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大地上生活的任何生物，真主都承担其给

养。这是真主的恩惠，清高的真主知道它们在

大地上的住处，也知道它们死亡的地方。这一

切都记载在一部明确的经典中，那就是被保护

的天经。
7  清高的真主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万物。在创

造天地之前，祂的阿尔西在水上。人们啊！这

是为了考验你们谁的工作优秀（蒙受真主的

喜悦），谁的工作恶劣（遭到真主的恼怒）。

然后，祂使每个人得到应有的回报。使者啊！

如果你说，人们啊，你们在死后要被复活，以

便受到清算，那么，否认真主和复活的人必定

说：“你们所诵读的这部《古兰经》只是明显

的魔术。”显然，这是荒诞不经的说法。
8  如果我将以物配主的人在今世应受的刑罚推

迟数日，他们就急迫地、嘲讽地说：“惩罚怎

么不降临我们呢？”真的，他们应受的惩罚在

真主那里是有期限的。当它降临的时候，他们

绝不能找到抵挡者。他们曾经以嘲讽的语气要

求早日降临的惩罚必然来临。
9  如果我赐予人来自我的恩典， 如健康和富

裕，然后又夺去这些恩典，那么，人必然对真

主的慈悯感到绝望。
10  如果我使人在贫穷和疾病之后尝试富裕和健

康，他必定说：“灾难已离开我了，伤害消失

了。”但他并不感谢真主，他一定沾沾自喜，

对人傲慢，且炫耀真主赐他的恩典。
11  除非是那些忍受患难，坚持顺主， 远离罪

恶，力行善功的人，他们是另外一种状态。他

们既不绝望，也不昧恩，更不骄傲自大。具备

这些属性的人会得到他们的主的饶恕，他们在后世享有巨大的报酬。
12  使者啊！对于他们的否认、顽固和刁难，你或许会放弃传达真主的一部分命令， 并为此而感到难过。以免

他们说：“为什么没有一座宝藏降于他，或一个天使来证实他呢？”你不要为此而放弃部分启示，你只是一个

警告者，你只是传达真主的命令，你不能拿来他们要求的迹象，真主是监护万物的。

 本页小结:
1- 伟大真主的全知。祂承担着人类和动物的给养。

2- 阐明创造宇宙万物的原因，那就是考验仆人是否能服从真主的命令和远离真主的禁令。

3- 不应被真主宽限犯罪者的现象而欺骗，也许，真主会在他们不知不觉中突然惩罚他们。

4- 阐明人在顺境和逆境中的两种状态，赞美信士在两种情况下的忍耐和感恩。

۷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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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难道以物配主的人说：“穆罕默德捏造了《

古兰经》，它不是真主的启示吗？”使者啊！

你向他们挑战：“你们拟作像《古兰经》一样

的十章吧！你们号召你们所能号召的人，来帮

助你们做这件事，如果你们真的认为《古兰

经》是捏造的话。”
14  信士们啊！如果他们做不到你们所要求的，

你们当确信《古兰经》是真主以祂的知识降示

给先知的，不是被捏造的。你们当知道除真主

外，没有应受崇拜的主。在这些断然的证据之

后，你们会顺服真主吗？
15  谁工作是为了追求今世生活及其短暂的享

受，而不是为了追求后世，我就在今世赏赐他

工作的回报：健康、安宁、宽裕的给养，其回

报丝毫也不会减少。
16  具备这种卑劣属性的人在复活日的回报只是

火狱，他们将进入其中，他们工作的回报消失

了，他们的工作失效了。因为他们生前没有信

仰和正确的举意，他们在今世的工作不是为了

追求真主的喜悦和后世。
17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带着来自真主

的明证，还有来自真主的证人——吉卜利里，

以及降示给穆萨的《讨拉特》（作为世人的典

范与慈悯）也证实先知的圣品。所以，他和追

随他的信士与那些在迷误中挣扎的不信道者是

不一样的。前者信仰《古兰经》和穆罕默德。

各派别的人，凡是不信仰他的人，在复活日火

狱就是他的归宿。使者啊！你对《古兰经》和

他们的归宿不可怀疑。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

尽管证据如此确凿明显，但大多数人还是不

信。
18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将伙伴和子女归于真主的恶人， 有谁比他还不义呢？这等人在复活日要接受真主

的检阅，以便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审问。天使和使者中的见证者将说：“这些人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将伙伴

和子女归于真主。”真的，由于不义者自己不信真主，真主不再怜悯他们。
19  这些人阻碍人们走真主的正道，并希望它是邪道，以便任何人都不要走它，他们否认死后的复活。

 本页小结:
1- 伟大的真主向多神教徒提出挑战，让他们拟作类似《古兰经》的十章，并指出他们做不到。

2- 当不信道者得到了今世的追求时，他在后世只有火狱。

3-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者的不义及其在复活日遭受的严刑。

۷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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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当真主的惩罚降临时，具备这些属性的人，

他们在大地上不能逃避。除真主外，他们没

有盟友和援助者，替他们阻挡真主的惩罚。在

复活日，他们将由于误入歧途和误导他人而遭

到加倍的惩罚。他们在今世未能听从真理和引

导，他们也没有观察真主在宇宙中的迹象，这

是由于他们拒绝真理。
21  具备这些属性的人是自亏者，他们为真主树

立伙伴，让自己置身于毁灭，他们所捏造的配

主和说情者已回避他们了。
22  真的，他们在复活日是最亏折的人。他们用

正信换取了悖信，用后世换取了今世，用慈悯

换取了刑罚。
23  信仰真主和使者、力行善功、对真主谦恭的

人，是乐园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
24  不信道者就像不能看的盲人和不能听的聋

