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士 章
这是麦加的，全章共计一百一十八节。

 本章主旨:
叙述了信仰的实质、果实及悖信的结果，贬斥

了否认者。因此，本章以信士成功，否认者失

败开篇。

 注释:
1  叙述了信仰的实质、果实及悖信的结果，贬

斥了否认者。因此，本章以信士成功，否认者

失败开篇。
2  信仰真主，践行律法的人确已获得了成功，

摆脱了刑罚。
3  他们在拜功中是谦恭的，他们礼拜时全身投

入，心无旁骛。
4  他们远离谬误和所有罪恶的言行。
5 他们涤除自身的污垢，通过交纳天课使财

产获得纯洁。
6  他们保守贞操，远离私通、同性恋和丑事。

他们是洁身自好的。
7  谁此外还有所求，他就超越了真主的法度，

触犯了真主的禁令。。
8  他们尊重自己所受的信托和缔结的盟约，他

们不爽约。
9  他们谨守拜功：按照其要素、义务和嘉仪按

时履行。
10  具备上述属性的人是继承者。
11 他们将继承最高的乐园，并永居其中，永

享主恩。
12  我确已用泥土创造了人祖阿丹。创造他所用

的是泥土的精华。
13  然后，我用精液创造了他的后代。
14  我使在坚固的容器中的精液变成红色的血块，然后使血块变成肉团，使肉团变成骨骼，给骨骼穿上肉，

然后再一次创造了他，为他注入了灵魂，使他出生为人。真主真伟大，祂是最善于造化的。
15  人们啊！然后，你们在寿限结束时要死亡。
16  然后，你们在复活日要从坟墓中被复活，以便对你们生前的行为进行清算。
17  人们啊！我确已在你们上面创造了七层天，我对众生不会疏忽和遗忘。

 本页小结:
1- 成功有很多因素，要认识并重视之。

2- 逐步地造化是真主的常道。

3- 真主周知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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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从天上降下定量的雨水，既不至于太多，
又不至于不够。我将水储存在地下，供人和动
物饮用。我完全能够使水干涸，那么，你们就
无法利用了。

19  我借雨水为你们创造许多椰枣园和葡萄园。
你们可以获得各种形状和颜色的水果，如无花
果、石榴、苹果，你们可以食用之。

20  我为你们创造了源于西奈山的橄榄树，你们
能从其果实中榨油，供人们调味之用。

21  人们啊！牲畜（骆驼、牛和羊）对于你们确
有一种教训，你们可以借此认识真主的大能和
对你们的慈爱。我使你们饮用这些动物腹中所
产出的纯洁可口的乳汁。动物对你们有许多裨
益，如可以用来骑乘，用其毛制作衣物，还可
以食用其肉。

22  在陆地上你们用骆驼来载运货物，在海上你
们用船只来载运货物。

23  我确已派遣努哈去劝化他的族人，他对他们
说：“我的族人啊！你们当崇拜独一的主，除
祂外，你们没有应受崇拜的。你们怎么不敬畏
真主呢？怎么不服从祂的命令，远离祂的禁令
呢？”

24  他的族人中不信真主的贵族们对他们的追随
者说：“这个自称使者的人只不过是像你们一
样的凡夫，他企图做你们的领袖。如果真主要
派遣使者，一定会给我们派遣天使，而不会派
遣人。我们没有听说在我们的祖先时代发生过
这样的事。

25  他只是一个得了疯病的人，他不知道自己

在说什么，你们等着吧，不久就会真相大白
的。”

26  努哈说：“主啊，他们否认了我，求你援助
我，对他们进行惩罚吧。”

27  我启示他，你当在我的照看下，根据我的知识造船。当我毁灭他们的命令降临，洪水泛滥于地面时，你把
每种动物各取一对，放在船上，以便保留物种。除了已被判决者外——你的妻子和儿子，你让你的家人也乘
船。你不要为不义者而祈求我，他们必定要被洪水淹死。
 本页小结:

1- 真主对仆人的爱表现在：降下雨水，便于人们使用。
2- 表达对橄榄树的赞美。
3- 多神教徒认为石头具备神性，却否认人具备圣品，这证明他们理性的错乱。

4- 当先知遭到族人否认时，真主必援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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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当你和追随你的信士坐在船上时，你说：“
赞颂真主，祂拯救我们摆脱了悖逆的民众，并
毁灭了他们。”

29  你说：“主啊，你让我们平安地登陆吧，你
是最能使人平安登陆的主。”

30  拯救努哈和信士，毁灭悖逆者，这证明了我
能够援助使者和惩罚否认他们的人。我通过派
遣使者考验努哈的族人，以便甄别他们中的信
仰者和不信道者，服从者和违抗者。

31  在毁灭努哈的族人之后，我创造了别的民

族。
32  我派遣他们同族的使者，去劝化他们，他对
他们说：“你们当崇拜独一的真主，你们除祂
外，没有应受崇拜的。你们怎么不敬畏真主
呢？怎么不服从真主的命令，远离真主的禁令
呢？”

33  他的族人中否认真主，不信后世的赏善罚恶
的贵族们，我使他们在今世享尽荣华富贵，他
们对自己的追随者说：“这个人只是像你们一
样的凡人，他与你们一样吃喝，并没有什么优
越之处，怎么会成为派遣给你们的使者呢？ 

