惩罚。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向真主

请求允许所有的信士进入天堂。 
 

-归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以及其他的众先知、众天使和信士们的

广泛说情： 

为应该进入火狱者说情不进其中，为已进入

者说情脱离火狱。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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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ت ِلُكلِّ َنِبيٍّ َدْعَوٌة ُمْسَتـَجاَبٌة، َفَتَعجََّل ُكلُّ َنِبيٍّ َدْعَوَتـُه، َوإنِّي اْخَتـَبْأ«

َدْعَوِتي َشَفاَعًة ُألمَِّتي َيْوَم الِقَياَمِة َفِهَي َناِئَلٌة إْن َشاَء اُهللا َمْن َماَت 

 متفق عليه .»ِمْن ُأمَِّتي ال ُيْشِرُك ِباهللا َشْيئًا

 “每位先知都有一个被应答的祈祷，其他

所有的先知都已匆忙地祈祷了，我的祈祷选择了

在复生日为我的民众说情，它是一种恩惠，真主

意欲，我为我的民众中没有举伴主而去世者说

情。”P319F

① 

-清高的真主谈到众天使时说： 

أَن كَو دعب نئاً إِالَّ ميش مهتفَاعنِي شغالَ ت اتومي السف لَكن مم م

 )]٢٦(: آية النجم[يرضىو يأْذَنَ اللَّه لمن يشـاُء

【天上的许多天使，他们的说情，毫无裨益，

除非在真主许可他们为自己所意欲者和所喜悦

者说情之么。】P320F

② 

-艾布戴尔达易（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304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99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星宿章》第 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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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ء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أبي الدردا عن -٣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يشفَُّع الشَِّهْيُد ِفي َسْبِعيَن ِمْن َأْهِل َبْيِتـِه«

 “烈士可以为自己的七十位家人说情。”P321F

① 
 

-说情要具备两个条件： 
 

-真主允许说情，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

说： 

إِالَّ بِإِذْنِه هندع فَعشي ين ذَا الَّذ٢٥٥(: البقرة آية[ م[( 

【不经他的许可，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

呢？】P322F

② 

-真主喜爱说情者与被说情者，犹如超绝

万物的真主所说： 

الَو ىيضتنِ ارمونَ إِالَّ لفَع٢٨(: األنبياء آية[ ش[( 

【他们只替他所喜悦者说情。】 P323F

③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522段 

②
《黄牛章》第 255节 

③
《众先知章》第 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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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否认主的人没有说情可言，他将永

居火狱，不能进入天堂，即使让某人为他说情，

其说情也将无益于他，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在谈

到作恶者时所说： 

 )]٤٨(: املدثر آية[نيما تنفَعهم شفَاعةُ الشافعفَ

【说情者的说情，将无益于他们。】P324F

① 
 

-寻求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的说情： 
 

谁希望获得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的说情，让他向伟大的真主寻求这种

说情，比如他说：“主啊！求您赐予我你先知的

说情吧！”随后他做各种获得此说情而必须应做

的善功。如：忠诚地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祝福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寻

                                                        
①
《盖被的人章》第 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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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他为说情的媒介。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سَعُد َأ«: قال Fأن النبي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النَّاِس ِبَشَفاَعِتي َيْوَم الِقَياَمِة َمْن َقاَل ال إَلـَه إلَّا اُهللا َخاِلصًا ِمْن َقْلِبـِه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أْو َنْفِسِه

 “复生日，最幸福地获得我的说请者就是

内心虔诚敬意地说‘除了独一无二的真主外，绝

无真正应受崇拜的’。”P325F

① 
 

-报偿的场所： 
 

今世是栽种场，后世是获得报偿的场所。但

是，在进入永久的居所（天堂或火狱）之前，工

作与拷问不会停止；至于在“柏尔热赫”与复生

的场所，那也不会间断的。如在坟墓里两位天使

拷问亡人，复生日众生应招去向真主叩头，与考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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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死亡于患精神病那段时间的人。然后真主根据

仆人们的伊玛尼和工作在他们之间秉公裁决，一

部分人将进入天堂中，另一部分人将进入火狱

里。 

-清高的真主说： 

ىوالقُر أُم رنذلِّت بِيارآناً عقُر كا إِلَينيحأَو ككَذَل اولَهوح نم و رنذت

: الشورى آية[  السعري فَرِيق فيو ه فَرِيق في اجلَنةيوم اجلَمعِ الَ ريب في

)٧[( 

【我这样启示你一本阿拉伯文的《古兰经》，

以便你警告首邑及其四周的居民，以便你预告毫

无疑义的集合日。一部分人将在乐园中，一部分

人将在烈火中。】P326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لحات في عملُوا الصاو فَالَّذين آمنوا ملُلْك يومئذ هللا يحكُم بينهما

 كَذَّبوا بِآياتنا فَأُولَئك لَهم عذَاب مهِنيو الَّذين كَفَرواونعيمِجنات ال

 )]٥٧-٥٦(: آية احلج[

                                                        
①
《协商章》第 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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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日，主权只是真主的。他要判决他们。

信道而且行善，将在极乐园中；不信道而且否认

我的迹象者，将受凌辱的刑罚。】① 

-清高的真主说： 

قُونَوفَرتي ذئموةُ ياعالس قُومت موفَيآم ينا الَّذواأَمن لُوا ومع

لقَاِء و كَذَّبوا بِآياتناو ما الَّذين كَفَرواأَوالصالحات فَهم في روضة يحبرونَ

 )]١٦-١٤(: لروم آيةا[اآلخرة فَأُولَئك في العذَابِ محضرونَ

【复活时来临之日，他们将彼此分离。至于

信道而且行善者，将在一个胜地，感觉快乐；至

于不信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以及后世的相会

者，将被拘禁在刑罚中。】P328F

②
P  

                                                        
①
《朝觐章》第 56-57节 

②
《罗马章》第 14-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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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堂的描述 
 

-天堂：是真主为男女信士在后世里准备

的安宅。 
  

-凭着真主的意欲，我们将从谁创造了天

堂、创造了其中的恩惠、创造了其中的居民谈论

天堂。他是超绝万物的真主。并且提到进入天堂

而脚踩大地者的信息，他就是穆罕默德（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犹如在尊贵的《古兰经》

和正确的《圣训》所提到的那样。 
 

-天堂最著名的称号： 
 

-天堂。清高的真主说： 

تاللَّه وددح لْك وعِ اللَّهطن يم ودي ولَهسن ررِي مجت اتنج لْهخ

 )]١٣(: لنساء آيةا[ذَلك الفَوز العظيمو تحتها اَألنهار خالدين فيها

【这些是真主的法度，谁服从真主和使者，

真主将使谁入那下临诸河的天堂，而永居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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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伟大的成功。】① 

-费尔道斯天堂。清高的真主说： 

̧  ¹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 ¶ µ  ́ ³ ² ± °
» º( ]١٠٧/الكهف[. 

【信仰而且行善者，得以费尔道斯天堂

的居所。】P330F

② 

-阿德尼天堂。清高的真主说： 

هكْرذَا ذ لْوإِنَّ لآبٍمم نسلَح نيقتج مةً لَّهحفَتم ندع اتن

ِابو٥٠-٤٩(: آيةص [اَألب[( 

【[49]这是一种教诲。敬畏的人们，必得享

受优美的归宿，[50]阿德尼的天堂，园门是为他

们常开的。】 P331F

③ 

-永居的天堂。清高的真主说： 

 ي وعد املُتقُونَ كَانت لَهم جزاًءلْ أَذَلك خير أَم جنةُ اخلُلْد الَتقُ

رياًوص15(:آية الفرقان[م[( 

                                                        
①
《妇女章》第 13节 

②
《山洞章》第 107节 

③
《萨德章》第 49-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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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这是更好的呢？还是应许敬畏者

永居其中的天堂更好呢？它是他们所有的报酬

和归宿。】① 

-奈阿姆天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لقمان [عملُوا الصالحات لَهم جنات النعيمِو نَّ الَّذين آمنواإِ

 )]٨(: آية

【信道而且行善者，必将享受奈阿姆的天

堂。】P333F

② 

-归宿的天堂。清高的真主说： 

ات املَأْوى نزالً بِما عملُوا الصالحات فَلَهم جنو ما الَّذين آمنواأَ

 )]١٩(: السجدة آية[كَانوا يعملُونَ

【至于信道而且行善者，将来得以天堂为归

宿，那是为了报酬他们的行为的。】P334F

③ 

-平安的居所。清高的真主说： 

 هم بِما كَانوا يعملُونَليو هوو عند ربهِم هم دار السالمِلَ

                                                        
①
《准则章》第 15节 

②
《鲁格曼章》第 8节 

③
《叩头章》第١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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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٢٧(: األنعام آية[

 

-天堂的位置： 
 

-清高真主说： 

وقُكُماِء رِزمي السف ونَودوعا ت٢٢(: الذاريات آية[ م[( 

【在天上，有你们的给养，也有应许你们的

赏罚。】P335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ىورلَةً أُخزن آهر لَقَدىعهاملُنت ةردس ندةُ املَأْعنا جهىندو 

 )]١٥-١٣(: آية النجم[

【[13]他确已见他二次下降，[14]在极境的

酸枣树旁，[15]那里有归宿的乐园。】 P336F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ن «: قال Fالنَِّبيِّ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٣

                                                        
①
《播种者章》第 22节 

②
《星宿章》第 13-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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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لى آَمَن ِباهللا َوَرُسوِلـِه، َوأَقاَم الصَّالَة، َوَصاَم َرَمَضاَن، َكاَن َحّقًا َع

اهللا أْن ُيْدِخَلـُه الَجنََّة، َهاَجَر ِفي َسِبيِل اهللا، أْو َجَلَس ِفي أْرِضِه الَِّتي 

إنَّ ِفي «: قال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أَفال ُنَنبُِّئ النَّاَس ِبَذِلَك؟: َقاُلوا. »ُوِلَد ِفيَها

ِبيِلـِه، ُكلُّ َدَرَجَتْيِن الَجنَِّة ِماَئَة َدَرَجٍة، َأَعدََّها اُهللا ِلْلـُمـَجاِهِديَن ِفي َس

َما َبْيَنـُهـَما َكَما َبْيَن السََّماِء َواألْرِض، َفإَذا َسأْلُتـُم اَهللا َفَسُلوُه 

الِفْرَدْوَس، َفإنَُّه أْوَسُط الَجنَِّة، َوأْعَلى الَجنَِّة، َوَفْوَقُه َعْرُش 

 ه البخاريأخرج .»الرَّْحـَمِن، َوِمْنـُه َتَفجَُّر أْنـَهاُر الَجنَِّة

 “谁归信真主及其使者，力行拜功，封‘赖

麦丹’月的斋戒，真主就有义务使其进入天堂，

无论他为主道迁徙，或者是居住在出生地。”他

们（众圣门弟子）说：“难道我们不应把这个信

息告诉人们吗？”主的使者说：“的确在天堂里

有一百个级别，真主为那些为主道奋斗者所准备

的，每两个级别之间的距离犹如天地之遥；如果

你们向真主祈求时，你们当向他祈求费尔道斯天

堂，的确，它是最中央的天堂，是最高的天堂，

其上面就是至慈主的‘阿尔西’，天堂里的诸河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333 
 

 

从中流出。”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٤

إنَّ الُمْؤِمَن إَذا َحَضَرُه الَمْوُت َحَضَرْتـُه َمالِئَكُة الرَّْحـَمِة، َفإَذا «

ُقِبَضْت َنْفُسُه ُجِعَلْت في َحِريرٍة َبْيَضاَء َفُيْنَطَلُق ِبـَها إَلى َباِب 

أخرجه . »..ْدَنا ِرْيـحًا َأْطَيَب ِمْن َهِذِهالسََّماِء، َفَيـُقوُلوَن َما َوَج

 الحاكم وابن حبان

“当死亡来临信士时，至慈主的天使就会来

于他，当他的灵魂被取出之后，就被放在白色的

丝绸上，天使带着他来到天堂门口，他们说：‘我

们没有发现比这更芬芳的气息了……’。”P338F

② 
 

-天堂诸门的名字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423段 

②
《哈克姆圣训集》第 1304段，《伊本汉巴尼圣训集》第 30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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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ن «: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يا َعْبَد اهللا َهَذا . ْوَجيِن ِفي َسِبْيِل اهللا ُنوِدَي ِمْن َأْبَواِب الَجنَِّةَأْنَفَق َز

َخْيٌر، َفَمْن َكاَن ِمْن َأْهِل الصَّالِة ُدِعَي ِمْن َباِب الصَّالِة، َوَمْن َكاَن ِمْن 

ِعَي َأْهِل الِجَهاِد ُدِعَي ِمْن َباَب الِجَهاِد، َوَمْن َكاَن ِمْن َأْهِل الصَِّياِم ُد

 »ِمْن َباِب الرَّيَّاِن، َوَمْن َكاَن ِمْن َأْهِل الصََّدَقِة ُدِعَي ِمْن َباِب الصََّدَقِة

 “谁为主道付出一对骆驼，他将在天堂的

各个门口被召唤：‘真主的仆人啊！这里更好。’

谁属于紧守拜功者，将从拜功的门口被请进；谁

属于为主道奋斗者，将从为主道奋斗的门口被请

进；谁属于斋戒的人，将从‘岚雅努’的门口被

请进。谁属于施舍者，将从施舍的门口被请进。”  

ي أنت وأمي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بأب: فقال أبو بك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ما على َمْن ُدِعَي من تلك األبواب من ضرورة، فهل ُيدعى أحد من 

متفق . »َنَعْم؛ َوَأْرُجو َأْن َتـُكوَن ِمْنـُهـْم«: قال تلك األبواب كلها؟

 عليه

艾布白克尔说：“主的使者啊！愿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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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你赎身！ 一个人能受到每扇门的天使的邀请

而不为难吗？真的有人会受到那每一扇门的天

使的邀请吗？”使者说：“是的，我希望你就是

属于这类人。”① 
 

-天堂门的宽度 
 

-欧特柏图·本·额扎宛（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我们被告知： 

ُذِكَر َلَنا َأنَّ َما : عن عتبة بن غزوان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١

َبْيَن ِمْصَراَعْيِن ِمْن َمَصاِريِع الَجنَِّة َمِسْيَرُة َأْرَبـِعيَن َسَنًة، َوَلَيْأِتَينَّ 

 مسلمأخرجه . َعَلْيـَها َيْوٌم َوُهَو َكِظْيٌظ ِمَن الزَِّحاِم

 “天堂的两扇之间的距离是四十年的行

程，将来一定会有一天，天堂的门前挤满了人

群。”P340F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97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1027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6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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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Fرسول اهللا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٢

َوالَِّذي َنْفُس ُمـَحـمٍَّد ِبَيِدِه َإنَّ َما َبْيَن المْصَراَعْيِن ِمْن َمَصاِريِع «

 متفق عليه. »َوَهَجٍر َأْو َكَما َبْيَن َمكََّة َوُبْصَرى الَجنَِّة لَكَما َبْيَن َمكََّة

 “以掌握穆罕默德的生命的主宰发誓，天

堂的两扇门之间的距离就像麦加与海杰尔之间

的距离，或者就像麦加与布苏拉之间的距离。”P341F

① 
 

-天堂门的数量 
 

-清高的真主说： 

فُتحت و هم إِلَى اجلَنة زمراً حتى إِذَا جاُءوهاسيق الَذين اتقَوا ربو

الزمر [ لَهم خزنتها سالم علَيكُم طبتم فَادخلُوها خالدين قَالَو أَبوابها

 )]٧٣( ：آية

【敬畏主者将一队一队地被邀入乐园，迨他

们来到乐园前面的时候，园门开了，管园的天使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712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94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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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他们说：“祝你们平安！你们已经纯洁了，

所以请你们进去永居吧！”】①
 

-赛海鲁·本·塞阿德（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ي ِف«: قال Fالنبي  سهل بن سع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عن -٢

الَجنَِّة َثَماِنَيُة َأْبَواٍب، ِفْيـَها َباٌب ُيَسمَّى الرَّيَّاَن ال َيْدُخُلـُه إلَّا 

 متفق عليه .»الصَّاِئُموَن

 “在天堂里有八扇门，其中有一扇门被称

为‘岚雅努’，只有斋戒者才能从中进入天堂。”P343F

② 
 

-天堂的诸门为其居民而敞开： 
 

清高的真主说： 

هكْرذَا ذ لْوإِنَّ لآبٍمم نسلَح نيقتجم ندع اتن مةً لَّهحفَت

ِابو٥٠-٤٩(: آيةص [اَألب[( 

【[49]这是一种教诲。敬畏的人们，必得享

                                                        
①
《队伍章》第 73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57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115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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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优美的归宿，[50]阿德尼的天堂，园门是为他

们常开的。】① 
 

-今世里打开天堂大门的时间：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١

وَيوَم الَخـِمْيِس َفُيـْغَفُر ِلُكلِّ َعْبٍد ال  ُتْفَتـُح َأْبَواُب الَجنَِّة َيوَم اإلْثَنْيِن،«

ُيْشِرُك ِباهللا َشْيئًا إال َرُجًال َكاَنْت َبْيَنـُه َوَبْيَن َأِخيِه َشْحَناُء، َفُيـَقاُل 

 أخرجه مسلم. »-َثالثًا- َأْنِظُروا َهَذْيِن َحتَّى َيْصَطِلـَحا

 “天堂的门在每星期一和星期四皆被打

开，没有举伴真主的每一个人均得到了饶恕，除

非是某人与他的兄弟之间存有仇恨。曰：‘你们

等一下这两个人，直至他俩言归于好；你们等一

下这两个人，直至他俩言归于好；你们等一下这

                                                        
①
《萨德章》第 49-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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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直至他俩言归于好’。”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٢

إَذا َدَخـَل َرَمَضاُن ُفتَِّحْت َأْبَواُب الَجنَِّة، َوُغلَِّقْت َأْبَواُب َجَهنََّم، «

 متفق عليه. »َلِت الشََّياِطيُنَوُسْلِس

 “当斋月来临时，天堂的门都被打开了，

火狱的门都被关闭了，所有的恶魔都被戴上了手

铐和脚镣。” P346F

② 

-欧麦尔·本·罕塔布（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مر بن الخطاب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٣

F :» ُثمَّ الُوُضوَء) َأْو فُيْسِبـُغ(َما ِمْنُكْم ِمْن َأَحٍد َيَتَوضَُّأ َفُيْبِلُغ ،

َيـُقوُل َأْشَهُد َأْن ال إَلـَه إلَّا اُهللا َوَأنَّ ُمـَحـمَّدًا َعْبُد اهللا َوَرُسوُلـُه إال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565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77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107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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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أخرجه مسلم. »ُفِتـَحْت َلـُه َأْبَواُب الَجنَِّة الثََّماِنَيُة َيْدُخُل ِمْن َأيَِّها َشاَء

 “只要你们中有任何人洗了完美的小净，

然后他说了‘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

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那

么，天堂的八扇门都为之而敞开，任他随便从哪

一扇门进入。”P347F

① 
 

-第一个进入天堂的人：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آِتي َباَب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 َمْن َأْنَت؟، َفَأُقوُل: الَجنَِّة َيوَم الِقَياَمِة َفَأْسَتْفِتـُح، َفَيـُقوُل الَخاِزُن

 أخرجه مسلم .»ِبَك ُأِمْرُت َلا َأْفَتـُح َألَحٍد َقْبَلَك: ُلُمـَحـمٌَّد، َفَيـُقو

 “复生日，我来到天堂门口请求开门，看

管天堂门的天使问：‘你是谁？’我说：‘穆罕默

德。’他说：‘我奉命在你之前不为任何人开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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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① 
 

-第一个进入天堂的民族：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 »وَن َيوَم الِقَياَمِة، َوَنْحُن َأوَُّل َمْن َيْدُخُل الَجنََّةَنْحُن اآلِخُروَن األوَُّل«

 متفق عليه

 “在现世里我们是在最后的，复生日，我

们是在最前的，我们是首先进入天堂的。” P349F

② 
 

-第一批进入天堂的人：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١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7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87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55段，原文出自

《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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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جنََّة َعَلى ُصوَرِة الَقَمِر َلْيَلَة الَبْدِر، ُثمَّ  إّن َأوََّل ُزْمَرٍة َيْدُخُلوَن«

الَِّذيَن َيُلوَنـُهـْم َعَلى َأَشدِّ َكْوَكٍب ُدرِّيٍّ ِفي السََّماِء إَضاَءًة، ال 

َيُبوُلوَن، َوال َيَتَغوَُّطوَن، َوال َيْتِفُلوَن، َوال َيـْمَتـِخُطوَن، َأْمَشاُطُهـُم 

الِمْسُك، َوَمـَجاِمُرُهـُم األُلوَُّة، َوَأْزَواُجُهـُم الُحوُر الذََّهُب، َوَرْشُحُهـُم 

الِعيُن، َعَلى َخْلِق َرُجٍل َواِحٍد، َعَلى ُصوَرِة َأِبْيـِهـْم آَدَم ِستُّوَن ِذَراعًا 

 متفق عليه. »ِفي السََّماِء

 “第一批进入天堂的人面容宛如‘白德尔’

之夜的圆月，然后跟着他们进去的人比天上灿烂

的明星更加耀眼。他们无便无溺，不流鼻涕，不

吐痰，他们用的梳子都是金制的，他们的汗水如

麝香，他们香炉中的燃料是沉香，他们的妻子是

纯洁美丽的女子。他们的秉性宛如一人，长得都

酷似人祖阿丹在天上的模样，身高六丈。” P350F

① 

-赛海鲁·本·塞阿德（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27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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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سهل بن سع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٢

َلَيْدُخَلنَّ الَجنََّة ِمْن ُأمَِّتي َسْبُعون َأْلفًا َأْو َسْبُعِماَئِة َأْلٍف «

ُمَتـَماِسُكوَن آِخٌذ َبـْعُضُهـْم َبـْعضًا، ال َيْدُخُل َأوَُّلـُهـْم َحتَّى َيْدُخَل 

 متفق عليه .»آِخُرُهـْم، ُوُجوُهُهـْم َعَلى ُصوَرِة الَقَمِر َلْيَلَة الَبْدِر

 “我的民众中有七万人或七十万人手拉手

进入天堂，他们不分先后一起进入，他们的面容

宛如‘白德尔’之夜的圆月。” P351F

① 

-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سمعت : عبداهللا بن عمرو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عن -٣

إنَّ ُفَقَراَء الُمَهاِجِرْيَن َيْسِبُقوَن اَألْغِنَياَء َيوَم «: يقول Fرسول اهللا 

 أخرجه مسلم .»ِبَأْرَبـِعيَن َخِريفًا الِقَياَمِة إَلى الَجنَِّة

 “复生日，迁士中的穷人们比富人提前四

十年进入天堂。”P352F

②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43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9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7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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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居民的年龄： 
 

穆阿兹·本·洁柏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يْدُخُل «: قال Fأن النبي عن معاذ بن جبل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الٍث َوَثالِثيَن َأْهُل الَجنَِّة الَجنََّة ُجْردًا ُمْردًا ُمَكحَِّليَن َأْبَناَء َثالِثيَن، َأْو َث

 أخرجه أحمد والترمذي .»َسَنًة

 “天堂的居民进入天堂时的容貌都是无体

毛、无胡须、无皱纹的三十岁或三十三岁。”P353F

① 
 

-天堂居民的面部表情： 
 

-清高的真主说： 

جوههِم و عرِف فيتلَى اَألرائك ينظُرونَعنَّ اَألبرار لَفي نعيمإِ

رضيمِنع٢٤-٢٢( ：املطففني آية[ةَ الن[( 

【[22]善人们必在恩泽中，[23]靠在床上注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7920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545段，原

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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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着，[24]你能在他们的面目上认识恩泽的光

华。】① 

-清高的真主说： 

ةٌو راضن ذئموي وهةٌإِجراظا نهبالقيامة آية[ لَى ر： 

)٢٣-٢٢[( 

【[22]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华的，[23]

是仰视着他们的主的。】P355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وهجةٌ وماعن ذئموي  ةٌ لياضا ريِهعس فةيالع ةني ج 

 )]١٠-٨( ：اشية آيةالغ[

【[8]在那日，将有许多人，是享福的，[9]

是为其劳绩而愉快的，[10]他们将在崇高的乐园

中。】P356F

③ 

-清高的真主说： 

وهجةٌ  ورفسم ذئموي ةٌض رشبتسكَةٌ معبس آية[اح： 

                                                        
①
《称量不公章》第 22-24节 

②
《复活章》第 22-23节 

③
《大灾章》第 8-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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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٣٩-٣٨[( 

【[38]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华的，[39]

是喜笑的，是愉快的。】P357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تضياب ينا الَّذأَم ومحي رفَف مهوهونَجدالا خيهف مه اللَّه ة 

 )]١٠٧( ：آل عمران آية[

【至于脸色变白的人，将入于真主的慈恩

内，而永居其中。】P358F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أوَُّل ُزْمَرٍة «: Fالنبي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عن -٦

َعَلى آَثاِرِهـْم  َتْدُخُل الَجنََّة َعَلى ُصوَرِة الَقَمِر َلْيَلَة الَبْدِر، َوالَِّذيَن

َكَأْحَسِن َكْوَكٍب ُدرِّيٍّ ِفي السََّماِء إَضاَءًة ُقُلوُبـُهـْم َعَلى َقْلِب َرُجٍل 

 متفق عليه. »َواِحٍد، ال َتـَباُغَض َبيَنـُهـْم َوال َتـَحاُسَد

 “第一批进入天堂的人面容宛如‘白德尔’

                                                        
①
《皱眉章》第 38-39节 

②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0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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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夜的圆月，然后跟着他们进去的人比天上灿烂

的明星更加耀眼，在他们之后进去的人比天上灿

烂的明星更加优美，他们心心相印，他们之间没

有仇恨，也没有嫉妒。”① 
 

-欢迎天堂居民的情景： 
 

-清高的真主说： 

وبا رقَوات الَذين يقاساُءوهى إِذَا جتراً حمز ةإِلَى اجلَن مه و تحفُت

الزمر [ قَالَ لَهم خزنتها سالم علَيكُم طبتم فَادخلُوها خالدينو أَبوابها

 )]٧٣( ：آية

【敬畏主者将一队一队地被邀入乐园，迨他

们来到乐园前面的时候，园门开了，管园的天使

要对他们说：“祝你们平安！你们已经纯洁了，

所以请你们进去永居吧！”】P360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54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34段 
②
《队伍章》第 7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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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بٍون كُلِّ بهِم ملَيلُونَ عخدكَةُ يالئالْمس متربا صكُم بِملَيع الم

 )]٢٤-٢٣(: آية دالرع[ فَنِعم عقْبى الدارِ

【[23]众天使从每道门进去见他们，[24]

（说）：“祝你们平安！这是你们因坚忍而得的报

酬，后世的善果真优美。”】P361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تتلَقَّاهم املَالئكَةُ هذَا يومكُم الَّذي كُنتم و  يحزنهم الفَزع اَألكْبرالَ

 )]١٠٣(: األنبياء آية[ توعدونَ

【不使他们忧愁最大的恐怖。众天使将欢迎

他们（说）：”这是你们曾受应许的日子。”】P362F

② 
 

-不受任何稽核与惩罚而直接进入天

堂的人：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雷霆章》第 23-24节 

②
《众先知章》第 10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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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قال النبي : عن ابن عبا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١

ُعِرَضْت َعَليَّ اُألَمـُم، َفَأِجُد النَِّبيَّ َيـُمرُّ َمَعُه اُألمَُّة، َوالنَِّبيُّ َيـُمرُّ َمَعُه «

النَِّبيُّ النََّفُر، َوالنَِّبيُّ َيـُمرُّ َمَعُه الَعَشَرُة، َوالنَِّبيُّ َيـُمرُّ َمَعُه الَخـْمَسُة، َو

 َيا ِجْبريُل، َهُؤالِء ُأمَِّتي؟: َيـُمرُّ َوْحَدُه، َفَنَظْرُت َفإَذا َسَواٌد َكِثيٌر، ُقْلُت

َهُؤالِء : َقاَل. ال، َوَلِكن اْنُظْر إَلى اُألُفِق، َفَنَظْرُت َفإَذا َسواٌد َكِثيٌر: َقاَل

. ِحَساَب َعَلْيـِهـْم َوال َعَذاَبُأمَُّتَك، َوَهُؤالِء َسْبُعوَن َأْلفًا ُقدَّاَمُهـْم ال 

َكاُنوا ال َيْكَتووَن، وال َيْسَتْرقوَن، َوال َيَتَطيَُّرون، : َوِلـَم؟ َقاَل: ُقْلُت

 متفق عليه. »َوَعَلى َربِِّهـْم َيَتَوكَُّلوَن

“（复生日，）所有民族都被呈现在我的面

前，我看见有的先知带着一个人，有的先知带着

一伙人，有的先知带着十个人，有的先知带着五

个人，有的先知一个人也没带。我突然看见黑压

压地一大群人，于是我问：‘吉布拉依赖啊！这

是我的民众吗？’他说：‘不是的，但是你看旁

边。’我突然看见黑压压地一大群人，他说：‘这

些人是你的民族，他们前面的七万人不受稽核与

惩罚地进入天堂。’我问：‘为什么？’他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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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使用烫烙疗法，也不使用符箓治病，更不会

把其当作凶兆，他们只托靠他们的养主’。”① 

-艾布乌玛麦（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Fرسول اهللا سمعت : أبي أمام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٢

بِّي ُسْبـَحاَنـُه َأْن ُيْدِخَل الَجنََّة ِمْن ُأمَِّتي َسْبِعـيَن َوَعَدِني َر«: يقول

َأْلفًا ال ِحَساَب َعَلْيـِهـْم، َوال َعـَذاَب، َمَع ُكلِّ َأْلٍف َسْبُعـوَن َأْلفًا، َوَثالُث 

 أخرجه الترمذي وابن ماجه .»َحَثَياٍت ِمْن َحَثَياِت َربِّي َعزَّ َوَجلَّ

 “我超绝万物的养主许诺我，我的民族中

有七万人不受稽核与惩罚地进入天堂，同着他们

的每一千人还有七万人，和来自于我养主的三捧

人。”P364F

②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41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20段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437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4286段，原

文出自《伊本马哲圣训集》 

译者注：“三捧”处于主格地位，与同着他们中的每一千人还有“七

万人”同位，这里的意思指的是捧了七十次三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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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的地面及其建筑的描述：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当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登霄到天上之

后， 

لما ُعرج به إلى  Fأن النبي عن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١

ُثمَّ اْنَطَلَق َحتَّى َأَتى ِبي السِّْدَرَة المْنَتـَهى، َفَغِشَيـَها . ..«: السماء قال

َأْدِري َما ِهَي، ُثمَّ ُأْدِخْلُت الَجنََّة، َفإَذا ِفْيـَها َجَناِبُذ اللُّْؤُلِؤ،  َأْلَواٌن ال

 متفق عليه. »َوإَذا ُتَراُبـها الِمْسُك

他说：“……然后他（吉布拉依赖天使）带

着我到了极境的酸枣林，它被五光十色所笼罩，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接着我被带进了天堂，其中

有许多高大的珍珠建筑，它的土都是麝香的。”P365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我

们说：“主的使者啊！天堂是由何而建？”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42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16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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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لنا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٢

َلِبَنٌة ِمْن ِفضٍَّة، َوَلِبَنٌة ِمْن َذَهٍب، «: F ؟ قالالجنة ما بناؤها

َوِمالُطَها المْسُك اَألْذَفُر، َوَحْصَباُؤَها اللُّْؤُلُؤ َوالَياُقوُت، َوُتْرَبُتـَها 

ا َيْنَعُم َوال َيْبَأُس، َوُيـَخلَُّد َوال َيـُموُت، ال َتْبَلى الزَّْعَفَراُن، َمْن َدَخَلـَه

 أخرجه الترمذي والدارمي. »ِثَياُبـُهـْم َوال َيْفَنى َشَباُبـُهـْم

 “是由银砖和金砖而建，它的胶泥是气味

最芬芳的麝香，它的沙石是珍珠和宝石，它的泥

土是香花，进入者享受恩惠，而不会遭灾，永生

不死，衣服不旧，青春永驻。” P366F

① 

-艾布塞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Fن ابن صياد سأل النبي أبي سعي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أ عن -٣

أخرجه . »َدْرَمَكٌة َبْيَضاُء، ِمْسٌك َخاِلٌص«: فقالعن تربة الجنة؟ 

 مسلم

伊本率亚德曾经关于天堂里的泥土请教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使者说：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526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达

尔米圣训集》第 27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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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粉和麝香。”P367F

① 
 

-天堂居民的帐篷： 
 

-清高的真主说： 

حم امقْوريي اخلف اتور٧٢(: آية الرمحن[ ص[( 

【他们是白皙的，是蛰居于帐幕中的。】 P368F

② 

-阿布杜拉·本·盖伊斯（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أن النبي عبداهللا بن قي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٢

إنَّ ِلْلـُمْؤِمِن ِفي الَجنَِّة َلـَخْيـَمًة ِمْن ُلْؤُلَؤٍة َواِحَدٍة ُمـَجوََّفٍة، ُطوُلـَها «

ال َيَرى َها َأْهُلوَن، َيُطوُف َعَلْيـِهـُم المْؤِمُن، َفِستُّوَن ِميًال، ِلْلـُمْؤِمِن ِفي

 متفق عليه. »َبـْعُضُهـْم َبـْعضًا

 “信士在天堂中有一座由一颗空心的珍珠

而制作成的帐篷，它有六十英里长，在其中有信

士的许多家人，他周游于他们之间，而他们相互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28段 

②
《至仁主章》第٧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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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① 
 

-天堂的市场：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إنَّ«: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نس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جـُمَعٍة، َفَتـُهبُّ ِريُح الشََّماِل، َفَتـْحُثو  ِفي الَجنَِّة َلُسوقًا َيْأُتوَنـَها ُكلَّ

ِفي ُوُجوِهِهـْم َوِثَياِبـِهـْم َفَيْزَداُدوَن ُحْسنًا َوَجـَماًال، َفَيْرِجُعوَن إَلى 

َواهللا َلَقِد : َأْهِليِهـْم َوَقْد اْزَداُدوا ُحْسنًا َوَجـَماًال، َفَيـُقوُل َلـُهـْم َأْهُلوُهـْم

َوَأْنُتـْم َواهللا َلَقِد اْزَدْدُتـْم : ـْعَدَنا ُحْسنًا َوَجـَماًال، َفَيـُقوُلوَناْزَدْدُتـْم َب

 أخرجه مسلم. »َبـْعَدَنا ُحْسنًا َوَجـَماًال

 “天堂中有一个市场，人们每周到此观赏；

当北风吹过他们的面容和衣服，就增加了他们的

俊美漂亮，然后他们就更加俊美漂亮地回到家

中，家人见了对他们说：‘指主发誓，一会不见，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79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38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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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变得更加俊美漂亮。’他们说：‘指主发誓，

你们也是如此，变得更加美丽动人’。”① 
 

-天堂的宫殿： 
 

伟大尊严的真主创造了天堂的居室内与宫

殿中赏心悦目的一切。 

清高的真主说： 

ونِنيماملُؤ اللَّه دع و ارها اَألنهتحن ترِي مجت اتنج اتنمؤالْم

ه أَكْبر ذَلك هو لَّرِضوانٌ من الو مساكن طَيبةً في جنات عدنو خالدين فيها

الع زالفَويم٧٢(: التوبة آية[ ظ[( 

【真主应许信道的男女们将进入下临诸河

的乐园，并永居其中，他们在常住的乐园里，将

有优美的住宅，得到真主的更大的喜悦；这就是

伟大的成功。】P371F

② 
 

-天堂居民居住的宫殿各异：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33段 

②
《忏悔章》第 7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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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يماًوعن تأَير ثَم تأَيإِذَا ر لْكاً و٢٠(: اِإلنسان آية[ رياًبِكَم[( 

