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谷 章
这章是麦加的，全章共计九十九节。

 本章主旨:
通过展示被毁灭者的情景，警告否认刑罚的

人，提醒当时的多神教徒，安慰信士们。

 注释:
1 ｛艾列弗，俩目，拉仪。｝此类经文已在《

黄牛》章首论述过了。这些崇高的经文证明它

是真主降示的，是为了阐明认主独一和律法。
2  在复活日，不信道者明白了真相，他们希望

成为穆斯林，他们在今世的悖信是荒谬的。
3  使者啊！你当放任这些否认者像牲畜一样吃

喝和享受今世暂时的荣华富贵，贪婪使他们疏

忽了信仰和行善。当他们在复活日见主时，就

会知道他们是亏折者。
4  我毁灭的任何一个不义的城市，都有一个定

期，既不提前，也不退后。
5  任何民族都不会先于其定期而毁灭，也不会

后于其定期而毁灭。不义者不应该被真主对他

们的宽限所欺骗。
6  正如他所妄称，教诲降示给他的人啊！以你

的妄称，你就是一个疯子，你的行为是疯狂

的。
7  你怎么不让天使降临我们，为你见证呢？或

者因我们的否认而毁灭我们呢？”
8  真主反驳了他们让天使降临的建议，“天使

只会按照真主的旨意而降临，一旦天使降临，

你们必遭惩罚。如果那时他们还未信仰，就不

被宽限，而是会立即遭到惩罚。”
9  我将这部《古兰经》降示到穆罕默德的心上，以教诲世人，我保护《古兰经》免遭增加、减少、篡改

和曲解。
10 使者啊！在你之前，我确已派遣了许多使者去劝化人们，结果遭到人们的否认。在遭受族人否认方面，你

并不是一个另类。
11  只要有一名使者来到之前不信道的群体中时，他们就加以否认和嘲笑。
12  正如我使否认深入那些民族的心中，我也使麦加的多神教徒否认，由于他们拒绝和顽固。
13  他们不信仰降示给穆罕默德的这部《古兰经》，真主毁灭否认者的常道已经逝去了， 让那些否认者们引以

为戒吧。
14  这些否认者们顽固不化，即使明显的证据已为他们证明了真理。假若我为他们打开一道天门， 他们就会从

那道天门登天。
15  如果真的那样，他们必定说：“我们的眼睛受蒙蔽了，我们看到的是魔术的作用，我们是被迷惑的。”

 本页小结:
1- 尊贵的《古兰经》具备完美、明晰的特点。

2- 不信道者往往重视物质，他们沉湎于物欲，受到虚幻的欺骗，醉生梦死而忘记了后世。

3- 诸民族的毁灭都有定期，既不提前，也不退后，真主不会因任何人的急躁而改变定期。

4- 真主承诺保护《古兰经》，使其免遭篡改和增删，直至复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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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确已在天上创造了许多巨大的星体，以便

人们旅行时在陆地和海洋的黑暗中寻找正路。

我为观察者装饰了天空，以便借此证明真主的

大能。
17  我保护着天， 使其免遭被诅咒的恶魔的侵

入。
18  但窃听天界消息的恶魔会被流星追赶并被其

烧死。
19  我铺展大地，以便人们安居其上。我在其中

创造许多大山，以稳固大地。我使各种植物均

衡地生长出来。
20  人们啊！只要你们活着，我就在大地上为你

们提供生活所需，也为你们所不能供养者提供

生活所需。
21  人和动物所需的一切，我都有能力创造，我

以我的智慧和旨意依定数而创造了这一切。
22  我派遣风，聚集云，从云中降下雨水，以供

给你们饮料。人们啊！你们不能在大地上储存

水，使其变成泉源和河流，只有真主能储存

水。
23  我要复活死物，正如我从无中创造它们。当

期限来临时，我使活物死去。我要继承大地及

其上的一切。
24  我知道你们中提前出生和死亡的人，也知道

推迟出生和死亡的人，任何事都瞒不过真主。
25  使者啊！你的主在复活日要把人们全部集合

起来，以便使行善者得善报，作恶者得恶报。

祂的安排是睿智的，祂是全知的，任何事都瞒

不过祂。
26  我确已用黏土——若敲击会发出声音——创

造了阿丹。这种土是黑色的，由于长期存放而气味发生了变化。
27  在创造阿丹之前，我以烈火创造了精灵的祖先。
28  使者啊！你当谨记：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和易卜劣厮说：“我要用黑色的黏土创造人类。
29  当我把他的形象塑成，为他注入生命时，你们当为他叩头，向他致意，以服从我的命令。”
30  众天使服从了命令，他们都按照真主的命令叩头了。
31  但是易卜劣厮—他不是天使，但与天使在一起——拒绝与天使一起向阿丹叩头。

 本页小结:
1- 仆人应该观察天空及其点缀，以此来证明造物主的存在。

2- 只有真主掌握着所有的给养。给养的宝库在祂那里，祂根据智慧和仁慈，将其赐予祂所意欲的人。

3- 大地被创造成平坦的，以适合人类生存，并用大山来稳固大地，以免大地动荡不安。按照（真主）的哲理

和（人们）的利益，大地上具有一定数量的各种植物。命令天使向阿丹叩头，表示对人类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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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易卜劣厮拒绝向阿丹叩头之后，真主对易卜

劣厮说：“你为什么不与那些服从我命令的众

天使一同叩头呢？”
33  易卜劣厮骄傲地说：我怎么能向你用黑色的

黏土创造的人叩头呢？
34  真主对易卜劣厮说：“你从乐园中出去吧，

你是被驱逐的。
35  你必遭我的诅咒和弃绝，直至复活日。”
36  易卜劣厮说：“主啊！求你宽限我，将我延

缓至众生被复活的日子。”
37  真主对他说：“你是被缓刑的。”
38  延缓至众生在第一次吹号角时死亡的日子。
39  易卜劣厮说：“主啊！由于你使我迷误，我

一定要在大地上诱惑他们犯罪，使他们迷失你

的正道。
40  除非是你所选拔的仆人。”
41  真主说：“这是抵达我的笔直的道路。”
42  我的忠诚的仆人，你没有能力诱惑他们，除

非是追随你的迷误者。
43  火狱是易卜劣厮及追随他们的迷误者的约定

之地。
44  火狱有七道门，他们要从每道门中进去，每

道门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易卜劣厮的追随者。
45  敬畏真主，服从真主的命令，远离真主的禁