子，他们听不到真理，也看不到真理。信道者

就像能听能看的正常人。这两伙人的状况和属

性是一样的吗？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们怎么不

觉悟呢？

当以物配主的人拒绝信仰时，真主安慰先知：

他并不是第一个被否认的人。接着，真主叙述

了一些众先知的故事。
25  我确已派遣努哈去劝化他的族人，他对他们

说：我的族人啊！我是你们的警告者，你们当

警惕真主的刑罚，我为你们阐明真主对你们的

启示。
26  我号召你们崇拜独一的主， 你们当只崇拜

他。我担心你们在痛苦的日子遭受惩罚。
27  他的族人中的不信道的贵族和首领说：我们

绝不响应你的号召，你并不比我们优越，你是和我们一样的凡人。我们认为，追随你的只是我们中最卑贱的

人。在荣耀、财产和地位方面，你们并没有什么值得让我们追随的东西。我们认为你们是说谎的。
28  努哈对他们说：我的族人啊！你们告诉我，如果我有来自真主的明证， 证明我的真实，要求你们相信我，

祂赐予我来自祂的慈悯——圣品和使命。但那个明证对于你们是模糊的，难道我要强迫你们信仰并接受它吗？

我做不到这一点，引导人于信仰者是真主。

 本页小结:
1- 不信道者不能正确使用听觉和视觉，故他们无法走向信仰。他们的听觉和视觉就好像不存在一般，而信道

者却不是这样的。

2- 众使者的追随者是穷人和弱者，因为他们不骄傲自大，而他们的敌人是贵族和首领。这是真主的常道。

3- 贵族和首领往往骄傲自大，轻视比他们地位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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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我的族人啊！我不会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索

取报酬，我的报酬只由真主负责。我不会答应

你们的要求，驱逐那些信道的穷人。他们在复

活日要会见他们的主。真主要根据他们的信仰

回报他们。但是，我认为你们是不明事理的民

众。
30  我的族人啊！如果我无缘无故地驱逐这些信

道者，谁能保护我不受真主的惩罚呢？你们怎

么不觉悟呢？你们怎么不去做对你们更好、更

有益的事呢？
31  我的族人啊！我不会对你们说，我拥有真主

的宝藏，如果你们信仰了，我就让你们分享。

我也不对你们说：我知道幽玄。我不会对你们

说：我是一位天使，我只是像你们一样的凡

人。我也不说，你们所藐视的穷人——真主绝

不会引导他们。真主最知道他们的举意和情

况。如果我那样说了，我就是应该遭到真主惩

罚的不义者。
32  他们刁难、自大地说：“努哈啊！你确已和

我们争论，而且争论的太多了。你给我们拿来

你所警告的刑罚吧！如果你是诚实者的话。”
33  努哈对他们说：“我不能给你们带来刑罚，

只有真主意欲时才能降下惩罚。如果真主意欲

惩罚你们，你们绝不能逃避。”
34  如果真主意欲使你们迷误，并由于你们的顽

固而弃绝你们，那么，我的劝告对你们无济于

事。祂是你们的主，祂掌控着你们的事务。如

果祂意欲，祂会使你们迷误。在复活日，你们

只归于祂，祂将对你们的工作进行回报。
35  努哈的族人否认的原因是他们妄称：努哈假

借真主的名义而捏造了宗教，使者啊！你对他们说：如果我捏造了，我承担自己的罪责，我丝毫也不承担你们

的罪责，我与你们的罪恶无关。
36  真主启示努哈：“努哈啊！你的族人中除已归信者外， 不会再有人归信。故你不要因他们在这漫长的宣教

历程中的否认和嘲笑而忧伤。”
37  你在我的关注、保护和启示之下造船吧！我将指导你如何造船， 你不要祈祷我宽限那些不信道的不义者，

他们必定要被洪水淹死。这是对他们顽固不化的惩罚。

 本页小结:
1- 宣教者的自律。他只希望得到真主的回赐。

2- 禁止驱逐贫穷的信士，必须优待他们，尊重他们。

3- 只有真主知道幽玄的知识。

4- 与不信道者辩论的合法性。

۷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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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努哈服从了真主的命令，开始造船。每当族

人中的贵族和首领经过他时，就对他进行嘲

笑。因为他在没有河流和水的地方造船。当他

们多次嘲笑时，努哈对他们说：“今天你们嘲

笑我们，将来我们要嘲笑你们，因为你们不知

道自己会被淹死。”
39  你们将知道谁在今世要受凌辱的刑罚，在复

活日受永恒的刑罚。
40  努哈奉真主之命完成了造船的任务。当我要

毁灭他们时，水从地面涌出，大洪水爆发了。

我对努哈说：你把地上的各种动物各拿一对放

在船上。你让你的家人乘船，除了已判定将被

淹死的人——因为他不信道。你让信道的人也

乘船。尽管努哈宣传了很长时间，但族人中的

归信者寥寥无几。
41  努哈对他的家人和族人中的信士说：你们上

船去吧！这只船的航行和停泊都是奉真主之名

的。我的主对忏悔的仆人是至恕的、至慈的。

祂对信士的慈恩表现在拯救他们免遭毁灭。
42  船载着人们和动物航行于山岳般的波涛中。

努哈充满父爱地召唤不信道的儿子，他躲避在

一个地方：“我的孩子啊！你来和我们一道乘

船吧！这样你就会得救，你不要与不信道者在

一起，否则就会像他们一样被淹死。”
43  努哈的儿子对努哈说：“我要去一座高山上

躲避洪水。”努哈对他的儿子说：“今天，除

了真主所怜悯的人之外，谁也不能保护别人免

遭真主的惩罚。”波涛隔开了努哈和他不信道

的儿子，他的儿子因不信道而被洪水淹死了。
44  洪水过后，真主对大地说：地啊！汲干你上

面的水吧！他对云说：云啊！你散开吧！水就退去了，地面干了。真主毁灭了不信道者。船停在了朱迭山上。

有人说：“否认真主、超越法度的人已遭到毁灭了。”
45  努哈向真主求救说：“主啊！我的儿子是我的亲人， 你承诺要拯救他们。你的承诺是真实的，你绝不爽

约。你是最公正、最有知识的判决者。”

