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不希望与我相会，也不害怕我的刑罚的不信

道者说：“真主怎么不让天使降临于我们，告

诉我们穆罕默德的真实身份，或者我们亲眼见

到真主，由祂来告诉我们这件事呢？”这些人

确已妄自尊大，故他们不能接受信仰，他们确

已大逆不道。
22  他们在死亡时、在坟墓中、在复活时、在接

受清算时、在进入火狱时都要看到天使，在这

些场合，他们都没有好消息，天使将对他们

说：“乐园对你们是禁止的。”
23  我审视了不信道者在今世所做的好事和善

功，由于他们的不信道而使其变得一文不值。

犹如从窗户观看阳光下飞扬的灰尘一样。
24  那一天，信士—乐园的居民在一个最优美的

地方，一个最美好的休息之地，这是他们信道

和行善的回报。
25  使者啊！你当铭记那一日，诸天将与白云一

道破裂。众天使将降临大地。
26  在那日，真实的国权属于至仁主，那是对否

认者艰难，对信士轻松的日子。
27  使者啊！你当铭记那一日，不义者将因没有

追随使者而咬着手指说：“但愿我追随了使

者，与他一起走上了拯救之路。”
28  他们懊悔至极，哀叹自己的命运：“啊！但

愿我没有以某人为朋友。
29  这个朋友使我远离了《古兰经》，恶魔本是

要遗弃人的，当我遭难时，恶魔就会与我划清

界限。”
30  在那一天，先知将抱怨他的族人：“主啊！

我的族人放弃《古兰经》，拒绝《古兰经》

。”
31  使者啊！我就这样使每位先知都有一些罪人做他的仇敌，你的主足以引人于真理，足以援助你战胜敌人。
32  不信道者说：“这部《古兰经》怎么不一次性降示给使者呢？”我零星地降示《古兰经》，是为了坚

定你的心，便于人们理解和背记。

 本页小结:
1- 悖信使善功不被接受。

2- 阐明恶友的危害。

3- 阐明放弃《古兰经》的严重后果。

4- 《古兰经》零星降示的意义在于安慰先知，便于人们理解、背记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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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使者啊！以物配主者每向你提出一种非难，

我都会给你启示确定的真理和更好的解释。
34  在复活日，那些被倒着拖进火狱者，是地位

更恶劣的。因为他们的归宿是火狱；他们是更

远离正路的，因为他们的道路是悖信与迷误。
35  我确已赐予穆萨《讨拉特》，我使他的哥哥

成为使者，以便做他的助手。
36  我对他俩说：“你们去劝化否认我迹象的法

老和他的百姓。”他俩便服从命令，向法老宣

传认主独一，他们否认了他俩，故我毁灭了他

们。
37  努哈的族人否认使者，我把他们都淹死了，

这证明我有能力毁灭不义者。复活日，我为不

义者准备了痛苦的刑罚。
38  我毁灭了呼德的族人阿德人、撒立哈的族人

赛莫德人以及兰斯的居民，我还毁灭了他们之

间的许多代人。
39  我为这些被毁灭的世代阐明过许多比喻，以

便他们吸取教训，我因他们的悖信和顽固而毁

灭了他们。
40  你的族人中的否认者在去沙姆的路上，已经

过那遭恶雨袭击的城市——鲁特的族人的城

市，这是对他们放荡的惩罚，以便他们吸取教

训。难道他们对此视而不见吗？不然，他们不

希望复活和清算。
41  使者啊！当这些否认者看见你的时候，他们

嘲笑你，以讽刺的语气说：“难道这就是真主

派给我们的使者吗？
42  如果不是我们坚持偶像崇拜，他几乎要使我

们偏离我们的信仰了。”当他们目睹坟墓中和

复活日的刑罚时，就会知道谁是更迷误者，谁是更偏离正道者。
43  使者啊！你告诉我吧，将私欲作为主宰，服从私欲者，你能保护他，使他回归信仰，远离悖信吗？

 本页小结:
1- 不信真主，否认真主的迹象是导致各民族遭到毁灭的因素。

2- 丧失对复活的信仰是不能吸取教训的原因。
3- 嘲笑坚持真理者是不信道者的习惯。
阐明追随私欲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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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使者啊！你向大多数人宣传认主独一，顺从