【当你观看那里的时候，你会看见恩泽和大

国。】P372F

①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أبي سعيد الخدر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٢

إنَّ َأْهَل الَجنَِّة َلَيَتَراَءْوَن َأْهَل الُغَرِف ِمْن َفْوِقِهـْم، َكَما «: قال

َتَتَراَءْوَن الَكْوَكَب الدُّرِّيَّ الَغاِبَر ِمَن اُألُفِق ِمَن المْشِرِق َأِو المْغِرِب 

تلك منازل األنبياء ال : ، قالوا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ا َبْيَنـُهـْمِلَتَفاُضِل َم

َبَلى، َوالَِّذي َنْفِسي ِبَيِدِه، ِرَجاٌل آَمُنوا ِباهللا «: يبلغها غيرهم قال

 متفق عليه .»َوَصدَُّقوا الُمْرَسِليَن

 “天堂的居民看见他们楼阁上的居住者，

由于他们之间互相优越的因素，犹如你们看见东

                                                        
①
《人章》第٢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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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或西方天际上陨落的明星。”他们（众圣门弟

子）说：“主的使者啊！那是众先知的居所，其

他的人达不到那个品级吧！”使者说：“不然，指

掌握我生命的主宰发誓，他们是那些信仰真主，

相信众使者的人们。”① 
 

-描述天堂居民的住所： 
 

-清高的真主说： 

واالَّونآم ينذ ن ورِي مجفاً تغُر ةاجلَن نم مهئَنوبلَن اتحاللُوا الصمع

نيلامالع رأَج ما نِعيهف يندالخ ارها اَألنهتح٥٨(: آية العنكبوت[ت[( 

【信道而且行善者，我必使他们在乐园中得

居在下临诸河的楼上，他们将永居其中。工作者

的报酬真好！】P374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يةٌ تجرِي من كنِ الَّذين اتقَوا ربهم لَهم غُرف من فَوقها غُرف مبنِ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5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31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蜘蛛章》第 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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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رها اَألنهتحت و اللَّه دعاديعامل اللَّه فلخ٢٠(: الزمر آية[الَ ي[( 

【但敬畏真主者，将来得享受楼房，楼上建

楼，下临诸河，那是真主的应许，真主将不爽

约。】P375F

① 

-阿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إنَّ ِفي «: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عل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٣

» الَجنَِّة ُغَرفًا ُتَرى ُظُهوُرَها ِمْن ُبُطوِنـَها، َوُبُطوُنـَها ِمْن ُظُهوِرَها

ِلـَمْن َأَطاَب الَكالَم، «: َقاَلَي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لـَمْن ِه: َفَقاَم َأْعَراِبيٌّ َفَقاَل

 .»ِباللَّْيِل َوالنَّاُس ِنَياٌم ،َوَأْطَعَم الطََّعاَم، َوَأَداَم الصَِّياَم، َوَصَلى 

 أخرجه أحمد والترمذي

 “的确，在天堂中有座阁楼，内外透明。”

一位游牧人站起来说：“使者啊！它属于哪些

人？” 使者说：“属于那些言语优美、供人饮食、

常守斋戒、深夜别人睡觉时他为真主而礼拜

                                                        
①
《队伍章》第 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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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① 
 

-描述天堂的坐垫： 
 

清高的真主说： 

قٍمربتإِس نا مهنطَائشٍ بلَى فُرع نيئك٥٤(: آية الرمحن[ ت[( 

【他们靠在用锦缎做里子的坐褥上。】P377F

② 
 

-天堂居民的绒毯： 
 

-清高的真主说： 

 ةٌو  ：الغاشية آية[ زرابِي مبثُوثَةٌونمارِق مصفُوفَ

)١٦-١٥[( 

【[15]有排列着的靠枕，[16]有铺展开的绒

毯。】P378F

③ 

-清高的真主说： 

مترٍكضخ ففْرلَى رع نيئ وانسقَرِيٍّ حبآية الرمحن[ ع :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338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616段 

②
《至仁主章》第٥٤节 

③
《大灾章》第 15-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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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٧٦[( 

【他们靠在翠绿的坐褥和美丽的花毯上。】P379F

① 
 

-天堂的床： 
 

它就是家庭所用的床，或者是带靠垫的椅

子。 

-清高的真主说： 

 ：املطففني آية[ لَى اَألرائك ينظُرونَعنَّ اَألبرار لَفي نعيمإِ

)٢٣-٢٢[( 

【[22]善人们必在恩泽中，[23]靠在床上注

视着。】 P380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الَ م كائلَى اَألرا عيهف نيئكتساًيما شيهنَ فور الَو رِيراًزهم 

 )]١٣(: اِإلنسان آية[

【他们在乐园中，靠在床上，不觉炎热，也

                                                        
①
《至仁主章》第٧٦节 

②
《称量不公章》第 22-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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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觉严寒。】 P381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أَزواجهم في و مه نَّ أَصحاب اجلَنة اليوم في شغلٍ فَاكهونٍَإِ

 )]٥٦-٥٥(:آية يس[متكئُونَ علَى اَألرائك ظاللٍ

【[55]乐园的居民在那日确是从事于愉乐

的。[56]他们和自己的配偶，在树荫下，靠在床

上。】P382F

② 
 

-描述天堂居民的高榻： 
 

-清高的真主说： 

اناًوولٍّ إِخغ نم مورِهدي صا فا منعزن نيقَابِلترٍ مرلَى سع 

 )]٤٧(: آية جرحلا[

【我清除他们胸中的怨恨，他们将成为弟

兄，在高榻上相对而坐。】P383F

③ 

-清高的真主说： 

                                                        
①
《人章》第١٣节 

②
《雅辛章》第 55-56节 

③
《石谷章》第 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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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كتفُوفَةصرٍ مرلَى سع نيئ نيٍوورٍ عم بِحاهنجوآية لطورا[ ز :

)٢٠[( 

【他们靠在分列成行的床上，我将以白皙

的、美目的女子做他们的伴侣。】P384F

①
P  

-清高的真主说： 

عة ونضورٍ مرلَى سمكتنيقَابِلتا مهلَيع نيآيةالواقعة [ئ :

)١٦-١٥[( 

【[15]在珠宝镶成的床榻上，[16]彼此相对

地靠在上面。】P385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ةٌففُوعرم ررا س١٣( ：الغاشية آية[يه[( 

【里面有高榻。】P386F

③ 
 

-描述天堂居民的器皿： 
 

-清高的真主说： 

                                                        
①
《山岳章》第 20节 

②
《大事章》第 15-16节

 

③
《大灾章》第 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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يهِملَيع طُوف ونَ ولَّدخانٌ مابٍبِلْدأَكْو ارِوأَبيق ن وكَأْسٍ م

 )]١٨-١٧(: آيةالواقعة [ معنيٍ

【[17]长生不老的僮仆，轮流着服待他们，

[18]捧着盏和壶，与满杯的醴泉。】P387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بٍين ذَهم افحهِم بِصلَيع طَاف ابٍوأَكْو و هِيهتشا تا ميهف

اَألنفُس ولَتنيذُّ اَألع ونَودالا خيهف مت٧١(: آيةالزخرف [ أَن[( 

【将有金盘和金杯，在他们之间依次传递。

乐园中有心所恋慕，眼所欣赏的乐趣，你们将永

居其中。】P388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وةضن فم ةهِم بِآنِيلَيع طَافي وارِيرقَو تابٍ كَانقَأَكْو ارِيرن وم

 )]١٦-١٥( :نسان آيةاِإل[راًفضة قَدروها تقْدي

【[15]将有人在他们之间传递银盘和玻璃

杯——[16]晶莹如玻璃的银杯，他们预定每杯的

                                                        
①
《大事章》第 17-18节 

②
《金饰章》第 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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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① 

-阿布杜拉·本·盖伊斯（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بداهللا بن قي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٤

اِن ِمْن ِفضٍَّة آنَيُتـُهـَما َوَما ِفيِهـَما، َوَجنََّتاِن ِمْن َذَهٍب َجنََّت«: قال

آِنَيُتـُهـَما َوَما ِفْيـِهـَما، َوَما َبْيَن الَقوِم َوَبْيَن َأْن َيْنُظُروا إَلى َربِِّهـْم إال 

 متفق عليه. »ِرَداُء الِكْبِرَياِء َعَلى َوْجِهِه ِفي َجنَِّة َعْدٍن

“有两座天堂及其中所有的器皿全都是银

子的；有两座天堂及其中所有的器皿全都是金子

的；人们在‘阿德尼’天堂里亲见他们的养主，

中间只隔着真主伟大的幔子。” P390F

② 
 

-天堂居民的饰品及服饰： 
 

-清高的真主说： 

                                                        
①
《人章》第١٥-16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7444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8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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عملُوا الصالحات جنات تجرِي من و نَّ اللَّه يدخلُ الَّذين آمنواإِ

 لباسهم فيها حرِيرو لُؤلُؤاًو تحتها اَألنهار يحلَّونَ فيها من أَساوِر من ذَهبٍ

 )]٢٣(: آية حلجا[

【真主必定要使信道而且行善者进入那下

临诸河的乐园，他们在其中得享用金镯和珍珠作

装饰，他们的衣服是丝绸的。】 P391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لَئك لَهم جنات عدن تجرِي من تحتهِم اَألنهار يحلَّونَ فيها من أُ

ها علَى يإِستبرقٍ متكئني فو من سندسٍيلْبسونَ ثياباً خضراً و أَساوِر من ذَهبٍ

ابالثَّو منِع كائاَألر فَقاًوترم تنس٣١(: لكهف آيةا[ ح[( 

【这等人得享受常住的乐园，他们下临诸

河，他们在乐园里，佩金质的手镯，穿绫罗锦缎

的绿袍，靠在床上。那报酬，真优美！那归宿，

真美好！】P392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①
《朝觐章》第 23节 

②
《山洞章》第 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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عرضسٍ خندس ابيث مهيال وقربتإِس و اوِرلُّوا أَسحمةضن ف 

وراًواباً طَهرش مهبر مقَاه٢١(: اِإلنسان آية[س[( 

【他们将穿着绫罗锦缎的绿袍，他们将享受

银镯的装饰，他们的主，将以纯洁的饮料赏赐他

们。】P393F

① 
 

-天堂里第一位穿衣的人：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وإنَّ  ...«: قال Fالنبي  عن ابن عبا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عن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ئِق ُيْكَسى َيوَم الِقَياَمِة إْبَراِهْيـُم الَخِلْيُلَأوََّل الَخال

 “……复生日，众生中第一位获得穿衣的

是真主的爱友伊布拉欣。”P394F

② 
 

描述天堂居民的服侍者： 
 

                                                        
①
《人章》第٢١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2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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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يهِملَيع طُوف ونَ ولَّدخانٌ مابٍبِلْدأَكْو ارِوأَبيق ن وكَأْسٍ م

 )]١٨-١٧(: آيةالواقعة [ معنيٍ

【[17]长生不老的僮仆，轮流着服待他们，

[18]捧着盏和壶，与满杯的醴泉。】P395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هِملَيع طُوفي ونثُوراًلْدلُؤاً ملُؤ مهتِسبح مهتأَيونَ إِذَا رلَّدخانٌ م 

 )]١٩(: اِإلنسان آية[

【许多长生不老的少年，轮流着服侍他们。

当你看见那些少年的时候，你以为他们是些散漫

的珍珠。】P396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وانٌ لَّهلْمغ هِملَيع طُوفونٌيكْنم لُؤلُؤ مهكَأَن آية لطورا[ م :

)٢٤[( 

【他们的僮仆轮流着服侍他们，那些僮仆，

                                                        
①
《大事章》第 17-18节

 

②
《人章》第١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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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藏在蚌壳里的珍珠一样。】① 
 

-天堂居民吃的第一种食品：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阿布杜拉·本·色俩姆请教先知穆罕默德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天堂的居民吃的第

一种食品是什么？先知说： 

عن أنس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أ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سالم  -١

: فقال ما أول طعام يأكله أهل الجنة؟ F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سأل النبي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زَياَدُة َكِبِد ُحوٍت«

 “是鱼肝尖。”P398F

② 

-稍巴尼（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我在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身边站着，

来了一位犹太学者……犹太学者说：“……谁是

第一个过桥者？”使者说： 

                                                        
①
《山岳章》第 24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2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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كنت قائمًا عند رسول اهللا : ثوبان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٢

F َفَمْن أول .. ل اليهوديفقا: -وفيه-... فجاء َحبر من أحبار اليهود

فما تحفتهم : قال اليهودي »ُفَقَراُء الُمَهاِجِريَن«: قالالناس إجازة؟ 

فقال فما غذاؤهم على  »ِزَياَدُة َكِبِد النُّوِن«: قال حين يدخلون الجنة؟

» ُيْنَحُر َلـُهـْم َثوُر الَجنَِّة الَِّذي َكاَن َيْأُكُل ِمْن َأْطَراِفَها«: قالإثرها؟ 

. »ُتَسمَّى َسْلَسِبيًال ِمْن َعْيٍن ِفْيـَها«: قال فما شرابهم عليه :قال

 أخرجه مسلم

 “迁士中的穷人。”犹太学者说：“当他们

进入天堂时，他们所得到的礼品是什么？”使者

说：“是鱼肝尖。”他说：“他们紧接着吃什么呢？”

使者说：“天堂中牧放的一头公牛被宰杀供他们

享用。”他说：“他们喝什么？”使者说：“喝天

堂中有名的‘清快泉’的水。” P399F

① 
 

-描述天堂居民的食品： 
 

-清高的真主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315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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طَاف علَيهِم بِصحاف من يأَزواجكُم تحبرونَو دخلُوا اجلَنةَ أَنتما

 أَنتم فيها خالدونَو ذُّ اَألعينلَتو فيها ما تشتهِيه اَألنفُسو أَكْوابٍو ذَهبٍ

 )]٧١-٧٠(: آيةالزخرف [

【[70]“你们和你们的妻子，愉快地进乐园

去吧！[71]将有金盘和金杯，在他们之间依次传

递。乐园中有心所恋慕，眼所欣赏的乐趣，你们

将永居其中。】P400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يمالَت ةثَلُ اجلَن قُواملُت دعمائا دأُكُلُه ارها اَألنهتحن ترِي مجونَ ت 

اولُّه٣٥(: آية دالرع[ ظ[( 

【已应许敬畏者的乐园，其情状是这样的：

那乐园下临诸河，其中的果实是永恒的，其中的

荫影也是永恒的。】P401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ونَوريختا يمم ةهفَاكرٍومِ طَيونَ لَحهتشا يمآيةالواقعة [ م :

                                                        
①
《金饰章》第 70-71节 

②
《雷霆章》第 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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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٢١-٢٠[( 

【[20]他们有自己所选择的水果，[21]和自

己所爱好的鸟肉。】P402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احلاقة آية[ اشربوا هنِيئاً بِما أَسلَفْتم في اَأليامِ اخلَاليةو لُواكُِ

)٢٤[( 

【你们可以愉快地饮食，因为你们在过去的

岁月中行过善。】P403F

②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 Fقال النبي  :أبي سعيد الخدر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٥

َتـُكوُن اَألْرُض َيوَم الِقَياَمِة ُخْبَزًة َواِحَدًة، َيَتـَكفَُّؤَها الجبَّاُر ِبَيِدِه، «

فأتى  -وفيه- .»َكَما َيْكَفُؤ َأَحُدُكْم ُخْبَزَتـُه ِفي السََّفِر ُنُزًال ألْهِل الَجنَِّة

إَداُمُهـْم َباالٌم : قال َأال ُأْخِبُرَك ِبإَداِمِهـْم؟: فقال. ..رجل من اليهود

                                                        
①
《大事章》第 20-21节

 

②
《真灾章》第 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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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هـَما َثْوٌر َوُنوٌن َيْأُكُل ِمْن َزاِئَدِة َكِبِد: َقاَل وَما َهَذا؟: قالواَوُنوٌن، 

 متفق عليه .َسْبُعوَن َأْلفًا

 “复生日，大地将成为一个面包，强悍的

主亲自保护它，犹如你们某人在旅行中保护他的

面包一样，作为天堂居民客栈中的食物。”在其

中提到：来了一个犹太人，……他说：“我可以

告诉你他们的长久的食物吗？”使者说：“可以。”

他说：“他们的食物是巴拉姆和鲸鱼。”他们（众

圣门弟子）问：“那是什么？”他说：“公牛和鱼，

它俩的肝尖足够七万人的。”P404F

①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我听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يقول Fالنبي سمعت : جاب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٦

ال َيُبوُلوَن، إنَّ َأْهَل الَجنَِّة َيْأُكُلوَن ِفْيـَها، َوَيْشَرُبوَن، َوال َيْتِفُلوَن، َو«

ُجَشاٌء «: قال فما بال الطعام؟: قالوا »َوال َيَتَغوَُّطوَن، َوال َيـْمَتـِخُطون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20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79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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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رْشٌح َكَرْشِح المْسِك ُيْلـَهـُموَن التَّْسِبْيـَح َوالتَّْحـِميَد َكَما ُيْلـَهـُموَن 

 أخرجه مسلم. »النََّفَس

 “天堂的居民在天堂中吃喝，他们不便不

溺，不流鼻涕。”他们（众圣门弟子）说：“那又

是什么食物呢？”使者说：“他们的饮食如麝香

散发出来的气味，他们轻松愉快地赞主超绝和赞

主至大，犹如他们轻松愉快地呼吸一样。” P405F

①
P  

-欧特白图·本·阿布杜勒素来米（愿主

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كنت جالسًا : عتبة بن عبد السلم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٧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أسمعك تذكر : فجاء أعرابي فقال Fمع رسول اهللا 

ي يعن-شجرة في الجنة ال أعلم في الدنيا شجرة أكثر شوكًا منها 

َفإنَّ اَهللا َيـْجَعُل َمَكاَن ُكلِّ َشْوَكٍة ِمْثَل «: Fف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الطلح

ِفيَها َسْبُعوَن َلْونًا ِمَن  -يعني المخصي- ِخْصَيِة التَّْيِس الَمْلُبوِد

أخرجه الطبراني في الكبير . »الطََّعاِم ال ُيْشِبـُه َلْوُنـُه َلْوَن اآلَخِر

 وفي مسند الشاميين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3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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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坐在一起，来了一个游牧人，他说：‘主

的使者啊！我听你提到在天堂里有一棵树，我不

知道在今世里有比它更多刺的树了。’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真主使每根

刺的位置都类似健壮的公山羊蛋一样大，在其中

有七十种不同的菜肴’。”① 
 

-描述天堂居民的饮料： 
 

-清高的真主说： 

اِإلنسان  [ يشربونَ من كَأْسٍ كَانَ مزاجها كَافُوراً نَّ اَألبرارإِ

 )]٥(: آية

【善人们必得饮含有樟脑的醴泉。】P407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جنَبِيالًوا زهاجزا كَأْساً كَانَ ميهنَ فقَوس١٧(: اِإلنسان آية[ ي[( 

                                                        
①
《泰白拉尼大词汇集》（130/7），《萨米伊尼圣训集》（282/1），《正

确丛书》第 2734段 
②
《人章》第 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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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得用那些杯饮含有姜汁的醴泉。】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مٍيتخيقٍ محن رنَ مقَوسخكسم هامت افَسِ ونتفَلْي كي ذَلف

: املطففني آية[شرب بِها املُقَربونَيناً يعمزاجه من تسنِيمٍواملُتنافسونَ 

)٢٨-٢٥[( 

【[25]他们将饮封存的天醇，[26]封瓶口

的，是麝香。让贪爱这种幸福的人们，争先为善

吧！[27]天醇的混合物，是由太斯尼姆来的，[28]

那是一眼泉水，真主所亲近的人将饮它。】 P409F

②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ابن عم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عن -٤

َنـْهٌر ِفي الَجنَِّة، َحاَفَتاُه ِمْن َذَهٍب، َوَمـْجَراُه َعَلى الدُّرِّ  الَكْوَثُر«

َوالَياُقوِت، ُتْرَبُتـُه َأْطَيُب ِمَن الِمْسِك، َوَماُؤُه َأْحَلى ِمَن الَعَسِل، 

 أخرجه الترمذي وابن ماجه.»َوَأْبَيُض ِمَن الثَّْلـِج

                                                        
①
《人章》第١٩节 

②
《称量不公章》第 22-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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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塞尔’是天堂里的一条河，其两边是

黄金岸，河床是珍珠和宝石，其泥土比麝香还美，

水比蜜还甜，比雪还白。”① 

 

-描述天堂的树木及水果： 
 

1-清高的真主说： 

اواللُهظ هِملَيةً عانِيد يالًوذْلا تقُطُوفُه اِإلنسان آية [ ذُلِّلَت :

)١٤[( 

【乐园的荫影覆庇着他们，乐园的果实，他

们容易采摘。】 P411F

② 

2-清高的真主说： 

املرسالت [ما يشتهونَ مفَواكه وعيونو نَّ املُتقني في ظاللٍإِ

 )]٤٢-٤١( ：آية

【[41]敬畏的人们，必定在树荫之下，清泉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361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伊

本马哲圣训集》第 4334段 
②
《人章》第 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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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滨，[42]享受他们爱吃的水果。】① 

3-清高的真主说：清高的真主说： 

مةريكَث ةها بِفَاكيهونَ فعدا ييهف نيئكت ابٍورص آية[ ش :

)٥١[( 

【他们在园中，靠在床上；他们在园中叫人

拿种种水果和饮料来。】P413F

② 

4-清高的真主说： 

واترن كُلِّ الثَّما ميهف م١٥: (حممد آية[ لَه([ 

【他们在乐园中，有各种水果，可以享受。】P414F

③ 

5-清高的真主说： 

 ])٣٢-٣١: (آيةالنبأ [ أَعناباًو دائقحِنَّ للْمتقني مفَازاًإِ

【[31]敬畏的人们必有一种收获，[32]许多

园圃和葡萄。】P415F

④ 

6-清高的真主说： 

انفجوز ةهن كُلِّ فَاكا م٥٢(: الرمحن آية[ يهِم[( ا فيهِم
                                                        

①
《天使章》第 41-42节 

②
《萨德章》第٥١节 

③
《穆罕默德章》第١٥节 

④
《消息章》第 31-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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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٦٨(: ةالرمحن آي[ رمانٌو نخلٌو فَاكهةٌ

【在那两座乐园里，每种水果，都有两样。】P416F

①
P

【在那两座乐园里，有水果，有椰枣，有石榴。】P417F

② 

7-清高的真主说： 

ينِنيآم ةها بِكُلِّ فَاكيهونَ فع٥٥(: الدخان آية[ د[( 

【他们在乐园中，将安全地索取各种水

果。】 P418F

③ 

8-清高的真主说： 

نيِومالي ابحا أَصنيِ ممالي ابحأَصفودضخرٍ مدي سطَلْحٍ و

ودنضملٍّوظ وددممكُوبٍوساٍء مموةريكَث ةهالَ فَاكةقْطُوعم  الَو 

مةوعن٣٣-٢٧(: الواقعة آية[م[( 

【[27]幸福者，幸福者是何等的人？[28]

他们享受无刺的酸枣树，[29]结实累累的（香蕉）

树；[30]漫漫的树荫；[31]泛泛的流水；[32]

丰富的水果，[33]四时不绝，可以随意摘食。】P419F

④ 
                                                        

①
《至仁主章》第 52节 

②
《至仁主章》第 68节 

③
《烟雾章》第 55节 

④
《大事章》第 27-33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379 
 

 

9-清高的真主说： 

 فةيالع ةنقُ ي جا دةٌ طُوفُهلُواِكُانِي و ملَفْتا أَسنِيئاً بِموا هبراش

ةيامِ اخلَالي اَألي٢٤-٢٢(: احلاقة آية[ ف[( 

【[22]在崇高的乐园里，[23]那里面的水果

伸手可得。[24]“你们可以愉快地饮食，因为你

们在过去的岁月中行过善。”】 P420F

① 

10-马立克·本·率阿率阿（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登

霄的故事里提到，先知说： 

نهما في قصة مالك بن صعصعة رضي اهللا ع عن -١٠

ي ِسْدَرُة ــِْت لـَوُرِفَع«: الــق Fي ـأن النب :-وفيه–المعراج 

ُه آَذاُن الُفُيوِل، ــَأنَّـالمْنَتـَهى َفإَذا َنِبُقَها َكَأنَُّه ِقالُل َهَجَر، َوَوَرُقَها َك

، َنـْهَراِن َباِطَناِن، َوَنـْهَراِن َظاِهَراِن: ِفي َأْصِلـَها َأْرَبـَعُة َأْنـَهاٍر

َأمَّا الَباِطَناِن َفِفي الَجنَِّة، َوَأمَّا الظَّاِهَراِن النِّيُل : َفَسأْلُت ِجْبريَل، َفَقاَل

 متفق عليه .»َوالُفَراُت

 “当我被带到极境的酸枣林时，树的果实

                                                        
①
《真灾章》第 22-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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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海杰尔市水罐那么大，树的叶子如大象的耳

朵，四条河流从其根部流出，两条明河，两条暗

河。我问吉布拉依赖，他告诉我：‘两条暗河是

天堂中的河，两条明河是尼罗河和幼发拉底

河’。”①  

11-艾布塞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إنَّ «: قال Fعن النبي أبي سعي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١١

ِفي الَجنَِّة َلَشَجَرًة َيِسْيُر الرَّاِكُب الَجواَد َأو المَضمََّر السَّريَع ماَئَة 

 متفق عليه. »َعاٍم َما َيـْقَطُعَها

 “在天堂里有一棵树，乘骑赛马在其树荫

下跑一百年，也跑不出其范畴。”P422F

② 

12-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١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07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162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53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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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أخرجه الترمذي. »ما ِفي الَجنَِّة َشَجَرٌة إلَّا َوَساُقَها ِمْن َذَهٍب«

 “天堂中所有树的树干都是黄金的。”P423F

① 
 

-描述天堂的河流： 
 

-清高的真主说： 

ها عملُوا الصالحات لَهم جنات تجرِي من تحتو نَّ الَّذين آمنواإِ

الكَبِري زالفَو كذَل اره١١: (آية الربوج[ اَألن([ 

【信道而且行善的人们，必入下临诸河的乐

园，那确是伟大的成功。】P424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يمالَت ةثَلُ اجلَن اون مم ارها أَنيهقُونَ فاملُت دنٍ ٍءعرِ آسغَي ن وم ارهأَن

همطَع ريغتي نٍ لَّملَّب وارهأَن ارِبِنيلِّلش رٍ لَّذَّةمخ نم ىوفصلٍ مسع نم ارهأَن 

واترن كُلِّ الثَّما ميهف ملَه وهِمبن رةٌ مرفغ١٥: (حممد آية[ م([ 

【敬畏的人们所蒙应许的乐园，其状况是这

样的：其中有水河，水质不腐；有乳河，乳味不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525段 

②
《十二宫章》第١١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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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有酒河，饮者称快；有蜜河，蜜质纯洁；他

们在乐园中，有各种水果，可以享受；还有从他

们的主发出的赦宥。】① 

-清高的真主说： 

 ي مقْعد صدقٍ عند مليك مقْتدرٍفنهرٍو نَّ املُتقني في جناتإِ

 ])٥٥-٥٤: (آية القمر[

【[54]敬畏的人们，必定在乐园里，在光明

中，[55]在全能的主那里，得居一个如意的地

位。】P426F

②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قال Fالنبي أنس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عن -٤

َبْيَنَما َأَنا َأسيُر ِفي الَجنَِّة إَذا َأَنا ِبَنـَهٍر َحاَفَتاُه ِقباُب الدُّرِّ الُمـَجوَِّف، «

َهَذا الَكْوَثُر الَِّذي َأْعَطاَك َربَُّك، َفإَذا : ُقْلُت َما َهَذا َيا ِجْبِريُل؟ َقاَل

                                                        
①
《穆罕默德章》第١٥节 

②
《月亮章》第 54-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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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طيُبـُه، َأْو طيُنـُه ِمْسٌك أْذَفُر

 “正当我在天堂中夜行，突然我看见一条

河，两边都是空心的珍珠圆顶屋，我问吉布拉依

赖：‘这是什么呀？吉布拉依赖！’他说：‘这是

你的主恩赐你的考塞尔——多福河；’其香味比

麝香还美。” P427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٥

F:»َسْيـَحاُن َوَجْيـَحاُن، َوالُفَراُت َوالنِّيُل، ُكلٌّ ِمْن َأْنـَهاِر الَجّنِة« .

 جه مسلمأخر

 “锡尔河、阿姆河P428F

②
P、幼发拉底河、尼罗河

均属天堂的河流。” P429F

③ 
 

-描述天堂的泉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81段 

②
译者注：锡尔河与阿姆河位处接近沙姆的亚美尼亚地区，详见《穆

斯林圣训集注释》，作者：脑威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3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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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٤٥(: آية جراحل[عيون و نَّ املُتقني في جناتإِ

【敬畏者们必定在一些乐园和源泉之间。】P430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يناً يشرب ع يشربونَ من كَأْسٍ كَانَ مزاجها كَافُوراً نَّ اَألبرارإِ

 ادبا عفْجِرياًبِها تهونرفَجي ٦-٥(: اِإلنسان آية [ اللَّه[( 

【[5]善人们必得饮含有樟脑的醴泉，[6]

即真主的众仆所饮的一道泉水，他们将使它大量

涌出。】P431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نِيموسن تم هاجزمعناً يونَ يبا املُقَربِه براملطففني آية[ش： 

)٢٨-٢٧[( 

【[27]天醇的混合物，是由太斯尼姆来的，

[28]那是一眼泉水，真主所亲近的人将饮它。】P432F

③ 

                                                        
①
《石谷章》第 45节 

②
《人章》第 5-6节

 

③
《称量不公章》第 22-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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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فانرِيجت اننيا ع٥٠(: الرمحن آية[ يهِم[(  ف اننيا عيهِم

انتاخض٦٦(: ةالرمحن آي[ ن( [ 

【在那两座乐园里，有两眼流行的泉源。】P433F

①
P

【在那两座乐园里，有两眼涌出的泉源。】P434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جنَبِيالً وا زهاجزا كَأْساً كَانَ ميهنَ فقَوسيى عمسا تيهناً في

 )]١٨-١٧( :اِإلنسان آية[يالًسلْسبِ

【[17]他们得用那些杯饮含有姜汁的醴泉，

[18]即乐园中有名的清快泉。】 P435F

③ 
 

-描述天堂居民的妻室： 
 

-清高的真主说： 

ات ينلَّذاليهف يندالخ ارها اَألنهتحن ترِي مجت اتنج هِمبر ندا عقَو 

ةٌورطَهم اجوأَز واللَّه نانٌ مورِض وصب اللَّهادببِالْع آل عمران آية[ري： 

                                                        
①
《至仁主章》第 50节 

②
《至仁主章》第 66节 

③
《人章》第 17-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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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١٥[( 

【敬畏者得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下临诸河

的乐园，他们得永居其中，并获得纯洁的配偶，

和真主的喜悦。真主是明察众仆的。】P436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صحابِ َألرباً أَتراباًعبكَاراًأَجعلْناهن فَنا أَنشأْناهن إِنشاًءإِ

 )]٤٠-٣٥(: الواقعة آية[رِينثُلَّةٌ من اآلخولَّةٌ من اَألولنيثُاليمنيِ

【[35]我使她们重新生长，[36]我使她们常

为处女，[37]依恋丈夫，彼此同岁；[38]这些都

是幸福者所享受的。[39]他们是许多前人[40]

和许多后人。】P437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الصافات [أَنهن بيض مكْنونٌكَدهم قَاصرات الطَّرف عنيعن

 )]٤٩-٤٨(: آية

【[48]他们将有不视非礼的、美目的伴侣，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5节 

②
《大事章》第 35-40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387 
 

 

[49]她们仿佛被珍藏的鸵卵样。】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ع ورحكَني ونلُؤِ املَكْنثَالِ اللُّؤأَملُونَجمعوا يا كَاناًء بِمز 

 )]٢٤-٢٢(: الواقعة آية[

【[22]还有白皙的、美目的妻子，[23]好象

藏在蚌壳里的珍珠一样。[24]那是为了报酬他们

的善行。】P439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قَف يهِنملَهقَب إِنس نثْهطْمي لَم فالطَّر اتراص الَو فَانٌّج بِأَي

 انكَذِّبا تكُمبكَآالِء راقُوتالي نهأَن انُوجرالرمحن آية[ الْم :

)٥٨-٥٦[( 

【[56]在那些乐园中，有不视非礼的妻子，

在他们的妻子之前，任何人和任何精灵都未与她

们交接过。[57]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

恩典呢？[58]她们好象红宝石和小珍珠一样。】P440F

③ 

                                                        
①
《列班者章》第 48-49节

 

②
《大事章》第 27-33节

 

③
《至仁主章》第 56-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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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نٌف ور حكُما تكَذِّبان بِأَي آالِء ربفَ يهِن خيرات حسا

امِقْميي اخلف اتور٧٢-٧٠(: الرمحن آية[ص[( 

【[70]在那些乐园里，有许多贤淑佳丽的女

子。[71]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

呢？[72]他们是白皙的，是蛰居于帐幕中的。】P441F

①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النبي  أنس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عن -٧

اهللا َأْو َغْدَوٌة َخْيٌر ِمَن الدُّْنَيا َوَما ِفيَها، َوَلَقاُب  َلَرْوَحٌة ِفي َسِبيِل«

َخْيٌر ِمَن  -َيـْعِني َسْوَطُه- ٍدـَقْوِس َأَحِدُكْم ِمَن الَجنَِّة، َأْو َمْوِضُع ِقْي

الدُّْنَيا َوَما ِفيَها، َوَلْو َأنَّ اْمَرأًة ِمْن َأْهِل الَجنَِّة اطََّلَعْت إَلى َأْهِل 

َألَضاَءْت َما َبْيَنـُهـَما، َولمَألْتـُه ِريحًا، َوَلَنِصيُفَها َعَلى َرْأِسَها اَألْرِض 

 متفق عليه .»َخْيٌر ِمَن الدُّْنَيا َوَما ِفيَها

“为主道出去一个早晨或一个下午，比今世

及其中的一切都更好，你们某人在天堂中获得一

                                                        
①
《至仁主章》第 70-7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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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或一鞭之地，比今世及其中的一切都更好。假

若天堂中的某个女人俯视一下大地上的居民，她

的光亮一定会照亮天地之间，她的香气一定会充

满其间，她头上的盖头比今世及其中的一切都更

好。”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رسول اهللا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عن -٨

إنَّ َأوََّل ُزْمَرٍة َتْدُخُل الَجنََّة َعلَى ُصوَرِة الْقَمِر َلْيَلَة الَبْدِر، َوالَِّتي «

ِمْنـُهـْم  َتِليَها َعَلى َأْضَوِء َكْوَكٍب ُدرِّيٍّ ِفي السََّماِء، ِلُكلِّ اْمِرٍئ

َزْوَجَتاِن اْثَنَتاِن، ُيَرى ُمـخُّ ُسوِقِهـَما ِمْن َوَراِء اللَّْحـِم، َوَما ِفي الَجنَِّة 

 متفق عليه .»أْعَزٌب

 “第一批进入天堂的人面容宛如‘白德尔’

之夜的圆月，然后跟着他们进去的人比天上灿烂

的明星更加耀眼。他们每一个人有两个妻子，美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796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188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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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得玲珑透体，在天堂里没有单身者。”① 
 

-天堂的香气： 
 

那是根据不同的人、以及他们的地位和级别

的彼此悬殊而各不相同。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١

F:» َّإنَّ أوََّل ُزْمَرٍة َيْدُخُلوَن الَجنََّة َعَلى ُصوَرِة الَقَمِر َلْيَلَة الَبْدِر، ُثم

، ال َيُبوُلوَن الَِّذيَن َيُلوَنـُهـْم َعَلى أَشدِّ َكْوَكٍب ُدرِّيٍّ ِفي السََّماِء إَضاَءًة

َوال َيَتَغوَُّطوَن، َوال َيْتِفُلوَن َوال َيـْمَتـِخُطـوَن، أْمَشاُطُهـُم الذََّهـُب، 

 -األَلْنُجوُج، ُعوُد الطِّيِب- َوَرْشُحُهـُم الِمْسـُك، َوَمـَجاِمُرُهـُم اُألُلـوَُّة

ى ُصوَرِة أِبيِهـْم َوأْزَواُجُهـُم الُحوُر الِعيُن، َعَلى َخْلِق َرُجٍل َواِحٍد، َعَل

 متفق عليه .»آَدَم، ِستُّوَن ِذَراًعا ِفي السََّماِء

 “第一批进入天堂的人面容宛如‘白德尔’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4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34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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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夜的圆月，然后跟着他们进去的人比天上灿烂

的明星更加耀眼。他们无便无溺，不流鼻涕，不

吐痰，他们用的梳子都是金制的，他们的汗水如

麝香，他们的香炉中的燃料是沉香，他们的妻子

是纯洁美丽的仙女。他们的秉性宛如一人，都长

得酷似人祖阿丹在天上的模样身高六丈。”① 

-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 قال Fأن النبي 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عمرو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٢

َمْن َقَتَل ُمَعاَهدًا َلـْم َيَرْح َراِئَحَة الَجنَِّة، َوإنَّ ِريَحَها ُيوَجُد ِمْن «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مِسيَرِة َأْرَبـِعيَن َعامًا

 “谁杀害了与穆斯林结约得到保护者，谁

就闻不到天堂的气息。的确，天堂的气息在四十

年的行程之外就能闻到。”P445F

②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27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34段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403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68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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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传述中，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أخرجه . »َوإنَّ ِريَحَها َلُيوَجُد ِمْن َمِسيَرِة َسْبـِعيَن َخِريفًا« -٣

 الترمذي وابن ماجه

 “的确，天堂的气息在四十个秋季的行程

之外就能闻到。”P446F

① 
 

-天堂居民妻室的歌唱：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

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إنَّ َأْزَواَج «: ق�ال  Fأن النب�ي  عن ابن عم�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الَجنَِّة َلُيـَغنِّيَن َأْزَواَجُهنَّ ِبَأْحَس�ِن َأْص�َواٍت َس�ِمَعَها َأَح�ٌد َق�ّط،       َأْهِل

َنْح��ُن َخي��ُر الِحَس��اِن، َأْزَواُج َق��وٍم ِك��َراٍم،     : إّن ِم��ـمَّا ُي��ـَغنِّيَن ِب��ـهِ  

َنْح�ُن الَخاِل�َداُت َف��ال   : َوإنَّ ِم�ـمَّا ُي�ـَغنِّيَن ِب��ـهِ  . َيْنُظ�ْرَن ِبُق�رَِّة َأْعَي��انِ  

. »َيـُمْتَنـْه، َنْحُن اآلِمَناُت َفال َيـَخْفَنـْه، َنْحُن المقيَماُت َف�ال َيْظَعنَّ�هْ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16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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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أخرجه الطبراني

 “天堂居民的妻室以最优美动听的声音她们的

丈夫一个人歌唱，只有她们的丈夫一个人能听到

她们的歌声。她们的歌词是：我们是最优美、最

纯洁的，是高尚者的妻室，是赏心悦目的；她们

的歌词有：我们是永生不死的、我们是平安无忧

的、我们是永居不分离的。”P447F

① 
 

-天堂居民的房事： 
 

-清高的真主说： 

أَزواجهم في و مهحاب اجلَنة اليوم في شغلٍ فَاكهونَنَّ أَصإِ

 )]56-٥5(:آية يس[ ظاللٍ علَى اَألرائك متكئُونَ

【[55]乐园的居民在那日确是从事于愉乐

的。[56]他们和自己的配偶，在树荫下，靠在床

上。】P448F

② 

                                                        
①
《泰白拉尼大词汇集》第 4917段， 

②
《雅辛章》第 51-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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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德·本·艾尔盖慕（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ول اهللا ـــال رســق :الـــزيد بن أرقم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 عن -٢

F :»ي ــــــِة َرُجٍل ِفـــِل الَجنَِّة َلُيـْعَطى ُقوََّة ِماَئــْن َأْهـَل ِمــإنَّ الرَُّج

: ن اليهودمقال رجل ـ، ف»َوِة َوالِجـَماِعــــــْرِب َوالشَّْهــــــاَألْكِل َوالشُّ

اهللا ال رسول ـــقـــف ة،ـاجحه اللـون كـرب تـإن الذي يأكل ويشف

F: »َحاَجُة َأَحِدِهـْم َعَرٌق َيِفيُض ِمْن ِجْلِدِه، َفإَذا َبْطُنـُه َقْد َضِمَر« .