令的人将进入乐园。
46  他们进入时有人对他们说：“你们平安无惧

地进入其中吧。”
47  我消除了他们胸中的嫉妒和怨恨，使他们成

为互相喜爱的兄弟，他们坐在床上，互相注视

着。
48  他们在其中不会感觉疲乏，他们也不被逐出，他们要永居其中。
49  使者啊！你告诉我的仆人，我对忏悔者是至恕的、 至慈的。
50  你告诉他们，我的刑罚是严厉的，让他们向我忏悔，以便得到我的饶恕，避免我的惩罚。
51  你告诉他们易卜拉欣的客人的消息—他们是天使，他们来是为了向他报喜，并且毁灭鲁特的族人。

 本页小结:
1- 上述经文证明敬畏者互相拜访、聚会，他们相敬如宾，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互相鄙弃。

2- 仆人的心应该永远处于畏惧与希望之间。

3- 众天使都向阿丹叩头，以示问候和尊重，但易卜劣厮拒绝叩头。

4- 对于真主引导和选拔的人，易卜劣厮没有能力让他们犯罪，真主的宽恕阻止了他们。

石谷 章 第14部分264



52  当他们去见他时，说：“祝你平安。”他以

更好的言辞回答了他们，并为他们端上了一只

烤牛犊，他以为他们是人。当他们没有吃时，

他说：“我们是畏惧你们的。”
53  天使们说：“你不要害怕， 我们要向你报

喜，你将得到一个有知识的男孩。”
54  易卜拉欣对此感到惊奇，他对他们说：“我

已老迈，难道你们还向我报喜吗？你们以什么

向我报喜呢？”
55  天使对易卜拉欣说：“我们凭无可怀疑的真

理向你报喜，你对此不要绝望。”
56  易卜拉欣说：“只有偏离正道的人才会对真

主的慈悯绝望。”
57  易卜拉欣说：“真主派来的使者啊，你们有

什么差事吗？”
58  天使们说：“真主派我们去毁灭一伙罪大恶

极的民众，他们是鲁特的族人。”
59  除了鲁特和追随他的信士， 他们不会被毁

灭，我们要使他们幸免于难。
60  但他的妻子例外，我们已判定她属于留下来

遭到毁灭的人。
61  当众天使装扮成人形来到鲁特家中时，
62  鲁特对他们说：“你们是一些陌生人。”
63  天使们对鲁特说：“鲁特啊！你别害怕，我

们来是为了降下你的族人所怀疑的毁灭他们的

刑罚。
64  我们给你带来了真理，它绝不是戏言，我们

对你所说的话是诚实的。
65  你在深夜带着家人离开，你们中谁也不要向

后看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往前走，一直到

真主命令的地方。”
66  我通过启示让鲁特知道了我所注定的事——到了早上，这些人将被彻底根除。
67  索杜玛人闻讯欣然前来，企图与鲁特的客人做龌龊之事。
68  鲁特对他们说：“这些人是我的客人，你们不要让我出丑。
69  你们当畏惧真主，放弃丑行，不要羞辱我。”
70  他的族人对他说：“难道我们没有禁止你款待任何人吗？”

 本页小结:
1- 去别人家做客时要致安问好。

2- 真主赐予其引导和知识的人，不能对真主的慈悯绝望。

3- 真主禁止鲁特及其追随者在族人遭到惩罚时回头看，以免对他们产生恻隐之心。

4- 鲁特的族人企图与客人做龌龊之事证明他们天性的泯灭和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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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鲁特在客人面前为自己辩解说：“这些是我

的女儿，如果你们想满足欲望的话，你们可以

娶她们为妻。”
72  使者啊！以你的寿命发誓，鲁特的族人确实

沉湎于欲望之中。
73  在日出之时，巨大的、致命的呐喊声袭击了

他们。
74  我使他们的城市天翻地覆，我给他们降下了

石雨。
75  鲁特的族人所遭到的毁灭，对于能考察者确

有许多迹象。
76  鲁特族人的城市在一条仍然存在的道路上，

凡是经过的旅行者都能看到。
77  此中对于信道者有一种迹象。
78  丛林居民——舒阿卜的族人——确是不义

的，他们否认真主和他的使者。
79  我惩罚了他们，鲁特的族人和舒阿卜的族

人的住处都在平坦的路上，对于经过者是显而

易见的。
80  赛莫德人——他们是石谷（黑札兹与沙姆之

间的一个地方）的居民——否认了所有的使

者，否认了他们的先知撒立哈。
81  我赐予他们许多证实圣品的证据，其中有母

驼，他们没有觉悟，也没有在意。
82  他们凿山为家，安全地居住其中。
83  呐喊声在早晨袭击了他们。
84  他们的财产和住宅不能抵挡真主的惩罚。
85  我没有徒然地创造天地万物，我创造这一切

都是本着真理，末日是必然要来临的。使者

啊！你当远离那些否认你的人，你当很好地原

谅他们。
86  使者啊！你的主是万物的创造者，祂是全知一切的。
87  我确已赐你七节经文—开端章和伟大的《古兰经》。
88  你不要羡慕我使不信道者所享受的虚假事物，你不要为他们的否认而难过，你当对信士谦恭。
89  使者啊！你说：“我确是刑罚来临之前的坦率的警告者。
90  我警告你们，以免你们与分歧者的遭遇一样，他们对真主的经典存在部分分歧，所以，他们信仰一部分，

否定一部分。

 本页小结:
1- 真主如果意欲毁灭一个城市，就会使其倒行逆施，当城市的居民恶贯满盈时，使他们遭到应得的惩罚。

2- 进入惩罚之地是可憎的，如进入不信道者的墓地，要快速经过这些地方。

3- 信士不应该羡慕今世的浮华，他将拥有真主后世的赏赐。

4- 信士应该远离以物配主者，如果他们不信仰，不应该难过。信士要接近信士，对他们谦恭，喜欢他们，即

使他们很贫穷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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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他们将《古兰经》肢解，他们说：“它是魔