 本页小结:
1- 阐明多神教徒有嘲笑先知及其追随者的习惯。

2- 阐明人类的常道：大多数人不信道。

3- 只有真主能提供庇护，除他外，没有任何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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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真主对努哈说：“努哈啊！你的儿子，不是

我承诺要拯救的亲人，因为他是不信道者。努

哈啊！你的要求是不适合的，作为先知，你不

该这样做。你不要向我祈求你所不知道的事，

我劝你不要成为无知的人，向我祈求与我的知

识和智慧相反的事情。”
47  努哈说：“主啊！我求你保护，以免我向你

祈求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如果你不饶恕我的罪

恶，不怜悯我，那么，我就会成为后世的亏折

者。”
48  真主对努哈说：“努哈啊！你下船吧！愿来

自真主的平安和幸福降临于你和与你同船的人

的一部分后裔。他们的后裔中的另一部分是不

信道者，我将让他们享受今世生活，赐予他们

生活所需，然后，他们在后世要遭到我的痛苦

的刑罚。”
49  努哈的这个故事属于幽玄的消息。使者啊！

在我启示你之前，你和你的族人不知道它。你

当像努哈那样忍受族人的伤害和否认。胜利和

成功属于那些服从真主的命令，远离真主的禁

令的人。
50  我派遣阿德人的兄弟呼德去劝化他们，他对

他们说：“我的族人啊！你们当崇拜独一的

主，你们不要以物配主，除祂外，你们没有任

何应受崇拜的主。认为真主有伙伴的人只是说

谎者。”
51  我的族人啊！我不会为传达真主的使命而向

你们要报酬，我的报酬只由创造我的主负责。

你们怎么不理解呢？你们怎么不响应我的号召

呢？
52  我的族人啊！你们应当向真主求恕，然后，向祂悔罪——最大的罪就是以物配主。 真主对你们的回报就是

降下充沛的雨水，使你们更加富强，人丁兴旺，财产增多。你们不要背离我号召你们的正道，否则，你们就会

成为犯罪者。
53  他的族人说：呼德啊！你没有为我们昭示任何明证，以便我们信仰你。 我们不会因为你的胡言乱语而放弃

我们崇拜的神灵，你说你是使者，我们不信。

 本页小结:
1- 对于不信道者，即使是自己的子女，众先知也没有说情权。

2- 宣教者的自律——不贪图人们的财产，这能使他的宣教更易于被人接受。

3- 求恕和忏悔的优越性，它们是雨水充足，人丁兴旺，财产增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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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当你禁止我们崇拜我们的神灵时，我们

只想说：“我们的一部分神灵会使你发狂。”

呼德说：“我求真主作证，也请你们作证，我

与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神灵是无干的。你们和

你们妄称会使我发狂的神灵谋害我吧，请不要

宽恕我！”
56  我只托靠真主，我把我的事交付给祂，祂是

我的主，也是你们的主。大地上的任何动物都

臣服于祂，归祂管辖，由祂任意支配。我的主

确是主持公义的，祂绝不会让你们控制我，因

为我坚持的是真理，你们坚持的是谬误。
57  如果你们背弃我所带来的，我只负传达的责

任。我已把真主委托我的使命传达给你们了。

你们已经没有借口了，我的主将会毁灭你们，

将以别的民众代替你们。你们的否认和背弃丝

毫不能伤害真主。因为真主是无求于仆人的。

我的主确是监护万物的，祂将保护我免遭你们

的阴谋的伤害。
58  当我毁灭他们的命令降临时，我以来自我的

慈悯拯救了呼德和追随他的信士，我使他们免

遭我用来惩罚不信道的民众的严刑。
59  这些阿德人否认真主的迹象，违抗他们的使

者呼德，却服从每个顽固的暴虐者的命令。
60  他们在今世生活遭到凌辱，真主不怜悯他

们。同样，他们在复活日得不到真主的慈悯。

这是由于他们否认真主。真的，真主使他们远

离一切福利，使他们接近一切灾难。
61  我派遣赛莫德人的兄弟撒立哈去劝化他们，

他说：“我的族人啊！你们当崇拜独一的真

主，你们除祂外，绝无应受崇拜的。祂用土创

造了你们——创造了你们的祖先阿丹。祂使你们成为大地的建设者，你们当向祂求恕，然后，你们当归依祂，

力行善事，放弃罪恶。我的主是临近虔诚敬拜者的，对他的祈祷有求必应。”
62  他的族人对他说：“撒立哈啊！你曾在我们中是有很高地位的， 我们希望你成为一个忠实可靠的智者。撒

立哈啊！难道你要禁止我们崇拜祖先所崇拜的偶像吗？我们对你所宣传的崇拜独一的主是怀疑的，我们认为你

在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

 本页小结:
1- 以物配主者反对使者的方法之一是指控他们失去理智和发疯。

2- 以物配主者的计谋是脆弱的，他们都得臣服于真主，受真主的控制。

3- 创造万物证明了真主的养育性，它意味着神性的独一和放弃除真主之外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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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撒立哈反驳他的族人说：“我的族人啊！你