 أخرجه الطبراني والدارمي

 “的确，天堂中的一个男人在吃、喝、欲

望和房事方面有一百个男子的能力。”有一个犹

太男子询问道：“吃喝者都是有需要的！”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他们的需

要是从其皮肤中流出的汗水，当汗水流出后，其

肚腹确已干瘪了。”P449F

① 

                                                        
①
《泰白拉尼大词汇集》第 4917段，原文出自《泰白拉尼大词汇集》，

《达尔米圣训集》第 27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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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有人询问： 

هل : قيل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٣

إنَّ الرَُّجَل َلَيِصُل ِفي الَيْوِم إَلى «: فقالنصل إلى نسائنا في الجنة؟ 

 أخرجه الطبراني وأبو نعيم في صفة الجنة. »ِماَئِة َعْذَراَء

 “主的使者啊！在天堂里我们能与我们的

妻子房事吗？”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天堂中的一个男子在一天里确能与

一百个处女房事。”P450F

① 
 

-天堂中的孩子：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ه قالعن أبي سعيد الخدري رضي اهللا

                                                        
①
《泰白拉尼中词汇集》第 4917段，《艾布奈尔姆圣训集》对天堂的

描述篇，第 373段，《正确丛书》第 36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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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المْؤِمُن إَذا اْشَتـَهى الَوَلَد ِفي الَجنَِّة َكاَن َحـْمُلـُه َوَوْضُعُه

 أخرجه أحمد والترمذي . »َوِسنُُّه ِفي َساَعٍة َكَما َيْشَتـِهي

 “当信士在天堂里向往孩子时，就会怀孕、

分娩，孩子的年龄瞬间就能成为他所向往的。”P451F

① 
 

-天堂居民持久的恩典： 
 

当天堂的居民进入天堂时，众天使来见他

们，并以天堂中各种他们闻所未闻的、永恒恩典

向他们报喜。 

-清高的真主说： 

يمالَت ةثَلُ اجلَن قُواملُت دعمائا دأُكُلُه ارها اَألنهتحن ترِي مجونَ ت 

اوقَوات ينى الَّذقْبع لْكا تلُّهظ وارالن رِينى الكَافقْب٣٥(: آية دالرع[ ع[( 

【已应许敬畏者的乐园，其情状是这样的：

那乐园下临诸河，其中的果实是永恒的，其中的

荫影也是永恒的。这是敬畏者的果报；不信道者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1079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56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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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果报是火狱。】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النبي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عن -٢

ْسَقُموا َأَبدًا، َوإّن َلُكْم َأْن إنَّ َلُكْم َأْن َتِصحُّوا فال َت: ُيَناِدي ُمَناٍد«

َتـْحَيْوا فال َتـُموُتوا َأَبدًا، َوإنَّ َلُكْم َأْن َتِشبُّوا فال َتـْهَرُموا َأَبدًا، َوإنَّ 

Ö Õ Ô ( :فذلك قوله عزوجل» َلُكْم َأْن َتْنَعُموا َفال َتْبَأُسوا َأَبدًا
Û Ú Ù Ø ×( أخرجه مسلم 

 “呼喊者呼吁道：‘你们永远健康无病，你

们永生不死，你们永远年轻不老，你们永享恩惠

不会绝望’。那是因为真主说：【或者将大声地对

他们说：‘这就是你们因自己的行为而得继承的

乐园P453F

②
P’】。”P454F

③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有

人询问：“主的使者啊！天堂的居民睡觉吗？” 

                                                        
①
《雷霆章》第 35节 

②
《高处章》第 43节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3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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هل ينام : قيل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جاب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٣

 أخرجه البزار .»ال، النَّْوُم َأُخو الَمْوِت«: قالأهل الجنة؟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他们不睡觉，睡觉是死亡的兄弟。” P455F

① 
 

-天堂的级别： 
 

-清高的真主说： 

أَكْبر و لَآلخرةُ أَكْبر درجاتو نظُر كَيف فَضلْنا بعضهم علَى بعضٍا

 )]٢١(: إلسراء آيةا[ تفْضيالً

【你看我怎样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

一部分人；后世确是品级更高，优越更甚的。】P456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فَأُو اتحاللَ الصمع ناً قَدمؤم هأْتن يم اتجرالد ملَه كلَئو

ذَلك جزاُء من و اَألنهار خالدين فيها نات عدن تجرِي من تحتهاجالعلَى

 ])٧٦-٧٥(: طه آية[تزكَّى

                                                        
①
《班拉兹圣训集》第 3517段，《正确丛书》第 1087段 

②
《夜行章》第 2١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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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信道行善而来见主者，得享最高的品

级[76]——常住的乐园，下临诸河，而永居其中。

那是纯洁者的报酬。】① 

-清高的真主说： 

ابِقُونَ وابِقُونَ السونَأُ السباملُقَر كلَئثُ ونيلاَألو نلَّةٌ مثُلَّةٌ و

رِيناآلخ ن١٤-١٠(: الواقعة آية[ م[( 

【[10]最先行善者，是最先入乐园的人，[11]

这等人，确是蒙主眷顾的。[12]他们将在恩泽的

乐园中。[13]许多前人[14]和少数后人。】 P458F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ن «: Fنبي قال ال: 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٤

آَمَن ِباهللا َوِبَرُسوِلـِه، َوَأَقاَم الصَّالَة، َوَصاَم َرَمَضاَن، َكاَن َحقًا َعَلى 

اهللا َأْن ُيْدِخَلـُه الَجنََّة، َجاَهَد ِفي َسِبْيِل اهللا، َأْو َجَلَس ِفي َأْرِضِه الَِّتي 

 .أفال نبشر الناس؟: فقالوا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Cُوِلَد ِفيَها

                                                        
①
《塔哈章》第٧5-76节 

②
《大事章》第 10-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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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信真主及其使者、并且力行拜功、封

‘赖麦丹’月的斋戒者，真主负责使其进入天堂，

无论他是为主道奋斗，或者是坐在家中。”他们

（众圣门弟子）说：“难道我们不应把这个喜讯

告诉人们吗？”  

إنَّ ِفي الَجنَِّة ِماَئَة َدَرَجٍة َأَعدََّها اُهللا ِلْلـُمـَجاِهِديَن ِفي «: قال

ُم َسِبيِل اهللا، َما َبْيَن الدََّرَجَتيِن َكَما َبْيَن السََّماِء َواَألْرِض َفإَذا َسَأْلُتـ

: ، أراه قال»اَهللا َفاْسَأُلوُه الِفْرَدوَس َفإنَُّه َأْوَسُط الَجنَِّة، َوَأْعَلى الَجنَِّة

أخرجه . »َوَفوَقُه َعْرُش الرَّْحـَمِن، َوِمْنـُه َتَفجَُّر َأْنـَهاُر الَجنَِّة«

 البخاري

使者又说：“的确，在天堂中有真主为参加

主道奋斗者准备的一百个品级，每两品级之间的

距离犹如天地之遥。如果你们向真主祈求时，你

们当向他祈求费尔道斯天堂，的确，它是最中央

的天堂，是最高的天。”我认为他还说了 P459F

①
P：“其

                                                        
①
译者注：这是伊玛目布哈里的老师耶哈亚·本·刷利哈说的话，详

情查阅《布哈里圣训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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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就是至慈主的‘阿尔西’，天堂里的诸河从

中流出。”① 
 
-升高信士子孙的品级，即使他们曾经

没有善功也罢！ 
 
清高的真主说： 

واونآم ينالَّذ ذُو ا بِهِمقْنأَلْح انم بِإِميهتيذُر مهتعباترمهتي م واهنا أَلَتم

 )]٢١(: آية لطورا[ما كَسب رهنيمن عملهِم من شيٍء كُلُّ امرِئٍ بِ

【自己信道，子孙也跟着信道者，我将使他

们的子孙与他们同级，我不减少他们的善功一丝

毫。每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P461F

②
P  

 

-描述天堂中的庇荫： 
 

-清高的真主说： 

واونآم ينالَّذ ن ورِي مجت اتنج ملُهخدنس اتحاللُوا الصمع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790段 

②
《山岳章》第 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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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داً لَّها أَبيهف يندالخ ارها اَألنهتحةٌ ترطَهم اجوا أَزيهف يالًوظَل الظ ملُهخدن 

 )]٥٧(: لنساء آيةا[

【信道而且行善者，我将使他们入下临诸河

的乐园，而永居其中。他们在乐园里有纯洁的配

偶，我将使他们入于永恒的庇荫中。】P462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نيِومالي ابحا أَصنيِ ممالي ابحأَصفودضخرٍ مدي سطَلْحٍ و

ودنضمووددملٍّ م٣٣-٢٧(: آيةالواقعة [ ظ[( 

【[27]幸福者，幸福者是何等的人？[28]

他们享受无刺的酸枣树，[29]结实累累的（香蕉）

树；[30]漫漫的树荫。】P463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الَ م كائلَى اَألرا عيهف نيئكتساًيما شيهنَ فور الَو 

رِيراًزهماواللُهظ هِملَيةً عانِيد يالًوذْلا تقُطُوفُه نسان آيةاِإل[ ذُلِّلَت :

)١٤-١٣[( 

                                                        
①
《妇女章》第 57节 

②
《大事章》第 27-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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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他们在乐园中，靠在床上，不觉炎热，

也不觉严寒。[14]乐园的荫影覆庇着他们，乐园

的果实，他们容易采摘。】P464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يمالَت ةثَلُ اجلَن قُواملُت دعمائا دأُكُلُه ارها اَألنهتحن ترِي مجونَ ت 

اولُّه٣٥(: آية دالرع[ ظ[( 

【已应许敬畏者的乐园，其情状是这样的：

那乐园下临诸河，其中的果实是永恒的，其中的

荫影也是永恒的。】P465F

② 
 

-天堂的高与宽阔： 
 

-清高的真主说： 

وهجةٌ وماعن ذئموي  ةٌ لياضا ريِهعس فةيالع ةنالَي ج عمست 

 )]١١-٨( ：الغاشية آية[ فيها الغيةً

【[8]在那日，将有许多人，是享福的，[9]

                                                        
①
《人章》第 ١٤-١٣ 节 

②
《雷霆章》第 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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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其劳绩而愉快的，[10]他们将在崇高的乐园

中，[11]听不到恶言。】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وا إِلَى مارِعسكُمبن رم ةرفغ واتوما السهضرع ةنج و ضاَألر

نيقتلْمل تد133( ：آل عمران آية[ أُع[( 

【你们当争先趋赴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赦宥，

和那与天地同宽的、已为敬畏者预备好的乐

园。】P467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j i h g f e d c ( :تعالى اهللاقال  -١
 l k w  v u t s r  q p o n m

| { z y  x ~ }   ( ]٢١/دالحدي.[ 

【你们应当争取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赦宥，和

与天地一样广阔的乐园——为信仰真主和众使

者的人们而准备的乐园——那是真主的恩典，他

                                                        
①
《大灾章》第 8-11节 

②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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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赏赐他所意欲者。真主是有宏恩的。】① 
 

-天堂中最高的居所： 
 

阿布杜拉·本·阿慕尔•本•阿税（愿主喜悦

他俩）的传述，他听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عمرو بن العاص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أنه سمع 

ِمْثَل َما َيـُقوُل، ُثمَّ إَذا َسِمْعُتـُم المؤذَِّن َفُقوُلوا «: يقول Fالنبي 

َصلُّوا َعَليَّ، َفإنَُّه َمْن َصلَّى َعَليَّ َصالًة، َصلَّى اُهللا َعَليِه ِبـَها َعْشرًا، 

ُثمَّ َسُلوا اَهللا ِلَي الَوِسيَلَة، َفإنََّها َمْنِزَلٌة ِفي الَجنَِّة ال َتْنَبـِغي إلَّا ِلَعْبٍد 

وَن َأَنا ُهَو، َفَمْن َسَأَل ِلي الَوِسيَلَة َحلَّْت ِمْن ِعَباِد اهللا، َوَأْرُجو َأْن َأُك

 أخرجه مسلم .»َلـُه الشََّفاَعُة

 “当你们听到宣礼员念宣礼词时，你们应

该和宣礼员念的一样，然后你们当祝福我；的确，

谁祝福我一次，真主以此赐福他十次；然后你们

当向真主为我祈求媒介，那是天堂中的一个品

                                                        
①
《铁章》第 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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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在真主的众仆人中只有一个人能获得，我希

望我就是那个人，所以谁为我祈求媒介，他在

复生日将能得到我的说情。”① 
 
-天堂最高层的居民及最低层的居民： 
 
穆阿莱图·本·苏阿白图（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المغيرة بن شعب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هَو َرُجٌل َيـِجيُء : َما َأْدَنى َأْهِل الَجنَِّة َمْنِزَلًة؟ َقاَل: َسَأَل ُموَسى َربَُّه«

َأْي : نََّة، َفَيـُقوُلاْدُخِل الَج: َبـْعَد َما ُأْدِخَل َأْهُل الَجنَِّة الَجنََّة َفُيـَقاُل َلـُه

 َربِّ َكْيَف َوَقْد َنَزَل النَّاُس َمَناِزَلـُهـْم َوَأَخُذوا َأَخَذاِتـِهـْم؟

 “穆萨问他的养主：‘天堂的居民中最低的

品级是什么？’真主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天堂的居民完全都进入天堂之后他来了。有人

对他说：你进天堂去吧！他说：我的主啊！ 我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38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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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进去呢？人们都已经各自占据了自己的位

置，拿走了属于自己的赐赏。’  

َيُكوَن َلَك ِمْثُل ُملِك َمِلٍك ِمن ُمُلوِك  َأَتْرَضى َأْن: َفُيـَقاُل َلـُه

َلَك َذِلَك َوِمْثُلـُه، َوِمْثُلـُه، : َرِضْيُت َربِّ، َفَيـُقوُل: الدُّْنَيا؟ َفَيـُقوُل

َهَذا َلَك : َوِمْثُلـُه، َوِمْثُلـُه، َفَقاَل ِفي الَخاِمَسِة َرِضيُت َربِّ، َفَيـُقوُل

: َما اْشَتـَهْت َنْفُسَك، َوَلذَّْت َعْيُنَك، َفَيـُقوُلَوَعَشَرُة َأْمَثاِلـِه، َوَلَك 

 .َرِضْيُت َربِّ

真主说对他说：‘你拥有类似尘世中一个国

王的疆域，你满意吗？’他说：‘主啊！我满意。’

真主说：‘你拥有这些，还拥有类似的，还拥有

类似的，还拥有类似的，还拥有类似的。’在第

五次时，他说：‘主啊！我满意了。’真主又说：

‘这些都归你，还有类似的十倍，以及你心中所

想的，眼睛所见的。’他说：‘我的主啊！我满意

了。’ 

َأْوَلِئَك الَِّذيَن َأَرْدتُّ، َغَرْسُت : ِزَلًة؟ َقاَلَربِّ َفَأْعالُهـْم َمْن: َقاَل

َكَراَمَتـُهـْم ِبَيِدي، َوَخَتـْمُت َعَليَها، َفَلـْم َتَر َعْيٌن، َوَلـْم َتْسَمْع ُأُذٌ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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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مصداقه في كتاب اهللا عز وجل: قال» َوَلـْم َيـْخُطْر َعَلى َقْلِب َبَشٍر

)x w v u t s r q p(. أخرجه مسلم 

穆萨又问：‘我的主啊！天堂的居民中最高

的品级是什么？’真主说：‘他们是我选拔的人，

我亲自主持他们的荣誉，并完善之。那是眼睛未

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任何人的心中未曾想过

的。其在《古兰经》之中的证据是：【任何人都

不知道已为他们贮藏了什么慰藉P470F

①
P】。”P

 
471F

② 

在另一传述中阐明了天堂的居民中最低的

品级： 

  متفق عليه. »َفإنَّ َلَك ِمْثَل الدُّْنَيا َوَعَشَرَة َأْمَثاِلـَها«

“的确，你拥有类似尘世及其十倍的恩

惠。”P472F

③ 
 
-天堂的居民所享有的最伟大的恩典： 
 

                                                        
①
《叩头章》第١٧节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189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71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8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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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 ~ ے ¡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 -١

 ° ¯ ® ¬ « ª ©  ̈ § ¦ ¥

º ¹  ̧¶ µ ´ ³ ² ±   ( ]٧٢/ التوبة[. 

【真主应许信道的男女们将进入下临诸河

的乐园，并永居其中，他们在常住的乐园里，将

有优美的住宅，得到真主的更大的喜悦；这就是

伟大的成功。】P473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و -٢  +  *  )  0  /  .  -( 

 ]٢٣-٢٢/القيامة[

【[22]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华的，[23]

是仰视着他们的主的。】P474F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人

们请教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忏悔章》第 72节 

②
《复活章》第 22-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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أبي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أن ناسًا قالوا ل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٣

F : ف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هل نرى ربنا يوم القيامة؟F :

، ال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قالوا. »َهْل ُتَضارُّوَن ِفي ُرْؤَيِة الَقَمِر َلْيَلَة الَبْدِر؟«

ال يا : قالوا. »َهْل ُتَضارُّوَن ِفي الشَّْمِس َلْيَس ُدْوَنـَها َسَحاٌب؟«: قال

 متفق عليه. »َفإنَُّكْم َتَرْوَنـُه َكَذِلَك«: قالرسول اهللا، 

 “主的使者啊！我们在复生日能见到我们

的养主吗？”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你们在圆月之夜会因看月亮时的拥挤

而相互受到伤害吗？”他们说：“主的使者啊！

不会受到伤害的。”使者说：“在天空晴朗、万里

无云之日，你们会因看太阳时的拥挤而相互受到

伤害吗？”他们说：“主的使者啊！不会受到伤

害的。”使者说：“的确，你们见你们的养主时，

就像你们看太阳和月亮时不会受到伤害一样。”P475F

① 

-苏海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穆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80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82段，原文出自

《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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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إَذا َدَخَل «: قال Fالنبي صهيب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عن -٤

ئًا َيـُقوُل اُهللا َتـَباَرَك َوَتَعاَلى، ُتِريُدوَن َشْي: َأْهُل الَجنَِّة الَجنََّة، َقاَل

َأَلـْم ُتَبيِّْض ُوُجوَهَنا؟ َأَلـْم ُتْدِخْلَنا الَجنََّة، َوُتَنجَِّنا : َأِزْيُدُكْم؟ َفَيـُقوُلوَن

َفَيْكِشُف الِحَجاَب، َفَما ُأْعُطوا َشْيئًا َأَحبَّ إَلْيـِهـْم ِمَن : ِمَن النَّاِر؟ َقاَل

 أخرجه مسلم. »النََّظِر إَلى َربِِّهـْم َعزَّ َوَجلَّ

 “当天堂的居民都进入天堂之后，清高、

吉庆的真主说：‘你们还需要什么？我给你们增

加。’他们说：‘你已使我们的面容变白如皎，让

我们进入天堂，脱离了火狱，我们还需要什么

呢？’他（穆圣）说：‘然后真主揭开幔帐，对

于他们来说，有什么赏赐能比见到真主更受他们

的喜爱呢？’”P476F

① 
 

-描述天堂里的恩典： 
 

这是对天堂的各种特征、以及对其中的各种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8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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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恩惠的描述。愿真主使我们和你们、以及全

体穆斯林都成为天堂的居民，他确是慷慨的、仁

慈的主。 

-清高的真主说： 

أَزواجكُم و دخلُوا اجلَنةَ أَنتماوا مسلمنيكَانو لَّذين آمنوا بِآياتناا

فيها ما تشتهِيه و أَكْوابٍو طَاف علَيهِم بِصحاف من ذَهبٍيتحبرونَ

اَألنفُس ولَتنيذُّ اَألع ونَودالا خيهف متأَناوا بِموهمي أُورِثْتةُ الَتاجلَن لْكت 

: الزخرف آية[كُم فيها فَاكهةٌ كَثريةٌ منها تأْكُلُونَكُنتم تعملُونَ 

)٧٣-٦٩[( 

【[69]他们曾归信我的迹象，他们原是顺服

的。[70]“你们和你们的妻子，愉快地进乐园去

吧！[71]将有金盘和金杯，在他们之间依次传递。

乐园中有心所恋慕，眼所欣赏的乐趣，你们将永

居其中。[72]这是你们因自己的善行而得继承的

乐园。[73]你们在其中，将有许多水果，供你们

取食。”】P477F

① 

                                                        
①
《金饰章》第 69-7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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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لْبسونَ من سندسٍي عيونو ي جناتفملُتقني في مقَامٍ أَمنيٍنَّ اإِ

ونيقَابِلتقٍ مربتكَإِسكذَل نيٍوورٍ عم بِحاهنجوزي ةها بِكُلِّ فَاكيهونَ فعد

ني قَاهم عذَاب وو  يذُوقُونَ فيها املَوت إِالَّ املَوتةَ اُألولَىالَآمنِ

 )]٥٦-٥١(: الدخان آية[اجلَحيمِ

【[51]敬畏者必定要住在安全的地方——

[52]住在乐园之中，住在泉源之滨，[53]穿着绫

罗绸缎，相向而坐。[54]结局是这样的：我将以

白皙的、美目的女子，做他们的伴侣。[55]他们

在乐园中，将安全地索取各种水果。[56]他们在

乐园中，除初次死亡外不再尝死的滋味。真主将

使他们得免于火狱的刑罚。】P478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ةًونوا جربا صم بِماهزج رِيراًوحالَ م كائلَى اَألرا عيهف نيئكت

ساًيما شيهنَ فور الَو رِيراًزهماواللُهظ هِملَيةً عانِيد ا وقُطُوفُه ذُلِّلَت

وارِير من قَأَكْوابٍ كَانت قَوارِيرو يطَاف علَيهِم بِآنِية من فضةوتذْليالً

                                                        
①
《烟雾章》第 51-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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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هرقَد ةضيراًفقْدا تجنَبِيالًوا زهاجزا كَأْساً كَانَ ميهنَ فقَوسيا عيهناً في

انٌ مخلَّدونَ إِذَا رأَيتهم حِسبتهم لُؤلُؤاً لْدو يطُوف علَيهِموتسمى سلْسبِيالً

اليهم ثياب سندسٍ عرياًبِكَ ملْكاًو إِذَا رأَيت ثَم رأَيت نعيماًومنثُوراً

رضخ وقربتإِس و اوِرلُّوا أَسحمةضن ف وراًواباً طَهرش مهبر مقَاهذَا إِسنَّ ه

 )]٢٢-١٢(: اِإلنسان آية[كَانَ سعيكُم مشكُوراًو كَانَ لَكُم جزاًء

【[12]他将因他们的坚忍而以乐园和丝绸

报酬他们。[13]他们在乐园中，靠在床上，不觉

炎热，也不觉严寒。[14]乐园的荫影覆庇着他们，

乐园的果实，他们容易采摘。[15]将有人在他们

之间传递银盘和玻璃杯——[16]晶莹如玻璃的

银杯，他们预定每杯的容量。[17]他们得用那些

杯饮含有姜汁的醴泉，[18]即乐园中有名的清快

泉。[19]许多长生不老的少年，轮流着服侍他们。

当你看见那些少年的时候，你以为他们是些散漫

的珍珠。[20]当你观看那里的时候，你会看见恩

泽和大国。[21]他们将穿着绫罗锦缎的绿袍，他

们将享受银镯的装饰，他们的主，将以纯洁的饮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415 
 

 

料赏赐他们。[22]（将对他们说：）”这确是你们

的报酬，你们的劳绩是有报酬的。”】P479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ابِقُونَوابِقُونَ السونَأُالسباملُقَر كلَئثُونيلاَألو نلَّةٌ مو نثُلَّةٌ م

ن نقَواآلخرِي ةعليلٌ من اآلخرِي ونضورٍ مرلَى سا مهلَيع نيئكت

نيقَابِلتميهِملَيع طُوف وونَلْدلَّدخابٍبِانٌ مأَكْو ارِوأَبيق ن وكَأْسٍ م

لَحمِ طَيرٍ وفَاكهة مما يتخيرونَو ينزِفُونَالَ و  يصدعونَ عنهاالَمعنيٍ

زاًء بِما كَانوا جأَمثَالِ اللُّؤلُؤِ املَكْنونكَنيحور عومما يشتهونَ

علُونَيواًالَما لَغيهونَ فعمسيماً  يأْثالَ تالماًإِوالماً سيالً سالواقعة [ الَّ ق

 )]٢٦-١٠(: آية

【[10]最先行善者，是最先入乐园的人，[11]

这等人，确是蒙主眷顾的。[12]他们将在恩泽的

乐园中。[13]许多前人，[14]和少数后人，[15]

在珠宝镶成的床榻上，[16]彼此相对地靠在上

面。[17]长生不老的僮仆，轮流着服待他们，[18]

捧着盏和壶，与满杯的醴泉；[19]他们不因那醴

                                                        
①
《人章》第 12-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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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而头痛，也不酩酊。[20]他们有自己所选择的

水果，[21]和自己所爱好的鸟肉。[22]还有白皙

的、美目的妻子，[23]好象藏在蚌壳里的珍珠一

样。[24]那是为了报酬他们的善行。[25]他们在

乐园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26]但听到说：“祝

你们平安！祝你们平安！”】① 

-清高的真主说： 

نيِومالي ابحا أَصنيِ ممالي ابحأَصفودضخرٍ مدي سطَلْحٍ و

ودنضمووددملٍّ مظوكُوبٍمساٍء موةريكَث ةهالَ فَاكةقْطُوعم  الَو 

مةوعنموةفُوعرشٍ ماًءإِفُرإِنش ناهأْنا أَنشفَن ناهلْنعكَاراًأَجبباً عر

: آية الواقعة[ثُلَّةٌ من اآلخرِينولَّةٌ من اَألولنيثُصحابِ اليمنيَِألأَتراباً

)٤٠-٢٧[( 

【[27]幸福者，幸福者是何等的人？[28]

他们享受无刺的酸枣树，[29]结实累累的（香蕉）

树；[30]漫漫的树荫；[31]泛泛的流水；[32]

丰富的水果，[33]四时不绝，可以随意摘食；[34]

                                                        
①
《大事章》第 10-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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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升起的床榻。[35]我使她们重新生长，[36]

我使她们常为处女，[37]依恋丈夫，彼此同岁；

[38]这些都是幸福者所享受的。[39]他们是许多

前人[40]和许多后人。】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قاَل «: قال Fالنب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أبي هريرة عن -٦

َأْعَدْدتُّ ِلِعَباِدَي الصَّاِلـِحيَن َما ال َعْيٌن َرَأْت، َوال ُأُذٌن : اُهللا َعّز َوَجلَّ

w v u t s r q p (  .»َسِمَعْت، َوال َخَطَر َعَلى َقْلِب َبَشٍر

} | { z y x( .متفق عليه 

“伟大尊严的真主说：‘我为清廉的仆人们

准备了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任何人的

心中都未曾想过的恩惠。’其在《古兰经》之中

的证据是：【任何人都不知道已为他们贮藏了什

么慰藉，以报酬他们的行为P482F

②
P】。”P

 
483F

③ 
                                                        

①
《大事章》第 27-40节 

②
《叩头章》第١٧节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44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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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居民的纪念真主及言语： 
 

-清高的真主说： 

اوقَندي صالَّذ لَّهل دقَالُوا احلَم وهدع ون ضا اَألرثَنرأَو ةاجلَن نأُ موبت

نيلامالع رأَج ماُء فَنِعشثُ ني٧٤(: الزمر آية[ ح[( 

【他们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对我

们实践了他的约言，他使我们继承乐土，我们在

乐园中随意居住。工作者的报酬真优美！”】P484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دماللَّه كانحبا سيهف ماهوع والما سيهف مهتيحت و ماهوعد رآخ

نيالَمالع بر لَّهل داحلَم ١٠: (آية يونس[ أَن([ 

【他们在乐园中的祈祷是：“我们的养主

啊！我们赞美您。”他们在乐园中祝辞是：“平安。”

他们最后的祈祷是：“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全世界的主。”】P485F

② 

                                                        
①
《队伍章》第 74节 

②
《优努斯章》第 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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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الَّ قيالً سالماً سالماًإِ والَ تأْثيماً  يسمعونَ فيها لَغواًالَ

 )]٢٦-٢٥(: الواقعة آية[

【[25]他们在乐园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

[26]但听到说：“祝你们平安！祝你们平安！”】P486F

① 
 
-真主对天堂居民的问候： 
 

-清高的真主说： 

تيحلْقَتي موي مهالمس هنو راً كَرِمياًوأَج ملَه داألحزاب آية[أَع :

)٤٤[( 

【他们与真主会见的那天，真主对他们的祝

辞是：“祝你们平安。”他已为他们预备了优厚的

报酬。】 P487F

②
P  

-清高的真主说： 

يمٍسحبٍّ رن رالً مقَو ٥٨(:يس آية[ الم[( 

                                                        
①
《大事章》第 25-26节 

②
《同盟军章》第 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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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这是从至慈主发出的祝辞。】① 
 

-受喜者的相聚：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إنَّ «: قال Fأن النبي أبي سعيد الخدر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لبَّْيَك َربََّنا َوَسْعَدْيَك، : اَهللا َيـُقوُل َألْهِل الَجنَِّة، َيا َأْهَل الَجنَِّة، َفَيـُقوُلوَن

َوَما َلَنا ال َنْرَضى : َهْل َرِضْيُتـْم؟ َفَيـُقوُلوَن: َوالَخْيُر ِفي َيَديَك، َفَيـُقوُل

َأَلا ُأْعِطيُكْم : َوَقْد َأْعَطْيَتَنا َما َلـْم ُتْعِط َأَحدًا ِمْن َخْلِقَك َفَيـُقوُل َيا َربِّ

َيا َربِّ َوَأيُّ َشْيٍء َأْفَضُل ِمْن َذِلَك؟ : َأْفَضَل ِمْن َذِلَك؟ َفَيـُقوُلوَن

متفق  .»َبدًاُأِحلُّ َعَلْيُكْم ِرْضَواِني، َفال َأْسَخُط َعَلْيُكْم َبـْعَدُه َأ: َفَيـُقوُل

 عليه

“清高的真主呼吁天堂的居民：‘天堂的居

民啊！’他们回答道：‘我们的养主啊！响应您，

顺从您，一切幸福均在您的掌握之中。’真主说：

‘你们满意了吗？’他们说：‘我们的养主啊！

                                                        
①
《雅辛章》第 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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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确已恩赐了我们而没有赐予其他仆人的恩惠，

我们怎么会不满意呢？’他说：‘我赐于你们比

这更高贵的赏赐好吗？’他们说：‘我们的养主

啊！还有什么比这更高贵呢？’他说：‘我赐予

你们我的喜悦，在此之后，我永远不会恼怒你

们。’”① 

主啊!求您喜悦我们和我们的父母、我们的

家人，以及所有的穆斯林，凭着您的仁慈，求您

使我们进入奈阿姆的天堂吧！ 
 

-天堂中穆罕默德（ ）民众的数量： 
 

清高的真主以伊斯兰民族成为天堂居民的

一半而使其高贵，然后对他们施加恩惠，使他们

增加到天堂居民的三分之二。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49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2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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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述，他说：我们曾经同主的使者坐在一个园顶