术，是卜辞，是诗歌。”
92  使者啊！以你的主发誓，我在复活日必定审

问他们。
93  我必定要审问他们在今世的否认和犯罪。
94  使者啊！你当公开宣布你所奉的命令，你不

要在意以物配主者的言行。
95  你不要害怕他们，我替你对付嘲笑者——古

莱氏头目的诡计。
96  他们除真主外崇拜别的神灵，他们将知道自

己以物配主的恶果。
97  使者啊！我确已知道你为他们的否认和嘲笑

而感到难过。
98  你应当求庇于真主，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你

当成为崇拜真主的人，这能消除你的烦闷。
99  你当坚持崇拜你的主，直到死亡来临。

蜜蜂 章
这章是麦加的，全章共计一百二十八节。

 本章主旨:
向人们提醒真主的恩典，要求人们崇拜真主，

警告否认真主的恩典之人。

 注释:
1  不信道的人们啊！真主所判定的对你们的惩

罚临近了，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它实现。真主超

越于多神教徒所用以配祂的。
2  真主让众天使将祂的启示降示给祂所意欲的

使者。众使者们啊！你们当警告人们，不要举伴真主，除我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人们啊！你们当敬畏我，服

从我的命令，远离我的禁令。
3  真主凭真理创造了天地，祂创造天地不是徒然的， 而是为了证明祂的伟大，真主超越于他们所用以配

祂的。
4  祂用一滴精液创造了人类。人在造化之后逐渐地成长， 忽然，开始为谬论而争辩，试图以谬论抹杀真理，

并为此而争论不休。
5  人们啊！祂为你们的利益创造了各种家畜，如驼、牛、羊。你们可以用其毛和皮取暖， 用其乳和肉充饥，

可以骑乘它们。
6  当你们把牲畜在傍晚赶回家或早晨赶出去放牧时，牲畜对你们是有光彩的。

 本页小结:
1- 真主对先知的关怀，保护他不受以物配主者的伤害。

2- 赞颂真主和礼拜是消除烦闷的良药，也是摆脱困境的途径。

3- 穆斯林以主命的形式被责成了礼拜，只要没有失去理智，就要坚持礼拜，直到死亡。

4- 真主把启示称为精神，是因为它能复活心灵。

5- 真主为我们驯服家畜，让我们管理它们，允许我们利用它们，这是真主对我们的慈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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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所创造的这些牲畜把很重的货物运到远

方，如果你们自己运送这些货物，要经历千难

万险。人们啊！你们的主对你们是仁慈的、至

慈的，故祂为你们驯服了这些牲畜。
8  祂为你们创造马骡驴，供你们骑乘和驮运物

品，并以此作你们的装饰；祂还创造了你们所

不知道的。
9  真主承担阐明正道——伊斯兰的责任。有些

道路是邪道——除伊斯兰之外的道路都是邪

道。假如真主意欲，祂会将你们全体引入正

道。
10  清高的真主从云中为你们降下雨水，你们和

你们的牲畜都得以饮用，你们赖以放牧的植物

也得以生长。
11  真主借雨水为你们生长出你们食用的庄稼，

生长出橄榄、椰枣和葡萄，以及各种果实。对

于思考的民众，此中有真主大能的迹象。他们

以此引证清高真主的大能”。
12  真主为你们制服夜晚，以便你们在其中安

息；制服白昼，以便你们在其中生活。祂为你

们制服太阳，使其成为发光的；制服月亮，使

其成为光明的。星宿奉真主的命令而被制服，

以便你们在陆地和海洋的黑暗中遵循正路和计

时。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明显的

迹象，他们能认识到其中的智慧。
13  祂为你们制服祂在大地所创造的一切：各种

矿物、动物、植物、庄稼。对于能觉悟的民

众，此中有证明真主大能的迹象。他们能认识

到真主是万能的、博施的。
14  清高的真主为你们制服海洋，使你们能在海

上航行，以便你们吃从海洋中猎取的鲜肉；你们从中采取珠宝，以便你们和你们的妇女穿戴它；你看船只破浪

而行，以便你们乘船经商，追求真主的恩惠。希望你们感谢真主的恩典，只崇拜真主。

 本页小结:
1- 真主的伟大在于：祂随时随地创造全人类所不知道的东西。

2- 真主创造星宿以装饰天空，在陆地和海洋的黑暗中为人指路和计时。

3- 赞美和感谢真主赐予我们的恩典，正是这些恩典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4- 清高的真主赐予恩典，为我们制服海洋，以便我们食用新鲜的鱼肉，采捞珠宝，航行，经商，御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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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祂在大地上设置山岳，以免大地动荡；祂开

辟许多河流，以便你们和你们的牲畜饮用并灌

溉庄稼；祂在大地上开辟道路，以便你们行

走，到达目的地而不迷路。
16  祂为你们在大地上设置许多明显的标志，你

们借此在白天遵循正路，为你们设置天上的星

宿，以便你们在夜间借此遵循正路。
17  创造这些事物者和没有创造者是一样的吗？

你们怎么不认识创造万物的主的伟大呢？你们

怎么不崇拜他？你们为何要以那不能创造任何

东西的偶像来举伴他呢？
18  人们啊！如果你们要统计真主赐予你们的大

量恩典，由于真主的恩典数量庞大，种类众多

而难以统计。真主是至恕的，祂没有因你们疏

于感恩而惩罚你们；祂是至慈的，祂没有因你

们犯罪而中断对你们的恩典。
19  仆人啊！真主知道你们秘密的行为，也知道

你们公开的行为，任何事都瞒不过祂，祂将根

据你们的行为回报你们。
20  以物配主的人舍真主而崇拜的偶像不能创造

任何东西。他们所崇拜的是自己亲手捏造的，

他们怎么能崇拜这些偶像呢？
21  他们崇拜的东西是他们亲手捏造的，他们是

死的，没有知识的。他们不知道崇拜者们在何

时复活，以便和他们一起被投入火狱。
22  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只有一个，万物非主，唯

有真主。不信复活的人内心是否认真主的独一

性的，因为他们不害怕真主，他们也不相信清

算和惩罚。他们骄傲自大，不接受真理，也不

顺服真理。
23  真的，真主知道这些人所隐秘的行为，也知道他们所公开的，任何事都瞒不过祂， 祂将根据他们的行为回

报他们。清高的真主不喜欢那些骄傲自大，不崇拜真主的人，祂十分痛恨他们。
24  当有人问这些否认真主独一和复活的人说：“你们的主给穆罕默德降示了什么？ ”他们说：“什么也没有