们告诉我，我拥有来自我的主的明证，并且祂

赐予我圣品，如果我违抗祂，放弃传达使命，

谁能保护我免遭祂的惩罚呢？你们只会让我迷

误和远离真主的喜悦。
64  我的族人啊！这是真主的母驼，是证实我的

迹象。你们让它在真主的大地上吃草。你们不

要以任何方式伤害它，否则，你们会遭到临近

的刑罚。”
65  他们因否认撒立哈而杀死了母驼，撒立哈对

他们说：“你们在家里享受三日吧，然后，真

主的惩罚就会降临你们。”这是真实的、必然

发生的应许，不是骗人的。
66  当我毁灭他们的命令降临时，我以我的慈悯

拯救了撒立哈和同他一起信道的人，我使他们

避免了那天的耻辱。使者啊！你的主是强大

的，万能的，谁也战胜不了祂。因此，祂毁灭

了否认祂的民族。
67  巨大的声音袭击了赛莫德人， 他们被震死

了，僵卧在自己的家中，脸上满是尘土。
68 他们仿佛没有在家里住过，享受过安逸的生

活一样。真的，赛莫德人否认了他们的主，他

们得不到真主的慈悯。
69  天使们装扮成人的形象降临易卜拉欣，向他

和他的妻子以伊斯哈格、叶尔孤白报喜。天使

们说：“祝你平安。”易卜拉欣回答说：“祝

你们平安。”他赶快去给他们拿来了一只烤牛

犊，让他们享用，因为他以为他们是人。
70  当易卜拉欣看到他们不动手吃肉时，他感到

奇怪，也感到害怕。当天使们发觉易卜拉欣害

怕时便说：“你不要害怕，我们是被派去惩罚鲁特的族人的。”
71  易卜拉欣的妻子撒莱站在旁边， 我告诉了她好消息—她将生下伊斯哈格，而伊斯哈格将有个孩子叫叶尔孤

白，于是她高兴地笑了。

 本页小结:
1- 以物配主者的顽固和自大，他们不相信撒立哈带来的明证——它是最大的迹象之一。

2- 向信士报喜是可嘉的行为。

3- 去别人家时必须向主人道安，主人必须回答。

4- 必须款待客人。

۷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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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当天使报喜时，撒莱惊奇地说：“我这个老

太婆还会生孩子吗？我的丈夫也老迈了！在

这种情况下，生孩子是一件奇怪的、反常的

事。”
73  天使们对感到惊奇的撒莱说：“难道你对真

主的判决感到奇怪吗？显然，真主完全有能力

做到这样的事。易卜拉欣的家人啊！愿真主的

怜悯和幸福降临你们。”真主的属性和行为是

可赞的、荣耀的、崇高的。
74  当易卜拉欣得知他的客人是天使时，便不再

恐惧。他得到了喜讯——他将生下伊斯哈格，

然后是叶尔孤白。他与我的使者们关于鲁特族

人的事展开了争论。希望他们推迟惩罚，并且

能够拯救鲁特和他的家人。
75  易卜拉欣确是宽容的人，他希望推迟惩罚，

他是谦恭的、常常祈祷的、忏悔的。
76  众天使说：“易卜拉欣啊！你避开关于鲁特

族人的争论吧！你的主的命令确已降临了，对

他们的惩罚已注定了。鲁特的族人必将遭到严

厉的惩罚，这是争论和祈祷无法抵挡的。”
77  当众天使扮成人形来到鲁特家中时，他为此

感到为难，担心他们遭到自己变态族人的伤

害。鲁特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日子。”因为

他认为自己的族人将会战胜他的客人。
78  鲁特的族人迅速地来到他家，企图对他的客

人行不轨之事。他们的习惯就是与男子搞同性

恋。为了阻止自己的族人和保护自己的客人，

他说：“你们可以娶我的这些女儿，她们对于

你们是更纯洁的。你们当畏惧真主，不要让我

在客人面前丢脸。我的族人啊！难道你们中没

有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禁止你们做这样的丑事吗？”
79  他的族人对他说： “鲁特啊！你知道我们不需要你的女儿和其他妇女，我们对她们没有欲望。你知道我们

想要的东西，我们只想要男人。”
80   鲁特说：“但愿我有能力抵抗你们，或有家族保护我， 使你们远离我的客人。”
81  天使们对鲁特说：“鲁特啊！我们是真主派来的使者， 你的族人绝不会伤害你。你在夜深人静时带着家人

离开，你们中谁也不要回头看，除了你的妻子——她将回头看，因为她将与你的族人同遭惩罚。毁灭他们的约

定时间是早晨，这是一个临近的时间。”

 本页小结:
1- 阐明真主的密友易卜拉欣及其家人的优越和品级。

2- 在审判之前为有希望获得信仰者辩护的法定性。

3- 阐明鲁特族人的丑恶行为。

۸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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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当我的毁灭的命令降临鲁特的族人时，我使

他们的城市天翻地覆，我使坚硬的陶石连续不

断地降落在他们身上。
83  这些石块在真主那里打上了特殊的标记，它

离古莱氏族中的不义者并不遥远。它是临近

的，当真主预定要降灾于他们时，就会降下。
84  我派遣麦德彦人的兄弟舒阿卜去教化他们，

他说：我的族人啊！你们当崇拜独一的主，

你们除他外没有应受崇拜的。当你们给人们称

量时，不要缺斤少两。我看到你们是经济富裕

的，你们不要以犯罪改变真主对你们的恩典。

我担心你们遭受围困日的惩罚，你们谁也找不

到逃避之地。
85  我的族人啊！当你们给别人称量东西时，要

称足量足，不要以缺斤少两和欺瞒诈骗侵犯他

人的权利。你们不要在大地上为非作歹、杀人

或干其他罪恶。
86  在公平地给了人们应得的东西之后，真主为

你们留下的合法的要比通过缺斤少两和破坏规

则得来的不义之财更有益、更吉庆。如果你们

是真的信士，你们当悦纳留下的东西。我不是

你们的监护者——统计和清算你们的工作。监

护者只是知道秘密和密谈的真主。
87  族人对舒阿卜说：“舒啊卜啊！难道你的礼

拜命令你要我们放弃我们祖先所崇拜的神灵，

命令你教我们不要自由支配我们的财产吗？就

像我们之前所认识的那样，你确是宽容的、

正直的、理性的、有智慧的，你到底是怎么

了？”
88  舒阿卜对他的族人说：“我的族人啊！你们

告诉我，如果我拥有来自我的主的明证，而他赏赐了我佳美的给养和圣品，你们将会怎样呢？我不想禁止你们

做某件事，而自己却在做。我号召你们认主独一，只是想尽力改善，我的成功全凭真主的援助，我的所有事情

都托靠祂，我只归依祂。”