的屋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Fكنا مع النبي : 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مسعو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قلنا نعم »ْهِل الَجنَِّة؟ َأَتْرَضوَن َأْن َتـُكوُنوا ُرُبـَع َأ«: فقالفي ُقبٍَّة 

: قالقلنا نعم،  »َأَتْرَضوَن َأْن َتـُكوُنوا ُثُلَث َأْهِل الَجنَِّة؟ «: قال

إنِّي «: قالنعم، : قلنا» َأَتْرَضوَن َأْن َتـُكوُنوا َشْطَر َأْهِل الَجنَِّة؟ «

َة ال َيْدُخُلـَها إلَّا َألْرُجو َأْن َتـُكوُنوا َشْطَر َأْهِل الَجنَِّة، َوَذِلَك َأنَّ الَجنَّ

َنْفٌس ُمْسِلـَمٌة، َوَما َأْنُتـْم ِفي َأْهِل الشِّْرِك إلَّا َكالشَّْعَرِة الَبْيَضاِء ِفي 

. »ِجْلِد الثَّوِر اَألْسَوِد، َأْو َكالشَّْعَرِة السَّْوَداِء ِفي ِجْلِد الثَّوِر اَألْحـَمِر

 متفق عليه

 “你们成为天堂居民的四分之一，你们满

意吗？”我们说：“满意。”穆圣说：“你们成为

天堂居民的三分之一，你们满意吗？”我们说：

“满意。”穆圣又说：“你们成为天堂居民的二分

之一，你们满意吗？”我们说：“满意。”他说：

“我的确希望你们成为天堂居民的二分之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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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只有归信真主的人才能进入天堂，你们与

以物配主者的比例，犹如黑牛身上的一根白毛，

或红牛身上的一根黑毛。”① 
 

-天堂居民的班次： 
 

布莱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أْهُل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العن بريد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

ِة ِعْشُروَن َوِماَئُة َصفٍّ، َثَماُنوَن ِمْنـَها ِمْن َهِذِه اُألمَِّة، الَجنَّ

 أخرجه الترمذي وابن ماجه .»َوَأْرَبـُعوَن ِمْن َساِئِر اُألَمـِم

 “天堂的居民有一百二十队，其中的八十

班来自于这个（伊斯兰）民族，四十队来自于其

他的各民族。”P491F

② 
 

-天堂的居民：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28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829段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546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伊

本马哲圣训集》第 428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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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الصالحات أُولَئك أَصحاب عملُوا و الَّذين آمنواو: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٨٢(: البقرة آية[ اجلَنة هم فيها خالدونَ

【信道而且行善者，是乐园的居民，他们将

永居其中。】 P492F

① 

-阿雅杜·本·哈玛尔（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عياض بن حما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٢

ُمْقِسٌط ُمَتَصدٌِّق ُمَوفٌَّق، ُذو ُسْلَطاٍن : َوَأْهُل الَجنَِّة َثالَثٌة.. «: قال

َوَرُجٌل َرِحْيـٌم َرِقيُق الَقْلِب ِلُكلِّ ِذي ُقْرَبى َوُمْسِلـٍم، َوَعِفيٌف ُمَتَعفٌِّف 

 أخرجه مسلم .»..ُذو ِعَياٍل

“……天堂的居民分为三类：公正的、诚实

的、顺主的掌权者；内心仁慈和蔼地对待每一个

近亲和穆斯林的人；虽家境贫寒，但能保持廉洁

不求他人者。”P493F

② 

                                                        
①
《黄牛章》第 82节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6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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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本·沃海布（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听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Fالنبي حارثة بن وهب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أنه سمع  عن -٣

ُكلُّ َضِعيٍف «: Fَبَلى، قال : قالوا» َأال ُأْخِبُرُكْم ِبَأْهِل الَجنَِّة؟«: قال

 متفق عليه .»...ُمَتَضعٍِّف َلو َأْقَسَم َعَلى اهللا َألَبرَُّه

 “我告诉你们天堂的居民好吗？”他们说：

“好的。”先知说：“所有被人轻视的弱者，假若

他们向真主发誓，真主一定成全他们的誓

言……。” P494F

① 
 

-天堂居民最多者： 
 

伊姆兰·本·侯赛因（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Fالنبي  عن عمران بن حصين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91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53段，原文出

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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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طََّلْعُت ِفي الَجنَِّة َفَرَأْيُت َأْكَثَر َأْهِلـَها الُفَقَراَء، َواطََّلْعُت ِفي النَّاِر «

 ق عليهمتف. »النساَءَفَرَأْيُت َأْكَثَر َأْهِلـَها 

 “我去看天堂，我发现天堂的居民大多数

是穷人；我去看火狱，我发现火狱的居民大多数

是妇女。”P495F

① 
 

-最后进入天堂的人：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مسعو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F :» إنَّ آِخَر َأْهِل الَجنَِّة ُدُخوًال الَجنََّة، َوآِخَر َأْهِل النَّاِر ُخُروجًا ِمَن

: اْدُخِل الَجنََّة، َفَيـُقوُل: َرُجٌل َيـْخُرُج َحْبوًا، َفَيـُقوُل َلـُه َربُُّه: لنَّاِرا

: َربِّ، الَجنَُّة َمألى، َفَيـُقوُل َلـُه َذِلَك َثالَث َمرَّاٍت، َفُكلَّ َذِلَك ُيـعيُد َعَليِه

 متفق عليه. »اٍرإنَّ َلَك ِمْثَل الدُّْنَيا َعْشَر ِمَر: الَجنَُّة َمألى، َفَيـُقوُ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41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273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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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进入天堂的人，最后一个脱离

火狱的人：他就是一个从火狱中爬出来的人，他

的养主对他说：‘你进天堂去吧！’他说：‘我的

主啊！天堂己经满了。’他的养主对他说了三遍：

‘你进天堂去吧！’每一遍他都回答说：‘我的主

啊！天堂己经满了。’真主对他说：‘的确，你拥

有类似尘世及其十倍的恩惠’。”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511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

圣训集》第 18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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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狱的特性 

6Ëu∆åÄXuuuu⁄—W  
 

-火狱：是真主在后世里为惩罚否认者、

伪信者、以及违背者所准备的居所。以此令人深

思骇人听闻的场面，并促使人们远离火狱。 
  

-凭着清高真主的意欲，在这里我们将谈

论火狱——毁灭之境，以及火狱中的各种刑罚，

以此令人深思骇人听闻的场面，并且远离火狱；

那就是以着正信、善功、远离举伴主与违背的行

为，以便赢得天堂，脱离火狱。我们向真主祈求

获得天堂，脱离火狱。这里将根据尊贵的《古兰

经》和正确的《圣训》谈论有关火狱的事项。 
 

-火狱最著名的称号： 
 

火狱的本质是一个，它有许多特性，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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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称号有： 

-火狱。清高的真主说： 

½ ¾ ¿ Á À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النار -١
Ê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١٤/النساء[

【[14]谁违抗真主和使者，并超越他的法

度，真主将使谁入火狱，而永居其中，他将受凌

辱的刑罚。】 P497F

① 

-劫汉乃姆的火狱。清高的真主说： 

 

 Ó  Ô Õ Ö  ×  Ø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جهنم  -٢
ÛÚ Ù( ]١٤٠/النساء.[ 

【[140]…真主必定把伪信者和不信者全体

集合在劫汉乃姆的火狱里。】P498F

② 

-劫黑姆的火狱。清高的真主说： 

                                                        
①
《妇女章》第 14 节 

②
《妇女章》第 14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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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الجحيم  -٣

 ].١٠/املائدة[) % & ' )

 【[10]不信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是

劫黑姆火狱的居民。】 P499F

① 

-烈焰的火狱。清高的真主说： 

3 4 5 6 7 8 9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السعير  -٤

 ]. ٦٤ /األحزاب[  ):

【[64]真主确已弃绝不信道者，并为他们预

备烈火。】 P500F

② 

-烧灼的火狱。清高的真主说： 

Û Ú Ù Ø × Ö Õ Ô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رــسق  -٥
Ý Ü(   ]٤٨ /القمر.[ 

【[48]他们匍匐着被拖入火狱之日，将对他

们说：“你们尝试火狱的烧灼吧！”】P501F

③ 

-燃着的火狱。清高的真主说： 
                                                        

①
《筵席章》第 10 节 

②
《同盟军章》第 64 节 

③
《月亮章》第 4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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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G F E D C B A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الحطمة  -٦
 K J IO N M L( ]٦-٤/اهلمزة.[ 

【[4]绝不然,他必定要被投在毁灭坑中。[5]

你怎能知道毁灭坑是什么？[6]是真主的燃着的

烈火。】 P502F

① 

-发焰的火狱。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C B A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ظى  -٧
F E D( ]١٧-١٥/املعارج .[ 

【[15]绝不然，那确是发焰的烈火，[16]能揭

去头皮，[17]能召唤转身而逃避的人。】P503F

② 

-毁灭之境。清高的真主说： 

Y X W V U T S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دار البوار  -٨

ed cb a `_  ̂ ] \ [ Z( 

 ].٢٩-٢٨/إبراهيم[

 【[28]难道你没有看见那等人吗？他们对

                                                        
①
《诽谤者章》第 4-6 节 

②
《天梯章》第 15-1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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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忘恩负义，并使自己的宗族陷于毁灭之境

——[29]火狱之中。他们将进入火狱，那归宿真

糟糕。】① 
 

-火狱的位置： 
 

-清高的真主说： 

 .]٧/املطففني[ )! " #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7]绝不然，恶人们的纪录，将在一本恶

行簿中。】P505F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وأَما ...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أناهللا عنه  رضيأيب هريرة  عن -٢

الكَافر فَإذَا قُبِضت نفْسه وذُهب بِـها إلَى بابِ اَألرضِ يـقُولُ خزنةُ 

 .»ن من هذه، فَتبلُغُ بِـها إىل اَألرضِ السفْلَىما وجدنا رِحياً أَنت: اَألرضِ

 .أخرجه احلاكم وابن حبان

                                                        
①
《伊布拉欣章》第 28-29 节 

②
《称量不公章》第 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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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否认者，当他的灵魂被取出之

后，然后被带到大地之门，管理大地的天使说：

‘我们没有发现比这个更臭的气味，其臭气达到

了大地的最底层’。”① 
 

-永居火狱的人： 
 

否认者、多神举伴者、伪信者都是永居火狱

的人们。至于认主独一的违背者，他们在伟大、

尊严的真主的意愿之中，如果真主意欲，就饶恕

他们；如果真主意欲，就根据他们的罪行对他们

进行惩治。 

-清高的真主说： 

¬ ®̄  ° ± ²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Á À ¿ ¾ ½ ¼ » º ¹  ̧¶ µ  ́³( 

 .]٦٨/التوبة[

【[68]真主应许伪信的男女和不信道者，他

                                                        
①
《哈克姆圣训集》第 1304 段，《伊本汉巴尼圣训集》第 30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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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入火狱，并永居其中，火狱是足以惩治他们

的。真主已诅咒他们，他们将受永恒的刑罚。】① 

-清高的真主说： 

z y x w v u t s r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٤٨ /النساء[  ){ ~ ے

【[48]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

自己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P508F

② 
 

-火狱居民的面部表情： 
 

-清高的真主说： 

I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H G F E D C

K J R Q P O N M L(  ]٦٠/الزمر.[ 

【[60]复生日，你将看到诬蔑真主的人面色

变黑。难道火狱里没有自大者的住处吗？】P509F

③ 

                                                        
①
《忏悔章》第 68 节 

②
《妇女章》第 48 节 

③
《队伍章》第 6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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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í ì ë ê é è ç æ  î(: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ñ ð ïò( ]٤٢-٤٠/عبس .[ 

【[40]在那日，许多面目上，将有灰尘，[41]

黧黑将蒙薇它。[42]这等人，是不信道的，是荒

淫的。】P510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1 2 3 4 5 6 7 8 9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٣

 ].٢٥-٢٤/القيامة[

【[24]在那日，许多面目是愁苦的，[25]

他们确信自己必遭大难。】P511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9 : ; > =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٤

CB A( ]٤-٢/الغاشية.[ 

【[2]在那日，将有许多人，是恭敬的、[3]

                                                        
①
《皱眉章》第 40-42 节 

②
《复活章》第 24-2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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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辛苦的，[4]他们将入烈火。】① 

-清高的真主说： 

   )Û Ú Ù Ø × Ö Õ(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 ٥

 ]. ١٠٤/املؤمنون[

【[104]火焰烧灼他们的脸，他们在火狱中

痛得咧着嘴。】P513F

② 
 

-火狱门的数量： 
 

清高的真主说： 

z y x w v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٤٤-٤٣/احلجر[ )~ ے ¡ ¢ £ ¤

【[43]火狱必定是他们全体的约定的地方。

[44]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

的一部分人。】P514F

③ 
 

                                                        
①
《大灾章》第 2-4 节 

②
《信士章》第 104 节 

③
《石谷章》第 ٤٤-٤٣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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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狱诸门对其居民而关闭： 
 

清高的真主说： 

ــاىل  ــال اهللا تع  )] \Z Y X W V U ( :ق

 ].٩-٨/اهلمزة[
【[8]他们必定要被关在烈火中,[9]吊在许

多很高的柱子上。】 P515F

① 
 

-火狱将被带到在复活场上： 
 

-清高的真主说： 

  ].٩١/الشعراء[ )O N M L(: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91]火狱将被陈列在邪恶者的面前。】 P516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  º ¹ « ¼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 µ  ́ ³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¾ ½

                                                        
①
《诽谤者章》第 8-9 节 

②
《众诗人章》第 9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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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 Ê( ]٢٣-٢١ /الفجر[. 

【[21]绝不然！当大地震动复震动，[22]

你的主的命令，和排班的天使，一齐来临的时候，

[23]在那日，火狱将被拿来；在那日，人将觉悟，

但觉悟于他有何裨益呢？】P517F

①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يـؤتى  «: رسـول اهللاِ قال عبداهللا بن مسعو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٣

با سلَـه ذئومي منهوـبِـجعبامٍ سكُلِّ زِم عامٍ، مزِم ونَ أَلْفع  لَـكم نَ أَلْف

 .أخرجه مسلم .»يـجرونـها

 “那一天，火狱被七万根缰绳带来，每根

缰绳都有七万位天使拉着。” P518F

② 
 

-提到火狱、以及首批穿越的人们 ： 
 

                                                        
①
《黎明章》第 21-23 节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4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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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 h g f e d c b a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l k j i s r q p o n m( 

 ].٧٢-٧١/مرمي[

【[71]你们中没有一个人不到火狱的，那是

你的主决定要实行的。[72]然后，我将拯救敬畏

者，而让不义者跪在那里面。】P519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有

一些人问：“主的使者啊！我们在复活日能看见

我们的养主吗？”在其中提到：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هل نرى ربنا :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أن ناساً قالوا عن -٢

ويضرب الصراطُ بين ظَهري جهنم فَأَكُونُ أَنا وأُمتي « -فيهو- ...يوم القيامة

ـجيزي نلَ ممتفق عليه .»أَو. 

 “‘随拉特’桥被架在火狱上面，我和我的

教民是首先通过的。”P520F

② 
                                                        

①
《麦尔彦章》第 71-72 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80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82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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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狱的底层 ：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إذ مسـع   كنا مع رسـول اهللا  :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١

: قلنا اهللا ورسوله أعلم، قـال : قال» تدرونَ ما هذَا؟«: وجبةً، فقال النيب 

»خ نيعبذُ سنارِ مي النف بِـه يمر رجذَا حـارِ اآلنَ  هي النوِي فـهي ورِيفاً فَه

 .أخرجه مسلم .»حتى انتـهى إلَى قَعرِها

我们曾经在主的使者（ ）跟前，突然他

听见有东西跌落的声音，他说：“你们知道这是

什么声音吗？’我们说: “真主及其使者最知

道。”他说：“这是一块在七十年之前被抛下的

石头，直到现在它才落到火狱的底层。”P521F

① 

-塞姆莱图·本·君德布（愿主喜悦他）

传述，他听主的先知（ ）说： 

إنَّ «: يقول نيب اهللا أنه مسع مسرة بن جندب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٢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4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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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ـهتزجإلَى ح ذُهأْخت نم ـمـهنمو ،ـهيبإلَى كَع ارالن ذُهأْخت نم ـمـهنم

هقنإلَى ع ذُهأْخت نم ـمـهنمأخرجه مسلم .»و. 

“他们中有的人火烧到踝骨，有的人火烧到

膝盖，有的人火烧到腰部，有的人火烧到脖子。”P522F

① 
 

-创造火狱居民的哲理：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ضرس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١

ةُ ثَالثِسريم هلَظُ جِلْدغو ،دثْلُ أُحرِ مالكَاف ابن رِ أَوأخرجه مسلم .»الكَاف. 

主的（ ）使者说：“否认者的臼齿、或

犬齿犹如吴侯德山一样，其皮厚犹如三日行程之

遥。”P523F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 ）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45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5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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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ا بين منكبي «: قال أن النيب اهللا عنه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عن -٢

 .متفق عليه. »الكَافرِ في النارِ مِسريةُ ثَالثَة أَيامٍ للراكبِ املُسرعِ

“在火狱中，否认者两肩之间的距离，犹如

快骑三天的行程。” P524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 ）说： 

وم ضرس الَكَافرِ ي«: قال النيب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عن -٣

 ذُهفَخاِء، وضيثْلُ البه مدضعاعاً، ورونَ ذعبس هجِلْد ضرعو ،دثْلُ أُحم ةاميالق

ذَةبالر نيبنِي ويا بارِ مالن نم هدقْعمو ،رقَانثْلُ وأخرجه أمحد واحلاكم. »م. 

“在复生日，否认者的臼齿如同吴侯德山，

其皮厚七十腕尺P525F

②
P，其前臂如同柏义达吾山P526F

③
P，其

大腿如同沃尔噶尼山 P527F

④
P，其在火狱之中的座位如

同麦地那和赖柏若图市P528F

⑤
P之间的距离。” P529F

⑥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5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52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②
译者注：大约 50 米。 

③
译者注：山名，在麦地那西北面。 

④
译者注：山名，在麦地那西南面。 

⑤
译者注：赖柏若图市距麦地那市大约二百公里。 

⑥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8327 段，《哈克木圣训集》第 8759 段，原文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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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狱的酷热： 
 

-清高的真主说： 

3 4 5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2 1  0
9 8  7 6  A @ ? > = < ; :

E D C B( ]٩٨-٩٧  /اإلسراء[. 

【在复生日，我将使他们又瞎又哑又聋地匍

匐着集合起来，他们的归宿是火狱。每当火势减

弱的时候，我增加它们的火焰。这是他们的报酬，

因为他们不信我的迹象。】P530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ناركُم هذه الَّتي «: قال أن النيب   عنه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 -٢

منهج رح نءاً مزج نيعبس نٌء مزج مآد ناب دوقواهللا إن كانت : قالوا» ي

فَإنها فُضلَت علَيـها بِتسعة وستني جزءاً كُلُّها «: قاللكافية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哈克木圣训集》，《正确丛书》第 1105 段， 

 
①
《夜行章》第 97-9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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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 عليهمتف .»مثْلُ حرها

“你们现在所使用的火，只是火狱之火热量

的七十分之一。”他们（圣门弟子）说：“指主

发誓，主的使者啊！这个火已经够热的了。”使

者说：“它再加上剩余的六十九份，才能类似于

火狱之火的热量。” P531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 ）说： 

اشتـكَت النار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٣

ا فَقَالَتهبضاً، فَأَ: إلَى رـعي بضـعأَكَلَ ب بي رفَسٍ فنيِ، نفَسا بِننَ لَـهذ

الشتاِء ونفَسٍ في الصيف، فَأَشد ما تـجِدونَ من احلَر، وأَشد ما تـجِدونَ 

 .متفق عليه. »من الزمهرِيرِ

“火狱向它的养主诉苦，它说：‘我的主啊！

我确在自焚。’然后真主允许它出两口气：一口

在冬季，一口在夏季，就是你们所遇到的酷暑和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6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43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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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所遇到的严寒。”①
 

 

-火狱的燃料： 
 

-清高的真主说： 

̄  ° ± ² ³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 ¬ «
 µ ´ ¶   ¸   ¹  º    » ¼   ½  ¿ ¾  

À  Ã Â Á( ]٦/التحرمي[. 

【[6]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为自身和家属

而预防那以人和石为燃料的火刑，主持火刑的，

是许多残忍而严厉的天使，他们不违抗真主的命

令，他们执行自己所奉的训令。】P533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Õ Ô Ó Ò Ñ Ð Ï Î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 Ö( ]٢٤/البقرة.[ 

【[24]如果你们不能作──你们绝不能作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6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

集》第 617 段 
②
《禁戒章》第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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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们当防备火狱，那是用人和石做燃

料的，已为不信道的人们预备好了。】① 

-清高的真主说： 

x w v u t s r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٣
} | { z y( ]٩٨/األنبياء.[ 

【[98]你们和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确是火

狱的燃料，你们将进入火狱。】 P535F

② 
 

-火狱的层次： 
 

火狱有许多层，一层在另一层的下面，伪信

者在最底层，那是因为他们敌意的否认，以及他

们对信士们的伤害。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  © ª ¢ £ ¤ ¥ ( :كما قال سبحانه § ¦
 .]١٤٥/النساء[ )» ¬ ®

【[145]伪信者必入火狱的最下层，你绝不

                                                        
①
《黄牛章》第 24 节 

②
《众先知章》第 9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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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他们发现任何援助者。】① 
 

-描述火狱的荫影： 
 

-清高的真主说：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 ¬ « ª ©  ̈ §

µ  ́³ ² ±(   ]٤٣-٤١/الواقعة.[ 

【[41]薄命者，薄命者是何等的人？[42]

他们在毒风和沸水中，[43]在黑烟的荫影下。】P537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  a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_  ̂ ] \ [ Z Y X b

j i h g f e d c( ]١٦/الزمر.[  

【[16]他们的上面，有层层的火；他们的下

面，也有层层的火。那是真主用以恫吓他的众仆

的。我的众仆啊！你们当敬畏我。】P538F

③ 

                                                        
①
《妇女章》第 145 节 

②
《大事章》第 41-43 节

 

③
《队伍章》第 1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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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Z Y X W V U T S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٣

  ].٣١-٣٠/املرسالت[ )̂ _̀ 

【[30]你们去享受有三个权的荫影吧！”[31]

那荫影不是阴凉的，不能遮挡火焰的热浪。】P539F

① 
 

-火狱的管理员： 
 

-清高的真主说： 

Q P O N M L K J I H G F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UT S R Y X W V  b a ` _  ̂ ] \ [ Z

g f e d c( ]٣١-٢٦/املدثر.[ 

【[26]我将使他堕入火狱，[27]你怎能知道火

狱是什么？[28]它不让任何物存在，不许任何物

留下，[29]它烧灼肌肤。[30]管理它的，共计十

九名。[31]我只将管理火狱的造成天使，我只以

                                                        
①
《天使章》第 30-3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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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数目，考验不信道的人们。】① 

-马立克是火狱的管理员，犹如超绝万物

的真主所说： 

ـ  -٢ 6 7 8 9 (: بحانهومالك خازن النار، كما قال س

 ]. ٧٧/الزخرف[ ): ; > = < ?

【[77]他们将喊叫说：“马立克啊！请你的

主处决我们吧！”他说：“你们必定要留在刑罚

中。”】P541F

② 
 

-辨别火狱的居民：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يــق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النيب  عن أيب سعيد اخلدر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أخـرِج  : عديك، واخلَير في يديك، فَيقُولُلَبيك وس: يا آدم، فَيـقُولُ: تعالَى

                                                        
①
《盖被的人章》第 26-31 节 

②
《金饰章》第 7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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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ن كُلِّ أَلْف تسـعمائَة وتسـعةً   : وما بـعثُ النارِ؟ قَالَ: بـعثَ النارِ، قَالَ

 ريـغالص يبشه يدنفَع ،نيعست3 4 5 6 7 8 ( و
> = < ; : 9 B A @ ?(  

 ]. ٢/احلج[

أَبشروا فَإنَّ منكُم رجالً، «: قَالَولَ اهللا، وأَينا ذَلك الواحد؟ يا رس: قَالُوا

أَلْف وجأجمو وجأْجي نممتفق عليه .»و. 

 “清高的真主说：‘阿丹呀！’阿丹回答：

‘主啊！响应您，一切幸福均在您的掌握中。’

真主说：‘你找出火狱的的居民吧！’阿丹说：‘如

何辨别火狱的的居民呢？’真主说：‘每一千人

中有九百九十九人属于火狱的的居民。’那是在

儿童的头发变白，【[2]吓得每个孕妇都要流产；

你把人们看成醉汉，其实他们并非是醉汉，而是

因为真主的刑罚是严厉的。】P542F

①
P之时。”他们（众

圣门弟子）说：“主的使者！我们谁能成为那一

                                                        
①
《朝觐章》第 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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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呢？”他说：“你们应该高兴，耶恶朱者和

麦恶朱者中有一千人，你们中才有一个人。”① 
 

-火狱居民进入火狱的形式： 
 

-清高的真主说： 

Z Y X W V U T S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 \ ^    _    `    a    b    e  d  c  f

i  h  g  s r q p o n m l k j
 w v u t { z y x ¡ ے ~ } |

 ]. ٧٢-٧١ /الزمر[   )¢ £

【[71]不信道者，将一队一队地被赶入火

狱，迨他们来到火狱前面的时候，狱门开了，管

狱的天使要对他们说：“难道你们族中的使者没

有对你们宣读你们的主的迹象，并警告你们将有

今日的相会吗？”他们说：“不然！不信道的人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4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

集》第 2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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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当受刑罚的判决。”[72]或者对他们说”

你们进火狱门去，并永居其中吧！自大者的住处

真恶劣！”】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Ï Î Í Ì Ë Ê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 $ # + * ) ( ' & 1 0 / . - ,

4 3 2   = < ; : 9 8 7 6 5( 

 ].١٤-١١/الفرقان[

【[11]不然，他们否认复活时，我已为否认

复活时者预备烈火。[12]当他从远处看见他们的

时候，他们听见爆裂声和叹息太息声。[13]当他

们被枷锁着投入烈火中一个狭隘地方的时候，他

们在那里哀号求死。[14]今天你们不要哀求一

死，你们当哀求多死。】P545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①
《队伍章》第 71-72 节 

②
《准则章》第 11-1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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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٣

Ë Ê É È Í Ì( ]١٤-١٣/الطور.[ 

【[13]他们将被投入火狱。[14]这就是你们

生前所否认的火刑。】 P546F

①
P  

-清高的真主说： 

{ ~ ے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٤
« ª ©  ̈ § ¦ ¥ ¤( 

 .]٥٠-٤٩/إبراهيم[
【[49]在那日，你将看见罪人们带着桎梏，

成双成对地被捆绑起来；[50]他们的衬衣是用沥

青做的，火将笼罩他们的脸。】 P547F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تـخرج عنق من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٥

 قطنانٌ يسلو ،انعمست انأُذُنو ،رانصبت اننيا علَـه ،ةاميالق ومارِ يالن
                                                        

①
《山岳章》第 13-14 节 

②
《伊布拉欣章》第 49-5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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إلَـهاً  بِكُلِّ جبارٍ عنِيد، وبِكُلِّ من دعا مع اِهللا: إني وكِّلْت بِثَالثَة: يـقُولُ

رِينوبِاملصو ،رمحد والترمذيخرجه أأ. »آخ. 

“复生日，从火狱中伸出如长脖子形状的怪

物，它有一双可视的眼睛，一双可听的耳朵，一

根可言的舌头，它说：‘我奉命对付三种人：所

有顽固不化的暴虐者、所有的举伴主者、所有的

画像者’。” P548F

① 

 

-第一个被投入火狱的人：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إنَّ أَولَ «: يقول رسول اِهللا مسعت :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ى يـقْضاسِ يالن همنِع فَهرفَع بِـه يفَأُت ،هِدشتلٌ اسجر ،ـهلَيع ةاميالق وم

قَاتلْت فيك حتى استشهِدت، قَالَ : فَما عملْت فيها؟، قَالَ: فَعرفَها، قَالَ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8411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574 段，原文出

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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أُم يلَ، ثُمق رِيٌء فَقَدـقَالَ جَألنْ ي لْتقَات كنلَكو ،تكَذَب بحفَس بِـه ر

 . علَى وجهِه حتى أُلْقي في النارِ

复生日，第一个被审判的人，便是以身殉教

的烈士，天使把他带来，真主为他阐明了他所享

受的恩惠，他清楚地认识它，真主说：“你为什

么效命疆场呢？” 

他说：“我的主啊！我为您而战斗直至杀身

成仁。” 

真主说：“你撒谎，因为你奋勇杀敌的目的，

是想落个英雄的荣誉，你确已被人歌颂了。”然

后真主命令天使把他的脸冲着地倒拖着投入火

狱之中。 

عو لْـمالع لَّمعلٌ تجرو همنِع فَهرفَع بِـه يأَ القُرآنَ، فَأُتقَرو هلَّم

تعلَّمت العلْـم وعلَّمتـه، وقَرأْت فيك : فَما عملْت فيها؟ قَالَ: فَعرفَها، قَالَ

ت القُرآنَ كَذَبت ولَكنك تعلَّمت العلْـم ليـقَالَ عالـم، وقَرأ: القُرآنَ، قَالَ

ليـقَالَ هو قَارِئ فَقَد قيلَ، ثُم أُمر بِـه فَسحب علَى وجهِه حتى أُلْقي ف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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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النارِ

然后是一个学习并教授知识、诵读《古兰经》

的人，天使把他带来，真主为他阐明了他所享受

的恩惠，他清楚地认识它，真主说：“你为什么

苦苦治学呢？” 

他说：“我为您而学习知识，并且教授它，

为您诵习《古兰经》。” 

真主说：“你撒谎，因为你求学的目的是为

了博得学者的美名，你诵习《古兰经》的目的，

是希望人们说你是一位诵经家，你的目的已经完

全达到了。”然后真主命令天使把他的脸冲着地

倒拖着投入火狱之中。 

 بِـه يفَأُت ،املَالِ كُلِّه افنأَص نم طَاهأَعو ،ـهلَياُهللا ع عسلٌ وجرو

ب ما تركْت من سبِيلٍ تـح: فَما عملْت فيها؟ قَالَ: فَعرفَه نِعمه فَعرفَها، قَالَ

كَذَبت، ولَكنك فَعلْت ليـقَالَ هو : أَنْ ينفَق فيها إال أَنفَقْت فيها لَك، قَالَ

أخرجه  .»النارِ جواد، فَقَد قيلَ، ثُم أُمر بِـه فَسحب علَى وجهِه، ثُم أُلْقي ف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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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سلم

最后是一个获得真主的宏恩，生活宽裕，财

富样样俱全的人，天使把他带来，真主为他阐明

了他所享受的恩惠，他清楚地认识它，真主说：

“你是怎样处理财富的呢？” 

他说：“凡是您喜爱的道路，我统统没有放

弃，我全部为您施舍了。” 

真主说：“你撒谎，但是你那样做的目的是

为了让人们称颂你为慈善家，人们确已称颂你

了。”然后真主命令天使把他的脸冲着地倒拖着

投入火狱之中。P549F

① 
 

-火狱的居民： 
 

-清高的真主说： 

4 5 6 7 8 9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٣٩/البقرة[ )<?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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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不信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是火

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① 

-阿雅杜·本·哈玛尔（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وأَهلُ ..«: قال عنه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ياض بن محا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  -٢

الضعيف الَّذي ال زبر لَـه، الَّذين هـم فيكُم تـبــعاً ال  : النارِ خـمسةٌ

خفَى لَــه طَمـع وإنْ دق إال   يتبـعونَ أَهالً وال ماالً، واخلَائن الَّذي ال يـ

   ـكلأَه ـنع كعادـخي وهِسي إال وـمال يو بِـحصل ال يجرو ،ـهانخ

كالموذكر البخل أو الكذب »و »اشالفَح ريظنأخرجه مسلم .»والش. 

“火狱里的居民分为五类：没有阻止他做违

法乱纪的智力——他们肆无忌惮地追随私欲，违

背真理；明目张胆的作恶者；与你交往始终是想

打你的家人与钱财的主意者；他提到吝啬或谎言

者；道德败坏者。” P551F

② 
 

                                                        
①
《黄牛章》第 39 节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65 段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459 
 

 

-火狱居民中最多者：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ورأَيت النار، فَـإذَا  .. « قال النيب : عن ابن عبا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يكْفُـرنَ العشـري   «: قيلَ أَيكْفُرنَ بِاهللا؟، قَـالَ » أَكْثَر أَهلـها النساُء يكْفُرنَ

: اإلحسانَ، لَو أَحسنت إلَى إحداهن الدهر ثُم رأَت منك شيئاً، قَالَت ويكْفُرنَ

 .متفق عليه. »ما رأَيت منك خرياً قَطُّ

“我看见火狱中大多数的人是妇女，她们忘

恩负义。”有人问道：“难道她们隐昧安拉

吗？”使者说：“她们隐昧丈夫对她们的好处，

假如你一生对待她好，而在某件事情上稍有不

周，她就会说：‘我从来没看见你有什么优

点！” P552F

① 
 

-火狱居民中刑罚最重者：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907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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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z y x w v u t s r q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1

[  )} | { ~ ے ¡ ¢ £ ¤ ¥ ¦ §̈ 

 .]٢٦-٢٤/ق

【[24]你们俩所应当投入火狱的，是每个孤

负者、顽固者、[25]悭吝者、过分者、怀疑者、

[26]以别的神灵与真主同受崇拜者；你们俩将他

投入严厉的刑罚吧！】 P553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n m l k j i h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z y x w v u t s r q p o
 .]٤٦- ٤٥/غافر[          ) } |

【[45]真主保护他免遭他们所计谋的祸

害，并以严刑降于法老的宗族；[46]他们朝夕受

火刑。复活日来临之时，或者将说：“你们让法

                                                        
①
《戛弗章》第 24-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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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宗族进去受最严厉的刑罚吧！”】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٣

 ].٨٨/النحل[   )) ( * + , - .
【[88]不信道而且阻碍主道者，我将因他们

的破坏而增加他们所受的刑罚。】P555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٤ § ¦ ¥ ¤ £ ¢ 
®¬ « ª(   ]١٤٥/النساء.[ 

【[145]伪信者必入火狱的最下层，你绝不

能为他们发现任何援助者。】 P556F

③ 

-清高的真主说： 

F E D C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٥
 J I H GK  S R Q P O N M L

                                                        
①
《赦宥者章》第 45-46 节 

②
《蜜蜂章》第 88 节 

③
《妇女章》第 14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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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Z Y X W V U _  ̂] \( ]٧٠-٦٨/مرمي.[ 

【[68]指你的主发誓，我必将他们和众恶魔

集合起来。然后我必使他们去跪在火狱的周围。

[69]然后我必从每一宗派中提出对至仁主最悖

逆的人。[70]然后，我的确知道谁是最该受火刑

的。】P557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تـخرج عنق من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٦

 قطنانٌ يسلو ،انعمست انأُذُنو ،رانصبت اننيا علَـه ،ةاميالق ومارِ يالن

إلَـهاً  جبارٍ عنِيد، وبِكُلِّ من دعا مع اِهللا بِكُلِّ: إني وكِّلْت بِثَالثَة: يـقُولُ

رِينوبِاملصو ،رمحد والترمذيأخرجه أ .»آخ. 