34  如果你们顺从像你们一样的凡人，你们就
会成为亏折者，你们要因顺从他而放弃你们的
神灵，去追随并不优越于你们的人。

35  这位自称使者的人，警告你们说：‘当你们
死后，变成尘埃和朽骨时，要从坟墓中被复
活，这是可以理解的吗？’

36  你们被警告的事情，即在你们死后，变成尘
埃和朽骨时，要从坟墓中被复活，这是不可思
议的。

37  我们只有今世生活，没有后世。我们中有的
人死，有的人生。我们死后绝不会被复活，更
不会有什么清算。

38  这个自称使者的人只是在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我们绝不信他。”
39  使者说：“主啊，他们否认了我，求你援助我，惩罚他们吧。”
40  真主回答说：“不久，这些否认者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的。”
41  由于他们顽固不化，巨大的刑罚袭击了他们，我使他们变得就像废料一般，不义的民众确已遭到毁灭了。
42  在毁灭他们之后，我创造了另外的许多民族，如鲁特的民族，舒阿卜的民族，尤努斯的民族。
 本页小结:

1- 必须感谢真主的恩典。
2- 今世的奢华是导致人疏忽大意，拒绝真主的因素。
3- 否认者的结局是懊悔和亏折。
4- 不义是导致人远离真主慈恩的因素。

٤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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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这些悖信的民族，不能在限期之前灭亡，也

不能在限期之后灭亡，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措

施。
44  然后，我陆续地派遣使者，每当使者去劝化

其族人时，他们否认他，我就使他们相继灭

亡。他们就成为了人们的谈资。不信道的民众

确已遭到毁灭了。
45  然后，我派遣穆萨和他的哥哥哈伦带着我的

九种迹象和其它明证。九种迹象是：手杖、

手、蝗虫、虱子、青蛙、血液、洪水、饥荒、

果实的歉收。
46  我派他们去劝化法老及其臣民，他们骄傲自

大，不接受信仰。他们高高在上，蛮横不义。
47  他们说：“难道我要信仰两个和我们一样的

凡人吗？而他们的族人（以色列人）是顺服我

们的”。
48  他们否认他俩从真主那里带来的迹象，因而

遭到了毁灭。
49  我确已赐予穆萨《讨拉特》，以便他借此引

导他的族人走向真理，实践真理。
50  我使麦尔彦和她的儿子尔萨成为证明我的大

能的标志，她确已无父地怀了他。我使他俩在

有平地和流水的高原获得了一个隐庇之所。
51  众使者啊！你们享用我为你们许可的佳美的

食物，你们做符合律法的清廉的工作，我是全

知你们的工作的，你们的任何行为都瞒不过

我。
52  众使者啊！你们的宗教是统一的，那就是伊

斯兰。我是你们的主，你们除我外，没有别的

主。你们当敬畏我，服从我的命令，远离我的

禁令。
53  他们后来的追随者因教义而分裂，成为许多宗派。每个派别都因自己的教义而沾沾自喜，对其它派别不

屑一顾。
54  使者啊！你让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无知和困惑中吧，直到刑罚降临他们。
55  56  难道这些人以为，我在今世生活赏赐他们的财产和子女是为了让他们得到福利吗？其实并非如此，我

赏赐他们这些只是宽限他们，让他们于不知不觉中遭到毁灭。
57  信道并行善者是畏惧真主的。
58  他们确信真主的迹象。
59  他们认主独一，不以任何物配真主。

 本页小结:
1- 骄傲使人无法获得真理。

2- 吃佳美的食物对于人的心灵和品行有一定的影响。

3- 认主独一是所有先知宣传宗教的主要内容。

4- 赏赐放荡者不是对他的优待，而是对他的毁灭。

٤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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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他们积极行善，用善功接近真主，他们担心

复活日真主不接受他们的善功。
61  这等人是争先行善的，他们必先得善报。
62  我只以每个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我这里有

一个本子，我在其中记录每个人的工作，它宣

示着无可争辩的真理。他们不会被亏待，善功

不会被减少，罪恶不会被增加。
63  不然，否认者的心，对于这部宣示真理的经

典，是疏忽的，他们还有其它许多的行为要

做。
64  直到我以刑罚惩治他们中在今世享受荣华富

贵者的时候，他们突然大声求救。
65  有人对他们说：“今天，你们不要求救，没

有人能保护你们不受真主的惩罚。
66  在今世时，真主的迹象被宣读给你们，你们

听到它时厌恶地转身离去。
67  你们骄傲自大，将其当做夜谈的资料，你们

不尊重它。”
68  难道这些以物配主者不思考真主所降示的《

古兰经》吗？还是没有降临他们祖先的经典已

降临他们了呢？他们拒绝，并加以否认。
69  还是他们不认识真主派给他们的穆罕默德（

愿主福安之）。因而否认他呢？他们知道他的

诚实可靠。
70  他们说：“他是个疯子。”他们确已说谎

了。他给他们带来了无可争辩的真理，它是来

自真主的。他们的大多数人是讨厌真理的，这

是由于他们的嫉妒和顽固不化。
71  假如真主让万事万物按照他们的私欲运行，

那么，天地必定毁坏了。
72  使者啊！难道你要向他们索取报酬吗？那将使他们拒绝号召。你不会这样做的。你的主的赏赐要比他们的

回报更好，真主是最善于供养的。
73  使者啊！你必定要号召他们走上正道，那就是伊斯兰之道。
74  不信后世的清算和赏罚者，确已偏离了伊斯兰的正道，走向了通往火狱之路。