 本页小结:
1- 真主的常道是：以最严厉的惩罚毁灭不义者。

2- 禁止缺斤少两，侵犯他人的权利。

3- 必须满足于合法的给养，即使很少也罢。

4- 阐明命人行善，止人作恶的优越，必须执行真主的命令，远离真主的禁令。

۸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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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我的族人啊！你们不要因为反对我而否认我

所带来的，我担心你们遭到类似努哈、呼德、

撒立哈的族人所遭到的惩罚。在时间和空间方

面，鲁特的族人离你们并不遥远。你们确已知

道他们的遭遇，故你们当吸取教训。
90  你们当向你们的主求恕，然后向祂悔罪，我

的主确是怜悯忏悔者的，祂是喜爱忏悔者的。
91  舒阿卜的族人对他说： “舒阿卜啊！你所

带来的很多我们并不理解。我们认为你是我

们中的一个弱者，因为你的双目已经昏花或失

明了。如果不是你的家族，我们必定会用石头

击杀你。你并不是我们的贵人，我们并不怕杀

死你，我们之所以不这样做是因为尊重你的家

族。”
92  舒阿卜对他的族人说：“我的族人啊！难道

我的家族对于你们比真主还尊贵吗？你们把真

主当作背后的弃物，你们不信仰他派给你们的

先知，我的主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你们的任

何工作都瞒不过祂。在今世，祂将因你们的行

为而毁灭你们。在后世，祂将惩罚你们。”
93  我的族人啊！你们按照你们喜欢的方式尽力

而为吧！我也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尽力而为。你

们将知道谁会遭受凌辱的惩罚，谁是说谎者，

你们等待吧！我与你们一起等待着。
94  当我毁灭舒阿卜族人的命令降临时，我以我

的慈恩拯救了舒阿卜和同他一起信道的人。他

的族人中的不义者遭到了巨大的、致命的声音

的袭击，他们被震死了。他们伏卧在自己的家

中，脸上布满了灰尘。
95  他们仿佛没有在里面居住过一样。真的，愿

麦德彦人遭到毁灭，犹如赛莫德人遭到的毁灭一般。
96  我派遣穆萨带来了许多我的迹象，证明真主的独一;以及我的许多确凿证据，证明他带来的一切是真实的。
97  我派穆萨去劝化法老及其贵族。贵族们顺从法老的命令，否认真主。法老的命令并不正确，不值得顺从。

 本页小结:
1- 谴责不理解先知所带来的迹象的人。

2- 谴责忙于命令人们，而自己却违抗真主命令的人。

3- 阐明家族在支持宣教事业方面的作用。

4- 以物配主的人得不到真主的慈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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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在复活日，法老将引导他的族人，带领他们

进入火狱，他们进入的地方真恶劣！
99  在今世生活中，真主让他们遭受诅咒，得不

到真主的慈悯，被海水淹死。在复活日，他们

也遭受诅咒。他们在今后两世遭到的同样的诅

咒和惩罚真恶劣！
100 使者啊！本章中所提到的城市的消息，其中

有废墟犹存的，也有荡然无存的。
101 我使他们遭到毁灭， 这并不是对他们的亏

待，而是他们咎由自取。他们曾经舍真主而崇

拜的神灵不能替他们抵挡惩罚。先知啊，他们

的这些神灵只能使他们更加亏折和毁灭。
102 真主就这样惩罚和灭绝各个时代和地域的否

认者，祂对不义的城市的惩罚确是严厉的。
103 真主对那些堕落的城市进行严厉的惩罚，此

中对于害怕复活日刑罚的人有一种教训和劝

戒。那一天，真主要把人们集合起来进行清

算，那是世人将被证明之日。
104 我只将那一天延缓至一个定期。
105 那一天来临时，任何人都不得发言或求情，

除非得到真主的许可。那时人们将分为两种：

薄福者进入火狱，幸福者进入乐园。
106 至于薄福者，他们否认真主，为非作歹，因

而进入火狱，他们在其中因痛苦而叹气和哽

咽。
107 他们将永居其中，天长地久，不得出来。除

非是真主所意欲的信士中的犯罪者。使者啊！

你的主是为所欲为的，谁也不能强迫祂。
108 至于幸福者，他们信仰真主，力行善功，他

们将天长地久地永居乐园，除非是真主所意欲

的信士中的犯罪者。真主对乐园居民的恩典是不会中断的。

 本页小结:
1- 警惕追随邪恶、堕落的领袖，阐明追随他们在今后两世遭到的不幸。

2- 真主毁灭以物配主、作恶多端的人并不是对他们的亏枉。

3- 在复活日，以物配主者的神灵毫无作用，不能替他们抵挡刑罚。

4- 在复活日，人们分为永居乐园的幸福者和永居火狱的薄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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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使者啊！这些以物配主者崇拜偶像是错误