“复生日，从火狱中伸出如长脖子形状的怪

物，它有一双可视的眼睛，一双可听的耳朵，一

根可言的舌头，它说：‘我奉命对付三种人：所

                                                        
①
《麦尔彦章》第 68-7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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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顽固不化的暴虐者、举伴主者和画像者’。”①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إنَّ أَشد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عبداهللا بن مسعو عن -٧

 .متفق عليه .»الناسِ عذَاباً يوم القيامة املصورونَ

“复生日，刑罚最重的人就是画像者。” P559F

②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أَشد «: قال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بداهللا بن مسعو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٨

يوم القيامة رجلٌ قَتلَـه نبِي، أَو قَتلَ نبِياً، وإمام ضاللَة، ومـمثِّلٌ  الناسِ عذَاباً

نيثِّلاملُـم نأخرجه أمحد والطرباين .»م.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8411 段，《正确丛书》第 512 段，《提勒秘日圣训

集》第 2574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595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09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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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日，刑罚最重的人就是先知杀死者或

杀害先知者，执迷不悟的伊玛目。”① 

 

-火狱居民中刑罚最轻者： 
 

-努尔曼·本·白皙尔（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听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يقول مسعت النيب : بشر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عن النعمان بن  -١

» انترمج ـهيمصِ قَدملَى أَخلٌ عجر ةاميالق ومذَاباً يارِ علِ الننَ أَهوإنَّ أَه

 .متفق عليه .»يـغلي منهما دماغُه كَما يغلي املرجلُ بِالقُمقُمِ

“复生日，火狱居民刑法最轻之人是两脚心

被放上两块火炭，脑子因这两块火炭而沸腾

者。” P561F

②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3868 段，原文出自《艾哈默德圣训集》，《泰白拉

尼大词汇集》（260/10）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62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

集》第 2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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أَهونُ أَهلِ «: قال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ابن عبا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عن -٢

اغُهما دـمـهني ملـغلَنيِ يعلٌ بِنعتنم وهبٍ، وو طَالذَاباً أَبارِ عأخرجه . »الن

 .مسلم

“火狱居民中刑法最轻者是艾布塔里布，他

穿两只火鞋，他的脑子因两鞋而沸腾。” P562F

①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听有人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跟前提到其叔叔艾布塔里布时，先知说： 

وذُكر - مسع النيب  هللا عنه أنهأيب سعيد اخلدري رضي ا عن  -٣

لَعلَـه تنفَعه شفَاعتي يوم القيامة، فَيـجعلُ في «: -عنده عمه أبوطالب فقال

 .متفق عليه .»يبلُغُ كَعبيـه يـغلي منـه أُم دماغه ضحضاحٍ من النارِ

 “复生日，但愿我的说情有益于他，他被

投入浮浅的火狱之中，火到达他的两踝骨时，他

的脑髓就沸腾了。” P563F

②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2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6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

集》第 2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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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刑最轻的火狱居民所说的话： 
 

-清高的真主说：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 µ  ́ ³ ² ± ° ¯
» º ¹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É È Ç(                   ]٣٦ /املائدة.[  

【[36]不信道的人，假如大地上的一切都归

他们所有，再加上同样的一份，而用全部财产去

赎取复生日的刑罚；那么，他们的赎金不蒙接受，

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P564F

①
P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يـقُ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عن النيب أنس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٢

ةاميالق ومذَاباً يارِ علِ النأَه نوالَى َألهعأَنَّ: ت ٍء   لَوـيش نضِ مي اَألرا فم لَك

أَردت منك أَهونَ مـن هـذَا   : نعم، فَيـقُولُ: أَكُنت تفْتدي بِـه؟ فَيـقُولُ

                                                        
①
《筵席章》第 3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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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لْبِ آدي صف تأَنو :بِي رِكشإلَّا أَنْ ت تيئاً، فَأَبيبِي ش رِكشمتفق . »أَنْ ال ت

 .عليه

“清高的真主对受刑最轻的火狱居民说：

‘假如你拥有大地上的一物，你愿意用它去赎取

刑罚吗？’他说：‘我愿意。’真主说：‘你在

阿丹脊椎中时 P565F

①
P，我只想要你比这更轻微的：不

要以任何事物举伴我；但你拒绝了命令，反而以

物配主’。” P566F

② 
 

-火狱的铁圈和铁链： 

 

-清高的真主说： 

Ò Ñ Ð Ï Î Í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Ó(    ]٤/اإلنسان.[  

【[4]我确已为不信者预备许多铁链、铁圈

                                                        
①
这里的目的是指：在创造人祖阿丹的时候，真主就与人类拿了约会：不

能举伴真主。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5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

集》第 28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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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火狱。】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 ^ _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ـاىل و -٢
c b  a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s r q p( ]٧٢-٧٠/غافر.[ 

【[70]他们否认天经，否认我降示众使者

的迹象，他们不久会知道（后果的）。[71]那

时，铁圈和铁链，将在他们的颈上，[72]他们

将被拖入沸水中，然后他们将在火中被烧灼。

】 P568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s (: قال اهللا تعـاىل و -٣  r  q  p  o  n  m  l
v  u  t( ]١٣-١٢/املزمل.[ 

【[12]我那里确有沉重的镣和强烈的火，[

                                                        
①
《人章》第 4 节 

②
《赦宥者章》第 70-7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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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有噎人的食物，和痛苦的刑罚。】① 

-清高的真主说： 

Ö Õ Ô Ó Ò Ñ Ð Ï Î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٤

 Ú Ù Ø æ  å  ä  ã  â á  à  ß  Þ  Ý  Ü  Û

é è ç( ]٣٤-٣٠/احلاقة.[ 

【[30]“你们捉住他，给他带上枷锁，[31]

然后把他投在烈火里，[32]然后给他穿在一条七

十臂长的链子上。”[33]他生前确是不信仰尊大

的真主，[34]不勉励人账济贪民。】P570F

② 
 

-火狱居民的食品：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B A ( :قــال اهللا تعــاىل -١
 CJ I H G F E D (]٤٦-٤٣/الدخان.[ 

【[43]櫕枯木的果实，[44]确是罪人的食

                                                        
①
《披衣的人章》第 12-13 节 

②
《真灾章》第 30-3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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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45]象油脚样在他们的腹中沸腾，[46]象

开水一样地沸腾。】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_̀  d c b a ( :قال اهللا تعـاىل و -٢

 gf e p o n m l k  j i h

 t s r qu  v  y x  w  z  {   }  | 

ے   ~ ¥  ¤  £ -٦٢/الصافات[ )¦ §̈  © ¡ ¢ 

٦٨ .[ 

【[62]那是更善的款待呢？还是攒楛树？

[63]我以它为不义者的折磨。[64]它是火狱底生

长的一棵树，[65]它的花篦，仿佛魔头。[66]

他们必定要吃那些果实，而以它充实肚腹。[67]

然后他们必定要在那些果实上加饮沸水的混汤，

[68]然后他们必定要归于火狱。】P572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①
《烟雾章》第 43-46 节 

②
《列班者章》第 62-6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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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قال اهللا تعـاىل و -٣  Q  P  O  N  M  L  K  J  I

U  T  S V( ]٧-٦/الغاشية.[ 

【[6]他们没有食物，但有荆棘，[7]既不能

肥人，又不能充饥。】 P573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ــاىلو -٤ ــال اهللا تع # ( :ق  "  ! *  )  (  '  &  %  $

/  .  -  ,  .]٣٧-٣٥/حلاقة[ )0 1 + 

【[35]故今日他在这里没有一个亲戚。[36]

除脓汁外，他没有食物。[37]只有迷误的人们才

吃脓汁。】P574F

② 
 

-火狱居民的饮料： 
 

-清高的真主说： 

y x w v u t s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 z |    }     ~   ے   ¡  ¢    £    ¤  ¥  
                                                        

①
《大灾章》第 6-7 节 

②
《真灾章》第 35-3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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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³ ² ± °  ̄ ® ¬ « ª ©

 ].١٧-١٥/إبراهيم[ )´

【[15]他们曾要求判决。每个顽固的暴虐者

都失望了。[16]在他的身后，将有火狱，他将饮

脓汁，[17]一口一口地饮，几乎咽不下去。死亡

将从各处降临他，但他永不会死。在那种刑罚之

后，还有严峻的刑罚。】P575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١٥/حممد[

【他们常饮沸水，肠寸寸断的人。】P576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V U T S R Q P O N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٣
 a  ̀_  ̂] \ [ Z Y X W

b( ]٢٩/الكهف.[  
                                                        

①
《伊布拉欣章》第 15-17 节 

②
《穆罕默德章》第 1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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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我已为不义的人，预备了烈火，

那烈火的烟将笼罩他们。如果他们（为干渴而）

求救，就以一种水供他们解渴，那种水像沥青那

样烧灼人面，那饮料真糟糕！那归宿真恶劣！】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٤ ® ¬ « ª © ¨
¿ ¾ ½ ¼ » º ¹  ̧ ¶ µ  ́ ³ ²( 

 ].٥٨-٥٥/ص[

【[55]这是事实。放荡者必定要得一个最恶

的归宿——[56]那就是火狱，他们将入其中。那

卧褥真恶劣！[57]这是事实。他们尝试刑罚，那

刑罚是很热的饮料，和很冷的饮料，[58]还有别

的同样恶劣的各种饮料。】P578F

② 
 

-火狱居民的服饰： 
 

                                                        
①
《山洞章》第 29 节 

②
《萨德章》第 55-5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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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z y x w v u t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١٩/احلج[ ){ ~ ے ¡

【[19]这两派是相争的，他们进行他们关于

他们的主的争论。不信者已经有为他们而裁制的

火衣了，沸水将倾注在他们的头上。】 P579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ے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 « ª ©  ̈ § ¦ ¥( 

 ].٥٠-٤٩/إبراهيم[

【[49]在那日，你将看见罪人们带着桎梏，

成双成对地被捆绑起来；[50]他们的衬衣是用沥

青做的，火将笼罩他们的脸。】 P580F

② 
 

-火狱居民的坐垫： 
 

                                                        
①
《朝觐章》第 19 节 

②
《伊布拉欣章》第 49-5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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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z y x w v u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٤١/األعراف[ )  ے ¡

【[41]他们在火狱里要垫火褥，要盖火被，

我要这样报酬不义者。】P581F

① 
 

-火狱居民的悲哀： 
 

-清高的真主说： 

̄  ° ± ² ³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 ¬ « ª

 ̧¶ µ ´ ( ]١٦٧/البقرة .[ 

【[167]……真主将这样以他们的行为昭示

他们，使他们感到悔恨，他们绝不能逃出火狱。】P582F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ل يدخلُ أَحد «: قال النيب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٢
                                                        

①
《高处章》第 41 节 

②
《黄牛章》第 2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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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جلَنةَ إلَّا أُرِي مقْعده من النارِ لَو أَساَء، ليزداد شكْراً، وال يدخلُ النار أَحد إال 

ةً أُرِيرسح لَيهكُونَ عيل ،نسلَو أَح ةاجلَن نم هدقْع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م. 

“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天堂，直至他看见自己

在火狱之中的位子，假如是不好的，以便增加他

对真主的感谢；任何人都不能进入火狱，直至他

看见自己在天堂之中的位子，假如是优美的，只

会增加他的悲哀。” P583F

①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يـقُ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النيب عن أنس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3

ةاميالق ومذَاباً يارِ علِ النأَه نوالَى َألهعٍء  : تـيش نضِ مي اَألرا فم أَنَّ لَك لَو

أَردت منك أَهونَ مـن هـذَا   : نعم، فَيـقُولُ: أَكُنت تفْتدي بِـه؟ فَيـقُولُ

ملْبِ آدي صف تأَنو :بِي رِكشإلَّا أَنْ ت تيئاً، فَأَبيبِي ش رِكشمتفق . »أَنْ ال ت

 .عليه

“清高的真主对受刑最轻的火狱居民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6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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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拥有大地上的一物，你愿意用它去赎取

刑罚吗？’他说：‘我愿意。’真主说：‘你在

阿丹脊椎中时，我只想要你比这更轻微的：不要

以任何事物举伴我；但你拒绝了命令，反而以物

配主’。” ① 
 

-火狱居民的言语：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0 / . - ,  1  2  5 4 3  7 6  8  : 9  

;   H G F E D C B A @ ? > = <
 N M L K J I U T  S R Q P  O

[ Z Y X  W V( ] ٣٩-٣٨األعراف.[ 

【[38]真主将要说：“你们同精灵和人类中

以前逝去的各民族一起进入火狱吧。”每当一个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5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

集》第 28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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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进入火狱，总要咒骂她的姐妹民族，直到他

们统统到齐了。他们中后进的论及先进的说：“我

们的主啊！这等人曾使我们迷误，求您使他们受

加倍的火刑。”主说：“每个人都受加倍的火刑，

但你们不知道。”[39]他们中最先的对最后的说：

“那么，你们对我们并无任何优越，故你们当因

自己的行为而尝试刑罚！”】① 

-清高的真主说： 

I H G F E D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K J  R Q P O N M L

S( ]٢٥ /العنكبوت.[ 

【[25]……但在复生日，你们将互相抵赖，

互相诅咒，你们的归宿是火狱，你们绝没有援助

者。”】P586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①
《高处章》第 38-39 节 

②
《蜘蛛章》第 2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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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٣

 ].١٤ /الفرقان[  )=

【[14]今天你们不要哀求一死，你们当哀求

多死。】 P587F

① 
 

                                                        
①
《准则章》第 1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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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火狱居民受刑种类的描述： 
 

①-否认者与伪信者： 

清高的真主说： 

̄  ° ± ²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 ¬

Á À ¿ ¾ ½ ¼ » º ¹  ̧ ¶ µ  ́ ³( 

 .]٦٨/التوبة[

【[68]真主应许伪信的男女和不信道者，他

们将入火狱，并永居其中，火狱是足以惩治他们

的。真主已诅咒他们，他们将受永恒的刑罚。】P588F

① 

②-故意杀人者： 

-清高的真主说： 

g f e d c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1
 n m l k j i h r q p o

s(    ]٩٣/النساء.[ 

【[93]谁故意杀害一个信士，谁要受火狱的

                                                        
①
《忏悔章》第 6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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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而永居其中，且受真主的谴怒和弃绝，真

主已为他预备重大的刑罚。】①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本·阿税（愿

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قَتلَ  مـن«: قال النيب عبداهللا بن عمرو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عن  عن -٢

ها يوجد من مِسرية أَربـعني م يرح رائحةَ اجلَنة وإنَّ رِحيــمعاهداً لَـ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عاماً

“谁杀害了与穆斯林结约得到保护者，谁就

闻不到天堂的气息；的确，天堂的气息在四十年

行程之外都可以发现。” P590F

② 

③-奸夫和淫妇： 

塞姆莱图·本·君德布（愿主喜悦他）传述，

他说： 

يعين مما يكثر  كان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مسرة بن جندب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①
《妇女章》第 93 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16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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أنه قال ذات  -وفيه- »م من رؤيا؟هلْ رأَى أَحد منكُ«: أن يقول ألصحابه

... إنه أَتانِي اللَّيلَةَ آتيان، وإنهـما ابتعثَانِي وإنهـما قَاال لي انطَلق«: غداة

ه، فَاطَّلَعنا فيـ: فَانطَلَقْنا فَأَتينا علَى مثْلِ التنورِ، فَإذَا فيـه لَغطٌ وأَصوات، قَالَ

 ـمـهنفَلَ مأَس نم بلَـه يهِـمأْتي ـمإذَا هاةٌ، وراٌء عنِسالٌ ورِج يهفَإذَا ف

... قُلْت لَـهـما ما هؤالِء؟: فَإذَا أَتاهـم ذَلك اللهب ضوضوا، قَالَ

-يهففَقَاال -و :اةُ الَّذراُء العسالنالُ وجا الرأَمو ـمورِ فَهناِء التثْلِ بِني مف ين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الزناةُ والزوانِي

“主的使者（ ）经常对他的弟子们说：

‘你们谁做梦了吗？’……有一天早晨，他对我

们说：‘昨晚来了两位天使，他俩对我说：走

吧!……我们来到一个火炉状的东西旁。突然听

见其中喧哗嘈杂，我们观看里面，发现有许多赤

裸的男女，突然有一火焰从他们的下面到来，当

那火焰接触他们时，他们就乱叫一通。’我问他

俩：‘这些人怎么啦？’……他俩说：‘火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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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赤裸的男女，他们是一群奸夫和淫妇’。”① 

④-吃高利贷者： 

塞姆莱图·本·君德布（愿主喜悦他）传述， 

فَانطَلَقْنا حتى أَتينا «: قال النيب  عن مسرة بن جندب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نيلٌ بجرِ رهطِّ النر وعلى شهالن طسلَى وع ملٌ قَائجر يهمٍ فد نرٍ مـهلَى نع

الرجلُ الَّذي في النهرِ، فَإذَا أَراد أَنْ يـخرج رمى  يديـه حجارةٌ، فَأَقْبلَ

الرجلُ بِـحجرٍ في فيـه فَرده حيثُ كَانَ، فَجعلَ كُلَّما جاَء ليـخرج رمى 

ـه في قَالَ والَّذي رأَيت... في فيه بِـحجرٍ فَيرجِع كَما كَانَ فَقُلْت ما هذَا؟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النهرِ آكلُو الربا

“我们又来到一条血河旁，发现在河中有一

人，在岸边有一人面前放着许多石块。当河里的

人游过来想要从河中出去时，岸上的人便把石块

投在他的口中，迫使他返回；每当他要出去时，

岸上的人就把石块投在他口中，逼他回去。我说：

‘这个人怎么啦？’……他说：‘你所看到的那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0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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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在河里的人是吃利息的人’。”① 

⑤-塑像（画像）者：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 يقول مسعت رسول اهللا  :بن عبا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عن ا -١

كُلُّ مصورٍ في النارِ يـجعلُ لَـه بِكُلِّ صورة صورها نفْساً فَتعذِّبـه في «

منهأخرجه مسلم .»ج. 

“每个塑像（画像）者都在火狱之中；他要

给自己所塑像（画像）的每一个像注入灵魂，并

且他将在火狱之中遭受惩罚。”P593F

②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وقد سترت  دخل علي رسول اهللا : عائش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ا قالت عن -٢

يا عائشةُ أَشد «: قالسهوةً يل بِقرامٍ فيه متاثيل، فلما رآه هتكه وتلون وجهه و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86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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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الت عائشة» الناسِ عذَاباً عند اهللا يوم القيامة الَّذين يضاهونَ بِـخلْقِ اهللا 

 .متفق عليه. ه فجعلنا منه وسادة أو وسادتنيفقطعنا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

探望我，当时我在房门上挂了一个有肖像的帘

子，当他看见上面的肖像之后，他勃然大怒地拉

开帘子，然后说：‘阿依莎啊！复生日，在真主

阙前惩罚最严重的人就是那些效仿真主创造物

的人们。’阿依莎说：‘我剪了帘子，然后将它

做成一个或两个枕头’。”P594F

①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من «: يقول مسعت رسول اهللا ابن عبا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عن -٣

ص روـصةً فـورينــا كُلِّــي الدنأَنْ ي ــفُـفيهف ا ـــخ

 .متفق عليه .»س بِنافخٍــامة ولَيــيـوم القـــروح يــــا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95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07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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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今世塑了一个像，复生日他将被责成

为其所塑的像注入灵魂，但他绝不是注入者。”① 

⑥-侵吞孤儿的财产者： 

清高的真主说： 

V U T \ [ Z Y X W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b a  ̀_  ̂]  (]١٠/النساء .[ 

【[10]侵吞孤儿的财产的人，只是把火吞在

自己的肚腹里，他们将入烈火之中。】 P596F

② 

⑦-说谎、背谈与中伤者： 

-清高的真主说： 

y x w v u t s r q ( :قال اهللا تعـاىل  -١

~ } | { z( ]٩٤-٩٢/الواقعة.[ 

【[92]如果他是迷误的、否认复活者，[93]

那么，他将享受沸水的款待，[94]和烈火的烧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04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10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②
《妇女章》第 1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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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① 

-穆阿兹·本·洁柏利（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我曾经与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一起旅行……我说：“主的先知啊！我

们都将因自己所说的话而受到拿问吗？”他说： 

-يف سـفر  كنت مع النيب : معاذ بن جبل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٢

ثَكلَتك أُمك يـا  «: فقال اهللا، وإنا ملؤاخذون مبا نتكلم به؟ فقلت يا نيب -وفيه

أَو هِـموهجلَى وارِ عي النف اسالن كُبلْ يهاذُ، وعإلَّـا    م ــمرِهاخنلَى مع

ـهِـمتأَلِْسن دائصأخرجه الترمذي وابن ماجه. »ح. 

“穆阿兹啊！你的问题真奇怪！人们被颠倒

着扔下火狱，往往就是因为他们口舌的因素。”P598F

② 

⑧-隐讳真主所降示的经典者： 

清高的真主说： 

z y x } | { ~ ے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①
《大事章》第 92-94 节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616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伊本马

哲圣训集》第 39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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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ª ©  ̈ §  ¦ ¥  ¤

³ ² ± ° ¯ ¹  ̧ ¶ µ ´( 

 ].١٧٤/البقرة[

【[174]隐讳真主所降示的经典，而以廉价

出卖它的人，只是把火吞到肚子里去，在复生日，

真主既不和他们说话，又不涤除他们的罪恶，他

们将受痛苦的刑罚。】P599F

① 
 

-火狱居民的相互争吵： 
 

当否认者们看见真主为他们准备的刑罚时，

他们请求保护远离那骇人听闻的刑罚，他们憎恨

自身，他们憎恨在今世上的爱友们，他们之间的

一切友爱都变成了仇恨，与此同时，火狱居民之

间也开始相互争辩，根据他们之间不同的等级而

相互辩驳。 

                                                        
①
《黄牛章》第 17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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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者与被崇拜者之间的争辩： 

١- )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h
} | { z y x w v u( ]راءالشع/ 

٩٩-٩٦[. 

【[96]他们在火狱中争辩着说：[97]“指真

主发誓，以前，我们确实在明显的迷误中。[98]

当日，我们使你们与全世界的主同受崇拜。[99]

惟有犯罪者使我们迷误。】P600F

① 

-弱者与者之间的争辩： 

ے ¡ ¢( -٢  ~ }  ¤ £

 ̄ ® ¬ « ª ©  ̈ § ¦ ¥  ± °
¾ ½ ¼ » º ¹ ¸ ¶ µ ´ ³ ² 

À ¿( ]٤٨-٤٧/غافر.[  

【[47]那时他们在火狱中互相争论，懦弱者

对自大者说：“我们确已做过你们的顺从者，你

                                                        
①
《众诗人章》第 96-9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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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替我们解除一部分火刑吗？”[48]自大者

说：“我们大家的确都在火狱中，真主确已替众

仆判决了。”】① 

-追随者与迷误领袖之间的争辩： 

٣- )0 / . - , +  3 2 1 6 5 4

 D  C B  A @  ?  >  = < ; :  9  8 7 G F E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H  W

\ [ Z Y X( ]٣٣-٢٧/الصافات.[  

【[27]于是他们大家走向前来，互相谈论，

[28]这些人说：“你们确已用权力胁迫我们。”

[29]那些人说：“不然！你们自己原来不是信道

者，[30]我们对你们绝无权力。不然！你们是悖

逆的民众。[31]故我们应当受我们的主的判决，

我们确是尝试的。[32]所以我们使你们迷误，我

们自己也确是迷误的。”[33]在那日，他们必定

                                                        
①
《赦宥者章》第 47-4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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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受刑罚。】① 

-否认者与其伙伴恶魔之间的争辩： 

٤- ) µ  ́³ ² ± °  ̄® ¬ « ª  ¶  ¸     ¹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 º    ( 

  .]٢٩-٢٧/ق[

【[27]他的伙伴将说：“我的主啊！我没有

使他放荡，但他自陷于不近情理的迷误中。”[28]

主将说：“你们不要在我面前争论，我确已预先

警告你们了。[29]我的判词，是不可变更的，我

绝不是亏枉众仆的。”】P603F

② 

-正当人与其肢体争辩时，得知事情比此

更加严重： 

٥- ) Ê É È Ç Æ Å Ä Ð Ï Î Í Ì Ë  

 × Ö Õ Ô Ó Ò ÑÙ Ø  # " !

                                                        
①
《列班者章》第 27-33 节

 

②
《戛弗章》第 27-2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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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2 1 0 / .
 .]٢١-١٩/فصلت[  )3 4

【[19]在那日，真主的敌人将被召集到火狱

去。他们是受约束的。[20]待他们来到火狱的时

候，他们的耳、目和皮肤将作证他们的行为。[21]

他们将对自己的皮肤说：“你们为什么作不利于

我们的见证呢？”它们将说：“能使万物说话的

真主，已使我们说话了。他初次创造你们，你们

只被召归于他。”】P604F

① 
 

-火狱的居民恳求养主让他们看见使

他们迷误者，并恳求减轻对他们的惩罚： 
 

-清高的真主说： 

Ï Î Í Ì Ë Ê É È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Ñ Ð Ø × Ö Õ Ô Ó Ò  ( ]٢٩/فصلت.[ 

【[29]不信道者说：“我们的主啊！求您昭
                                                        

①
《奉绥来特章》第 19-2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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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们那些曾使我们迷误的精灵和人类，让我们

将他们踏在我们的脚下，以便他们变成最下贱

的。”】① 

-清高的真主说： 

L K J I H G F E ( :تعاىل قال اهللاو -٢

 O N M T S R Q P  X W V U

Y \ [ Z b a  ̀ _  ̂ ]( 

 ].٦٨-٦٦/األحزاب[

【[66]他们的面皮在火中被翻转之日，他们

将说：“但愿我们曾服从真主，服从使者！”[67]

他们说：“我们的主啊！我们确已服从我们的领

袖和我们的伟人，是他们使我们违背正道。[68]

我们的主啊！求您用加倍的刑罚处治他们，求你

严厉地弃绝他们。”】 P606F

② 
 

-易卜劣厮对火狱居民的演说： 
                                                        

①
《奉绥来特章》第 29 节 

②
《同盟军章》第 66-6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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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主判决了事情，在仆人之间进行裁决之

后，易卜劣厮就开始对火狱的居民演讲，以便增

加他们的苦恼、悔恨和悲痛。 

̀  c b a ( :قال اهللا تعـاىل _  ̂ ] \
 h g f e d i  j   q p o n m l k

 u t s rw v   z  y  x  | {  }  
¢ £  ے  ~  ¡   ¤  ¥  ¦  ¨  §  © 

ª   «  ¬  ® ¯ ( ]٢٢/إبراهيم.[ 

【[22]当事情已被判决的时候，恶魔说：“真

主确已真实地应许你们，我也曾应许你们，但我

对你们爽约了。我对你们本来没有什么权力，不

过是我召唤你们，而你们响应我的号召。所以你

们不要责备我，应当责备自己，我不能援救你们，

你们也不能援救我。我不承认以前你们曾把我配

主，不义者必受痛苦的刑罚。”】P607F

① 
 

                                                        
①
《伊布拉欣章》第 2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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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狱请求增加： 
 

-清高的真主说： 

 )Ò Ñ Ð Ï Î Í Ì Ë Ê É(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٣٠/ق[

【[30]在那日，我将对火狱说：“你已填满

了吗？”它将说：“还有增加的吗？”】P608F

①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ل تـزالُ  «: أنه قال لنيب عن اأنس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٢

هلْ من مزِيد، حتى يضع رب العزة فيـها قَدمـه،  : جهنم يلْقَى فيها وتقُولُ

وال يـزالُ  بِـعزتك وكَرمك،  قَطْ قَطْ: فَينزوِي بـعضها إلَى بـعضٍ وتقُولُ

ى يتلٌ حفَض ةي اجلَنفةلَ اجلَنفَض ـمـهنكسلْقاً، فَيا خئَ اُهللا لَـهشمتفق . »ن

 .عليه

“火狱一直不断地要求增加，它说：‘还有

增加的吗？’尊严的养主将其脚放在其中，于是

                                                        
①
《戛弗章》第 3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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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狱便拥挤不堪，他说：‘以您的尊贵和荣誉发

誓，够了，够了。’只要天堂里有一种恩惠，真

主都为其创造居民，然后让他们居住在天堂的恩

惠之中。”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4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48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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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火狱居民的状况 

ÄX⁄—W6”› Y6‘ W‚oY6€’6Ä‚å 
1-清高的真主说： 

̀ Z b a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ـاىل -١  _ ̂  ]

 d co n m l k j i h g f e( 

 ].٥٦/النساء[

【[56]不信我的迹象的人，我必定使他们入

火狱，每当他们的皮肤烧焦的时候，我另换一套

皮肤给他们，以便他们尝试刑罚。真主确是万能

的，确是至睿的。】P610F

① 

2-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 :و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٢

-٧٤/الزخرف[ )/ 0 1 2 3 4 5 .+ , -

٧٦.[ 

【[74]罪人们将来必永居火狱的刑罚中，

                                                        
①
《妇女章》第 56 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498 
 

 

[75]那刑罚不稍减轻，他们将在其中沮丧。[76]

我没有亏枉他们，但他们自欺。】① 

3-清高的真主说： 

;  3 4 5 6 7 8 9 :( :و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٣

 ? > = < K J I H G F E D C B A @

N M L P O( ]٦٦ -٦٤/األحزاب[. 
【[64]真主确已弃绝不信道者，并为他们预

备烈火。[65]他们将永居其中，不能得到任何保

护者，也不能得到任何援助者。[66]他们的面皮

在火中被翻转之日，他们将说：“但愿我们曾服

从真主，服从使者！”】P612F

② 

4-清高的真主说： 

ــاىل-٤ ــال اهللا تع z y x w v } | { ( :وق
 )¢ £ ¤ ¥ ¦ §̈  © ª ~ ے ¡

 ].٣٦/فاطر[

                                                        
①
《金饰章》第 74-76 节 

②
《同盟军章》第 64-6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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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不信道者，将遭火狱的火刑，既不判

他们死刑，让他们死亡；又不减轻他们所遭的火

刑。我这样报酬一切忘恩的人们。】① 

5-清高的真主说： 

ـ -٥ ± º ¹  ̧¶ µ  ́³ ² (: اىلوقال اهللا تع
»  Ê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Ì Ë( ]١٠٧-١٠٦ /هود.[ 

【[106]至于薄命的，将进入火狱，他们在

其中将要叹气，将要哽咽。[107]他们将天长地

久地永居其中。除非你们的主所意欲的，你的主

确是为所欲为的。】 P614F

② 

6-清高的真主说： 

G F (: و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٦  E D C
I H K J  W V U T S R Q P O N M L

Z Y X _  ̂] \ [( ]٧٠-٦٨/مرمي.[ 

                                                        
①
《创造者章》第 36 节 

②
《呼德章》第 106-10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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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指你的主发誓，我必将他们和众恶魔

集合起来。然后我必使他们去跪在火狱的周围。

[69]然后我必从每一宗派中提出对至仁主最悖

逆的人。[70]然后，我的确知道谁是最该受火刑

的。】① 

7-清高的真主说： 

ــ-٧ ــال اهللا تع   ~ ے ¡  z y } | {( :اىلوق
¥¤ £ ¢  ¬ « ª ©  ̈§ ¦ ± °  ̄® 

 ].٢٦-٢١/النبأ [ )² ³́ 

【[21]火狱确是伺候着，[22]它是悖逆者的

归宿；[23] 他们将在其中长时间的逗留。[24]

他们在其中不能睡眠，不得饮料，[25]只饮沸水

和脓汁。[26]那是一个很适当的报酬。】 P616F

② 

8-清高的真主说： 

n m l k(: و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٨  j i h g f 

                                                        
①
《麦尔彦章》第 68-70 节 

②
《消息章》第 21-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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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p o w v u t s r  ¡ ے ~ } | { z y x

 ¢¥ ¤ £ ¦  §  µ ́  ³ ² ± ° ̄  ® ¬ « ª © ̈

¼ » º ¹ ̧  ].٩-٦/امللك[ )¶ 

【[6]不信主的人们将受火狱的刑罚，那归

宿真恶劣！[7]当他们被投入火狱的时候，他们

将听见沸腾的火狱发出驴鸣般的声音。[8]火狱

几乎为愤怒而破碎，每有一群人被投入其中，管

火狱的天使们就对他们说：“难道没有任何警告

者降临你们吗？”[9]他们说：“不然！警告者确

已降临我们了，但我们否认他们，我们说：‘真

主没有降示甚么，你们只在重大的迷误中'。”】P617F

① 

9-清高的真主说： 

Ó Ò Ñ Ð Ï Î  Ö Õ Ô( : تعـاىل وقال اهللا-٩
Ý Ü Û Ú Ù Ø ×( ]٤٨-٤٧/القمر .[ 

【[47]犯罪者的确在迷误和烈火中。[48]

                                                        
①
《国权章》第 6-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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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匍匐着被拖入火狱之日，将对他们说：“你

们尝试火狱的烧灼吧！”】① 

10-清高的真主说： 

ــاىل-١٠ ــال اهللا تع F E D C B A  I H G( :وق
K J  M LO N T S R Q P  W V U

\ [ Z Y X( ]٩-٤/اهلمزة.[ 

【[4]绝不然,他必定要被投在毁灭坑中。[5]

你怎能知道毁灭坑是什么？[6]是真主的燃着的

烈火。[7]能升到人的心上。[8]他们必定要被关

在烈火中,[9]吊在许多很高的柱子上。】P619F

② 

11-欧沙麦·本·宰德（愿主喜悦他俩）的

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رسـول اهللا  مسعت: الأسامة بن زي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أنه ق عن-١١

في النـارِ،   يـجاُء بِالرجلِ يوم القيامة فَيلْقَى في النارِ فَتندلق أَقْتابـه«: يقول
                                                        

①
《月亮章》第 47-48 节 

②
《诽谤者章》第 4-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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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فَيدور كَما يدور احلـمار بِرحاه، فَيـجتـمع أَهلُ النارِ علَيـه فَيـقُولُونَ

: يا فُالنُ ما شأنك؟ أَلَيس كُنت تأْمرنا بِاملعروف وتنـهانا عنِ املُنكَـرِ؟ قَـالَ  

ال آتو وفربِاملع كُمرآم تكُنـهيكَرِ وآتنِ املنع اكُمـهأَنو ،متفق عليه. »يه. 