 本页小结:
1- 信士担心自己的善功不被接受。

2- 不强人所难是真主对仆人的怜悯。

3- 奢侈是使人远离正直，遭到毁灭的因素。

4- 人的有限理智无法理解许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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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假如我怜悯他们，解除他们所遭的灾难，他

们一定会执迷不悟，徘徊于歧途之中。
76  我以各种灾难考验他们，但他们不顺从他们

的主，也不谦恭地向主祈求。
77  直到我为他们开启严刑之门时，他们就突然

变成失望者。

由于不运用听觉、视觉和理智的人才会否认复

活，故真主以认知方面的恩典提醒他们。
78  否认复活的人啊，真主为你们创造了听觉，

以便你们聆听；为你们创造了视觉，以便你们

观察；为你们创造了心灵，以便你们思考，但

你们很少感谢这些恩典。
79  人们啊！祂把你们创造在大地上，你们在复

活日要被召集到祂那里，以便接受清算和回

报。
80  祂使人生，使人死。除祂外，谁也不能掌握

人的生死。祂独自设定昼夜的更替和消长，祂

掌握着造化和设计，你们怎么不思考祂的大能

呢？
81  他们与他们祖先对不信道的认识是一致的。
82  他们不解地说：“难道当我们死了，变成尘

土和朽骨时，我们要被复活和接受清算吗？ 
83  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受过这种警告了，我们

没有看到这个警告实现过，它只是古人的神话

罢了。”
84  使者啊！你对否认复活的人说：“如果你们

有知识的话，大地及大地上的一切究竟是属于

谁的？”
85  他们将说：“属于真主。”你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不记得呢？拥有天地万物的主怎么不

能在你们死后复活你们呢？”
86  你对他们说：“谁是七层天的主？谁是伟大阿尔西的主？”
87  他们将说：“是真主。”你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敬畏真主呢？怎么不服从祂的命令，远离祂的禁令，

以便你们摆脱刑罚呢？”
88  你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有知识的话，谁掌握着万事的主权？谁能保护众生？ 真主意欲惩罚一个人时，谁

也不能保护他，为他抵挡刑罚。”
89  他们将说：“是真主。”你对他们说：“你们怎么失去了理智，崇拜别的神灵呢？”

 本页小结:
1- 否认者不思考他们享受的恩典和遭到的灾难，证明他们天性的败坏。

2- 昧恩是否认者的属性之一。

3- 固守传统使人无法获得真理。

4- 只承认养育性，不承认神性，无法使人得救。

٤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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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事情并非如他们所称。我已带来了无可争辩

的真理，他们妄称有多个神灵及神有子女，真

主超越于他们所说的。
91  真主没有像不信道者所妄称的那样收养儿

子，也没有任何神灵与祂同等。假如还有别的

神灵，那么，每个神灵必独占他所创造的，他

们也会优胜劣汰，宇宙的秩序就会被破坏。但

事实并非如此。这证明应受崇拜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真主。真主超绝于以物配主者所描述

的、与真主不相符的儿子和同伴。
92  祂知道幽玄的和明显的一切，任何事都瞒不

过祂，祂超乎他们所用来配祂的伙伴。
93  使者啊！你说：“如果你要我看见你警告这

些以物配主者的刑罚。
94  主啊！如果你要惩罚他们，不要使我与他们

同归于尽。”
95  我的确能使你看见我所警告他们的刑罚，我

是全能的。
96  使者啊！你当用优美的品行对待伤害你的

人，你当原谅、忍耐，我知道他们所描述的，

也知道他们对你的污蔑。
97  你说：“主啊！我求你保佑我免遭恶魔的教

唆。 
98  主啊！我求你保佑我，使他们在我做任何事

的时候不要靠近我。”
99  直到当死亡降临以物配主的人时，他目睹了

真相，他对自己一生的疏忽和对真主的怠慢感

到懊悔，他说“主啊！求你使我返回人间吧。
100 也许我能干善功。”绝不然！你的要求不会

应答，这是他必定要说的一句话。假如他返回

人间，他必然不会实践自己的承诺。这些死了的人将处在今后两世的屏障之间，直到复活日。他们不得返回今

世，以弥补自己失去的，改善自己破坏的。
101 当天使吹响第二次号角，宣告复活日降临时，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就不存在了，因为后世太恐惧了，他们

也不能互相询问，因为每个人都自顾不暇。 
102 善功的分量超过罪恶者，他们是成功者，他们得偿所愿，获得了拯救。
103 善功的分量较轻者，他们是亏本者，他们做了对自己有害的事，他们放弃了信仰和善功。他们将永居

火狱，无法逃离。
104 火焰烧灼他们的脸，他们在火狱中疼得龇牙咧嘴。

 本页小结:
1- 以宇宙的有序来证明真主的独一。

2- 真主全知万物。

3- 以德报怨是伊斯兰的崇高美德，它对敌人会产生巨大的作用。

4- 必须祈求真主保护，免遭恶魔的教唆和诱惑。

٤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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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有人谴责他们说：“难道在今世时《古