的，你不要对此怀疑，他们的信仰没有任何

理性证据和启示证据。他们之所以崇拜这些偶

像，是由于盲从祖先，我一定要使他们受到应

得的惩罚。
110 我确已赐予穆萨《讨拉特》，人们对其产生

了分歧。一部分人信仰，另一部分人否认。假

如不是真主预先判决，祂必让他们在今世遭受

惩罚，但祂以其智慧将惩罚推迟至复活日。犹

太人中的不信道者和以物配主者对《古兰经》

是怀疑的。
111 使者啊！真主将让所有分歧者得到其行为的

充分报酬。行善者必得善报，作恶者必得恶

报。真主全知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丝

毫也瞒不过真主。
112 使者啊！你当奉真主之命恪守正道，你当服

从祂的命令，远离祂的禁令，让与你一起悔过

的信士也恪守正道。你们不要超越法度，违抗

主命。祂确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你们的行为

丝毫也瞒不过祂，祂将根据你们的行为回报你

们。
113 你们不要偏向不义的不信道者，谄媚他们或

讨好他们。否则，你们会遭受火刑。除真主

外，没有保护者能从火狱中拯救你们，你们也

找不到援助者。
114 使者啊！你当在白昼的两端，以最好的方式

礼拜，你也要在夜间的一些时间礼拜。善行能

消除恶行，对于能觉悟者，此中确有劝告和教

训。
115 你当坚持真主命你的行为，放弃真主禁止的

过分和偏向不义者。真主不会使行善者徒劳无酬，他要接受他们最好的工作，给予他们最好的回报。
116 你们之前被惩罚的民族中，那些德高望重者怎么不禁止人们否认正道和在地方上作恶呢？这样做的人是

他们中的极少数。当我毁灭不义者时，我拯救了他们。不义者追随他们所享受的豪华生活，他们是不义者。
117 使者啊！当某个城市的居民是善良的时， 真主不会毁灭他们。只有当城市的居民否认、不义、作恶时，真

主才会毁灭他们。

 本页小结:
1-必须恪守真主的宗教。

2-警惕倾向不义的不信道者—谄媚或讨好他们。

3-阐明真主的常道—善行能消除罪恶。

4-鼓励有德者建立团队，命人行善，止人作恶，他们不会遭到真主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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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使者啊！假如你的主意欲使人们成为一个坚

持真理的共同体，祂一定会这样做。但是祂不

意欲这样。他们将因追随私欲和不义而产生分

歧。
119 蒙真主默助而遵循正道的人，不会对认主独

一产生分歧。他们中有薄福者，也有幸福者。

使者啊！你的主的言辞已确定了，祂要让追随

恶魔的精灵和人类充满火狱。
120 使者啊！我给你讲述历代先知的故事，是为

了让你坚持真理，增强信心。在本章中，毋庸

置疑的真理已降临你了，其中有对不信道者的

劝告，也有对信士的教诲，他们能从教诲中获

益。
121 使者啊！你对那些不信仰真主，也不认主独

一的人说：你们按你们的方式——拒绝真理，

阻碍真理——而工作吧，我们也按照我们的方

式工作，我们要坚持真理，宣传真理。
122 你们等待我们的（结局），我们也等待你们

的（结局）。
123 只有真主知道天地的幽玄，任何事物都瞒不

过祂。在复活日，一切事物都归祂掌握。先知

啊，你当崇拜独一的真主，你当事事托靠祂。

你的主不疏忽他们的所作所为，祂将使人人各

得其所。

优素福 章
这是麦加的，全章共计一百一十一节。

 本章主旨:
真主应许：明显的考验之后是胜利，以安慰先知和信士们。

 注释:
1  ｛艾列弗，俩目，拉仪。｝此类经文已在《黄牛》章首论述过了。本章中降示的这些经文是一些明确的 《

古兰经》文。
2  阿拉伯人啊！我以阿拉伯语降示了《古兰经》，以便你们理解其含义。
3  使者啊！我借着启示你这部《古兰经》给你讲述最优美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其表述是准确的。你

曾对它是疏忽的、无知的。
4  使者啊！我告诉你：当时， 优素福对他的父亲叶尔孤白说：“我的父亲啊！我确已梦见十一颗星、太阳和

月亮，我梦见它们向我鞠躬。”这些梦是优素福的喜讯。

 本页小结:
1- 阐明了《古兰经》故事的哲理—安慰先知的心并劝告信士。

2- 只有真主知道幽玄，没有任何人与祂共享幽玄的知识。

3- 以阿拉伯语降示《古兰经》的哲理在于让阿拉伯人理解，以便把它传达给其他民族。

4- 《古兰经》中包含了最优美的故事。

۸٥

优素福 章 第12部分235



5  叶尔孤白对他的儿子优素福说：“我的孩子

啊！你不要把梦告诉你的兄弟们，以免他们理

解后嫉妒你、算计你。恶魔确是人明显的敌

人。”
6  优素福啊！正如你所做的梦，你的主要选拔

你，教授你圆梦的知识，以圣品完成对你的恩

典，正如祂完成对你的祖先——易卜拉欣和伊

斯哈格——的恩典那样。你的主全知他所创造

的，他的安排是睿智的。
7  在优素福和他的兄弟的故事中，对于询问者

包含许多教训和劝戒。
8  当时，他的兄弟们商议说：“在我们的父亲

看来，优素福和他的兄弟比我们更可爱，而我

们是人数众多的团体。我们认为他犯了明显的

错误，毫无理由地认为他俩比我们优越。”
9 “你们杀死优素福或者把他抛弃在荒郊野外

吧，你们父亲的慈爱就会专归你们了。在此之

后，当你们悔罪自新，就会成为正直的人。”
10  一位兄弟说：“你们不要杀死优素福， 但

是，你们把他扔进井里，过路的旅客会把他带

走，这要比杀人的罪轻一些，如果你们决心要

做的话。”
11  当他们决定执行计划时，他们对父亲叶尔孤

白说：“父亲啊！对于优素福你怎么不信任我

们呢？我们是爱护他的，不会让他受到伤害。

我们会照顾好他，让他平安归来的。你怎么不

让他与我们一同去玩呢？ 
12  明天，请你让他与我们一同去游玩，我们一

定会保护他，使他不受任何伤害。”
13  叶尔孤白对他的孩子们说： “你们带他去

玩，我实在放心不下，我不忍与他分开。我担心你们疏忽大意时狼吃了他。”
14  他们对父亲说：“我们这么多人，如果狼吃了他，那我们就一文不值了。 如果我们不能保护他，我们就是