“复生日，有个人被带上来后投入了火狱。

他的肠肚在火狱之中全都流出来了，就像驴子拉

磨一样盘着；火狱的居民都围上来问道：‘某某

人啊!你怎么了，你不是曾经劝我们行善，止我

们作恶的人吗？’他说：‘是的！我曾命人行善，

但我自己却不行善；我曾止人作恶，但我自己却

去作恶’。” P620F

① 
 

-火狱居民的哭泣及喊叫： 
 

-清高的真主说： 

S R Q P O N M L K W V U T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Z Y X c b a  ̀ _  ̂ ] \ [(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6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

集》第 298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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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٨٢-٨١/التوبة[

【[81]……他们互相嘱咐说：“你们不要在

热天出征。”你说：“火狱的火是更炽热的，假

若他们是明理的。”[82]让他们少笑些，多哭些，

以报酬他们的营谋。】 P621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 ²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 ¬ «
 µ  ́³ ¸ ¶  ¹  Á À ¿ ¾ ½ ¼ » º

Å Ä Ã Â È Ç Æ(  ]٣٧/فاطر .[ 

【[37]他们在里面求救说：“我们的主啊！

求您放我们出去，我们将改过迁善。”难道我没

有延长你们的寿数，使能觉悟者有觉悟的时间

吗？警告者已降临你们了。你们尝试刑罚吧，不

义者绝没有任何援助者。】P622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①
《忏悔章》第 81-82 节 

②
《创造者章》第 3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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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²(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٣ ® ¬ « ª( 

 ].١٠٠/األنبياء[

【[100]他们在其中将经常叹息，他们在其

中将一无所闻。】P623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0 1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٤

4 3 2 = < ; : 9 8 7 6 5( 

 ].١٤-١٣/الفرقان[

【[13]当他们被枷锁着投入烈火中一个狭

隘地方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哀号求死。[14]今天

你们不要哀求一死，你们当哀求多死。】 P624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m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٥  l  k  j  i  h  g
p  o  n rq( ]٢٧/الفرقان.[ 

【[27]在那日，不义者一面咬手一面说：

                                                        
①
《众先知章》第 100 节 

②
《准则章》第 13-1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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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但愿我曾与使者采取同一道路。】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 ²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٦ ® ¬ « ª

µ  ́  ].١٦٧/البقرة[ )¶̧  ³

【[167]真主将这样以他们的行为昭示他

们，使他们感到悔恨，他们绝不能逃出火狱。】P626F

② 
 

-火狱居民的祈祷： 
 

当火狱的居民进入火狱，他们遭到严厉的惩

罚之后，他们就开始求救、呼喊，他们渴望能够

找到人拯救他们，使他们复生，他们呼喊天堂的

居民、呼喊火狱的管理者、呼喊火狱的管理者马

立克，他们呼喊他们的养主，他们得到的答复只

能使他们悔恨，然后他们绝望了，他们开始叹气

和哽咽。 
                                                        

①
《准则章》第 27 节 

②
《黄牛章》第 167 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507 
 

 

-清高的真主说： 

̧  ¹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 µ  ́ ³ ²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 º

È( ]٥٠/األعراف.[ 

【[50]火狱的居民将要喊叫乐园的居民说：

“求你们把水或真主所供给你们的食品，倒下一

点来给我们吧！”他们回答说：“真主确已禁止我

们把这两样东西赠送不信道者。”】P627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Ë Ê ÉÎ Í Ì  % $ # " !

+ *  ) ( '  & 4 3 2 1 0 / . - ,(   

 ].٥٠-٤٩/غافر[

【[49]在火狱里的人对管理火狱的天使

说：“请你们祈祷你们的主，求他给我们减轻一

                                                        
①
《高处章》第 5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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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刑罚。”[50]他们说：“难道你们族中的使者，

没有昭示你们若干明证吗？”他们说：“不然！”

天使们说：“你们祈祷吧！但不信道者的祈祷只

在迷误中。”】① 

-清高的真主说： 

6 7 8 9 : ;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٣

G F E D C B A @ ? ( ]٧٨-٧٧/الزخرف.[ 

【[77]他们将喊叫说：“马立克啊！请你的

主处决我们吧！”他说：“你们必定要留在刑罚

中。”[78]我确已把真理昭示给你们，但你们大

半是厌恶真理的。】P629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0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٤
2 1 3      4  > = < ; : 9 8 7 6 5

 ].١٠٨- ١٠٦/املؤمنون[  )? @

                                                        
①
《赦宥者章》第 49-50 节 

②
《金饰章》第 77-7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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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他们说：“我们的主啊！我们的薄

命，曾制服我们，使我们变成迷误者。[107]我

们的主啊！求您让我们从火狱出去，如果我们再

次犯罪，我们就确是不义者。” [108]他说：“你

们在火狱中应当忍气吞声，不要对我说话。”】① 

-当火狱的居民对逃离火狱失望、对所有

的福利都绝望时，他们开始叹气和哽咽。犹如超

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º ¹  ̧¶ µ  ́³ « ± ²(: قال سبحانه  -٥
 Ë Ê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Ì( ]١٠٧-١٠٦ /هود.[ 

【[106]至于薄命的，将进入火狱，他们在

其中将要叹气，将要哽咽。[107]他们将天长地

久地永居其中。除非你们的主所意欲的，你的主

确是为所欲为的。】 P631F

② 

                                                        
①
《信士章》第 106-108 节 

②
《呼德章》第 106-10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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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主保佑，远离真主的恼怒与惩罚。主啊！

求您恩赐我们天堂吧！使我们远离火狱，您是我

们的主。主宰真好！援助者真好！ 
 

-

天堂居民的遗产是火狱居民的住所：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ا منكُم من «:   رسول اِهللا قال: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زِالننم إلَّا لَـه دأَح : ،ارلَ النخفَد اتارِ، فَإذَا مي النزِلٌ فنمو ،ةي اجلَنزِلٌ فنم

[  Z ] \( :ورِثَ أَهلُ اجلَنة منزِلَـه، فَذَلك قَولُـه تعالَى
d c b a ̀  .أخرجه ابن ماجه. )̂ _ 

“你们每个人都有两所住宅：天堂中的住宅

与火狱中的住宅；如果他去世后进入了火狱，那

么，天堂的居民就继承了他的住宅，就如清高的

真主所说: 【[10]这等人，才是继承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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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继承乐园的，他们将永居其中。】①”② 

 

-犯罪的认主独一者从火狱中获得释

放： 
 

-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ذَّب نـاس  يـع«: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جاب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١

مــماً، ثُـم تدرِكُهــم    حـمن أَهلِ التوحيد في النارِ حتى يكُونوا فيها 

  ـةـوابِ اجلَنلَى أَبونَ عحطْريونَ وجرـخةُ، فَيـمحقـال » الر :»  شـرفَي

لغثَاُء في حـمالَة السيلِ ثُـم  علَيـهِـم أَهلُ اجلَنة املَاَء فَينبتونَ كَما ينبت ا

 .أخرجه أمحد والترمذي. »يدخلُونَ اجلَنةَ

“部分犯罪的认主独一者在火狱受到惩罚，

烧得黑若焦炭，真主的怜悯降临他们，他们从火

狱中被释放出来，他们来到天堂的门口，天堂居

民往他们身上洒水，他们就象洪水的泡沫一样重

                                                        
①
《信士章》第 10-11 节 

②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434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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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滋长，然后他们就进入天堂。”①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خرج مـن  ـي«: قال النيب ن أأنس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٢

ال إلَـه إلَّا اُهللا وكَانَ في قَلْبِـه من اخلَيرِ ما يزِنُ شعيرةً، ثُـم  : النارِ من قَالَ

قَالَـي نارِ مالن نم جرزِنُ : خا يرِ ماخلَي نم ي قَلْبِـهكَانَ فإلَّا اُهللا و ال إلَـه

ةً، ثُمرب قَالَـي نارِ مالن نم جررِ : خاخلَي نم ي قَلْبِـهكَانَ فإلَّا اُهللا و ال إلَـه

 .متفق عليه. »ما يزِنُ ذَرةً

“内心有大麦粒重量的信念而说了‘除真

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者可以脱离火

狱，内心有小麦粒重量的信念而说了‘除真主

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者可以脱离火狱

，内心有小蚂蚁重量的信念而说了‘除真主之

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者可以脱离火狱。

                                                        
①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5268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597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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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火狱居民所受的最严厉的刑罚： 
 

-最优越的恩惠就是信士们见到他们的养

主 时 的 喜 悦 和 欢 乐 ， 养 主 喜 悦 他 们 。

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٢٢/القيامة[ )- . / 0 ( * + ,(: قال سبحانه -١

٢٣.[ 

【[22]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华的，[23]

是仰视着他们的主的。】 P636F

② 

清高的真主又说： 

{ ~ ے ¡ ¢ £ ¤ ¥ ( :وقال تعاىل

 ² ± ° ¯ ® ¬ « ª ©  ̈§ ¦

º ¹  ̧¶ µ ´ ³( ]٧٢/ التوبة.[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93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②
《复活章》第 22-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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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应许信道的男女们将进入下临诸河

的乐园，并永居其中，他们在常住的乐园里，将

有优美的住宅，得到真主的更大的喜悦；这就是

伟大的成功。】① 

-火狱中最严厉的惩罚就是火狱的居民被

遮挡无法看见他们的养主；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

所说： 

] \ [  Z Y X W V U T(: قال سـبحانه  -٢
 ].١٦-١٥ /املطففني[ )^ _

【[15]真的，在那日，他们必受阻拦，不得

朝见他们的主。[16]然后，他们必堕入烈火之

中。】P638F

② 
 

-永居天堂者与火狱者： 
 

-清高的真主说： 

                                                        
①
《忏悔章》第 72 节 

②
《称量不公章》第 15-1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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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µ  ́³ ² ± » º ¹(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Ë Ê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Î Í Ì   Ï Ð   Ñ  Ò  Ó  Ô  Õ  Ö  Ø ×
ß Þ Ý  Ü Û Ú  Ù á à( ]١٠٨-١٠٦ /هود.[ 

【[106]至于薄命的，将进入火狱，他们在

其中将要叹气，将要哽咽。[107]他们将天长地

久地永居其中。除非你们的主所意欲的，你的主

确是为所欲为的。§[108]至于幸福的，将进入

乐园，而永居其中，天长地久，除非你的主所意

欲的；那是不断的赏赐。】P639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اهللا تعاىلقال و - ٢  ¶ µ  ́ ³ ² ± ° ¯
» º ¹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É È Ç " !  + * ) ( ' & % $ #
 ]. ٣٧-٣٦/املائدة[ ) , - .

                                                        
①
《呼德章》第 106-10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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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不信道的人，假如大地上的一切都归

他们所有，再加上同样的一份，而用全部财产去

赎取复生日的刑罚；那么，他们的赎金不蒙接受，

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37]他们想从火狱里出

来，但他们绝不得出来，他们将受永恒的刑罚。】①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إذَا صار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ابن عم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عن -٣

 ةاجلَن نيلَ بعـجى يتح ارِ جِيَء بِاملوتارِ إلَى النلُ النأَهو ،ةإلَى اجلَن ةلُ اجلَنأَه

ادني مادني ثُم ،ـحذْبي ارِ، ثُمالنو :لَ اجلَنا أَهارِ ال يلَ النا أَهي ،توال م ة

موت، فَيزداد أَهلُ اجلَنة فَرحاً إلَى فَرحهِـم، ويزداد أَهلُ النارِ حزناً إلَى 

نِـهِـمزمتفق عليه .»ح. 

“当天堂的居民最终进入天堂，火狱的居民

最终进入火狱之后，死亡被带到天堂与火狱之

间，而后被处死，然后晓谕者呼吁道：‘天堂的

                                                        
①
《筵席章》第 36-3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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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啊！今后再不会有死亡了；火狱的居民啊！

今后再也不会有死亡了。’于是天堂的居民喜上

加喜，火狱的居民愁上加愁。”① 
 

-天堂与火狱的幔帐：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حجِبت النار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أن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ةُ بِاملكَارِهاجلَن تجِبحو ،اتوهمتفق عليه. »بِالش. 

“火狱被私欲的幔帐所笼罩，天堂被各种艰

辛所笼罩。”P642F

② 
 

-天堂与火狱的临近：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4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

集》第 2850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48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

集》第 2823 段， 

译者注：这里的意思是必须克服各种艰难，才能到达天堂；享受各种私欲，

方能进入火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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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جلَنةُ أَقْرب «: قال النيب : 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مسعو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كثْلُ ذَلم ارالنو ،ـهلعن اكرش نم كُمد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إلَى أَح. 

“天堂比你们任何人的鞋带都更接近他，火

狱也是如此。”P643F

① 
 

-天堂与火狱的争辩，真主为它俩裁

决：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تـحاجت النار واجلَنةُ، «: قالعن النيب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ارالن ةُ: فَقَالَتاجلَن قَالَتو ،رِينبـجاملُتو رِينـكَببِاملُت تري ال : أُوثالفَم

هزجعو ـمقَطُهساسِ وفَاُء النعلُنِي إلَّا ضخديةنلْـجفَقَالَ اُهللا ل ،ـم : تأَن

أَنت عذَايب، أُعذِّب : رحـمتي، أَرحـم بِك من أَشاُء من عبادي، وقَالَ للنارِ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48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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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تفق عليه .»..بِك من أَشاُء من عبادي، ولكُلِّ واحدة منكُم ملْؤها

“火狱与天堂相互争执，火狱说：‘我专门

接纳高傲自大的、目空一切者。’天堂说：‘我

只接纳人们中的弱者、被不屑一顾者、不贪婪今

世者。’真主对天堂说：‘你是我的慈悯，我将

以你怜悯我所意欲的仆人。’然后他又对火狱说：

‘你是我的刑罚，我将以你惩罚我所意欲的仆

人，你们两个都将要被填满。’”P644F

① 
 

-警惕火狱，寻求天堂： 
 

-清高的真主说： 

Ï ÎÍ Ì Ë Ê É È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Ð Ñ Ó Ò( ]١٣٢-١٣١/آل عمران.[ 

【你们当争先趋赴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赦宥，

和那与天地同宽的、已为敬畏者预备好的乐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5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46 段，原文出自《穆

斯林圣训集》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520 
 

 

园。】① 

-阿迪云·本·哈体慕（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提到了

火狱，他转过脸祈求真主保护，免遭火狱的伤害；

然后他又提到了火狱，他转过脸祈求真主保护，

免遭火狱的伤害；最后他说： 

ذَكَر النار فَأَشاح  أن النيب : عدي بن حامت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٢

: قَالَ ثُم، ثُم ذَكَر النار فَأَشاح بِوجهِه فَتعوذ منـها، بِوجهِه فَتعوذَ منـها

»ةبطَي ةـمفَبِكَل ـجِدي لَـم نفَم ،ةرـمت قلَو بِشو ارقُوا النمتفق عليه. »ات. 

“你们当谨防火狱，即使是半颗椰枣也

罢！”P646F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كُلُّ أُمتي «: قال عنه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 -٣

من أَطَاعنِي «: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ومن يأىب؟ قال: قالوا. »إلَّا من أَبى يدخلُونَ اجلَنةَ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33 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6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

集》第 10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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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تفق عليه .»دخلَ اجلَنةَ، ومن عصانِي فَقَد أَبى

“除拒绝者外，我所有的民众都能进入天

堂。”他们问：“主的使者啊!谁是拒绝者呢？”

他说：“谁服从我，他就能进入天堂；谁违背我，

他确已拒绝了。”P647F

① 

主啊！我们向您祈求天堂，以及接近天堂的

言行；我们求您保护免遭火狱的伤害，以及接近

火狱的言行。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28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

集》第 1835 段，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522 
 

 

6-相信前定 

LC6Ä|u —X_6‹Xu∞� W  
 

-前定：就是清高的真主知道所有的一

切，而这一切事物都是根据他的意欲存在，或都

是根据他的意欲而发生在宇宙万事万物中。他规

定那一些，并将其记录在仙牌上。 
 

-前定：是真主在众生中存在的秘密，无

论是接近的天使、还是被派遣的先知都不知道真

主的前定。 
 

-相信前定： 
 

必须坚信一切好与歹都是根据真主的前定

与定然而发生的，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٤٩/القمر[ )ã â á à ß Þ( :قال سبحان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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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我确已依定量而创造万物。】① 
 

-相信前定的要素（Ä| —X_6‹X∞� W6‹XÕÄY）： 
 

相信前定包含四件事情： 
 

第一：相信清高的真主知道一切事物的概况

和详情，无论是关于超绝万物主的行为，如创造、

管理、使复活、使死亡等等；还是有关被造物的

行为，如人类的言、行、状况，以及动物、植物、

无生物的状况，真主彻知那所有的一切；犹如超

绝万物的真主说： 

Þ Ý Ü Û Ú Ù Ø × Ö Õ (: قال سبحانه

î í ì ë ê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ß (  

 ].١٢/الطالق[

【[12]真主创造了七层天，和同样层数的大

地，真主的命令通过七层天而下降，以便你们知

                                                        
①
《月亮章》第 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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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真主是周知万物

的。】① 

第二：相信清高的真主确已在仙牌上记录了

被造物的数量、状况、给养，记录了其份额、形

式、时间、地点，除了超绝万物主的命令，绝不

会有任何改变、替换、增加、或减少。 

-清高的真主说： 

z y x w v u t s r q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 -١
 .]٧٠/الحج[ )| { ~ ے ¡ ¢ £ ¤ ¥ ¦

【[70]难道你不知道吗？真主知道天地万

物，这确是记载在一本天经里的。这对于真主确

是容易的。】 P650F

②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本·阿税（愿

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离婚章》第 12节 

②
《朝觐章》第 7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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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عبداهللا بن عمرو بن العاص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عن -٢

َكَتـَب اُهللا َمَقاِديَر الَخالِئِق َقْبَل َأْن «: يقول Fرسول اهللا سمعت 

ُشُه َعَلى َيـْخُلَق السََّماَواِت َواَألْرَض ِبـَخـْمِسيَن َأْلَف َسَنٍة، َوَعْر

 أخرجه مسلم. »الَماِء

“真主在创造天地的五万年前就规定了万

物的数量，他的‘阿尔西’是在水上。” P651F

① 

第三：坚信宇宙万物是根据真主的意愿而存

在的，万有也都是根据真主的意愿而发生的；真

主意欲的就会存在，他不意欲的绝不会出现，无

论是有关超绝万物主的行为，如创造、管理、使

复活、使死亡等等；还是有关被造物的行为，如

人类的言、行、状况。 

-清高的真主说： 

 ) ¯ ° ± ² ³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 -١

 ].٦٨/القصص[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53段，译者注：“他的‘阿尔西’是

在水上”：是指在创造天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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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你的主，创造他所意欲的，选择他所

意欲的。】① 

-清高的真主说： 

  .]٢٧/إبراهيم[ )Q P O N M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و -٢

【真主是为所欲为的。】 P653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١١٢/األنعام[ )N M L K J I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و -٣

【假若你的主意欲，那么，他们不做这件

事。】P654F

③ 

-清高的真主说： 

Ä Ã Â Á À¿ ¾ ½ ¼ » º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و -٤

Ç Æ ÅR ( ]٢٩-٢٨/التكوير.[ 

【[28]对于你们中欲循规蹈矩者的教诲，

[29]你们不欲循规蹈矩，除非真主——全世界的

                                                        
①
《故事章》第 68节 

②
《伊布拉欣章》第 27节 

③
《牲畜章》第 1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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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意欲的时候。】① 

第四：相信清高的真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

者，他根据万物的本质、属性、动作而创造了他

们。除他之外，绝无创造者；除他之外，绝无养

育者。 

-清高的真主说： 

̀  h g f e d c b a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 -١ _

i( ]٦٢/الزمر.[ 

【真主是创造万物的，也是监护万物的。】P656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٤٩/القمر[ )ã â á à ß Þ( :قال سبحانه

【[49]我确已依定量而创造万物。】P657F

③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و -٣

                                                        
①
《黯黜章》第 28-29节

 

②
《队伍章》第 62节 

③
《月亮章》第 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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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٩٦/الصافات[

【[96]真主创造你们，和你们的行为。】 P658F

① 
 

                                                        
①
《列班者章》第 9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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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定为借口 

（Ä|u —X_6nXuldoÚW） 
 

-真主的前定和定然针对人类分为两

种： 
 

第一：真主前定和定然的工作和状况超出人

类的意愿： 

其中有：高与矮、或美与丑、或生与死、或

其它人类没有选择的，如祸患、病症，以及财产、

生命、收获的损失等灾难，有时是为了对仆人的

惩罚，有时是为了对仆人的考验，有时是为了升

高仆人的品级。 

这些发生在人们周围、或者是发生在人们身

上的，是人类没有能力选择的，对此，人类不被

拷问，也不被清算。他应当坚信那所有的一切都

是根据真主的前定和定然而发生的，并当坚忍、

喜悦和顺服真主的前定。在这个宇宙中所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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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件，其中都有全知的、彻知的主的哲理。 

-清高的真主说：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 -١ ے ¡ ¢ £ ¤ ¥ ¦ § 
 ̧ ¶ µ  ́ ³ ² ± °  ̄ ® ¬ « ª ©( 

 .]٢٢/الحديد[

【[22]大地所有的灾难，和你们自己所遭的

祸患，在我创造那些祸患之前，无不记录在天经

中；这事对于真主确是容易的。】P659F

①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有一天，我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身后，他说： 

يوماً  كنت خلف رسول اهللا :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عباسابن  عن -٢

يا غُالم إني أُعلِّمك كَلـمات احفَظ اَهللا يـحفَظْك، احفَظ اَهللا «: فقال

فَاس أَلْتإذَا س ،كاهـجت هـجِدبِات نعتفَاس تنعتإذَا اسهللاأَلِ اَهللا، و. 

واعلَـم أَنَّ اُألمةَ لَو اجتـمعت علَى أَنْ ينفَعوك بِشيٍء لَـم ينفَعوك إلَّا 

                                                        
①
《铁章》第 2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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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ء لَـميبِش وكرضلَى أَنْ يوا ععـمتلَوِ اجو ،اُهللا لَك ـهـبكَت ٍء قَديبِش

 وكرضي فَّتجو ،اَألقْالم تعفر ،لَيكاُهللا ع ـهـبكَت ٍء قَديإال بِش

فحأخرجه أمحد والترمذي. »الص. 

“年青人啊，我教授你几句话：你当看守真

主的（命令与禁止），他必定保护你；看守真主

的（命令与禁止），你会发现他在你的面前！如

果你祈求时，当向真主祈求；如果你求助时，当

向真主求助；你当知道：除真主为你所规定的之

外，即使整个民族聚集起来想帮助你，他们对你

也毫无裨益；除真主为你所规定的之外，即使整

个民族聚集起来想伤害你，他们也不能伤害你丝

毫；一切均在前定之中。”P660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قَالَ اُهللا عز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٣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669 段，《题勒秘日圣训集》第 2516

段，原文出自《题勒秘日圣训集》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532 
 

 

يؤذينِي ابن آدم يسب الدهر وأَنا الدهر، بِيدي اَألمر، أُقَلِّب اللَّيلَ : وجلَّ

النوارمتفق عليه .»ه. 

“伟大尊严的真主说：‘阿丹的子孙伤害我，

他辱骂时光，我是时光之主，我使昼夜轮回’。”P661F

① 
 

第二：真主前定和定然的部分工作，人类可

以根据真主恩赐的理智和能力胜任、选择，如信

仰或否认，顺从或违背，行善或作恶。 

这些以及类似这些方面的工作,人类将会因

此而受到稽查，根据这些而获得赏赐、或遭到惩

治。因为真主曾派遣了众使者，降示了诸部经典，

阐明了真伪，鼓励仆人笃信和顺服，警告否认和

违背。他供给人类判别真伪的理智，给予人类选

择的能力；人类可以遵行自己任意选择的道路，

无论他选择两条之中的哪一条，都是在真主的意

愿和大能之中，真主王权中的任何事物，都是根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2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24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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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的知识和意愿而发生。 

-清高的真主说： 

K J I H G F E D C B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 -١
M L(   ]٢٩/ الكهف.[ 

【[29] 你说：“真理是从你们的主降示的，

谁愿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

吧。”】P662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و -٢
ì ë êS( ]٤٦/فصلت.[ 

【[46]行善者自受其益，作恶者自受其害。

你的主绝不会亏枉众仆的。】P663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J I H G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و -٣  F E D C

                                                        
①
《山洞章》第 29节 

②
《奉绥来特章》第 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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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K( ]٤٤/الروم.[ 

【[44]不信道者，将自受其不信的恶报，行

善者只为自己预备安宅。】P664F

①
P  

-清高的真主说： 

̧  ¹(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و -٤ ¶ µ  ́ ³  ½ ¼ » º

¿ ¾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٢٩-٢٧/التكوير[

【[27]这只是对于全世界的教诲——[28]

对于你们中欲循规蹈矩者的教诲，[29]你们不欲

循规蹈矩，除非真主——全世界的主——意欲的

时候。】P665F

② 
 

-何时允许以前定为借口？（6Ç‚¶6 Èd’

Ä| —X_6nXldoÚW） 
 

                                                        
①
《罗马章》第 44节 

②
《黯黜章》第 27-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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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遭到灾难时，允许人以前定为借口，

犹如在第一种里所提到的。如人患病、或死亡，

或遭到其它人自身没有选择能力的祸患考验时，

允许他以前定为借口，他可以说：“真主的前定，

真主意愿，随心所欲。”他应当坚忍，尽力喜悦

真主的定然，以便获得真主的赏赐。犹如超绝万

物的主所说： 

< ? @ C B A  ; > = (: سبحانهقال 
D  E  F   G  H  I  J  K  L  M O  N  

Q  P S R ( ]١٥٧-١٥٥/البقرة.[ 

【[155]……你当向坚忍的人报喜。[156]

他们遭难的时候，说：“我们确是真主所有的，

我们必定只归依他。”[157]这等人，是蒙真主的

祜佑和慈恩的；这等人，确是遵循正道的。】P666F

① 

-当人类违抗真主的命令，放弃主命，或

                                                        
①
《黄牛章》第 155-1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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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非法的工作时，不允许他以前定为借口。因为

真主确已命令他顺服，远离罪恶；命令他工作付

出，禁止他依赖以前定为借口违抗命令。假若前

定能作为某个人的托词，那么，真主就不会惩罚

那些中伤众使者的人，如努哈的族人、阿德的族

人、赛姆德的族人等等；也就不会命令对那些背

叛者执行法度。 

谁认为前定能作为违抗者们的借口，取消对

他们的责备与惩罚，那么，当有人侵犯他的时候，

他不应当责备任何人，更不能惩罚。在他跟前行

善者与作恶者之间没有区别，这是纯属妄言。 
 

-行为因素（bX`ÑÙW6”æ≈）： 
 

真主为仆人前定的任何善或恶都联系着它

的各种因素。善的因素：笃信和顺服；恶的因素：

否认和违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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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纯粹是根据真主为他规定的意愿和赐

予他的选择能力而工作。仆人只有以通过真主赐

予他的选择能力去做那些因素为媒介，才能达到

真主为其前定的幸福或不幸。有许多进入天堂的

媒介，也有许多进入火狱的媒介。 

-清高的真主说： 

/ 0 1 2 3 4 5 6 (: تعالىقال اهللا  -١

9 8 7  D C B A @ ? > = < ; :

I H G F E  T S R Q P O  N  M L K J

W V U(     ]١٤٨ /األنعام.[ 

【[148]以物配主的人将说：“假若真主意

欲，那么，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

我们也不以任何物为禁物。”他们之前的人，曾

这样否认（他们族中的使者），直到他们尝试了

我的刑罚。你说：“你们有真知灼见，可以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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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给我们看看吗？你们只凭猜测，尽说谎话。”】① 

-清高的真主说： 

Ñ Ð Ï Î ( :قــال اهللا تعـاىلو -٢

Ó Ò( ]١٣٢ /آل عمران.[ 

【[132]你们当服从真主和使者，以便你们

蒙主的怜恤。】P668F

② 

-阿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ا منكُم من نفْسٍ «: قال F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عل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٣

ا مزِلُـهنم ـملع قَدارِإلَّا والنو ةاجلَن لُ؟ : قَالُوا» نمعن ـمولَ اهللا فَلسا ري

x w (: مث قرأ» لَا، اعملُوا فَكُلٌّ ميسر لـما خلق لَـه«: أَفَال نتكلُ؟ قَالَ

{ z y  } |~  ̈ ے ¡ ¢ £ ¤ ¥ ¦ § 

ª © ®¬ «( متفق عليه. 

“你们每一个人都将知道他在天堂与火狱

                                                        
①
《牲畜章》第 148节 

②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3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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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位置。”他们问道：“主的使者啊！那我们为

什么还工作呢？难道我们不应该依赖前定的

吗？”使者说：“不，你们应当工作，每个人根

据他的被造都将是易行的。然后他念道：【[5]

至于赈济贫民，敬畏真主，[6]且承认至善者，

[7]我将使他易于达到最易的境界。[8]至于吝惜

钱财，自谓无求，[9]且否认至善者，[10]我将

使他易于达到最难的结局。】①”② 
 

-以前定消除前定的制度，如下： 
 

-当前定的因素与其它前定的因素相遇

时，允许以前定消除前定。如以斗争消灭敌人，

抵制酷暑与严寒等等。 

-以另一前定抵制、消除已经发生并且稳

                                                        
①
《黑夜章》第 5-10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4945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647段，

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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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前定。如以药物消除病症，以忏悔消除罪过，

以善行消除罪行等等。 
 

-真主的意愿包含万有（6”Œ—6Ë’XΩ 6!W6ËÌ‰â’
Î Âà）： 

 

无论仆人所行的善与恶，那都是来自于真主

的创造，因为真主是万物的创造者，其中有创造

人类及其行为，但是，真主的意愿并不能证明他

的喜悦。 

被造物的否认、违抗、作恶都是在真主的意

欲之中，但是真主绝不喜爱这些，更不会命令那

样去做；反而，他恼怒那些行为，并且禁止人类

那样去做。遭受恼怒的、被憎恶的事物也不能逃

出真主的意欲，因为真主的意欲包含被造物一切

行为，真主所创造的一起都有其哲理和目的，因

为真主的权力和创造而发生在他管辖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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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美、最优越的人就是喜真主及其使

者所喜，怒真主及其使者所怒，他们不会因为其

他的被造物而喜、而怒，他们只奉行真主及其使

者所命令的，而不会如此奉行任何被造物的命

令。 

在任何时候，每个人都需要顺从真主的命

令，远离真主的禁止，喜悦真主的前定。 
 

-喜悦前定的断法（Ä| —X_6XêÅ —W6◊Œo）： 
 

喜悦前定分为三种： 

-喜爱顺从，这属于主命。 

-喜悦所遇到的祸患，这属于嘉义。 

-否认、作恶、违抗，这是不允许喜悦，

而是奉命应当恼怒的，真主的确不喜爱这些，即

使是他所创造的，但是他并不喜爱这些，因为这

些只会把行为者带到自己喜爱的，犹如创造众恶

魔。我们喜爱真主的创造物，至于这种遭受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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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及其行为者，我们绝不喜悦。 

一件事情，从一方面是受到喜爱的，而另一

方面却是受到憎恶的；如药物，它是受到憎恶的，

但是它能把人带到受喜悦的另一方面。我们凭借

真主喜悦的工作，喜爱通往真主的道路，并不是

我们喜悦所有发生的、或存在的事情，也不是我

们奉命喜悦真主前定与定然的所有事物，但是，

我们奉命喜悦真主及其使者命令我们喜爱的一

切。 
 

-真主前定的善或恶（�WÅ à6·Y6�W.w6!W6Î Xë…）都

有两个方面： 
 

第一：有关与归于真主的，这方面是仆人应

当喜悦的，真主的前定都是好的、公正的、明哲

的。 

第二：有关与归于仆人的，在这方面之中有

仆人应喜悦的，如伊玛尼（信仰）和顺从；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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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喜悦的，如否认、违抗。同样，这也不是真主

喜悦的，更不是真主命令的。 

-清高的真主说： 

̧ (: تعاىلقال اهللا  -١  ¶ µ  ́ ³ ² ± ° ¯
À ¿ ¾ ½ ¼ » º ¹ ( ]٦٨/القصص.[ 

【[68]你的主，创造他所意欲的，选择他所

意欲的，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赞颂真主，超绝

万物，他超乎他们所用来配他的。】P671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S R Q P O N M L K J (: تعاىلقال اهللا و -٢
Z Y X W V U T( ]٧/الزمر.[ 

【[7]如果你们忘恩否认，那么，真主确是

无求于你们的，他不喜悦忘恩负义的仆人。如果

你们感谢，那么，他就喜悦你们。】P672F

② 

                                                        
①
《故事章》第 68节 

②
《队伍章》第 7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544 
 

 

-清高的真主说： 

̈  ©(: تعاىلقال اهللا و -٣ § ¦ ¥( 

 ].٩٦/الصافات[

【[96]真主创造你们，和你们的行为。】 P673F

① 
 

- 仆 人 的 行 为 是 被 创 造 的 （6{X`æ—W6 ‘ Xæ≈Y

Ë…‚“¢）： 
 

伟大尊严的真主创造了仆人，创造了仆人的

行为，他彻知那一切，并在发生之前都已记录好

的。当仆人行了善、或作了恶，他确为我们显现

出了真主的知识、创造和记录；真主彻知仆人的

行为，因为真主是彻知一切的主，天地间微尘重

的事物，都不能逃避真主的鉴察。 

-清高的真主说： 

̈  ©(: تعاىلقال اهللا و -٣ § ¦ ¥( 

                                                        
①
《列班者章》第 9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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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٩٦/الصافات[

【[96]真主创造你们，和你们的行为。】 P674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¾ ¿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ËÊ É ÈÌ  × Ö Õ Ô Ó Ò Ñ Ð Ï Î Í

Ü Û Ú Ù Ø ß Þ Ý(  ]٥٩/األنعام.[ 

【真主那里，有幽玄的宝藏，只有他认识那

些宝藏。他认识陆上和海中的一切；零落的叶子，

没有一片是他不认识的，地面下重重黑暗中的谷

粒，地面上一切翠绿的，和枯槁的草木，没有一

样不详载在天经中。】 P675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Ã Â Á À ¿ ¾ ½ ¼ » º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٣

 Ç Æ Å Ä Ó Ò Ñ Ð Ï Î Í Ì Ë Ê É È

                                                        
①
《列班者章》第 96节 

②
《牲畜章》第 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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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Ö Õ Ô ß Þ Ý Ü Û Ú Ù  ä ã â á à

å  ( ]٦١/يونس.[ 

【[61]无论你处理什么事物，无论你诵读

《古兰经》哪一章经文，无论你们做什么工作，

当你们着手的时候，我总是见证你们的。天地间

微尘重的事物，都不能逃避真主的鉴察，无论比

微尘小还是比微尘大，都记载在一本明显的天经

中。】P676F

①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

俩）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他是诚实可靠的人——告诉我

们： 

 Fرسول اهللا حدثنا : عبداهللا بن مسعو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٤

إنَّ أَحدكُم يـجـمع خلْقُه في بطْنِ أُمه أَربـعني «: وهو الصادق املصدوق

 ،كثْلَ ذَلةً مغضم كي ذَلكُونُ في ثُم ،كثْلَ ذَللَقَةً مع كي ذَلكُونُ في وماً، ثُمي

                                                        
①
《优努斯章》第 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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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ؤيو ،وحالر يهف فُخنفَي ،لُ املَلَكسري ثُماتـمـعِ كَلببِأَر ر : ،هقبِ رِزبِكَت

يدعس أَو يقشو ،ـهلمعو ،ـهلأَجو . كُمدإنَّ أَح ،هرغَي ي ال إلَـهفَوالَّذ

 بِقسفَي ،اعرا إلَّا ذـهنيبو ـهنيكُونَ با يى متح ةلِ اجلَنلِ أَهملُ بِـعمـعلَي

لَيها علُـهخدارِ فَيلِ النلِ أَهملُ بِـعمـعفَي ابتلُ . الكمـعلَي كُمدإنَّ أَحو

 ـهلَيع بِقسفَي اعرا إلَّا ذـهنيبو ـهنيكُونَ با يى متارِ، حلِ النلِ أَهمبِـع

دفَي ةلِ اجلَنلِ أَهملُ بِـعمـعفَي ،ابتاالكلُـهمتفق عليه .»خ. 