兰经》没有被诵读给你们，而你们却否认它

吗？”
106 他们说：“我们的主啊，你已注定我们薄福

了，我们成了迷误者。
107 主啊！求你让我们从火狱中出去，如果我们

再次犯罪，我们就是不义者，我们就没有理由

了。”
108 真主说：“你们在火狱中应当忍气吞声，不

要与我说话。”
109 我的一伙信道的仆人说：“主啊！我们信仰

你，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恶，求你怜悯我们，你

是最怜悯的主。”
110 你们把向真主祈祷的信士当做笑料，你们常

常嘲笑他们，以致于你们忘记了记念真主。
111 我在复活日要以乐园回报这些信士，因为他

们坚持服从真主，忍受你们的伤害。

当他们要求返回今世痛改前非时，真主让他们

记起他们在今世所度过的时间，说明真主给了

他们忏悔的机会，如果他们想忏悔的话。
112 他说：“你们在大地上逗留了多长时间？”
113 他们回答说：“我们逗留了一天或不到一

天。你问那些计算年月的天使吧。”
114 他说：“你们在今世只逗留了很短的时间，

要坚持顺主是很容易的事，假如你们知道自己

逗留的时间的话。”
115 人们啊！难道你们以为我只是徒然地创造了

你们，你们像动物一样不接受赏罚，你们在复

活日不回归于我，接受清算和回报吗？
116 赞主超绝，祂是真实的君主，祂的应许是真

实的，祂的言辞是真实的，除祂外，绝无应受崇拜的，祂是伟大阿尔西的主。
117 凡是在祈祷真主的同时还祈祷其它毫无证据的神灵者，他将在真主那里遭到清算，受到惩罚。否认者不

会如愿以偿，也不能摆脱刑罚。
118 使者啊！你说：“主啊！ 求你饶恕我的罪恶，求你怜悯我。对于犯罪者，你是最好的怜悯者，你会接受犯

罪者的忏悔。”

 本页小结:
1- 在真主看来，否认者是卑贱的。

2- 嘲笑贤者是大罪，嘲笑者应受惩罚。

3- 否认者必然浪费了生命。

4- 赞美真主是祈祷中的一种礼节。

5- 当真主以叙述成功的、信士的属性开始一章时，便会以叙述失败的、否认者的亏折而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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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 章
这是麦地那的，全章共计六十四节。

 本章主旨:
主要论述了贞洁，维护名誉，纯洁穆斯林社

会，以及如何保护穆斯林社会，免遭伪信士散

布丑恶行为的阴谋。

 注释:
1  这是我所降示的一章《古兰经》，我要求人

们实践其律例。我在其中降示了明显的迹象，

希望你们铭记并实践其中的律例。
2  淫妇和奸夫，你们当各打一百鞭，你们不要

因为心慈手软而放弃对他们执刑或减轻刑罚，

如果你们信仰真主和末日的话。让一伙信士监

视他们的受刑，以示惩戒，以儆效尤。
3  由于私通的丑恶，真主提到奸夫只得娶淫妇

或以物配主者，淫妇只得嫁奸夫或以物配主

者。信士不得与其通婚。
4  法官啊！凡是告发贞洁的妇女（或贞洁的男

子），而不能举出四个男子为见证者的人，你

们应当把每个人各打八十鞭，并且永远不可接

受他们的见证，这等人是违抗真主的人。
5  除了那些悔过自新的人。真主将接受他们的

忏悔和见证。对于忏悔的仆人，真主确是至恕

的、至慈的。
6  凡告发自己的妻子，除本人外别无见证，他

的证据是以真主的名义发誓四次：证明他确是

说实话的。
7  然后，在第五次时增加对自己的诅咒，如果

他是说谎者。
8  她要避免刑罚，必须以真主的名义发誓四次，证明他确是说谎的。
9  然后，在第五次时增加对自己的诅咒，如果她是说实话的。
10  人们啊！假如不是真主对你们的恩惠和慈悯，对忏悔者的宽恕，以及智慧的安排，祂必定要因你们的罪恶

而立即惩罚你们，使你们出丑。

 本页小结:
1- 论述重大事情之前要先做铺垫。

2- 奸淫者在穆斯林社会将失去人们的尊重和同情。

3- 对奸淫者的社会压力是保护社会的途径，也是制止人们犯奸淫罪的措施。

4- 对诽谤罪的惩罚是多方面的。物质方面是鞭刑，精神方面是拒绝见证，将其判为放荡者，这证明诽谤的严

重。

5- 确定奸淫罪必须要有证据，没有证据的指控就是诽谤。

٥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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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造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即诽谤信士之