降示，只是他自己编造的古人的神话。”
25  以便他们承担全部的罪责，还要承担被他们无知地加以误导者的罪责。他们所承担的真恶劣！
26  以前的不信道者确已对他们的使者用计谋， 真主把他们的建筑彻底地摧毁。他们的屋顶落在他们的身上，

刑罚从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降临他们。他们以为自己的建筑能保护他们，但他们遭到了毁灭。。

 本页小结:
1- 经文提到了真主对仆人的各种恩典，有概括的，也有详细的，真主以此号召仆人感谢、记念和祈祷。

2- 人的本性就是不义、犯罪、疏忽对真主的责任，否认真主的恩典，不感谢，也不承认，除非真主所引导的

人。

3- 误导者和被误导者同罪。因为，如果没有误导，有些人会凭借自己的思考和别人的劝告而遵循正道。

4- 真主要突然严厉地惩罚犯罪者，这种惩罚是极其恐惧的，不同于逐渐地惩罚。

۱۱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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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然后，真主在复活日要以刑罚凌辱他们，

对他们说：“你们曾经用来配我的偶像在哪

里呢？你们曾因它们而敌对我的使者和信士

们。”畏主守法的学者们说：“复活日不信道

者必遭凌辱和惩罚。”
28  在否认真主的情况下自欺的人，天使要拿走

他们的灵魂。当死亡来临时，他们是屈服的。

他们否认自己曾经的悖信和罪恶，他们以为否

认对他们有好处，有人对他们说：“你们说谎

了。你们曾经不信道，你们作恶多端。真主全

知你们在今世的所作所为，任何事都瞒不过

祂，祂将回报你们。”
29  有人对他们说：“你们根据自己的工作进入

火狱的大门吧。你们永居其中。”骄傲自大、

不崇拜真主的人的归宿真恶劣！ 
30  有人对敬畏真主、服从真主的命令、远离真

主的禁令的人说：“你们的主给你们的先知穆

罕默德降示了什么？”他们回答说：“真主给

他降下了很多的福利。对于虔诚崇拜真主，并

行善的人，在今世生活享受美满的生活，如成

功和优厚的给养；在后世真主为他们准备的回

赐比今世的更好。敬畏真主，服从真主的命

令，远离真主的禁令之人在后世的住宅真优

美！”
31  那是常住的乐园，他们将进入其中，诸河流

于其下。他们在乐园中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

如食物和饮料。如同酬劳先前的民族中的敬畏

者那般，真主以此酬劳穆罕默德追随者中的敬

畏者。
32  拥有虔诚信仰的人在归真时，天使对他们

说：“祝你们平安，你们避免了所有的缺点。你们以自己在今世的信仰和善功进入乐园吧。”
33  这些以物配主的人只等待天使降临他们，以便拿走他们的灵魂。天使将抽打他们的脸和脊背，或者真主

命令在今世毁灭他们。麦加的以物配主者所做的，以前的以物配主者都做过。然后，真主毁灭了他们。真主毁

灭他们并非亏待他们，皆因他们否认真主而自亏了。
34  他们的行为的恶报降临了他们，曾经他们嘲笑的刑罚包围了他们。

 本页小结:
1- 学者的优越。在今世他们说出真理，在后世他们是见证者。他们的话在真主和人们那里是有分量的。

2- 天使对真主的礼节之一是：他们将知识归于真主，而不是说：“我们知道你们所做的”，因为他们的知识

来自真主的传授。

3- 真主的慷慨在于，赐予乐园居民他们想要的一切，甚至赐予他们意想不到的恩典。

4- 善功是进入天堂，获得拯救的因素和根本。这是凭借真主对信士的恩赐，而不是凭借他们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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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以物配主者说：“假若真主意欲，我们和我

们的祖先不会舍祂而崇拜任何物，我们也不会

禁止任何物。”先前的不信道者已提出了类似

的借口。使者们只负明白地传达的责任。他们

已经传达了，在真主为人赋予自由意志，派遣

使者之后，不信道者不能以前定作为借口。
36  我确已在先前的每个民族中派遣了使者，他

命令族人崇拜真主，放弃崇拜偶像和恶魔。他

们中有真主所引导的，故他们信仰真主，追随

先知带来的；他们中也有否认真主、违抗使者

的人，真主没有引导他们，他们必定迷误。你

们在大地上旅行，以便亲眼看看否认者的结

局——遭到惩罚和毁灭。
37  使者啊！如果你尽力向这些人传教，渴望他

们获得引导，采取种种措施……真主不会引导

祂使其迷误者，除真主外，没有人能援助他

们，替他们抵挡刑罚。
38  这些否认复活的人发了重誓：“真主绝不会

复活死人。”但他们对此没有任何证据。不

然，真主要复活所有的死人，这是真主真实的

诺言。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故他们否认复

活。
39  在复活日，真主要复活他们，以便为他们阐

明他们曾经分歧的事：认主独一、复活、圣

品。以便不信道者知道，他们妄称真主有伙伴

和否认复活是说谎的。
40  如果我要复活死人，谁也不能阻止。当我意

欲一件事时，我只对它说：“有”，就有了。
41  那些被不信道者迫害和压迫，为追求真主的

喜悦而放弃家乡、亲人和财产，从敌人的区域

迁徙到伊斯兰家园的人，我必定使他们在今世获得优美的住宅，后世的回赐是更大的，那就是乐园。如果放弃

迁徙的人知道迁士的回赐，他们一定不会放弃迁徙。
42  这些为主道而迁徙的人，忍受族人的迫害和背井离乡的痛苦，他们坚持服从真主，他们的所有事都依靠真

主，真主要给予他们重大的回报。

 本页小结:
1- 智者能从迷误者所遭遇的惩罚和毁灭中吸取教训。

2- 真主在复活日要揭示人们今世存有分歧的事物的真相。

3- 忍耐和托靠的优越：至于忍耐，是由于拥有对私欲的克制；至于托靠，是由于放弃被造物，倾向造物主。

4- 背井离乡，忍受迫害，托靠真主的迁徙者的回报是美好的家园，优美的住宅，满意的生活，丰富的给养，

战胜敌人，获得领导权。

۱۲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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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使者啊！在你之前我所派遣的只是我所启示