亏折的人。”

 本页小结:
1- 伊斯兰承认梦的存在，并允许解梦。

2- 如果担心造成伤害，可以隐瞒部分真相。

3- 易卜拉欣的后裔因圣品而优越于世人。

4- 偏爱会使兄弟间产生仇恨和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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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叶尔孤白就让优素福与他们同去了。当他们

带着优素福来到远处时，决定把他扔进井里。

这时我启示优素福：你一定要在他们出其不意

时，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告诉他们。
16  傍晚，优素福的兄弟们来到父亲面前，他们

假装哭泣，以掩饰他们的阴谋。
17  他们说：“父亲啊！我们去赛跑，让优素福

留守行李，不料他被狼吃了。即使我们说的是

实话，你也不会相信我们。”
18  他们使用计谋来支持自己的陈述。他们拿来

了用假血染过的优素福的衬衫，以作为被狼吃

了的证据。叶尔孤白识破了他们的谎言——衬

衫没有被撕烂。他对他们说：“事情并非像你

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你们的私欲怂恿你们做了

这件事。我只有很好地忍耐。对于你们所叙述

的事，我只能求助于真主。”
19  一个商队来了，他们派人去打水。当打水者

把水桶放到井里时，优素福就抓住了绳子，打

水者拉上来一看，高兴地说：“啊！好消息，

是个少年。”他们秘密地把他当作货物，真主

全知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丝毫也瞒不过真

主。
20  他们在埃及廉价地出卖了他——只用了很少

的几个银币。他们毫不怜惜他，只想尽快地摆

脱他。他们从优素福的容貌上得知他不是奴

隶。他们担心他的家人来找麻烦。这是真主对

优素福的怜悯，他没有在他们手中呆很长时

间。
21  购买他的那个埃及人对他的妻子说：你应当

优待他，也许他对我们有好处，可以帮助我们

做事，或者我们把他收为义子。正如我曾拯救优素福，使他免遭杀戮，我把他从井里救了出来，我让权贵对

他心生怜悯，我使优素福在埃及得势，我教授他圆梦的知识。真主掌控着一切，谁也不能强迫祂，但是大多数

人——不信道者——不知道。
22  当优素福达到壮年时，我把智慧和学识赏赐了他。我就这样报酬行善者。

 本页小结:
1- 嫉妒的危害，它导致优素福被兄弟谋害。

2- 可以利用旁证作出判断。

3- 在恶魔使优素福的兄弟丧失了手足之情后，真主对优素福的奇妙安排——让埃及的权贵对他产生了父亲般

的爱。

۸۷

优素福 章 第12部分237



23  权贵的妻子使用计谋诱惑优素福干丑事。她

把所有门都紧紧地关起来，与优素福独处一

室。她对他说：赶快到我身边来吧！优素福

说：“我祈求真主保护我，我的主人已优待了

我，我绝不会背叛他。如果我背叛了他，我就

是不义者，不义者不会成功。”
24  她确已向往他，他也向往她——要不是他看

见真主的明证—这阻止了他。我确已昭示了

他，以便为他消除罪恶，使他远离私通和背

叛。优素福是我以使命和圣品而拣选的人。
25  他俩争先恐后地奔向大门：优素福是为了逃

跑，权贵的妻子是为了阻止他逃跑。她从后面

把他的衬衣撕破了。他俩在门口遇到了她的丈

夫。她对自己的丈夫狡辩说：“对你的妻子图

谋不轨的人，他的惩罚只是监禁或严厉的惩

罚。”
26  优素福说：“是她勾引我，我对她没有非分

之想。”真主使她家人中摇篮里的一个婴儿说

话：“如果优素福的衬衣是从前面撕破的，证

明她是诚实的。因为，她是在保护自己，那么

他是说谎的；
27  如果他的衬衣是从后面撕破的，证明他是诚

实的。因为，她是在勾引他，他在逃跑，那么

她是说谎的。”
28  当权贵看到优素福的衬衣是从后面被撕破的

时候，证实了优素福的诚实。他说：“妇女们

啊！这种诽谤是你们的诡计，你们的诡计确是

重大的。”
29  他对优素福说：“优素福啊！你避开这件事

情吧！不要告诉任何人。而你（指他的妻子）

要为你的罪过而求饶。你勾引优素福，你是犯罪者。”
30  她的故事在城中传开了。一些妇女谴责说：“权贵的妻子勾引她的仆人，他确已迷惑了她， 我们认为她是

处在明显的迷误之中的。”

 本页小结:
1- 背叛恩人，侵犯恩人的家人和财产是丑恶的行为，因而优素福在拒绝丑事的原因中提到了这一点。

2- 众先知受到真主的保护，他们不会陷入罪恶和丑事之中。

3- 必须拒绝和逃避丑事。

4- 可以在判决时借助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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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当权贵的妻子听到妇女们的流言蜚语时，就