母阿伊莎。信士们啊！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

你们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它是对信士的

考验，能使被诽谤者得到回赐。凡是参与造谣

者都承担罪责。始作俑者将遭到重大的刑罚。

那就是伪信士的头目阿卜杜拉·本·吴班叶·

本·赛鲁勒。
12  当男女信士听到这个谣言时，怎么不对自己

的教胞作善意的猜想呢？怎么不说：“这是明

显的谣言呢？” 
13  诽谤信士之母阿伊莎的人怎么不举出四个证

人来证明这件事呢？如果他们不能举出四个证

人——他们绝对举不出四个证人——那在真主

的法律中他们就是说谎者。
14  信士们啊！如果不是真主对你们的恩惠和仁

慈——没有立即惩罚你们，并原谅了你们中的

忏悔者，你们必定因为诽谤而遭受重大的刑

罚。
15  当时，你们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你们以为

这是小事，但在真主看来，它确是大事，因为

它是谣言，是对清白者的污蔑。
16  当你们听到谣言时，为何不说：“我们不应

该说这种丑恶的话。赞颂真主，超绝万物，这

是他们对信士之母的巨大污蔑。”
17  真主提醒你们，劝告你们，不要重蹈覆辙，

污人清白，如果你们信仰真主的话。
18  真主为你们阐明了许多包含律例和劝告的迹

象，真主是全知你们的行为的，任何事都瞒不

过他。他将根据你们的行为回报你们。真主的

安排和定制是智慧的。
19  喜欢在信士之间传播丑事的人，在今世将遭受痛苦的刑罚，在后世将遭受火刑。真主知道他们的谎言和结

局，知道他们的利益，你们却不知道。
20  参与造谣的人啊，假如不是真主对你们的恩惠和怜悯，祂一定会立即惩罚你们。

 本页小结:
1- 伪信士要通过造谣破坏穆斯林社会的信任。

2- 伪信士或许会让部分信士参与他们的行为。

3- 启示证明阿伊莎的清白，显示了她的高贵地位。

4- 面对谣言必须立场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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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信仰真主和实践真主法律的人们啊！你们不

要追随恶魔邪恶的步伐。谁追随恶魔的步伐，

恶魔必命令谁说丑话，干丑事。假如不是真主

对你们的恩惠，祂不会使你们中的任何人清

白。但是真主以接受忏悔纯洁祂所意欲的人。

真主全听你们的话语，全知你们的工作。任何

事都瞒不过祂，祂将根据你们的行为回报你

们。
22  德高望重，经济富裕者不可因亲属犯罪而发

誓永不周济他们——因为他们中有贫穷者和为

主道奋斗的迁徙者——他们当原谅，当宽恕，

你们不喜欢真主饶恕你们的罪恶吗？真主是饶

恕忏悔的仆人的，是怜悯他们的。仆人应该仿

效真主。这节经文是针对艾布·伯克尔降示

的。他曾发誓不周济米斯泰哈，因为他参与了

谣言事件。
23  凡告发贞洁且天真的信女的人，在今后两世

得不到真主的怜悯，他们在后世将遭受重大的

刑罚。
24  复活日，他们将遭受报应，他们的舌头和手

脚都要见证他们的所作所为。
25  那一天，真主将使他们得到公正的报应，他

们知道真主是真实的，凡是从祂发出的消息、

警告和应许都是真实的、不容争辩的。
26  凶恶的男女及恶劣的言行，有与其相适应和

般配的。而善良的男女及美好的言行，也有与

其相适应和般配的。善良的男女与恶劣的男女

所说的话无关，他们将得到真主的饶恕，他们

将享受优厚的给养——乐园。

由于暴露羞体会激起欲望，导致触犯章首所述

的奸淫罪，真主命令去别人家要先请求许可，以免看见不该看的东西。
27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进入别人的家，直到你们请求许可，并向主人祝安：“愿主赐你平安，我可以进

去吗？”这要比突然闯进去好，但愿你们记住我的命令，并服从它。

 本页小结:
1- 恶魔的诱惑和教唆会导致人犯罪，信士应当警惕。

2- 启发人忏悔和行善的是真主，而不是人。

3- 原谅犯罪者是罪恶得到饶恕的因素。

4- 诽谤贞洁者是大罪。

5- 去别人家必须请求许可，以保护主人的隐私，避免看见不该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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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如果你们发现家里没有人，就不要进去，直

到获得主人的许可。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你

们回去吧。”你们就回去，不要进去。在真主

看来，这对你们是更纯洁的，真主全知你们的

行为，你们的任何行为都瞒不过真主，祂将根

据你们的行为进行回报。
29  公用的房屋，不经许可进去是无妨的。如图

书馆、商铺等。真主知道你们公开的和你们隐

瞒的。任何事都瞒不过真主，祂将根据你们的

行为回报你们。

由于观看是淫乱的前奏，真主命令人们降低视

线，以防微杜渐。
30  使者啊！你对信士们说，让他们降低视线，

不要观看对他们不合法的妇女和羞体，让他们

保守贞操，以免陷入非法之事。在真主看来，

这对他们是更纯洁的。真主彻知他们的行为，

任何事都瞒不过他，祂将根据他们的行为回报

他们。
31  你对信女们说，让她们降低视线，不要观看

对她们非法的羞体，让她们保守贞操，远离丑

事，遮盖羞体，不要为外人露出装饰，除非是

自然露出的，如衣服。让她们用面纱遮住胸

部、头发、脸和脖子，不要露出首饰，除非对

他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或她们丈夫的父

亲，或他们的子女，或她们丈夫的子女，或她

们的兄弟，或她们兄弟的子女，或她们姐妹的

子女，或她们的女仆，或她们的婢女，或无性

欲的男仆，或不懂妇女之事的儿童。让她们不

要用力踏足，以便人们得知她们隐藏的首饰，

如脚环等。信士们啊！你们当为偷窥而全体向

真主忏悔，以便你们获得成功和拯救。

 本页小结:
1- 允许未经许可进入公共场所。

2- 无论男女，都应该对非法事物降低视线。

3- 妇女必须戴面纱。

4- 禁止穿戴激起欲望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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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独身是淫乱的因素之一，因此，真主命令