的一些男子，我没有派遣天使，这是我一贯的

常道。如果你们不承认，你们可以询问懂得先

前经典的人。他们会告诉你们，使者都是人，

而不是天使。
44  我从人类中派遣了使者，以确凿的证据和降

示的经典为证。使者啊！我给你降示了《古兰

经》，以便你为人们阐明他们所需要的，以便

他们思考，从《古兰经》中吸取教训。
45  那些使用阴谋诡计阻碍主道的人，难道不怕

真主像毁灭戈伦那样使他们遭到地陷吗？或者

从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惩罚他们吗？
46  或者在他们旅行和谋生的途中惩罚他们，他

们绝不能逃避。
47  难道他们不怕真主在他们恐惧时惩罚他们

吗？真主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惩罚他们。你的

主确是至爱的、至慈的，祂不会速降刑罚，是

为了让仆人有机会忏悔。
48  难道这些否认者没有观察真主所创造的万物

吗？各物的阴影随着随着太阳白天的运行，月

亮晚上的运行而忽左忽右，服从真主，为真主

而叩头，它们是卑贱的。
49  天地间的一切动物都只为真主而叩头，众天

使也为祂而叩头，他们谦逊地崇拜和服从真

主。
50  尽管如此，他们畏惧在他们上面的主宰，他

们执行真主的命令。
51  清高的真主对所有仆人说：“你们不要崇拜

两个主宰，应受崇拜的主只是一个，祂没有

伙伴。你们当只畏惧我，不要畏惧除我之外

的。”
52  天地间的造化、权力和安排都归于祂。服从、 谦恭和虔诚都归于祂。难道你们要敬畏除真主之外的

吗？不，你们当只畏惧祂。
53  人们啊！你们所享受的宗教或世俗方面的恩典， 都是来自清高真主的。然后，当你们遭到灾难、疾病和贫

穷时，你们当只祈祷祂，以便祂为你们解除灾难。能赏赐恩典和解除灾难的才是应受崇拜的。
54  然后，当祂应答你们的祈祷，消除你们的灾难时， 你们中的一伙人突然以物配主，崇拜除真主之外的偶

像，这是何等的卑劣！

 本页小结:
1- 犯罪者应该对真主感到羞愧：真主时时在降恩于他，而他却时时在犯罪。

2- 否认者和犯罪者应该畏惧真主，因为真主会在他们不知不觉中突然惩罚他们。

3- 所有的恩典都来自真主，无论是物质方面的，如给养、平安、健康，或者是精神方面的，如安宁、地位、

权力等。

4- 在艰难时刻，除了真主，人找不到庇护所。人只有祈求真主，因为他知道，除真主外，谁也不能消除灾

难。

۱۲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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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他们以物配主，因而否认真主的恩典，如解

除灾难。因此，有人对他们说：“你们享受

吧，真主的刑罚迟早会降临你们的。”
56  以物配主的人将我所供给他们的财产中的一

部分供奉他们的偶像，那些偶像无知无识，不

能为人招福避祸。以物配主的人们啊，指真主

发誓，在复活日你们必定要为此受到审问。
57  以物配主的人将女儿归于真主，他们认为女

儿是天使。他们将自己不喜欢的归于真主。赞

颂真主，超绝万物，祂与他们捏造的无关。他

们将自己喜欢的男孩归于自己，还有比这更严

重的罪恶吗？
58  当以物配主者得知自己的妻子生了女儿时，

他由于憎恶而黯然失色，满腹牢骚。然后，把

自己不喜欢的归于真主。
59  他由于这个噩耗而不与宗族会面， 他在考

虑：究竟是忍辱保留她呢？还是把她活埋呢？

以物配主的人的判断真恶劣！他们将自己所厌

恶的归于真主。
60  不信道者不信后世，他们无知、悖信。真主

有最高的属性，祂是完美、富足、全知的。清

高万能的真主是无可战胜的，祂的创造、安排

和法律是睿智的。
61  如果真主因人们的不义和悖信而惩罚他们，

祂不会在大地上留下任何人和动物。但是清高

的真主将他们推迟至一个定期。当那个期限来

临时，他们不能退后一刻，也不能提前一刻。
62  他们将他们所厌恶的女儿归于真主，他们妄

言他们在真主那里有美好的品级。如果像他们

所说，他们将被复活，那么，真的，他们将入

火狱，他们将被投入其中，永不得出来。
63  指真主发誓，先知啊，我确已在你之前派遣了许多使者，恶魔以他们的行为——举伴、悖信和罪恶——

迷惑了他们。在复活日，恶魔是他们所谓的援助者，让他们向他求援吧，他们在复活日将受痛苦的刑罚。
64  使者啊！我给你降示《古兰经》， 只是为了向全人类阐明他们所分歧的事务，并且以《古兰经》作为信仰

真主和使者的人的引导和慈悯，他们能够从真理中获益。

 本页小结:
1- 以物配主的人的无知在于：将女儿归于真主，将男孩归于自己，他们因得女儿而悲伤不已、羞愧难当，无

法面对族人。

2- 真主的常道是：宽限不信道者，不立即惩罚他们，以便给他们信仰和忏悔的机会。

3- 先知最大的职责在于阐明《古兰经》，解释人们对宗教和教律的分歧，为人们树立证据。

۱۲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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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真主从天上降下雨水，借此使干枯贫瘠的大