“你们被创造在母腹中四十天时是一滴精

液，过四十天之后是一血块，再过四十天之后是

一块肉，然后真主派遣一位天使，为他吹入灵魂，

并奉命记录四件事情：给养、寿数、工作、属于

幸福者还是薄福者；指独一的主宰发誓，的确，

你们中的一个人一直干天堂居民的工作，直至他

与天堂之间只有一尺的距离，然而他被记录为薄

福者，于是他干了火狱居民的工作，他就进入了

火狱；你们中的一个人一直干火狱居民的工作，

直至他与火狱之间只有一尺的距离，然而他被记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548 
 

 

录为幸福者，于是他干了天堂居民的工作，他就

进入了天堂。”① 
 

-公正与施恩（ ‘ |æ—W ‹XÖo� W· ）： 
 

伟大尊严的真主的行为永远是在公正和施

恩之间，他绝不会亏枉任何人。他要么以公正与

自己的仆人交往，要么以施恩与他们交往；他以

公正与作恶者交往，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٤٠/الشورى[ )| { ~ ے ¡( :قال سبحانه

【恶行应得同样的恶报。】P678F

② 

他以恩典和施恩与行善者交往，犹如超绝万

物的真主所说： 

̀ d c b a(: قال سبحانه  ].١٦٠/األنعام[   )^ _ 

【[160]行一件善事的人，将得十倍的报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0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643段，

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协商章》第 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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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① 
 

-法定的与对宇宙的命令（ Ë‰Ω Å â—W6 Å ’W·ÙW 

Ë‰Ÿ‚Œ—W·）： 
 

伟大尊严的真主的命令为两种：对宇宙的命

令和法定的命令。 

对宇宙的命令分为三种： 

第一：创造的命令。来自于真主针对所有被

造物的命令，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  i h g f e d c b a(: قال سبحانه _( 

 ].٦٢/الزمر[

【真主是创造万物的，也是监护万物的。】P680F

② 

第二：长存的命令。来自于真主针对所有被

造物长存的命令。 

-清高的真主说： 
                                                        

①
《牲畜章》第 160节 

②
《队伍章》第 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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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i h g f e d c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j( ]٤١/فاطر[. 

【[41]真主的确维持天地，以免毁灭；如果

天地要毁灭，则除真主外，任何人不能维持它。

他确是至容的，确是至赦的。】P681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٢٥/الروم[  )+ , - . / 0 1 2

【[25]他的一种迹象是：天地依他的意志而

坚定，当他对长眠地下的你们叫唤一声的时候，

你们立刻就出来了。】 P682F

②
P  

第二：利与害、动与静、生与死等命令。是

来自于真主针对所有被造物的命令。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①
《创造者章》第 41节 

②
《罗马章》第 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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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9 8 7 6 5 4 3 2 1 0
 ].١٨٨/األعراف[ )? = <

【你说：“除真主所意欲的外，我不能掌握

自己的祸福。假若我能知幽玄，我必多谋福利，

不遭灾殃了。我只是一个警告者和对信道的民众

的报喜者。”】 P683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C B A @ ? > = < ; : D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K J I H G F E  L   P O N M

 U T S R Q ̀  _  ̂ ] \ [ Z Y X W V

d c b a¾ (   ]٢٢/يونس.[ 

【[22]真主使你们在陆上和海上旅行。当你

们坐在船中，乘顺风而航行，并因风而欣喜的时

候，暴风向船袭来，波涛从各处滚来，船里的人

猜想自己已被包围，他们虔诚地祈祷真主，”如

                                                        
①
《高处章》第 18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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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使我们脱离这次灾难，我们必定感谢你。”】① 

-清高的真主说： 

K J I H G F E D C B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٣
N M  L§( ]٦٨/غافر.[ 

【[68]他能使人生，能使人死。当他判决一

件事的时候，他只对那件事说”有”，它就有了。】P685F

②
P  

天启法律的命令：来自于真主，仅仅是针对

人类与精灵的——它就是完美的生活制度。 

它包含了信仰、功修、交往、社会、道德、

及对真主的美名、属性、行为和对宇宙命令坚信

的程度，仆人的思念、渴望、及服从真主的命令

所给仆人带来的愉快。最幸福、最伟大的人就是

认识他们养主者，他们是众先知，其次是遵循他

们的道路、顺服真主的命令者。在今世，真主为

我们打开天地的吉庆，在后世，他让我们进入天

                                                        
①
《优努斯章》第 22节 

②
《赦宥者章》第 6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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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伟大尊严的真主的命令为两种（6Å ’W·Y

‹XΩ ‚Ÿ6”k·6ÉΩ 6!W）： 
 

1-天启的命令，也许会发生，凭着真主的意

欲，人也许会违背之，其中有： 

) o n m l k j i h g( ]٢٣/اإلسراء[. 

【[23]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只崇拜

他，应当孝敬父母。】 P686F

① 

2-宇宙的命令，必定会发生的，人类也不可

能违背它。它分为两类： 

-真主直接的命令，必定会发生，犹如超

绝万物的真主说：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٨٢/يس[

【当他欲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他对事情只

                                                        
①
《夜行章》第 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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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声：‘有’，它就有了。】① 

-真主对宇宙的命令，它是因果组成的宇

宙常规，它们相互作用，有因必有果。宇宙的常

规有： 

-清高的真主说：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  (  '  &  %  $  #  "  !
-  ,  ].٥٣/األنفال[ ). + 

【[53]这是因为真主不变更他所施于任何

民众的恩典，直到他们变更自己的情况。】P688F

②
P  

-清高的真主说： 

É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Ì  Ë  Ê Ï Î Í( ]١٦/اإلسراء.[ 

【[16]当我要毁灭一个市镇的时候，我命令

其中过安乐生活者服从我，但他们放荡不检，所

                                                        
①
《雅辛章》第 82节 

②
《战利品章》第 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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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受刑罚的判决。于是我毁灭他们。】① 

这是宇宙的常规，对于易卜劣厮及其追随者

们也有可能企图控制它，以便它成为部分人毁灭

的因素。的确，真主为我们规定了祈祷、求饶恕，

以便使我们脱离那种灾难。“祈祷”是向真主寻

求庇护，是他创造了宇宙中所有的常规，他有能

力可以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消除常规的作用

或改变其结果，犹如他曾经对伊布拉欣（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消除火的作用一样： 

)® ¬ « ª © ̈  ].٦٩/األنبياء[    )¾§ 

【我说：“火啊！你对伊布拉欣变成凉爽的、

和平的吧！”】 P690F

② 
 

-善与恶的种类（fXÌ‰Ö—W·6fX⁄ÖûW6ÿ XÖ…Y）： 
 

善为两种： 

                                                        
①
《夜行章》第 16节 

②
《众先知章》第 6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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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因素是信仰和善功，它就是顺从伟

大尊严的真主及其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 

-善的因素是真主赐予人类的恩惠，即：

真主赐予人类的财产、健康、援助、荣耀等类似

的。 

恶为两种： 

-恶的因素是举伴主与违抗主，恶是导致

人举伴与违抗主的根源。 

-恶的因素是考验，或遭到主的恼怒。如

身体的病症、财产的丧失、败北等类似的。 

-善是顺从的含义：它只能归于真主，是

他为仆人制定了完美的生活方式，并且教授人

类，命令并援助人履行之。 

-恶是违背真主及其使者的含义：当人类

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选择做了违背真主及其使者

的事情时，这种违背直接影响了顺从。这种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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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归罪于行为者的本身，而不能归于真主，因为

真主既没有制定这种行为，更没有命令之，反而

禁止、警告那样的行为，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

说： 

× ä ã â á à ß Þ Ý Ü Û Ú Ù Ø ( :قال سبحانه
 ë ê é è ç æ å ì(   ]٧٩/النساء.[ 

【[79]凡你所享的福利，都是真主降赐的；

凡你所遭的祸患，都是你自讨的。我派遣你以使

者的资格去教化众人，真主足为见证。】 P691F

① 

-善是恩惠的含义，如财产、子嗣、健康、

援助、荣耀。恶是遭到真主恼怒与考验的含义，

如财产、生命与收获的损失，失败等等类似的。

善与恶这是两个来自于真主的定义，因为真主以

恼怒、或升高品级考验和教育自己的仆人，犹如

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½ ¾ ¿ º ¹ ¸   ¼  Â Á À « ( :قال سبحانه
                                                        

①
《妇女章》第 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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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Ô Ó Ò Ñ Ð Ï Î Í Ì Ë Ê É È Ç Æ Å Ä Ã
Ö Õ( ]٧٨/النساء.[ 

【[78]如果他们获得福利，他们就说：“这

是真主所降赐的。”如果他们遭遇祸患，他们就

说：“这是你所召致的。”你说：“祸福都是真主

所降的。”这些民众，怎么几乎一句话都不懂

呢？】P692F

① 
 

-消除罪过的惩罚（ ø≈{ Ë_‚ Ω fXÌ‰Ö—W ）： 
 

如果仆人犯了过错，可以用以下事项消除所

犯错误应受的惩罚： 

要么是向真主悔过自新，真主接受他的忏

悔；要么是向真主求饶，真主就饶恕他；要么是

做善功，善能除恶；要么是他的信士兄弟们为他

向真主的祈祷和求饶；要么是他们赠送其自己工

作的报酬，真主以此使其受益；要么是真主在今

                                                        
①
《妇女章》第 7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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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中以各种患难考验他，然后消除他的过错；要

么是在“柏尔热赫”①用各种患难考验他，然后

以此消除他的过错；要么是在复生场考验他，然

后消除他的过错；要么是主的先知穆罕默德（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他说情，要么是至慈

的主怜悯他，真主是多恕的、至慈的。 
 

-顺从与违背（ÂåXæ¥W·6fXuuΩ Xu�—W）： 
 

顺从能带来裨益，产生高尚品德的结果；违

背只会带来伤害，产生道德败坏的结果。太阳、

月亮、陆地、海洋、都顺从它们的养主，从其中

产生出许多只有真主才能统计的裨益，众先知顺

从真主，从他们身上也出现了许多只有真主才能

统计的裨益。当易卜劣厮高傲自大地违背它的养

主时，在大地上，由于它的因素而出现了许多只

                                                        
①
译者注：“柏尔热赫”（البرزخ）本意是屏障，这里专指死后的

生活，指死亡后至复生日之间的生活，查阅《布哈里圣训集注释》，

作者：الدكتور مصطفى ديب البغ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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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主才能统计的伤害和灾难。 

人类也是如此，当他顺服自己的养主时，从

他的身上就可以体现出许多只有真主才能统计

的有益于自身和他人的裨益。当他违背了自己的

养主时，从他的身上就会出现许多只有真主才能

统计的有害于自身和他人的伤害。 
 

-顺从与违背的影响（ÂåXæ¥W·6fXuuΩ Xu�—W6ÄXg[）： 
 

伟大尊严的真主为顺从设置了许多美好的、

赏心悦目的、受喜的影响，它的美好重复加倍地

优越于违背享受；超绝万物的真主为违背与作恶

设置了许多可憎的、痛苦的影响，带来忧愁和悔

恨，导致加倍的恶果；人类所遭到可憎的状况只

是因为罪恶。真主是最多恕的。 

罪恶伤害心灵，犹如毒品伤害身体一样，真

主根据优越与完美的本性创造了人类，如果人被

罪恶与错误玷污了，那么，他的优越与完美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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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离开了他；当他真心向真主忏悔时，他的优

越与完美的本性就返回了他，直至达到天堂中的

完美。 
 

-正道与迷误（ Ë„W|1W ‘ Ûê� W· ）： 
 

伟大尊严的真主拥有一切创造和命令权，他

随心所欲地创造，任意地裁决，使他所意欲者遵

循正路，使他所意欲者误入迷途，权利归于他，

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他自己的行为不受审讯，

而他们都是要受审讯的。从超绝万物的真主的仁

慈中有：他派遣了众使者，降示了诸部经典，阐

明了道路，消除疾病，并以听觉、视觉和智力加

强了引导和顺从的因素，其中有： 

-谁选择了引导，他就应喜爱、寻求引导，

遵守引导的各种媒介，并且为了获得它而努力奋

斗，那么，真主就会引导他，援助他获得并完善

引导。这是真主对自己众仆人的怜悯，也是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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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恩赐。 

清高的真主说： 

x w v u t s r q p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zy( ]٦٩/العنكبوت.[ 

【[69]为我而奋斗的人，我必定指引他们我

的道路，真主确是与善人同在一起的。】 P694F

① 

-谁选择了迷误，并且喜爱、寻求迷误，

履行迷误的各种媒介，那么，他确已迷误，真主

将任其自便，他从真主那儿找不到任何阻止迷误

的；这是真主的公正。 

清高的真主说： 

< ? @ F E D C B A ( :قال اهللا تعـاىل

S R Q P O N M L K J I H G( 

 ]١١٥/النساء[

【[115]谁在认清正道之后反对使者，而遵

                                                        
①
《蜘蛛章》第 6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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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非信士的道路，我将听谁自便，并使他入于火

狱中，那是一个恶劣的归宿。】① 
 

-相信前定的裨益（Ä| —X_6‹X∞� W6fWÅ $）： 
 

相信前定与定然是每一位穆斯林心神安定

和幸福的根源。他知道一切都是根据真主的前定

而进行的，不会因为某件事情达到目的而洋洋自

得，也不会因为失去所爱、或遭遇不幸而烦躁不

安，因为他知道那一切都是真主的前定，自己只

是一个被造物，没有选择的余地。 

-清高的真主说：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ے ¡ ¢ £ ¤ ¥ ¦ §
 ́³ ² ± °  ̄® ¬ « ª  µ   ̧¶  » º ¹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٢٣-٢٢/احلديد[

                                                        
①
《妇女章》第 1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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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大地所有的灾难，和你们自己所遭的

祸患，在我创造那些祸患之前，无不记录在天经

中；这事对于真主确是容易的，[23]以免你们为

自己所丧失的而悲伤，为他所赏赐你们的而狂

喜。真主是不喜爱一切傲慢者、矜夸者的。】① 

-苏海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عجباً َألمرِ «: F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صهيب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٢

 ذَاك سلَيو ،ريخ كُلَّه هرنِ، إنَّ أَماُء املؤمرس ـهتابنِ، إَنْ أَصمؤلْـمإلَّا ل دَألح

راً لَـهيفَكَانَ خ ،رباُء صرض ـهتابإنْ أَصو ،راً لَـهيفَكَانَ خ ،كَرأخرجه  .»ش

 .مسلم

“信士真了不起，他的一切都是善功，也只

有信士才能做到这一切：当他获得恩惠时，他感

谢真主，那对于他是一种恩典；当他遇到灾难时，

                                                        
①
《铁章》第 22-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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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忍不移，那对于他也是一种恩典。” ①
 

-塞阿德·本·艾布万噶斯（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سعد بن أيب وقاص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٣

عجِبت للْـمؤمنِ إنْ أَصابـه خري حـمد اَهللا وشكَر، وإنْ أَصابتـه مصيبةٌ «

ى يتح ،رِهي كُلِّ أَمف ؤجري فاملؤمن ،رباَهللا وص دـما حهفَعري ةي اللُّقْمف رؤج

ـهأَتري امأخرجه أمحد وعبدالرزاق .»إىل ف. 

 “信士真了不起，当他获得恩惠时，他赞

颂并且感谢真主；当他遭遇灾难时，他赞颂真主

并且坚忍；他在所有的事情中都能获得报酬，甚

至是他喂妻子口中的一口饭。” P

 
698F

②
 

 

-凭借真主的恩典，到此已完成了伊玛尼

的六大要素，它就是信仰真主，以及相信他的众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99段 

②
优良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492段，原文出自《艾

哈默德圣训集》，《阿布兰扎格圣训集》第 203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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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经典和使者，相信末日、前定的好与歹；

对于信士，从每一个要素中都能获得裨益。 
 

-伊玛尼要素的裨益（ WÅ $6f‹X∞� W6‹XÕÄY ）： 
 

-信仰伟大尊严的真主：从中可以获得喜爱

真主，并且敬重、感谢、崇拜、顺从、畏惧和服

从他的命令等裨益。 

-相信众天使：从中可以获得喜爱他们，对

他们感到羞愧，效仿他们的顺从。 

--相信诸部经典与众使者：从中可以加

强对真主的信仰和喜爱，认识真主的法律、真主

喜爱的与憎恶的，以及了解后世的状况，喜爱并

且顺从真主的众使者。 

-相信末日：从中可以获得喜爱顺从和行

善的工作，以及远离违背和罪恶行为的裨益。 

-相信前定：从中可以获得内心安定、喜

爱真主的前定等裨益。如果在穆斯林的生活中实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567 
 

 

现了这一切，那么，这就是他进入天堂的资历。

这所有的一切，只有凭借顺从真主及其使者才能

完善，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   ( :قال سبحانه ® ¬ « ª °
º ¹ ¸  ¶ µ  ́ ³ ² ± 

 ]١٣/النساء[  )« ¼

【[13]谁服从真主和使者，真主将使谁入那

下临诸河的乐园，而永居其中。这是伟大的成

功。】P699F

① 

-真主的行为，以及对众生的定然和前定，

其中都有许多裨益和哲理。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赐

予恩惠和恩典，证明了他对众生的慈爱，他的惩

治与惩罚证明了他的恼怒，他的仁爱与慷慨证明

了他的喜爱，他的凌辱与遗弃证明了他的痛恨，

他使众生欠缺，然后又使其完美，证明了后世的

立起。 

                                                        
①
《妇女章》第 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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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完善 

‹XuuÖo� W 

-完善：就是你崇拜真主，犹如你看见他

一样；如果你没有看见他，那么，他确已看见了

你。 

-清高的真主说： 

Ò(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Ñ  ×  Ö  Õ  Ô  Ó
Ù Ø( ]١٢٨/النحل[ 

【真主确是同敬畏者和行善者在一起的。】P700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f e d c b  i h g( :اهللا تعاىلقال و -2
k j o n m l t s r q p( ]لشعراءا /

٢٢٠-٢١٧[. 

【[217]你应当信赖万能的至慈的主。[218]

                                                        
①
《蜜蜂章》第 128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570 
 

 

你起立的时候，他看见你，[219]而且看见你率

众礼拜的种种动作。[220]他确是全聪的，确是

全知的。】① 

-清高的真主说： 

Ã Â Á À ¿ ¾ ½ ¼ » º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٣

 Ó Ò Ñ Ð Ï Î Í Ì Ë Ê É È Ç Æ Å Ä

 ä ã â á à ß Þ Ý Ü Û Ú Ù Ø × Ö Õ Ô

å( ]٦١/يونس.[ 

【[61]无论你处理什么事物，无论你诵读

《古兰经》哪一章经文，无论你们做什么工作，

当你们着手的时候，我总是见证你们的。天地间

微尘重的事物，都不能逃避真主的鉴察，无论比

微尘小还是比微尘大，都记载在一本明显的天经

中。】P702F

② 
 

-伊斯兰信仰的等级： 
                                                        

①
《众诗人章》第 217-220节 

②
《优努斯章》第 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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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信仰分为三个等级，一个等级比另

一个等级高。它就是：伊斯兰、伊玛尼和伊哈萨

尼（完善），完善是最高的等级，每个等级都有

其要素。 

欧麦尔·本·汗塔部（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 

  اُهللا بينما نحن عند رسولِ: عن عمر بن اخلطاب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ذَات يومٍ، إذْ طَلَع علَينا رجلٌ شديد بِياضِ الثِّيابِ، شديد سواد الشعرِ، ال 

 بِيإلَى الن لَسى جتح ،دا أَحنم رِفُهـعال يفَرِ، والس أَثَر لَيهى عري دنفَأَس ،
كَفَّي عضوو ،ـهيتكْبإلَى ر ـهيتكْبقَالَرو ،ـهذَيلَى فَخع ـه : دـمـحا مي

 أَخبِرنِي عنِ اإلسالمِ؟

有一天，正当我们和主的使者（ ）坐在

一起时，突然一位身穿洁白衣服，头发乌黑发亮

的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旅行

的痕迹，我们中也没有人认识他，直至他坐在先

知穆罕默德（ ）的面前，并将自己的双膝对

着先知的双膝，双手放在大腿上，他说：“穆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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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德啊！您告诉我什么是伊斯兰？” 

تشهد أَنْ ال إلَـه إلَّا اُهللا وأَنَّ  اإلسالم أَنْ«:  اُهللافَقَالَ رسولُ 
، وتقيم الصالةَ، وتؤتي الزكَاةَ، وتصوم رمضانَ، مـحـمداً رسولُ اَهللا 

صدقْت، قَالَ فَعجِبنا لَـه : قَالَ .»وتـحج البيت إن استطَعت إلَيه سبيالً
 فَأَخبِرنِي عنِ اإلميان؟: ه، قَالَيسأَلُـه ويصدقُ

主的使者（ ）说：“伊斯兰就是你作证：

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穆罕默德

是真主的使者。力行拜功，交纳天课，封‘赖麦

丹’的斋，如果你有能力，应当朝觐天房。” 那

个人说：“您说得对极啦。”欧麦尔说：“我们感

到非常惊奇，他来向穆圣请教问题，然后又肯定

问题的答案。”那个人说：“您告诉我什么是伊玛

尼？” 

رسلـه، واليومِ اآلخرِ، ، ومالئكَتـه، وكُتبِـه، و اُهللاأَنْ تؤمن بِ«: قَالَ
هرشو رِهيرِ خبِالقَد نمؤتقَالَ: قَالَ» و قْتد؟: صانسنِ اإلحنِي عبِرفَأَخ 

使者说：“伊玛尼就是你坚信真主，并相信

他的众天使、经典和使者，相信末日，相信前定

的好与歹。”那个人说：“您说得对极啦。”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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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又问：“您告诉我什么是伊哈萨尼？” 

: قَال» فَإنْ لَـم تـكُن تراه فَإنه يراك أَنْ تعبد اَهللا كَأَنك تراه،«: قَالَ
 فَأَخبِرنِي عنِ الساعة؟

使者说：“伊哈萨尼就是你崇拜真主，就像

你看见他一样，如果你没有看见他，那么，他确

已看见了你。”那个人又问道：“您告诉我有关末

日的信息？” 

فَأَخبِرنِي عن : قَالَ» ما املَسؤولُ عنـها بأَعلَـم من السائلِ«: قَالَ
 أَمارتـها؟

使者说：“被问的人并不比问者知道的多。”

那人说：“您告诉我末日来临的迹象吧？” 

أَنْ تلد اَألمةُ ربتـها، وأَنْ ترى احلفَاةَ العراةَ العالَةَ رِعاَء الشاِء «: قَالَ
انيني البلُونَ فطَاوتي: قَالَ» يقَالَ ل اً ثُميلم فَلَبِثْت ،طَلَقان رِي «: ثُمدأَت رما عي

فَإنه جِبرِيلُ أَتاكُم «: اُهللا ورسولُـه أَعلَـم، قَالَ: قُلْت» منِ السائلُ؟
كُمنيد كُملِّمـعأخرجه مسلم .»ي. 

使者说：“当婢女产下她的主人。光脚、赤

身、贫穷的牧羊人竞争着建设高楼大厦。”那人

听完之后，扬长而去。过了很久，穆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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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说：“欧麦尔啊！你知道刚才提问的那个人

是谁吗？”我说：“真主和他的使者最知道。”主

的使者（ ）说：“他就是吉布拉依赖天使，他

来是向你们传授教义的。”① 
 

-完善的等级：完善分两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人类崇拜自己的养主，

犹如他看见自己的养主一样。祈求、想念、渴望

和喜爱的崇拜，即祈求喜爱者，他就是伟大、尊

严的真主，奔向他、崇拜他就像看见他一样。这

是两个等级中最高的一个，“你崇拜真主，就像

你看见他一样——َأْن َتْعُبَد اَهللا َكَأنََّك َتَراُه。” 

-第二个等级：如果你没有像看见他那样

去崇拜他，那么，你当像他看见你那样去崇拜他。

害怕他、畏惧他的惩罚、对他卑躬屈膝的崇拜。

“如果你没有看见他，那么，他确已看见了你。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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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فإن لم تكن تراه فإنه يراك——
 

-完美的崇拜： 
 

崇拜清高的真主是建立在两项基础原则上

的：喜爱的目的；颂扬以及对他卑躬屈膝的目的。

以着真主的美名、属性及行为可以认识真主。 

喜爱能产生渴望和祈求，颂扬以及对他卑躬

屈膝能产生害怕和畏惧，这就是崇拜超绝万物的

真主中的完善。真主喜爱行善者。 

-清高的真主说： 

` g f e d c b a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m l k j i h( ]١٢٥/النساء[. 

【[125]全体归顺真主，且乐善好施，并遵

守崇正的伊布拉欣的信仰，在信仰方面，有谁比

他更优美呢？真主曾把伊布拉欣当做至交。】 P704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①
《妇女章》第 125节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576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_  ̂ ] \ [ Z Y
i h g f e d c b a(  ]٢٢/لقمان.[ 

【[22]诚心归顺真主而且常行善事者，确已

把握住坚固的把柄。万事的结局，只归真主。】P705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Õ Ô Ó Ò Ñ Ð Ï Î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٣

ß Þ Ý Ü Û Ú Ù Ø × Ö(  ]١١٢/البقرة.[ 

【[112]不然，凡全体归顺真主，而且行善

者，将在主那里享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

也没有忧愁。】P706F

② 
 

-赢利的经营： 
 

在《古兰经》提到的有两种经营：信士的经

营，伪信者的经营。 

-信士的经营是赢利的，是实现今后两世的

                                                        
①
《鲁格曼章》第 22节 

②
《黄牛章》第 1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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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那就是伊斯兰，犹如清高的真主所说： 

y x w v u t s r q p o (: اهللا سبحانهقال  -١
} | {z  « ª ©  ̈§ ¦ ¥ ¤ £ ¢ ¡ ے ~

 .]١١-١٠/الصف[ )¬

【[10]信道的人们啊！我将指示你们一种生

意，它能拯救你们脱离痛苦的刑罚，好吗？[11]

你们信仰真主和使者，你们以自己的财产和生

命，为真主而奋斗，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

你们知道。】 P707F

① 

-伪信者的经营是亏折的，是导致今后两

世不幸的媒介，犹如清高的真主在谈到伪信者时

所说： 

̄  ° ± ² ( :قال سبحانه عن املنافقني -٢ ® ¬ «

 º ¹ ̧  ¶ µ  ́³  » ½ ¼  Â Á À ¿ ¾

 Í Ì Ë Ê É È Ç Æ Å Ä Ã

                                                        
①
《列阵章》第 10-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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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 Ð Ï Î( ]١٦-١٤ /البقرة[. 

【[14]他们遇见信士们就说：“我们已信道

了。”他们回去见了自己的恶魔，就说：“我们确

是你们的同党，我们不过是愚弄他们罢了。”[15]

真主将用他们的愚弄还报他们，将任随他们彷徨

于悖逆之中。[16]这等人，以正道换取迷误，所

以他们的交易并未获利，他们不是遵循正道

的。】 P708F

① 

 

                                                        
①
《黄牛章》第 14-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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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知识篇 

GH6C6◊uu“æ—W6bXudÕ  
 

-知识的贵重： 
 

-清高的真主说： 

á à ß Þ Ý Ü Û Ú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å ä ã  â è ç æ( ]ادلة١١/ا.[ 

【[11]……真主将你们中的信道者升级，并

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们提升若干级。真主是彻知

你们的行为的。】P709F

① 

-欧斯曼（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خيركُم من تعلَّم «: قَالَ النبِي عنه عنِ  اُهللاعن عثْمانَ رضي و -٢

هلَّمعآنَ والبخاريأخرجه  .»الْقُر. 

                                                        
①
《辩诉者章》第 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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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最优越者就是学习并教授《古兰

经》的人。”① 
 

-求知的贵重及其优先于言行： 
 

-清高的真主说： 

ã â á à ß Þ Ý Ü ( :تعاىلقال اهللا  -١
ë ê é è ç æ å ä(  ]١٩/حممد.[ 

【[19]你应当知道，除真主外，绝无真正应

受崇拜的，你应当为你的过失而求饶，并应当为

众信士和众信女而求饶。真主是全知你们的活动

和归宿的。】 P711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١١٤/طه[ )0 1 2 3 4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و -٢

【[114]……你说：“我的主啊！求您增加我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027段 

②
《穆罕默德章》第 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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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ومن ..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عن أيب هريو -٣

ةطَرِيقاً إلَى اجلَن بِـه لَ اُهللا لَـههلْـماً سع ـهيف سـملْتطَرِيقاً ي لَكس«. 

 .أخرجه مسلم

“……谁走上求知的道路，真主以此使他容

易地走上通往天堂的道路。”P713F

② 
 

-号召人们遵守正道的贵重：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ن دعا إلَى هدى «: قال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أيب هرير

 ـمورِهأُج نم كذَل قُصنال ي ،هبِـعت نورِ مثْلُ أُجرِ ماألج نم كَانَ لَـه

                                                        
①
《塔哈章》第 114节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9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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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صنال ي هبِـعت نثْلُ آثَامِ ماإلثْمِ م نم لَيهكَانَ ع اللَةا إلَى ضعد نمئاً، ويش

 .أخرجه مسلم. »ذَلك من آثَامهِـم شيئاً

“谁宣传正道，他就能获得其报酬，并且他

还能获得在他之后所有履行这项工作者的报酬，

所有履行者的报酬丝毫都不会欠损；谁宣传迷

误，他将要承担其恶报以及在他之后所有履行那

项工作者的罪恶，而所有履行者的恶报丝毫都不

会减少。”P714F

① 
 

-必须传播知识： 
 

-清高的真主说： 

Â Á À ¿ ¾ ½ ¼ » º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Ç Æ Å Ä Ã(  ]٥٢/إبراهيم.[ 

【[52]这是对众人充分的表示，以便他们因

此而受警告，以便他们知道他只是独一的被崇拜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7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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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便有理智的人记取教诲。】① 

-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在

辞朝演说中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ن النيب أ -وفيه- يف حجة الوداع-عن أيب بك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و -٢

ليبلِّغِ الشاهد الغائب، فَإنَّ الشاهد عسى أَنْ يبلِّغَ من هو أَوعى .. .«: قال

م لَـهـهمتفق عليه. »ن. 

“让在场者向不在场者传达，或许在场者向

他所传达的人比自己更有领悟力。”P716F

②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بلِّغوا «: قال  أن النيب اهللا بن عمرو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عن عبدو -٣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عني ولَو آيةً

“你们当替我宣传，即使是一段经文也

                                                        
①
《伊布拉欣章》第 52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7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167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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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① 
 

-隐瞒知识者所受的惩罚： 
 

-清高的真主说： 

x w v u t s r q p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z y } | { ~ ے ¡ ¢ £ ¤ ¥ ¦§ 

 ́ ³ ² ± °  ̄ ® ¬ « ª © ¨( 

 ].١٦٠-١٥٩/البقرة[

【[159]我在经典中为世人阐明正道之后，

隐讳我所降示的明证和正道的人，真主弃绝他

们；一般诅咒者，都诅咒他们。[160]惟悔罪自

新，阐明真理的人，我将赦宥他们。我是至宥的，

是至慈的。】 P718F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61段 

②
《黄牛章》第 159-16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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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ن سئلَ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عن أيب هريرةو -٢

ةاميالق ومارٍ ين نامٍ مـجاُهللا بِل هـمأَلْـج هـملْـمٍ فَكَتع نأخرجه أبو . »ع

 داود والترمذي

“谁在有人请教时隐瞒知识，复生日，真主

将给他戴上火笼头。” P719F

① 
 

-为真主之外的而求知者所受的惩罚：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ن تعلَّم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ن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ع -١

علْـماً مـما يبتغى بِـه وجه اهللا عز وجلَّ ال يتعلَّمه إال ليصيب بِـه عرضاً 

ةاميالق ومي ةاجلَن فرع ـجِدي ا لَـمينالد ناود أخرجه أبو د. يعين رحيها »م

 .وابن ماجه

                                                        
①
正确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658段，原文出

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64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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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获得真主喜悦的知识者；如果他学习

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今世的享受，在复生日，

他闻不到天堂的气息”① 

-凯阿布·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مسعت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كعب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و -٢

من طَلَب العلْـم ليـجارِي بِـه العلَـماَء، أَو ليـمارِي بِـه «: يقول

أخرجه . »لسفَهاَء، أَو يصرِف بِـه وجوه الناسِ إلَيـه أَدخلَـه اُهللا النارا

 .الترمذي وابن ماجه

“谁寻求知识是为了效仿学者，或者是为了

与愚昧无知者辩驳，或者是为了博取人们的推

崇，那么，真主必使其进入火狱。”P721F

②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664 段，原文出自《艾

布达吾德圣训集》，《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52段 
②
优良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654段，原文出自《提

勒秘日圣训集》，《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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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真主及其使者的名义造谣所受的惩

罚： 
 

-清高的真主说： 

Z Y X W V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 -١

 e d c b a  ̀_ ̂h g f( ]١٤٤/األنعام.[ 

【[144]…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以致无

知地使人迷误的人，有谁比他还不义呢？真主必

定不引导不义的民众。】P722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 { ~ ے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لى -٢
 ² ± °  ̄ ® ¬ « ª ©  ̈ § ¦ ¥ ¤ £

 ́³ » º ¹ ̧  ¶ µ( ]١١٧ -١١٦ /النحل.[ 

【[116]你们对于自己所叙述的事，不要妄

言：“这是合法的，那是非法的。”以致你们假借

真主的名义而造谣。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者必

                                                        
①
《牲畜章》第 1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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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功。[117]（他们只得）到一点享受，而他

们将受痛苦的刑罚。】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ن كَذَب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٣

 متفق عليه .»علَي متعمداً فَلْيتـبوأْ مقْعده من النارِ

“谁假借我的名义而造谣，让他准备坐火椅

子吧！” P724F

② 
 

-学习并教授知识的贵重： 
 

-清高的真主说： 

X W V U T S R Q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Z Y(    ]٧٩/آل عمران.[ 

【[79]……但（他必说）：“你们当做崇拜造

                                                        
①
《蜜蜂章》第 116-117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段，原文

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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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的人，因为你们教授天经，诵习天经。”】① 

-艾布穆萨（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ثَلُ ما بـعثَنِي «: قال النيب عن أيب موسى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و -٢

لِ الغيث الكَثريِ أَصاب أَرضاً، فَكَانَ منـها اُهللا بِـه من اهلُدى والعلْـمِ كَمثَ

 بادا أَجـهنم تكَانو ،ريالكَث بشالعالكََأل و تتباملَاَء فَأَن ةٌ قَبِلَتيقن

ـهنم ابأَصوا، وعرزا وقَوسوا، ورِبفَش اسا الناُهللا بِـه فَعاملَاَء فَن كَتسا أَم

 نثَلُ مم ككًَأل، فَذَل بِتنال تاًء وم ِسكـمانٌ ال تيعق يا همى إنرفَةً أُخطَائ

ونفَعه ما بـعثَنِي اُهللا بِـه فَعلـم وعلَّم، ومثَلُ من لَـم يرفَع  اهللافَقُه في دينِ 

 عليه متفق. »الَّذي أُرسلْت بِـه هللابِذَلك رأْساً ولَـم يـقْبلْ هدى 

“真主以正道和知识派遣了我，犹如丰富的

甘霖普降大地，有些土地肥沃，吸收了水分之后，

便能长出各种植物和庄稼；有些土地寸草不生，

水也渗不进去的硬瘠地，但它能库存雨水，真主

以此使人受益，他们吃饮、灌溉和耕耘；而另一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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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斜坡之地，虽经雨水灌溉，但它既寸草不生，

又不能库存水。这就是对通晓真主的教门，他从

真主派遣我的正道中获益，学习并且教授他人的

比喻，也是对那些首高趾扬，不肯接受真主用以

派遣我的正道的比喻。”①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ال حسد «: قال النيب : 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مسعو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و -٣

رجلٌ آتاه اُهللا ماالً فَسلِّطَ علَى هلَكَتـه في احلَق، ورجلٌ آتاه : إلَّا في اثْنتنيِ

لِّمـعيي بِـهِا وـقْضي وةَ فَهكْمااُهللا احلمتفق عليه »ه. 