人们帮助青年男女结婚。他说：
32  信士们啊！你们当让你们中未婚的男女和奴

婢结婚。如果他们是贫穷的，真主将以祂的恩

惠使他们富足。真主是富裕的，祂的给养绝不

会因为费用而减少，祂全知仆人的状况。

当真主命令让未婚男女结婚时，命令无力结婚

者保持贞洁，祂说，
33  因贫穷而无力结婚者，当保持贞洁，直到真

主以其宏恩使其富足。那些要求主人订约赎身

者，如果主人知道他们有能力践约，并且教门

虔诚，那就与他们订约，并把真主赐予他们的

一部分财产分给他们。你们不要为了钱而强迫

你们的婢女卖淫，如阿卜杜拉·本·吴班叶曾

对他的两个婢女所做的那样。你们中谁强迫她

们卖淫，在被迫之后，真主对她们确是至恕

的、至慈的，因为她们是被迫的，罪在强迫

者。
34  人们啊！我确已为你们启示了明显的迹象和

前人的事例，我为你们降示了对于敬畏者有益

的教训。
35  真主的光明在信士的心中，如同没有窗户的

墙面上的壁孔，其中有一盏灯。那盏灯在一个

玻璃罩里。那个玻璃罩就像一颗灿烂的明星。

用吉祥的橄榄油燃着那盏明灯。它的油即使没

有点火，也几乎发光——灯光加上玻璃罩的

光。信士的心灵亦如此，当引导的光照亮时。

真主引导祂所意欲的仆人追随《古兰经》，真

主以比喻阐明万事，真主是全知万事的，任何

事都瞒不过祂。
36  真主允许建立一些寺院，并允许在其中颂扬真主的尊名和礼拜，并在其中朝夕赞颂真主超绝万物。

 本页小结:
本页小结：

1- 真主限制了奴隶产生的渠道，扩大了解放奴隶的途径，并鼓励释奴。

2- 通过订约获得解放，用财产帮助奴隶解放，以免奴隶成为被奴役的阶层。

3- 信士的心灵因天性之光和天启之光而明亮。

4- 清真寺是大地上为了崇拜真主而建立的场所，必须使其远离物质的和精神的污秽。

5- 真主的尊名中就有光明的，它包含了光明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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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有一些男子，买卖不会使他们疏忽记念真

主、礼拜和交纳天课。他们畏惧复活日，那是

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日子，人们渴望自己摆脱

刑罚，担心遭受刑罚。那一天，人们的眼光是

慌乱的。
38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真主以他们行为的善报

赏赐他们，并以祂的恩惠加赐他们。真主为他

所意欲者的行为无以计数地恩赐他们，甚至以

他们的行为，重复加倍地赏赐他们。
38  不信道者的工作没有善报，就像沙漠里的海

市蜃楼，口渴者以为那里有水，走到跟前却发

现没有水。同理，不信道者以为自己的工作是

有益的，但是当他死后被复活起来时，却得不

到善报。他发现真主在他面前，真主要完全地

清算他，真主是清算神速的。
40  他们的工作还像重重黑暗笼罩着大海，波涛

澎湃，上面有黑云，看不见星星，黑暗重重叠

叠，当他伸出手时，几乎不见五指。不信道者

就是如此，被愚昧、怀疑、迷茫的黑暗所笼

罩，心灵被封闭。真主没有赐予谁正道和经典

的知识，就没有人能引导他走正路，也没有经

典照耀他。
41  使者啊！难道你不知道吗？天地间的一切都

在赞颂真主，天空中展翅飞翔的群鸟在赞美

祂。真主知道一切被造物的赞颂，如同人类的

礼拜一样。真主全知他们的作为，任何事都瞒

不过真主。
42  真主拥有天地的国权，在复活日，众生都要

回归到真主那里，接受清算和回报。
43  使者啊！难道你不知道吗？真主驱赶云，然

后使其互相聚集，然后把云堆积起来，你就会看到雨水从云中降下。祂从天空山岳般的云中，降下冰雹，用来

袭击祂所意欲的仆人，使祂所意欲者幸免于难，电光闪闪，几乎要夺取人的目光。

 本页小结:
1- 信士必须在世俗事务和宗教功修之间保持平衡。

2- 不信道者由于没有信仰，其工作是无效的。

3- 在服从和赞美真主的被造物中，不信道者是另类。

4- 雨形成的所有阶段都是真主的造化和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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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真主使白天与黑夜此消彼长，往返更替。此

中对于有眼光者有许多证明真主大能和独一的

迹象。
45  真主用水创造了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其中有

用腹部行走的，如蛇；有用两足行走的，如人

和鸟；有用四足行走的，如牲畜。真主创造祂

所意欲的，祂是全能万事的，无所不能的。
46  我确已给穆罕默德降示了许多明显的迹象。

真主引导祂所意欲者走向不偏不倚的正道，并

使其借此进入乐园。
47  伪信士说：“我们信仰使者，服从真主和使

者。”之后，当命令为主道奋斗时，他们中的

一伙人背叛，不服从真主和使者。这等人不是

信士，即使他们自称信士也罢。
48  当这些伪信士被召归于真主及其使者，以便

祂为他们判决分歧时，他们突然回避。
49  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有理，而且使者会作出有

利于他们的判决，那他们就应该服从地前来接

受判决。
50  是他们心中有病呢？还是他们怀疑使者，担

心真主和使者对他们不公？原因并非如此，而

是由于他们拒绝使者的判决，顽固不化，心术

不正。

当真主叙述了拒绝真主和使者判决的伪信士的

立场时，接着叙述了接受真主和使者判决的信

士的态度。
51  当信士被召归于真主及其使者，以便祂在他

们中判决时，他们只说：“我们听到了，我们

服从祂的命令。”这等人是今后两世的成功

者。
52  谁服从真主和使者，接受真主和使者的判决，远离罪恶，敬畏真主，服从主命，祂会获得今后两世的

幸福。
53  伪信士以真主的名义发出最庄严的誓约： 如果你命令他们出征，他们必定出征。使者啊！你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发誓，你们是一贯说谎的，合理的服从是更好的。”真主彻知你们的行为，你们的任何行为都瞒不过