地复苏，生长出植物。在聆听真主的言辞并参

悟的民众看来，这足以证明真主的大能。
66  人们啊！驼、牛、羊，对于你们确有一种教

训。我让你们从它们的乳房中饮用奶水——产

自它们腹中的粪便与血液之间的奶水。尽管如

此，流出来的是纯净的、美味的，有益于饮用

者的纯奶。
67  在我赐予你们的椰枣和葡萄中对你们确有一

种教训。你们从中酿造醉人的酒，而这并非美

好的事物。你们从中制造出有益于你们的美好

的给养。如椰枣、葡萄干、酸葡萄汁和糖浆。

这为能理解的民众证明了真主的大能和它赐予

仆人的恩惠，他们是善于思考的人。
68  使者啊！你的养主启示蜜蜂：你在山上、树

上和人们建造的屋顶上修筑蜂巢。
69  然后，从你喜欢的每种果实中吃一点，并且

驯服地遵循你的主启示你的道路。不同颜色的

蜂蜜就从它的腹中产出来。有白色的、黄色的

等，还可以给人治病。蜜蜂吸食以及从腹分泌

出蜜，为能思考的民众证明了真主的大能和对

万物事物的安排。
70  真主创造了你们，当你们的寿限终结时，祂

使你们死亡，你们中有活到最卑贱的年龄阶

段——老迈的人。人至老迈时，将丧失知识。

真主确是全知的，仆人的任何行为都瞒不过

他，祂是全能的，没有祂做不到的事。
71  清高伟大的真主在给养方面使你们互相超

越，使你们中有富人，也有穷人；有主人，也

有奴隶。那些真主赐予丰厚给养的人不会把真

主赐予他们的恩典给他们的仆人，以便他们平起平坐。他们怎么为真主设立祂的仆人中的配主呢？他们自己都

不愿与仆人一样。这是何等的不义！还有什么昧恩比这更严重？
72  人们啊！真主为你们从同类中创造配偶，使你们依恋她们，让她们为你们生出子孙后代， 并赐予你们佳美

的饮食，如肉类、谷物和水果。难道你们要信仰虚假的偶像，否认真主赐予你们的无数恩典，而不感谢真主，

不信仰真主吗？

 本页小结:
1- 真主为仆人创造了椰枣和葡萄，以使他们获益。真主还创造了其它各种各样的给养，如新鲜的、成熟的、

现成的、储存的等等饮食。

2- 小小的蜜蜂的造化。根据环境和植物的不同，它能从腹中分泌出可口的、颜色各异的蜂蜜。这证明真主对

仆人的呵护和慈爱。除真主之外任何的偶像都不应该得到人的喜爱和祈祷。

3- 真主赐予仆人的伟大恩典还有：为他们创造配偶，以便他们互相依恋，通过结婚赐予他们子女，使他们获

得慰藉。让他们互相服务，解决需要，在很多方面获得裨益。

۱۲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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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这些以物配主者舍真主而崇拜许多偶像。那

些偶像不能为他们提供天地间的任何给养，他

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利，因为他们是一些没有

生命也没有知识的无生物。
74  人们啊！你们不要把那些既无福又无祸的偶

像归于真主，真主没有那些你们用来举伴的配

主。真主知道那些偶像不具备完美的属性，你

们却不知道，故你们以物配主，妄称祂与你们

的偶像相似。
75  清高的真主打了一个比方来反驳以物配主

者：一个奴隶，没有行动自由，也没有财产；

一个自由人，我赐予他合法的财产，他任意

地支配，秘密、公开地施舍。这两个人是不一

样的。你们怎能将为所欲为的真主与无能的偶

像相提并论呢？赞颂只能归于真主，而大多数

以物配主的人都不知道真主独具神性和应受崇

拜。
76  真主还打了另一个比方来反驳他们：两个

人，一个人是哑巴，不能听，不能说，也不能

理解，对人对己都无用，是主人的累赘，无论

主人打发他到哪里去，都不能完成要求。另一

个人耳聪目明，能说会道，他自己遵循正路，

而且劝人公正。这两个人是一样的吗？以物配

主的人们啊！你们怎么能把具备完美属性的真

主与即聋又哑、无福无祸的偶像相提并论呢？
77  只有真主知晓天地的幽玄，除祂外谁也不知

道幽玄。复活日的知识专属于祂，如果祂意

欲，它会在转瞬之间或更迅速的时间发生。真

主确是全能万事的，没有祂做不到的事，当祂

意欲一件事情的时候，祂对它说声“有”，它

就有了。
78  在怀孕期满之后，真主使你们从母腹中生出，你们什么也不知道。祂为你们创造能听的耳朵， 能看的

眼睛，能思维的心灵，希望你们感谢真主赐予你们的恩典。
79  难道以物配主者没有观察空中被制服的鸟吗？真主赐予鸟翅膀和能使其飞翔的空气，启示它们收缩和

展开羽翼。只有全能的真主能使它们在空中飞翔而不坠地。对于信道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因为他

们能从中获益。

 本页小结:
1- 在仆人的给养分配方面，真主是非常有智慧的。祂使有的人富裕，有的人贫穷，有的人适中，以便宇宙和

谐，人类互补，互相服务。

2- 经文中的两个比喻证明以物配主者的迷误和崇拜偶像的荒谬。因为应受崇拜的神应该完全自主，能够给崇

拜者带来裨益，能够命人行善和公正。

3- 真主的恩典和大能表现在：使人类从母腹中生出，他们一无所知，然后，赋予人类各种认知工具：听觉、

视觉和心灵，借助这些感官，人类获得知识。

۱۲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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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清高的真主为你们使家成为安居之所，以骆

驼、牛和羊的皮成为你们荒漠里的帐篷，就像

定居的房屋一样，使你们在旅行和住定之日感

到轻便。祂为你们以绵羊毛、驼毛和山羊毛制

作家具、衣服，供你们暂时享受。
81  真主以树木和建筑为你们在炎热的天气遮

荫，以山岳、山洞供你们防寒避暑、隐匿以及

御敌；祂为你们创造棉质的衣服，替你们防寒

避暑。为你们创造盔甲，防御战争的创伤。正

如真主赐予你们上述恩典，祂还完美了对你们

的恩典，希望你们只服从祂，不要以物配祂。
82  使者啊！如果他们拒绝信仰我所带来的，你

只负明白地传达的责任，引导他们不是你的责

任。
83  以物配主者认识真主赐予他们的恩典，其中

包括给他们派遣先知。然后，他们忘恩负义，

否认使者，他们的多数人是否认真主的恩典

的。
84  使者啊！你当记住：那一日，真主要从每个

民族中推举见证者，来见证他们中信道者的信

仰和悖信者的悖信。然后，不信道者不能为自

己的悖信辩护，他们也不能返回尘世，以便做

真主喜欢的事。后世是清算之地，而不是工作

之地。
85  当以物配主的不义者目睹刑罚时，不会为他

们减刑，也不会为他们缓刑，他们将永居其

中。
86  当以物配主者在后世看到他们舍真主而崇拜

的偶像时，他们说：“我们的主啊！这些就是

我们舍你而崇拜的偶像。”他们这样说是为

了推卸责任。真主让那些偶像说话了：“以物配主的人们啊！你们谎称崇拜我们，除真主外，没有应受崇拜

的。”
87  以物配主者屈服了，他们服从真主了。他们所捏造的—他们的偶像将在真主那里为他们说情，确已无

效了。

 本页小结:
1- 经文证明在任何情况下都允许利用绵羊毛、山羊毛和驼毛，可以将这些毛用于建造房屋和制作家具。

2- 大量的恩典是让仆人更多感恩和赞美真主的因素。

3- 每个民族的见证者是他们中最纯洁的烈士和最公正的人。他们就是众使者，当他们见证时，判决就完成

了。

4- 真主说：“以盔甲供你们防御创伤”，这句话证明仆人用武器武装自己，来与敌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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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否认真主，阻碍主道者，除了他们应受的刑