派人 把她们邀请来，让她们看看优素福，从

而让人们谅解她。她为她们准备了宴席，发给

每个人一把小刀用于进食。她对优素福说：“

你出去见见她们吧！”当她们看见他的时候，

她们赞扬了他，她们为他的美貌而感到惊叹，

她们被迷住了，以致用餐刀割伤了自己的手。

她们说：“啊呀！这个少年不是凡人，他的容

貌不是凡人所能具备的，他只是一位高贵的天

使。”
32  看到这一幕情景时，权贵的妻子对前来赴宴

的妇女们说：“这就是由于我喜欢他而遭到你

们谴责那个年轻人。我确已勾引了他，但他洁

身自好。如果他不听从我的命令，他必定要坐

牢，必定成为自甘下贱的人。”
33  优素福向真主祈祷：“主啊！在我看来，她

警告我的监狱，要比她让我去做的事更好。如

果你不为我排除她们的诡计，我将依恋她们，

我将成为愚人，去做她们勾引我的事。”
34  真主应答了他的祈祷，为他消除了权贵妻子

和城中妇女们的诡计。清高伟大的真主聆听优

素福的祈祷，也聆听所有人的祈祷，祂全知优

素福的情况，也全知所有人的情况。
35  当权贵及其族人看到许多证明他清白的证据

时，他们认为要把优素福监禁一段时间，以免

丑闻曝光。
36  他们就把他监禁起来，有两个青年与他一同

入狱。一个青年对优素福说：“我梦见我在榨

葡萄汁酿酒。”另一个说：“我梦见我的头上

顶着一个大饼，众鸟飞来啄食。优素福啊！请

你替我们圆梦。我们看你是一个善人。”
37  优素福说：“当有人给你们送食物之前，我就告诉关于你们梦境的解释。 这是我的主教给我的知识，它不

是来自占卜和占星的。我已放弃不信仰真主和后世的民族所信仰的宗教。

 本页小结:
1- 优素福的美貌迷惑了当时的妇女们。

2- 优素福宁愿坐牢也不违抗真主。

3- 真主对优素福的奇妙安排—教授他圆梦的知识，使其成为他摆脱牢狱之灾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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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我遵循我的祖先的宗教——易卜拉欣、伊斯

哈格和叶尔孤白的宗教。我们不应该以物配

主，真主确是独一的，我和我的祖先坚持认主

独一是真主对我的恩惠，也是对全人类的恩

惠。祂向人类派遣了许多先知。但是大多数人

不感谢真主的恩典，反而否认真主。
39  然后优素福对两位难友说：是崇拜多个神好

呢？还是崇拜独一无偶、统治一切的真主好？ 
40  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只是一些你们和你们的

祖先所定的名称，它们不具备任何神性，真主

没有为此降下任何证据。对所有被造物的判决

只归真主，而不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所定的这

些名称。清高的真主命令你们只崇拜祂，禁止

你们以物配主，这就是不偏不倚的正教，但是

大多数人不知道。因此，他们以物配主，崇拜

被造物。
41  两位难友啊！至于梦见酿酒的人，将来会出

狱，恢复工作，为国王斟酒。至于梦见头顶大

饼，被飞鸟啄食的人，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众鸟飞到他的头上来鵮他。你们询问的事情已

被判决了，它是必然要发生的。”
42  优素福对认为要获救的那个难友——国王的

斟酒员说：“你在国王面前提起我，但愿他让

我出狱。”然而，恶魔使他忘记了此事，致使

优素福就在监狱中逗留了很多年。
43  国王说：“我梦见七头胖黄牛被七头瘦黄牛

吃掉了，又梦见七穗青麦子和七穗干麦子。侍

从们啊！如果你们会圆梦的话，告诉我这些梦

该怎么解释。”

 本页小结:
1- 必须追随易卜拉欣的宗教，他与以物配主无关。

2- 真主说：“难道许多神灵”这句话证明这些埃及人曾经信奉的是天启宗教，但他们后来成了以物配主者。

3- 凡是除真主外而被崇拜的偶像，都是有名无实的，它们不具备任何的神性。

4- 利用时机进行宣教，正如优素福在狱中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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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他们说：“你的梦是乱梦，这样的梦是无解

的，我们不能解释乱梦。”
45  在一段时间之后，两位难友中获救的那个想

起了优素福具备圆梦的知识。他说：“在询问

懂得圆梦知识的人之后，我将会告诉你们关于

这个梦的解释。国王啊！请你派我去找优素福

圆梦吧。”
46  当他来到优素福身边时，对他说：“诚实的

人啊！请你为我们圆这个梦：七头胖黄牛被七

头瘦黄牛吃掉了，七穗干麦子和七穗青麦子。

以便我回复国王，让他们知道这些梦的解释，

也让他们知道你的本领。”
47  优素福对这些梦的解释是：“你们要连续耕

种七年，凡你们所收获的麦子，让它留在穗子

上，保存起来，只把你们所吃的少量麦子打下

来。
48  此后，将会有七个荒年，人们要吃你们所储

存的麦子，只剩下你们所储存的少量麦子。
49  此后，将会出现一个丰年，雨水充沛，五谷

丰登，人们要用葡萄、橄榄和甘蔗酿酒。”
50  当国王得知优素福的解释之后， 对他部下

说：你们让他从监狱中出来见我吧！当国王

的使者来见优素福时，优素福对他说：“你回

去问一下你的主人，那些将自己的手弄伤的妇

女，现在是怎样的？我的主确是全知她们的诡

计的，任何事都瞒不过祂。”
51  国王对那些妇女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勾引

优素福做丑事呢？”权贵的妻子承认了自己的

错误，她说：“现在真相大白了，是我勾引

他，他没有勾引我。他是诚实的、清白的。”
52  权贵的妻子说：“以便优素福知道，我承认是我勾引了他，他是诚实的， 我没有在背地里污蔑他。一切都

证明，真主不会让使用阴谋诡计者成功。”

 本页小结:
1- 优素福的完美品德，他提到了妇女们的事，而没有提及权贵妻子的事。

2- 优素福具有高超的圆梦知识。

3- 为自己伸冤和调查真相的法定性。

4- 诚实的优越性，要说真话，即使对自己不利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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