真主。

 本页小结:
1- 造化的多样性证明真主的大能。

2- 伪信士的属性之一就是拒绝真主的判决，除非判决对他们有利。心术不正、怀疑和对真主的恶意猜测也是

他们的属性。

3- 服从真主及使者，敬畏真主是今后两世获得成功的因素。

4- 发伪誓是伪信士惯用的伎俩。

光明 章 第18部分356



54  使者啊！你对这些伪信士说：“你们在公开

或背地都当服从真主和使者。”如果你们背叛

我的命令，使者只负传达的责任，你们只负服

从和实践他所带来的启示的责任；如果你们服

从我的命令，远离我的禁令，你们就会获得真

理。使者只负明白传达的责任，他无权引导和

强迫你们遵循正道。
55  真主应许你们中的信道和行善者，祂必援助

他们战胜敌人，使他们成为大地上的代治者，

犹如使前人成为代治者。祂必为他们巩固祂为

他们所悦纳的宗教——伊斯兰。祂必使他们在

恐惧之后获得安宁，他们只崇拜我，不以任何

物举伴我。此后凡否认者，都是违抗真主的

人。
56  你们当完美地完成礼拜，交纳财产的天课，

服从使者的命令，远离使者的禁令，以便你们

获得真主的怜悯。
57  使者啊！你们不要以为那些否认真主的人能

摆脱我的惩罚，他们在复活日的归宿是火狱，

那归宿真恶劣！

真主在前面叙述了成年的自由人请求许可的律

例，在此，祂又叙述未成年人和奴隶以及达到

成年的儿童请求许可的律例。他说：
58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实践真主的定制。让

你们中的奴婢和尚未成年的儿童三次向你们请

示：晨礼前穿衣的时刻，中午脱衣午休的时

刻，宵礼后睡觉的时刻，因为这是你们脱去正

装，穿着睡衣睡觉的时间。这是三个容易暴露

羞体的时间，让他们得到许可之后才可以进入

你们的房间。除此之外的时间，你们和他们无

妨随便往来。随时请示是很困难的。真主为阐明了许多迹象，真主全知仆人的利益，祂所制定的法律是充满智

慧的。

 本页小结:
1- 追随使者是获得正道的标志。

2- 宣教者要全力以赴地宣传，结果由真主掌握。

3- 信仰和行善是在大地上得势和获得安宁的因素。

4- 应教导奴婢和儿童在人们容易暴露羞体的三个时间请示。

٥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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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当你们中的儿童到达成年时，让他们像前面

的成年人那样，随时请示接见。真主为你们阐

明律例，也为你们阐明迹象，真主全知仆人的

利益，祂制定的法律是充满智慧的。
60  绝经的和不希望结婚的老妇，脱去外衣，不

露出首饰是无妨的。但不要脱去外衣，自己检

点对她们是更好的。真主全听你们的言语，全

知你们的行为，任何事都瞒不过祂，祂将根据

你们的行为回报你们。
61  对于盲人、瘸子和病人，如果不能履行一些

责任，如为主道奋斗，这是无罪的。信士们

啊！你们在自己的家里，你们父母的家里，你

们子女的家里，你们兄弟姊妹的家里，你们叔

伯的家里，你们姑母的家里，舅父的家里，你

们姨母的家里，或由你们管理钥匙的家里，或

你们朋友的家里，你们饮食，对你们是无罪

的。你们聚餐或分食，对于你们都是无罪的。

当你们进家的时候，你们当对自己祝安。你们

说：“祝我们和真主的善仆平安。”这是真主

为你们规定的吉祥而优美的祝词，它能使你们

之间充满和睦友爱，使听者心情愉快。真主就

这样为你们阐明许多迹象，以便你们理解和实

践。

 本页小结:
1- 允许老妇脱去部分衣服，由于不存在嫌

疑。

2- 在教门方面小心谨慎是敬畏者的特征。

3- 有故是减轻责成的因素。

4- 穆斯林社会是一个团结互助、友爱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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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主叙述了去别人家里时请示的律例时，接