“只有两种人值得嫉妒：一种人是真主赐予

他财富，他把财富全部费用于顺从的正道上；另

一种人是真主赐予他智慧，他以此判断并教授他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9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228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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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① 
 

-知识的消失及其被收回的形式：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让

我告诉你们只有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所说一段圣训吧！在我之后没任何人

能告诉你们：“ 

أال أحدثكم حديثاً مسعته من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١

أَنْ يرفَع العلْـم، : إنَّ من أَشراط الساعة«: ي مسعه منهال حيدثكم أحد بعد 

ويظْهر اجلَهلُ، ويفْشو الزنى، ويشرب اخلَـمر، ويذْهب الرجاُل، وتبقَى 

داحو مأَةً قَيرام ِسنيـمـخكُونَ لى يتاُء حسمتفق عليه .»الن 

‘的确，在大限的征兆中有：知识消失、愚

昧出现、淫乱蔓延、酗酒成风、男人死亡、剩下

女人，甚至五十个女人才有一个男人’。”P728F

②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3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816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81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671段，原

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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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本·阿税（愿

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سعت : 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عمرو بن العاص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و -٢

إنَّ اَهللا ال يـقْبِض العلْـم انتزاعاً ينتزِعه من العباد، «: يقول رسول اهللا 

وات ـمالع قبي ى إذَا لَـمتاِء، حلَـمضِ العبِقَب لْـمالع ـقْبِضي نذَ ـلَكخ

متفق  .»الناس رؤوساً جهاالً، فَسئلُوا فَأَفْتوا بِـغيرِ علْـمٍ فَضلُّوا وأَضلُّوا

 .عليه

“的确，真主收回知识不是直接从仆人的心

中取消知识，而是借助学者的死亡收回知识，直

至没有剩下一位学者，人们就拥戴愚昧无知者为

领袖；当有人向他们请教时，他们就无知地为裁

决，他们自身迷误，然后又使别人也迷误。” P729F

① 
 

-理解伊斯兰的贵重：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0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267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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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阿维耶·本·素富扬（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من يرِد اُهللا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عن معاوي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١

تزالُ هذه اُألمةُ  بِـه خيراً يفَقِّهه في الدينِ، واُهللا املعطي، وأَنا القَاسم، وال

 متفق عليه .»وهـم ظَاهرونَ هللاظَاهرِين علَى من خالَفَهـم حتى يأْتي أَمر ا

“真主欲使谁幸福，就使其理解伊斯兰，真

主是赐予者，我是分配者。这个民族中一直有一

伙纯洁的人遵循真理，违背他们的人不能伤害他

们丝毫，直至真主的命令来临，他们都坚贞不

渝。”P730F

① 

-欧斯曼（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خيركُم من تعلَّم «: قال عن النيب هللا عنه عن عثمان رضي ا-٢

هلَّمعآنَ و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القُر.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116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103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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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最优越者就是学习并教授《古兰

经》的人。”① 
 

-记念真主场所的贵重： 
 

在今世中有天堂里的两座花园：其一是固定

的；其二是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都在更新的。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بين بيتي ومنبرِي  ما«: قال أن النيب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١

 .متفق عليه .»روضةٌ من رِياضِ اجلَنة، ومنبرِي علَى حوضي

“在我的家和我的演讲台之间是天堂花园

中的一座花园，我的演讲台是在我的水池之上

的。”P732F

②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027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9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39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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إذَا «: قال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نس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٢

 .»حلَق الذِّكْر«: قال وما رِياض اجلَنة؟: قَالُوا» رِياضِ اجلَنة فَارتعوامـررتـم بِ

 .أخرجه أمحد والترمذي

“当你们经过天堂的花园时，你们可以随意

地吃喝。”他们说：“主的使者啊！何为天堂的花

园？”他说：“记念真主的小组。”P733F

① 

-艾布胡莱赖和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利

（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俩作证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说： 

على ر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أما شهدا عن أيب هريرة وأيب سعيد اخلدو -٣

ال يـقْعد قَوم يذْكُرونَ اَهللا عز وجلَّ إلَّا حفَّتـهـم «: أنه قال النيب 

 ـمهذَكَرةُ، وينكالس ـهِـملَيع لَتزنةُ، وـمحالر ـمـهتيغَشكَةُ، واملالئ

هدنع نيمأخرجه مسلم .»اُهللا ف. 

“只要有一伙人坐下来记念伟大尊严的真

主，众天使就会围饶着他们，慈悯就会笼罩着他

                                                        
①
优良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2551 段，《正确丛书》

第 2562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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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安宁就会降临于他们，真主就会对自己跟前

的众天使表扬他们。”① 

 

求知的礼节 

知识就是一种功修，功修有两个条件，第一：

忠诚为了清高的真主；第二：追随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学者是众先知的继承

人。知识有许多种类：最高贵的、最荣耀的、最

纯洁的是众位先知和使者们带来的有关于真主

及其尊名、属性、行为、制度和法律的知识。 

清高的真主说： 

ã â á à ß Þ Ý Ü (: تعالى اهللاقال 
 é è ç æ å äë ê(   ]١٩/محمد.[ 

【[19]你应当知道，除真主外，绝无真正应

受崇拜的，你应当为你的过失而求饶，并应当为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70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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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信士和众信女而求饶。真主是全知你们的活动

和归宿的。】① 

知识有许多礼节，其中有关于教师的礼节，

也有关于学生的礼节，在这里提出其中的一部

分。 
 

1-教师的礼节 
 

-谦虚与慈爱： 

清高的真主对他的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W (: لنبيه  تعالىقال اهللا   V  U  T  S
Y X( ]٢١٥/الشعراء.[ 

【[215]你对于跟随你的那些信士，应当加

以慈爱。】 P736F

② 
 

                                                        
①
《穆罕默德章》第 19节 

②
《众诗人章》第 2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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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高尚的品德： 

-清高的真主对他的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٤/القلم[ )o n m l k(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نبيه -١

【[4]你确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P737F

① 

-清高的真主对他的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J I H G F E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نبيهو -٢

L K( ]١٩٩/األعراف.[ 

【[199]你要原谅，要劝导，要避开愚人。】P738F

② 
 

-教师应给予人们教导和知识，避免他们

腻烦与厌恶： 

伊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يتـخولُنا بِاملوعظَة في  كَانَ النبِي  :عن ابن مسعو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①
《笔章》第 4 节 

②
《高处章》第 19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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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تفق عليه .اَأليامِ كَراهةَ السـآمة علَينا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给予我

们教导，厌恶我们疲倦。”P739F

① 
 

-教师应提高声音重复两至三遍，以便让

人明白：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本·阿税（愿

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在一次旅途中，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走在最后面，

他赶上我们的时候，礼拜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

都在洗小净，然后摸脚，（他看见有人没有洗脚

后跟）便大声说道： 

يف سفرة  ختلف النيب : 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عمرو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١

سافرناها، فَأَدركَنا وقد أَرهقَتنا الصالة وحنن نتوضأ، فجعلنا منسح على أرجلنا، 

 .متفق عليه. مرتني أو ثالثاً »من النارِ ويلٌ لَألعقَابِ«: فنادى بأعلى صوته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8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28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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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悲！没有洗好脚后跟之人将受火刑。’

重复了两遍或三遍。”①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  

أَنه كَانَ إذَا تـكَلَّم بِكَلـمة : النيب عن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٢

هِـم سلَّم أَعادها ثَالثاً حتى تفْهـم، وإذَا أَتى علَى قَومٍ فَسلَّم علَيـ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علَيـهِـم ثَالثاً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每说一句

话，总是重复三次，直到人们理解为止。当他到

于一伙人时，他总是先向人们致以伊斯兰的问候

三次。P741F

② 
 

-当他看见或听见可憎的事情时，他会生

气地劝告和教育： 

艾布麦斯欧德·艾勒安刷利（愿主喜悦他）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241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9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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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述，他说： 有一男子说：“主的使者啊！我

几乎不参加集体礼拜，因为某领拜师礼的时间太

长了。”（艾布麦斯欧德说：）我从未见过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任何时候的教导比那天

的更生气了！使者说： 

قال رجل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ال : عن أيب مسعود األنصار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يف موعظة أشد غضباً من  أكاد أُدرك الصالة مما يطول بنا فالن، فما رأيت النيب 

يا أَيها الناس، إنكُم منفِّرونَ، فَمن صلَّى بِالناسِ فَلْيـخفِّف، «: قالفيومئذ، 

 .متفق عليه. »إنَّ فيـهِـم املرِيض والضعيف وذَا احلَاجةفَ

“人们啊！你们有人赶走礼拜的人；谁带领

大家礼拜，让他轻快地礼，因为在礼拜者中有病

人、弱者、以及有急务在身的人。”P742F

① 
 

-答案有时比寻问的更多：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有一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0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46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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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来请教主的使者，他说：“主的使者啊！受

戒者应穿什么衣服呢？”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ما يلبس : بن عم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أن رجالً قالاعن 

ال يلْبس القُمص، وال العمائم، وال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رم من الثياب؟ احمل

 سلْبنِ فَلْيلَيعن ـجِدال ي دإال أَح ،فَافال اخلو ،انِسرال البو ،اوِيالترالس

 نوا مسلْبال تنِ، ويبالكَع نفَلَ ما أَسـمهـقْطَعلْينِ، وفَّيخ هسئاً ميابِ شالثِّي

سرو انٌ أَوفَرعمتفق عليه .»ز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受戒者不要穿长袍、缠头巾、穿裤子、带风帽

的斗篷和靴子。如果某人没有鞋子穿，那么，他

可以穿靴子，但是要把靴筒截短到两踝骨之下。

不要穿用红花和香料染的衣服。”P743F

① 
 

-教师向学生提问以便考查他们的知识：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42段，《穆斯林圣训集》第١١٧٧段，

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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إنَّ من الشجرِ «: ل رسول اهللا قا: عن ابن عم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فَوقَع الناس في  »شجرةً ال يسقُطُ ورقُها، وإنها مثَلُ املُسلـمِ فَحدثُونِي ما هي؟

 :ووقَع في نفِْسي أَنها النخلَةُ، فَاستـحييت ثُم قَالُوا: شجرِ البوادي، قَالَ عبد اهللا

 متفق عليه .»هي النخلَةُ«: قَالَحدثْنا ما هي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 

“的确，有一种树，它的叶子就像穆斯林一

样永不脱落，你们能告诉我，它是什么树？”当

时，人们都猜测那是沙漠中的某种树。阿布杜拉

说：“当时，我心里想那是指椰枣树，只是因为

害羞而未敢说。”然后他们说：“使者啊！请你告

诉我们，它是什么树吧！”使者说：“它是椰枣

树。”P744F

① 
 

-不对大众打比喻，把有些知识专门告诉

部分人，而不告诉其他的人，不愿意看到他们不

理解：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1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28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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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和穆阿

兹·本·杰百里同乘一骑，他说： 

ن أَعبنِ سِن مالك رضاُهللا ي عنَّأَ نه بِيومعاذُ اهللا  ن بن لٍ ربجيفُده 

على الرعاذُ«: الَقَ ،لِحا ملَ: قالَ »يبيك رولَس اهللا وسعديعاذُ«: الَقَ ،كا مي« 

اهللا  ولَسر يكبلَ: قالَ» يا معاذُ«: الَقَ، كيدعساهللا و لَـوسر يكبلَ: قالَ

وسعديقال، ك :» نا ممبِدداً عـمـحأَنَّ مإلَّا اُهللا، و أَنْ ال إلَـه دهشي هدبع 

وـورلُسارِ هلَى الناُهللا ع همرقالَ »إلَّا ح :ـويا رال أُفَاهللا، أَ لَسبِخاهبِ ر الناس 

 .متفق عليه. أثُّماًت هتوم دنع عاذٌها مبِ رـبخأَقَ »إذاً يتكلُوا«: الَقَ وا؟رشبتسيفَ

“穆阿兹！”穆阿兹回答道：“响应您，主的

使者！祝福您。”他又说：“穆阿兹！”他说：“响

应您，主的使者！祝福您。”然后他再次说：“穆

阿兹！”他说：“响应您，主的使者！祝福您。”

使者说：“任何人只要他作证‘除真主之外，绝

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

和使者’，那么，真主就保护他免遭火狱的刑罚。”

穆阿兹说：“主的使者啊！我能把这个喜讯告诉

给人们，让他们也高兴吗？”使者说：“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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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了人们，他们就有依赖了。”在穆阿兹弥留

之际，他害怕犯隐昧知识的罪，而告知了这一讯

息。”
① 

 

-如果担心制止罪恶后会发生更严重的后

果，当放弃之：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她说： 

يا عائشةُ لَوال أَنَّ «: قال هلا أن النيب عن عائش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ا 

مقَو رِجا أُخم يهف لْتخفَأَد مدفَه تيبِالب ترألم ةيلاهبِـج دهيثُ عدح ك

 تلَغاً، فَببِياباً غَرباً ويقراباً شابنيِ، بب لَـه لْتعجضِ، وبِاَألر ـهقْتأَلْزو ،ـهنم

يماهرإب اسأَس متفق عليه. »بِـه. 

“如果不是你的族人说蒙昧时代的言语，我

一定让人拆掉天房，我一定使它回归原位，把它

的门建造在地面上，我给它安两扇门，东面一扇，

西面一扇，我要使它完全恢复到伊布拉欣建造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2段，原

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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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① 
 

-男女当分开地求知： 

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妇女们对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غَلَبنا : قال النساء للنيب : عن أيب سعيد اخلدر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لقيهن فيه، فوعظهن  عليك الرجال فاجعل لنا يوماً من نفسك، فوعدهن يوماً

ما منكُن امرأَةٌ تقَدم ثَالثَةً من ولَدها إلَّا كَانَ «: فكان فيما قال هلنوأمرهن، 

 .متفق عليه. »واثْننيِ«: فَقَاَلواثْننيِ؟ : فَقَالَت امرأَةٌ »لَـها حجاباً من النارِ

“男人们每天在你的左右（学习知识），你

也为我们安排一天吧！”然后使者与她们约好一

天，在那天，使者劝告和命令她们，其中他曾对

她们说：“你们中任何人有三个孩子先她而去，

那都是她与火狱之间的遮挡。”一位妇女问道：

“如果是两个呢？”使者回答说：“两个也是如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86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13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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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① 
 

-学者不分昼夜地劝告与教授人们，无论

是在地上或是在乘骑上： 

-温姆塞莱麦（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

说： 

ذات ليلة  استيقظ النيب : عن أم سلم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ا قالت -١

الفتنِ، وماذَا فُتـح من اخلَزائنِ، ماذَا أُنزِلَ اللَّيلَةَ من . سبـحانَ اهللا«: فقال

ةري اآلخف ةارِيا عيني الدف ةيكَاس برِ، فَراحلُج باحوظُوا صقأخرجه  .»أَي

 .البخاري

“有一天夜里，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醒来后说：‘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什么灾

难在今天夜间被降下，什么宝藏被打开！唤醒各

房间的女主人！须知，在今世穿着透明露体礼服

的女人，在后世是全裸的’。” P748F

②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1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2633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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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临终

前不久带着我们礼宵礼拜，当他出拜后，就站起

来对我们说： 

العشاء يف  صلى بنا النيب : عن ابن عم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٢

ـَـكُم هذه، فَإنَّ رأْس مائَة «: آخر حياته، فلما سلَّم قام فقال أَرأَيتـكُم لَيلَت

 وه نـمقَى مبا ال يـهنم ةنسدضِ أَحرِ األرلَى ظَهمتفق عليه. »ع. 

 “今晚大家都在，你们可否知道？在一百

年之后，今天所有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不会有任

何一个还存在。”P749F

① 

-穆阿兹·本·杰百里（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我曾经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同乘一头被叫做‘欧法尔’

的毛驴，他说： 

على محار يقال  كنت ردف النيب : عن معاذ بن جبل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3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6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253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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تدرِي ما حق اهللا علَى العباد، وما حق العباد علَى  يا معاذُ«: فقال :له عفري قال

فَإنَّ حق اهللا علَى العباد أَنْ «: قالاُهللا ورسولُـه أعلم، : قلت: قال» اهللا؟

يـعبدوا اَهللا وال يشرِكُوا بِـه شيئاً، وحق العباد علَى اهللا عز وجلّ أَنْ ال 

: قالقلت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أَفَال أبشر الناس؟ : قال» عذِّب من ال يشرِك بِـه شيئاًيـ

 متفق عليه  .»ال تبشرهـم فَيتكلُوا«

‘穆阿兹！你知道人类对真主应尽的义务是

什么吗？在真主阙前人类享有的权力又是什么

吗？’我说：‘真主及其使者最知道。’他说：‘真

主对仆人享有的权力就是他们崇拜真主，不举伴

他。仆人在真主跟前享有的权力就是：没有举办

真主的人不会受到惩罚。’我说：‘主的使者啊！

我告诉人们这一喜讯好吗？’他说：‘你不要告

诉他们，否则，他们就会有所依赖’。” P750F

① 
 

-祈祷与记念的场所结束时的言词：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85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0段，原

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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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每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从某一场所站起身时，他都会以这些祷词为在场

者祈祷： 

يقوم  قلما كان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ابن عم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١

م لَنا من اللهـم اقِْس«: من جملس حىت يدعو ؤالء الدعوات ألصحابه

 ا بِـهنلِّغبا تم كتطَاع نمو ،يكاصعم نيبا وننيولُ بـحا يم كتيشخ

جنتـك، ومن اليـقنيِ ما تـهونُ بِـه علَينا مصيبات الدنيا، ومتعنا 

يا أَحا منتقُوا وارِنصأَبا وناعملَى بِأَسا عنلْ ثَأْرعاجا، ونارِثَ مالو لْـهعاجا، ونتي

من ظَلَـمنا، وانصرنا علَى من عادانا، وال تـجعلْ مصيبتنا في دينِنا، وال 

لَيلِّطْ عسال تا، ونلْـملَغَ عبال ما، ونـمه را أَكْبينلِ الدعـجال ت نا من

 .أخرجه الترمذي. »يرحـمنا

“主啊！求您赐予我们对您的畏惧，以便阻

止我们违背您；求您赐予我们顺从的能力，以着

您的怜悯使我们到达您的天堂；求您赐予我们坚

定的信念，以便我们容易地克服今世的一切灾

难；在您赐予我们生命期间，求您使我们利用自

己的听觉、视觉和能力去顺从您；求您使其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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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我们死亡；求您使我们向不义者讨还血债；

求您援助我们战胜敌人；求您不要使我们遭遇有

损我们教门的灾难；求您不要使今世成为我们最

大的目标；求您不要使我们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

今世；求您不要让不义者统治我们。”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ن جلَس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و -٢

كذَل ِسهلـجم نم ـقُوملَ أَنْ يفَقَالَ قَب طُهلَغ ـهيف سٍ فَكَثُرلـجي مف :

أَش ،كدـمبِـحو ـمالله كانـحبس كرفغتأَس ،تإلَّا أَن أَنْ ال إلَـه ده

كذَل ِسهلـجي ما كَانَ فم لَـه رإلَّا غُف كإلَي وبأَتأخرجه أمحد . »و

 .والترمذي

“谁坐在某一场合说了许多无意的言语，在

从那个场合站起身之前，他说：‘主啊!赞您超绝

万物，赞颂您，我作证除您之外，绝无真正的主

宰；我向您求饶恕，我向您悔过自新。’那么，

                                                        
①
优良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0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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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那个场合里的过错都将得到饶恕。”① 
 

                                                        
①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0420 段，《提勒秘日圣

训集》第 3433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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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求知者的礼节 
 

-求知者坐立的形式： 

-欧麦尔·本·汗塔部（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 

 رسولِ اهللا بينما نحن عند :عن عمربن اخلطاب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١

ذَات يومٍ،إذْ طَلَع علَينا رجلٌ شديد بياضِ الثِّيابِ شديد سواد الشعرِ، ال يرى 

فَأَسند  ه منا أَحد، حتى جلَس إلَى النبِي علَيـه أَثَر السفَرِ،وال يـعرِفُ

ـهذَيلَى فَخع ـهكَفَّي عضوو ـهيتكْبإلَى ر ـهيتكْبمتفق عليه...ر. 

有一天，正当我们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坐在一起时，突然一位身穿洁

白衣服，头发乌黑发亮的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旅行的痕迹，我们中也没有人

认识他，直至他坐在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的面前，并将自己的双膝对着先知

的双膝，双手放在大腿上……。”P753F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段，原文

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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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出去时，阿布杜拉·本·侯扎法站起来问道： 

خرج فقام  عن أنس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و -٢ 

: ثُم أَكْثَر أَنْ يـقُولَ» أَبوك حذَافَةُ«: فَقَالَمن أَبِي؟ : عبداهللا بن حذافة فقال

رضينا بِاهللا رباً، وبِاإلسالمِ ديناً، : برك عمر علَى ركْبتيه فَقَالَفَ »سلُونِي «

 دـمـحبِمو كَتاً فَسبِي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ن. 

“使者呀，我的父亲是何人？”使者说：“你

的父亲是候扎发。”然后使者又反复地说：“你

们尽管问吧！”然后欧麦尔跪下说：“我们喜爱

真主为我们的养主，伊斯兰为我们的信仰，穆罕

默德为我们的先知。”然后他沉默了。 P754F

① 
 

-积极参加清真寺里的记念真主与学习的

小组；如果进入清真寺时，人们都已坐在学习小

组里，他应坐在哪里？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٩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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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瓦格德·艾勒来依稀（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正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同着人们坐在清真寺里，突然来了三个人， 

بينما هو جالس يف  عن أيب واقد الليث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 وذهب املسجد والناس معه، إذ أقبل ثالثة نفر، فأقبل اثنان إىل رسول اهللا 

، فأما أحدمها فرأى فرجة يف احللقة فجلس رسول اهللا فوقفا على : واحد، قال

 فلما فرغ رسول اهللا م، وأما الثالث فأدبر ذاهباً، فيها، وأما اآلخر فجلس خلفه

أَما أَحدهـم فَآوى إلَى اهللا فَآواه، وأَما اآلخر : أَال أُخبِركُم عنِ النفَرِ الثَّالثَة؟«: قال

متفق . »فَاستـحيا اُهللا منـه، وأَما اآلخر فَأَعرض فَأَعرض اُهللا عنـهفَاستـحيا 

 .يهعل

其中的两个人迎着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走来，而另外的一个则转身离去。

他（艾布瓦格德）说：“那两个走过来的人先站

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身边，

其中的一人在人群中发现有个空位，他随即坐了

下来；而另一个则坐到了众人的后面；至于第三

个人则转身离去了。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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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其平安）演讲结束之后，他说：‘我告诉你

们这三个人的情况吧！至于他们中的一个人趋向

于真主，真主便接纳了他；至于其中的第二个人

腼腆，真主也对他腼腆；至于第三个转身离去者，

真主抛弃了他’。”① 
 

-鼓励参加记念真主与学习的小组：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إذَا «: قال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نس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حلَق الذِّكْر«: قال ياض اجلَنة؟وما رِ: قَالُوا» مـررتـم بِرِياضِ اجلَنة فَارتعوا

 .أخرجه أمحد والترمذي

“当你们经过天堂的花园时，你们可以随意

地吃喝。”他们说：“主的使者啊！何为天堂的花

园？”他说：“记念真主的小组。”P756F

②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6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2176段 
②
优良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2551 段，《正确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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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学者和老人： 

清高的真主说： 

x w v u t s r q p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 z y  ¦ ¥ ¤ £ ¢ ¡ ے ~ } |

 ].٢  /احلجرات[ )  §

【[2]信道的人们啊！不要使你们的声音高

过先知的声音，不要对他高声说话，犹如你们彼

此间高声说话那样，以免你们的善功变为无效，

而你们是不知不觉的。】P757F

①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有一位老人想见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人们没有立即给他让路，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فأبطأ  جاء شيخ يريد النيب : عن أنس بن مالك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٢

                                                                                                       
第 2562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10段 

①
《寝室章》第 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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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 صغرينا، لَيس منا من لَـم يرحـ«: فقال النيب القوم عنه أن يوسعوا له، 

 .أخرجه الترمذي والبخاري يف األدب املفرد .»ويوقِّر كَبِرينا

“不疼爱我们的幼者，不尊敬我们的老人，

就不属于我们中的一份子。”P758F

① 

-欧巴德·本·刷米特（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قال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عبـادة بن الصامت رضي اهللا عنـه -٣

ـرنا، ويرحـم صغيـرنا، لَيس منـا مـن لَـم يـجِـلَّ كَبِي«

 .أخرجه احلاكم .»ويـعـرِف لعالـمـنا

“不疼爱我们的幼者，不尊敬我们的老人，

不承认我们的学者的人，就不属于我们中的一份

子。”P759F

② 
 

-仔细听学者的讲话： 

                                                        
①
正确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919段，原文出自《提

勒秘日圣训集》，布哈里的《唯一礼节》第 363 段，《正确丛书》第 2196

段 
②
正确的圣训，《哈克姆圣训集》第 4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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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力勒•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辞朝中对他

说： 

: قال له يف حجة الوداع أن النيب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جرير

»اْسالن تصنتفقال» اس :» رِقَاب كُمضـعب رِبضي كُفَّاراً يدـعوا بجِعرال ت

 .متفق عليه .»بـعضٍ

“你让人们专心听讲。”然后他说：“在我之

后，你们不要叛教而相互残杀。”P760F

① 
 

-当听到不明白的应请教学者，直至清楚

明了： 

伊本艾布麦力克的传述，如果圣妻阿依莎

（愿主喜悦她）听到任何一件她还没有明白的事

情时，她会回去再问，直至明白为止。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1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6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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تسمع شيئاً ال كانت ال  وج النيب عن ابن أيب مليكة أن عائشة ز

» من حوسب عذِّب«: قال وأن النيب تعرفه إال راجعت فيه حىت تعرفه، 

Q P (أَولَيس يقو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 فقلت: قالت عائش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ا

TS R( فَقَالَ: قالت :» شوقن نم نلَكو ،ضرالع كا ذَلمإن

لـهي ابساحلمتفق عليه. »ك. 

“复生日，任何被稽核者，都会遭到惩罚。”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说：“主的使者啊！难道

真主没说过：【至于用右手接过功过簿者，将受

简易的稽核】？ P761F

①
P”她说：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那只是呈现，复生日，任何

被彻底稽核者，都会遭到毁灭。” P762F

② 
 

-反复诵读背记的《古兰经》等： 

-艾布穆沙（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绽裂章》第 7-8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3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287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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آنَ تعاهدوا القُر«: قال النيب  عن أيب موسى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عن -١

 .متفق عليه .»فَوالَّذي نفِْسي بِيده لَـهو أشد تفَصياً من اإلبِلِ في عقُلـها

“你们当经常诵读《古兰经》，指亲手掌握

我生命的主宰发誓，它在脑海里比骆驼挣脱缰绳

更容易。”P763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ت ــظْـفـح :الـه قـي اهللا عنـرة رضـي هريـن أبـعو -٢

ـعسر ولِ  اهللا ـن اَءــوِعـنِ، فَــيــأَم ،ـهثَثْتـا فَبـمهدا أَح

ــوملْعـذَا البه ـعقُط ـهثَثْتفَلَو ب ـرا اآلخأَملبخاريا أخرجه .و. 

“我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那儿背记了两种知识，至于其中的一种是可以公

开的，所以我已经公开了它；至于另一种，假若

我公开了它，我一定会遭到杀害。”P764F

②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033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791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0段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622 
 

 

-用心学习，专心听讲： 

清高的真主说： 

4 5 6 7 8 9 : ; 1 2 3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٣٧/ق[)   > = <

【[37]对于有心灵者，或专心静听者，此中

确有一种教训。】P765F

① 
 

-出门求学，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必

须谦恭：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بينما «: يقول رسول اهللا مسعت : عن ابن عبا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قال

هلْ تعلَـم أَحداً أَعلَـم : قَالَموسى في مٍإل من بنِي إسرائيلَ، جاَءه رجلٌ، فَ

بلَى عبدنا خضر، فَسأَلَ موسى : ال، فَأَوحى اُهللا إلَى موسى: منك؟ قَالَ موسى

إذَا فَقَدت احلُوت، : وقيلَ لَـه .السبِيلَ إلَيـه، فَجعلَ اُهللا لَـه احلُوت آيةً

                                                        
①
《戛弗章》第 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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قَالَ لـموسى فَ قَاه، وكَان يتبِـع أَثَر احلُوت في البـحرِ،فَارجِع فَإنك ستلْ

اهإال : فَت ـهانِيسا أَنمو ،احلُوت تِسيي نفَإن ةرخا إلَى الصنيإذْ أَو تأَيأَر

آثَارِهـما قَصصا  ذَلك ما كُنا نبـغي، فَارتدا علَى: الشيطَانُ أَنْ أَذْكُره، قَالَ

ابِـهتي كلَّ فجو زاُهللا ع ي قَصا الَّذأْنِـهِـمش نراً فَكَانَ مضا خدجفَو«. 

 .متفق عليه

“正当穆萨与以色列后裔中的一伙人在一

起时，有个人来对穆萨说：‘你知道一个比你更

有知识的人吗？’穆萨说：‘不知道。’然后真主

启示穆萨：‘不然，我的仆人海堆尔比你更有知

识。’于是穆萨就寻问去见海堆尔的道路，然后

真主就指点他以鱼作为见面的标记。’有人对穆

萨说：‘当你丢失鱼时，你应按原路返回，那么，

你就可以见到海堆尔。’穆萨当时追随在海里的

鱼之后，他的僮仆对穆萨说：‘你看见了吗？当

我们到那块磐石下休息时，我确已忘记了那条

鱼，那是因为恶魔使我忘记了记起它。’穆萨说：

‘这正是我们所寻找的。’于是他俩按照原路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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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就找到了海堆尔。伟大尊严的真主在其经典

之中已经告知了有关他俩的故事。”① 
 

-奖励获取知识：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有人说：“主的使者啊！谁在复生日因为获得您

的说清而成为最幸福的人呢？”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ن أَسعد الناسِ :قيل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ه أنه قال 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عن أيب ه

لَقَد ظَننت يا أَباهريرةَ أَنْ ال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بِشفَاعتك يوم القيامة؟ 

يسأَلَنِي عن هذَا احلَديث أَحد أَولَ منك، لـما رأَيت من حرصك علَى 

ال إلَـه إلَّا اُهللا خالصاً من : حلَديث، أَسعد الناسِ بِشفَاعتي يوم القيامة من قَالَا

فِْسهن أَو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قَلْبِـه. 

“艾布胡莱赖啊！的确，我坚信在你之前没

有任何人问过我这方面的《圣训》，当我发现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4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

斯林圣训集》第 238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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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渴望获得这方面的《圣训》，（我就告诉你）

复生日，获得我的说请者而成为最幸福的就是内

心虔诚敬意地说了‘除了独一无二的真主外，绝

无真正应受崇拜者’的人。”① 
 

-记录知识： 

-艾布朱海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ال، إلَّا : هلْ عندكُم كتاب؟ قَالَ: قلت لعلي: عن أيب جحيفة قال -١

 ابتقَالَاهللاك ،فَةيحالص هذي ها فم أَو ،ـملسلٌ مجر ـهيطأُع ـمفَه أَو ، :

؟ قَا: قُلْتيفَةحالص هذي ها فملَو : ـمللُ مسقْتال ياَألسريِ، و فَكاكقْلُ، والع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بِكَافرٍ

我曾经问阿里：“你们跟前有什么来自于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地记录吗？”

阿里说：“除了真主的经典，和真主赐予穆斯林

的理解力，以及剑上挂着的几张纸外，我们没有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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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书。”他说：“我问：‘那几张纸上写的是

什么呢’？”阿里说：“血金、释放俘虏、穆斯

林不为否认者偿命。”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أَحد  ما من أَصحابِ النبِي : 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عن أيب هريو -٢

دبع نا كَانَ مي إلَّا منم ـهنيثاً عدح اهللا أَكْثَر  ـبكْته كَانَ يرو، فَإنمبنِ ع

ـبال أَكْت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و. 

“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弟

子中，除了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没有任何人

比我背记的《圣训》更多了；因为他书记，而我

不书记。”P769F

② 
 

-如果羞于询问，可以让别人去问： 

阿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1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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كُنت رجالً مذَّاًء، وكُنت أَستـحيي أَنْ : عن علي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بِيأَلَ النأَس  ،أَلَـهفَس ،دواَألس نب ادقْدامل رتفَأَم ،ـهتناب كَانـمفَقَالَل :

»ضوتيو هِسلُ ذَكَرـغمتفق عليه .»أُي. 

 “我是一个易流欢水的人，因为我是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女婿而羞于向他

询问，所以我就让米格达德·本·艾斯沃德去向

先知询问，他说：“让他洗生殖器，再洗小净。”P770F

① 
 

-靠近伊玛目静听劝诫： 

塞姆莱图·本·君德布（愿主喜悦他）传述，

真主的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حضروا «: قال أن نيب اهللا  عن مسرة بن جندب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نَّ الرجلَ ال يزالُ يتـباعد حتى يؤخر في اجلَنة الذِّكْر، وادنوا من اإلمامِ، فَإ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وإنْ دخلَـها

“你们当倾听记念演讲，当靠近伊玛目；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69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03段，原

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认主独一与伊玛尼 
 

628 
 

 

确，经常疏远的人，他也将被延迟进入天堂，即

使他能进入也罢！”① 
 

-效仿法学讲座的礼节，其中有： 

-清高的真主说： 

Ð Ï Î Í Ì Ë Ê É È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

 Ñ à ß Þ Ý Ü Û Ú Ù Ø × Ö Õ Ô Ó Ò

á â è ç æ å ä ã( ]ادلة١١/ا.[ 

【[11]信道的人们啊！有人在会场中对你们

说：“请你们退让一点吧！”你们就应当退让些，

真主将使你们宽裕。有人对你们说：“你们起来

吧！”你们就应当起来，真主将你们中的信道者

升级，并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们提升若干级。真

主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P772F

②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①
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108 段 

②
《辩诉者章》第 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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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ل يـقيم الرجلُ «:قال النيب عن ابن عم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عن  -٢

واالرعسوتوا وحفَست نلَكو ،ـهيف سلـجي ثُم هدقْعم نلَ ممتفق عليه .»ج. 

“任何人都不要让他人从自己的座位上站

起来，然后他坐上去，但是，你们可以相互腾出

地方，加大坐圈。”P773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من قَام مـن  «: قال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٣

 .أخرجه مسلم .»جلِسه ثُم رجع إلَيـه فَهو أَحق بِـهمـ

“谁离开自己的座位，当他返回时，他最有

资格坐在原来的位子上。”P774F

② 

-贾比尔·本·苏慕莱图（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7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77段，

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7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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جلَس  كُنا إذَا أَتينا النبِي : عن جابر بن مسر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٤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والترمذي .أَحدنا حيثُ ينتـهِي

“我们曾经去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那儿，我们每个人都是轮到哪儿就坐哪儿。”P775F

① 

-阿慕鲁•本•苏阿布通过他的父亲从他祖

父那儿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ال «: قال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عمرو بن شعيب عن أبيه عن جده و -٥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يـجلَس بين رجلَنيِ إلَّا بِإذْنِـهِـما
“任何人都不应坐在两个人中间，除非得到

他俩同意。” P776F

② 

-素来德•本•苏外德（愿主喜悦他）的传

述，他说： 

وأَنا  مر بِي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الشريد بن سوي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و -٦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825 段，《提勒秘日圣

训集》第 2725 段 
②
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48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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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ـةلَـى أَلْيع كَأْتاترِي وظَه لْفى خرسالي يدي تعضو قَدكَذَا، وه سالج

 .داودأخرجه أمحد وأبو . »أَتقْعد قعدةَ املَغضوبِ علَيـهِـم«: يدي، فَقَالَ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经过

我时，我正这样坐着——把左手放在背后，依靠

力放在手掌上，他说：“你怎么像那些遭到谴怒

的人一样坐着。”P777F

①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إذَا «: قـال رسـولُ اهللا   : عن ابن مسعود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و -٧

ا فَإنَّــكُنبِـهِـماحونَ صد انى اثْناجنتثَالثَةً فَال ي ـمت ـهزِنـحي كذَل« 

 .متفق عليه

“如果你们有三个人在一起，你们中的两个

人，决不要放弃他们的朋友而密谈，否则，那会

                                                        
①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9683 段，《艾布达吾德

圣训集》第 110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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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很难堪。”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9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84段，

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