罚之外，我将因他们的破坏和误导而加倍地惩

罚他们。
89  使者啊！你当铭记，在那一日，我将在每个

民族中选出一位使者，来见证他们曾经的信仰

或悖信。这个使者是他们的同类，与他们说同

一种语言。使者啊！我让你做万民的见证。我

给你降示了《古兰经》，以阐明需要阐明的一

切：合法与非法，赏赐与惩罚等。我降示它是

为了引导人类走向真理，慈悯信仰并行善的

人，并以永恒的恩泽向信道者报喜。
90  真主命令仆人公正，即仆人应该履行对真主

的义务和对人的义务。在判决时不能厚此薄

彼，除非有正当理由。真主命令人行善，即在

除义务之外的事中行善，如自愿施舍，原谅伤

害自己的人。真主命令周济亲戚，禁止所有丑

恶的言行，如私通；禁止教法不允许的一切罪

恶；禁止不义和自大。真主以这些命令和禁令

劝告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吸取教训。
91  你们当履行与真主缔结的盟约和与人们缔结

的盟约。你们不要在盟誓之后毁约。你们已经

以真主为你们的见证者。真主是知道你们的行

为的，任何事都瞒不过祂，祂将据此回报你

们。
92  你们不要愚昧无知地毁约，就像那个愚蠢的

妇人，她辛辛苦苦地纺织，然后又把纺好的线

拆掉。她不断地纺线又拆毁，永远不能实现目

标。你们将你们的盟誓作为互相欺骗的手段，

以便你们的民族比敌人更加强大。真主只以践

约来考验你们，看你们是否履行盟约。在复活

日，真主必定要阐明你们在今世的分歧，祂要甄别真理和谬误，真诚和虚假。
93  假如真主意欲，祂会使你们成为一个民族，共同遵循真理，但是，祂以公正使所意欲者迷误，让他们

远离真理，背信弃义；祂以恩惠使他所意欲者获得正道。在复活日，你们必定要为今世的行为受到审问。

 本页小结:
1- 阻碍主道的不信道者将因他们在今世的破坏和犯罪而受到加倍的惩罚。

2- 大地上不乏善良和有识之士，他们是正道的领袖，众先知的继承者。学者们是众先知道路的守护者。

3- 这些经文确定了穆斯林社会的支柱：从个人到社会及国家。

4- 禁止违反盟约、贿赂和侵吞财产。

۱۲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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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你们不要将誓言作为互相欺骗的手段，不要

追随私欲，随意毁约。你们如果那样做了，就

会在遵循正道之后失足。你们要因迷误和误导

而尝试刑罚，你们将受加倍的刑罚。
95  你们不要以廉价出卖真主的盟约，不要背信

弃义。真主在今世的援助和战利品以及后世永

恒的恩泽远胜于你们毁约所获得的浮利，如果

你们知道的话。
96  人们啊！你们所拥有的财产和享受是要耗尽

的，即使很多也罢。真主那里的回赐是无穷

的，你们怎么能选择速朽的而放弃永恒的呢？

我必定以坚守盟约者所行的最大善功回报他

们。一件善功获得十倍、七百倍乃至无穷的回

赐。
97  凡信仰并按照教法行善的男女，我必定要使

其在今世过美好的生活：悦纳真主的前定、知

足、行善；在后世，我必以他们在今世所行的

最大善功报酬他们。
98  信士啊！当你想诵读《古兰经》时，你当祈

求真主从被驱逐的恶魔的教唆上保护你。
99  对于信仰真主，并在所有事情中托靠真主的

人，恶魔对他们没有权力。
100 恶魔只能教唆那些将其作为盟友并服从他的

人，他们由于恶魔的误导而以物配主，崇拜其

他神灵。
101 当我要以一节经文替换另一节经文时——真

主最知道替换经文的理由，他们说：“穆罕

默德啊！你是一个捏造者，你假借真主的名义

造谣。”他们不知道替换经文是出于神圣的智

慧。
102 使者啊！你对他们说：“吉卜利里天使从真主那里以真理降示了这部《古兰经》，它没有任何错误和

更改。以便使信道者坚信真主，每当新的启示降示时，其中一部分就被停止，这是为了引导他们走向真

理，并向穆斯林报喜，他们将获得优厚的回报。”

 本页小结:
1- 信道并行善会使生活变得美好。

2- 免遭恶魔伤害的途径就是求助真主，祈求真主的保护。

3- 信士应该将《古兰经》作为向导，以《古兰经》的知识培养自己，效仿《古兰经》中提到的品德，用《古

兰经》的光明照亮自己，只有这样，他们今后两世的事情才会顺利。

4- 在《古兰经》降示的过程中，出于一定的哲理，有律例停止的现象。这考虑的是人们的利益及情况的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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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我知道以物配主者将说：“《古兰经》只是