着叙述离开时的请示。他说： 
62  信士只是真诚信仰真主及其使者的人，当他

们与先知因关乎穆斯林利益的大事而集会的时

候，他们不会离开，直到请求先知允许。先知

啊，向你请示的人才是真正信仰真主和使者的

人。当他们因私事向你请示的时候，你可以允

许你所意欲者，你当为他们而向真主求饶，真

主确是至恕的、至慈的。
63  信士们啊！你们当尊重使者，当你们召唤他

时，不要直呼其名。比如，“穆罕默德”，或

者“阿卜杜拉之子”—就像你们互相称呼那

样。你们应当说：“真主的使者，或真主的先

知。”当他为一件事而召唤你们时，你们不要

把它当做你们彼此之间的召唤，而是要积极地

去响应。真主确已知道你们中未经许可就偷偷

溜走者，让那些违抗使者命令的人警惕真主降

下的祸患和痛苦的刑罚。
64  真的，真主拥有天地间的一切。人们啊！祂

知道你们的情况，你们的任何事都瞒不过祂。

在复活日，他们要被召归到祂那里，祂将把他

们在今世的行为再告诉他们。真主是全知万事

的，天地间的任何事都瞒不过祂。

准则 章
这是麦加的，全章共计七十七节。

 本章主旨:
真主在使者遭到多神教徒侵犯后给予援助。

 注释:
1  真主真伟大，祂给祂的仆人穆罕默德降示了分辨真伪的《古兰经》，以便他成为派向人类和精灵的使

者，以真主的刑罚来警告他们。
2  祂拥有天地的国权，祂没有收养子女，祂也没有伙伴，祂创造了万物，祂以祂的知识和智慧加以精密

地预定，使万物各得其所。

 本页小结:
1- 伊斯兰是一个讲究秩序和礼仪的宗教，恪守礼仪能带来吉庆与福利。

2- 先知的地位要求人们对他的尊重远胜于对普通人。

3- 违背圣行的灾难。

4- 真主管理万物，全知万事。

٥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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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物配主之人舍真主而崇拜许多神灵，那些

神灵不能创造任何东西，他们是被创造的。真

主从无中创造了他们，他们不能主持自身的福

祸，也不能主持他人的生死和复活。

当真主叙述了他们以物配主时，接着提到了他

们对待经典和使者的立场。
4  否认真主和使者的人说：“这部《古兰经》

只是穆罕默德捏造的，有许多人帮助他捏

造。”这些不信道者确已说了荒谬的话。《古

兰经》是真主的语言，任何人和精灵都不能捏

造它。
5  这些否认《古兰经》的人说：“《古兰经》

是古人的神话，穆罕默德找人抄录了它，朝夕

对他诵读。”
6  使者啊！你对这些否认者说：“全知天地

万物的主降示了《古兰经》，它不是被捏造

的。”然后，真主鼓励他们忏悔，真主对忏

悔的仆人确是至恕的、至慈的。
7  否认先知的多神教徒说：“这个自称使者的

人怎么也像其他人那样吃饭、行走于市场谋生

呢？真主怎么不降下一个天使，成为祂的伙伴

和助手呢？ 
8  或者从天上给他降下财宝，或者他有一座果

园，供他享用果实，那他就不用在市场上奔波

谋生了。”不义者说：“信士们啊，你们追随

的使者只是一个由于邪术而失去理智的人。”
9  使者啊！你看，他们怎样污蔑你。他们说你

是术士，是被蛊惑的，是疯子。他们因此而迷

失了真理，无法遵循正道，也无法非难你的诚

实。
10  真主真伟大！如果祂意欲， 祂要赏赐你比那更好的—使你在今世拥有诸河流于宫殿及树木其下的乐园，你

可以享用其果实，并安居宫殿之中。
11  他们提出这些要求并非为了追求真理和寻找证据，而是否认复活日，我为否认复活日之人准备了烈火。

 本页小结:
1- 真正的主宰具备造化能力，祂掌握着福祸和生死，所谓的偶像没有任何能力。

2- 确定真主具备饶恕和怜悯的属性。

3- 圣品并不抹杀先知的人性。

4- 先知的谦卑—他与普通人一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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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当否认者被驱赶到火狱时，他们从远处看到

火狱，听到其中发出的爆裂声和叹息声。
13  当他们的手脚被枷锁捆绑，被投入火狱中狭

窄的地方时，他们哀号求死，希望摆脱刑罚。
14  不信道者啊！你们今天不要哀求一死，你们

当哀求多死。然而，你们的要求绝不会被应

答，你们要受永恒的刑罚。
15  使者啊！你对他们说：“这更好呢？还是为

敬畏者准备的永恒乐园更好呢？”这是真主为

他们准备的赏赐和归宿。
16  他们在乐园中享受他们想要的恩典，这是真

主的承诺，是敬畏者向真主的祈求。真主的诺

言是一定要实现的，祂绝不会食言。
17  那一天，真主要把以物配主的人和他们所崇

拜的偶像召集起来，祂要对那些偶像说：“你

们要求我的仆人崇拜你们，而使他们迷误呢？

还是他们自己迷误的？”
18  那些偶像说：“我们赞颂你超绝万物，我们

不应该舍你而崇拜任何神灵，我们怎么会要求

你的仆人崇拜我呢？但是，你让这些以物配主

的人和他们的祖先享受今世的荣华富贵，直到

他们忘记了你，而崇拜别的神灵，他们因自己

的薄福而遭到了毁灭。”
19  以物配主的人啊！他们确已否认你们所说的

话，你们无法为自己抵挡刑罚，你们也不能自

救。信士们啊！谁以物配主，我将使他尝试严

厉的刑罚，如同我让以前提到的人们尝试的一

样。

当多神教徒对使者是一个凡人感到惊奇时，真

主反驳他们说，
20  使者啊！我在你之前所派遣的使者，都是要吃饭和来往于市场之间的凡人。你也不例外，我使你们在

财产和健康方面互相考验，看你们是否能坚忍，我将根据你们的坚忍回报你们。你的主是明察坚忍者和

服从者的。

 本页小结:
1- 既以真主的刑罚来警告，也以真主的赏赐来鼓励。

2- 今世的享受使人忘记真主。

3- 先知具备凡人的属性是真主对人类的恩典，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方便人们与先知交往。

4- 人们在恩典方面的差异是真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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