一个凡人传授给穆罕默德的”，他们在说谎。

他们所妄称的那个人非阿拉伯人，而这部《古

兰经》是高雅的、明确的阿拉伯语，他们怎么

会妄称是一个非阿拉伯人教授他的呢？
104 不信真主迹象，并顽固不化的人，真主不会

引导他们，他们将因否认真主和祂的迹象而遭

受痛苦的刑罚。
105 穆罕默德带来了真主的启示，他不是骗子。

那些不相信真主迹象的人才是捏造者。因为他

们不害怕刑罚，不希望赏赐，这些悖信者是说

谎的，因为说谎是他们的习性。
106 除被迫口头宣称否认而内心坚信者外，谁在

信仰之后否认真主，内心因否认而舒畅，自愿

宣称悖信的人，已叛教了，他要遭受真主的恼

怒和重大的刑罚。
107 这是由于他们选择今世的浮华而放弃后世，

真主不会引导不信道的民众，而是要弃绝他

们。
108 这些信仰之后叛教的人，真主封闭了他们的

心，他们不理解劝戒，他们失去了听觉，听不

到有益的东西；他们失去了视觉，看不到证明

信仰的迹象。他们忽视了幸福和薄福的因素以

及真主为他们准备的刑罚。
109 真的，他们在复活日是自亏的人，因为他们

在信仰之后否认了。假如他们坚持信仰，他们

必定会进入乐园。
110 使者啊！你的主是饶恕和怜悯那些被压迫的

信士们的。他们遭受以物配主者的宗教迫害，

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他们被迫说出否认的

话，但他们的内心是坚信的。然后，他们为主道奋斗，以便使真主的言辞成为至高的，否认者的言辞成为最低

的。他们忍受苦难。在他们遭受如此的磨难之后，你的主对他们是至恕的、至慈的，因为，他们说出悖信的言

辞是出于被迫。

 本页小结:
1- 特许被迫者违心地说出否认的话，但内心是坚定的。

2- 叛教者必遭真主的恼怒和惩罚。因为他们选择今世生活而放弃了后世，他们得不到真主的引导，真主封闭

了他们的心、耳朵和眼睛，故他们疏忽了复活日的严刑。

3- 真主必定饶恕信道、在被迫害之后迁徙，坚持为主道奋斗的人。

۱۲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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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使者啊！你当铭记那一日。每个人要为自己

辩护，由于事关重大，每个人都不能替别人辩

护。每个人都将得到自己所行善恶的回报。他

们不被亏待：善功不会减少，罪恶不会增多。
112 真主打了一个比喻：一座城市——麦加——

曾是安宁的，其居民没有恐惧，而周围的居民

却不得安宁。丰富的给养从各方运来，但其居

民否认真主所赐的恩典，没有感恩，故真主以

饥饿和恐惧惩罚他们，直到饥饿和恐惧如影随

形，这是由于他们的否认和不信道。
113 麦加人同族的使者确已来临他们，他们知道

他的忠实可靠，他就是穆罕默德，他们却否认

真主降示给他的启示。真主的刑罚——饥饿和

恐惧就降临他们。他们自我亏害，以物配主，

否认使者，使自己遭到毁灭。
114 仆人啊！你们吃真主所赐你们的合法佳美的

食物，你们感谢真主赐予你们的恩典，要认识

到真主的恩典，并将其用于追求真主的喜悦。

如果你们只崇拜真主，不以物配主的话。
115 在食物方面，真主禁止你们吃自死物、流动

的血液、猪肉、非诵真主之名而宰杀的 。这

是在正常情况下的禁令。凡为势所迫，非出自

愿，且不过分者，没有罪责。真主是至恕的，

祂会饶恕被迫的违禁者。祂是至慈的，祂许可

必要时开戒。
116 以物配主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假借真主的名

义胡说八道：“这是合法的，那是非法的。”

将合法的作为非法，将非法的作为合法，这是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这样的人不会成功，

也不会得救。
117 他们在今世因追随私欲而获得微不足道的享受，他们在复活日要遭受痛苦的刑罚。

当真主提到了禁止穆斯林食用的食物时，接着提到了犹太教的饮食禁忌。
118 我专门对犹太人禁止我为你所讲述的那些东西。（如牲畜章146节所提到的）我禁止这些东西并非亏

待他们，而是他们由于触犯禁令而自亏了。祂因他们的不义而惩罚他们，故对他们禁止这些东西。

 本页小结:
1- 对工作的回报与其性质同类。城市的居民轻视恩典时，就得到了相反的东西，那就是恩典的丧失。他们曾

经丰衣足食，现在食不果腹。他们曾经高枕无忧，现在忐忑不安。他们曾经生活富足，现在则捉襟见肘。

2- 必须信仰真主和使者，崇拜真主，感谢真主的恩典。真主必然惩罚所有不信真主，违抗真主，否认真主恩

典的人。

3- 伟大的真主所禁止的都是丑恶的，这是来自他的恩典，为了让人远离所有肮脏的东西。

۱۳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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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使者啊！你的主对于无知犯罪——即使故意

也罢，然后向真主忏悔，并将功补过的人是至

恕的、至慈的。

当以物配主者妄称他们遵循易卜拉欣的宗教

时，真主反驳了他们。
120 易卜拉欣品德高尚，服从真主，远离了各种

宗教而选择了伊斯兰，他不是以物配主的人。
121 他感谢真主赐予他的恩典，真主拣选他为先

知，引导他走向伊斯兰正教。
122 我在今世赐予他圣品、声望和清廉的子女，

他在后世属于真主为他们准备了崇高乐园的清

廉者。
123 使者啊！我启示你，你当遵循易卜拉欣的认

主独一的宗教，他与以物配主无关。你当号召

人信仰真主，实践真主的律法。当放弃其他宗

教，走向伊斯兰。易卜拉欣并非以物配主者所

妄称的是以物配主者，而是认主独一者。
124 安息日是为那些为之争论的犹太教徒而设置

的，以便他们放弃俗务，专事崇拜。他们曾放

弃了真主所命令的星期五的崇拜。使者啊！你

的主在复活日要判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让每一

伙人都得到应有的回报。
125 使者啊！你和追随你的人在宣教时要根据宣

教对象的情况和理解能力，要善言相劝，既鼓

励，也警告。你当以最好的方式与他们辩论，

无论是在语言、思想还是礼节方面。引导人们

不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只是传达，你的主最

知道谁是背离伊斯兰的，谁是遵循正道的，你

不要为他们而难过。
126 如果你们要报复，你们就当以所受的伤害而

报复，不得过分。如果你们在有能力报复时，忍受伤害，这对你们中的坚忍者是更好的。。
127 使者啊！你当忍受你所受的伤害，你的忍耐只凭真主的襄助。你不要为不信道者的拒绝而悲伤，也不

要因他们的阴谋诡计而难过。
128 真主与放弃罪恶的敬畏者和履行善功的行善者同在，真主要援助和支持他们。

 本页小结:
1- 真主的慈悯在于，祂接受犯罪然后忏悔并改过自新的仆人的忏悔。

2- 穆斯林应该将易卜拉欣作为榜样。

3- 宣教要遵循这三种方式：智慧、善劝、以最好的方式辩论。

4- 报复只能以同等的方式，不能过分，禁止被压迫者在报复压迫者时过分。

۱۳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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