真主，他们能够听进去吗，抑或他们能够理解

证据和明证？他们在纳言、理解和参悟方面犹

如牲畜一样。甚至比牲畜更迷误。
45  使者啊！难道你没有看见真主创造的迹象

吗？祂使阴影在大地上伸展。假如祂意欲，

祂会使它成为静止的。然后，我以太阳为其

标志，阴影因太阳而产生长短的变化。
46  然后，我使阴影随着太阳的升高而逐渐减

少。
47  真主为你们使夜晚成为遮盖的衣服，以睡

眠供你们休息，以白昼供你们工作。
48  祂使风成为祂的慈悯降临之前的喜讯。我从

云中降下清洁的雨水，
49  以便借此使干枯的大地复活，长出各种翠绿

的植物，并以水供人畜饮用。
50  我在《古兰经》中阐明了各种证据，以便他

们思考。但大多数人拒绝真理，顽固不化。
51  假如我意欲，我必在每座城市派遣警告者，

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派遣穆罕默德（愿主

福安之）作为全人类的使者。
52  你不要服从否认者的要求和建议。你以启示

给你的这部《古兰经》与他们努力战斗，你当

忍受他们的伤害，承担宣教中的困难。
53  真主使两海混合，一边是很甜的淡水，一边

是很苦的咸水，祂在两海之间设置屏障和堤

岸。
54  祂用精水造人，使人具有血缘关系和姻亲关

系。你的主是无所不能的，创造人就是祂的大

能的表现之一。
55  不信道者舍真主而崇拜对他们无益也无害的偶像，他们追随恶魔而惹怒真主。

 本页小结:
1- 否认者因悖信堕落到比动物还低的地位。

2- 影子是证明真主大能的迹象之一。

3- 使用各种证明是有效的教育方式。

4- 以《古兰经》来宣教是为主道奋斗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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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使者啊！我派遣你只为使你成为报喜者和警

告者：向信道并行善者报喜，向不信道并作恶

者警告。
57  使者啊！你说：“我不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

要报酬，但望有志者能由此大道获得真主的喜

悦。”
58  使者啊！你在所有事情中要托靠永生不灭的

主，你当赞颂真主超绝万物。真主足以彻知仆

人的罪恶，任何事都瞒不过祂，祂将回报他

们。
59  祂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及其间的一切，然

后，祂以符合祂的方式登上了宝座。祂是至

仁主。使者啊！关于祂，你当请教精明者。

真主全知万事，任何事都瞒不过祂。
60  当有人对不信道者说：“你们当向至仁主叩

头。”他们说：“我们不叩头，至仁主是什

么？我们不认识祂，也不承认祂。难道你要命

令我们向我们不知道者叩头吗？”这使他们更

加远离信仰。
61  赞颂真主伟大，他在天空中创造了许多星宿

和流星，使太阳成为发光的，使月亮借助太阳

光而成为光明的。
62  祂为欲思考真主迹象或欲感谢真主恩典的人

使昼夜成为交替的。

当真主在前面提到拒绝信仰的否认者时，接着

提到了积极行善的清廉仆人的属性。
63  至仁主的仆人在大地上谦逊而行，当愚人与

他们交谈时，他们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

们，而是对他们说合理的话。
64  他们为真主而整夜叩头，通宵礼拜。

65  他们祈祷真主：“我们的主啊！求你使我们远离火狱的刑罚。至死不信道者，必受火刑。
66  那归宿真恶劣，那居所真恶劣！”
67  他们用钱的时候，既不挥霍，对于为自己和他人应该花费的毫不吝啬，恰到好处。

 本页小结:
1- 宣教者不求得到人的回报。

2- 确定真主具备适合祂的登上宝座的属性。

3- 至仁主是真主独具的尊名之一，它表示仁慈是真主的一种属性。

4- 昼夜的交替使人有弥补过错的机会。

5- 至仁主的仆人的属性有：谦卑，宽容，在人们疏忽时顺主，畏惧真主，在花钱等方面恪守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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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他们只祈祷真主，不祈祷别的神灵，他们不

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除非真主许可的：杀

人者、叛教者、已婚私通者。他们不私通，谁

犯了这些大罪，谁将在复活日遭到惩罚。
69  在复活日，将遭受加倍的刑罚，并受辱地永

居其中。
70  但向真主忏悔并行善者，真主将勾销其恶

行，记录其善行，真主是至恕的、至慈的。
71  谁悔过并行善，他的忏悔是被接受的。
72  他们不做假见证，当他们听到恶言时，高贵

地走开，不参于其中。
73  当有人以真主的迹象劝诫他们时，他们不会

装聋作哑。
74  他们向真主祈祷说：“我们的主啊！求你以

我们的妻子儿女为我们的安慰，让我们成为敬

畏者的领袖。”
75  这等人，将因他们的忍耐而享受最高乐园中

的高级住宅。他们在乐园中，将听到天使的问

候和祝安，他们将远离各种灾难。
76  他们将永居其中，那住处和居所真优美！
77  使者啊！你对坚持悖信的人说：“假若没有

你们的祈祷，我的主并不关切你们，你们已否

认了我所带来的启示，你们将来必承担否认的

结果。”

 本页小结:
1- 至仁主的仆人的属性有：远离以物配主，

不杀人，不私通，远离谬论，思考真主的

迹象，祈祷。

2- 真诚的忏悔要求放弃罪恶，力行善功。

3- 忍耐是进入最高乐园的因素之一。

4- 真主无需否认者的信仰。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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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诗人章
这是麦加的，全章共计二百二十七节。

 本章主旨:
回应坚持否认使者，诽谤使者的人，并谴责他

们。

 注释:
1  {塔，辛，米姆目。}此类经文已在《黄牛》

章首解释过。
1  这些是能分辨真理与谬误的《古兰经》文。
3  使者啊！也许你为了千方百计地引导他们而

痛不欲生。
4  如果我意欲，我将从天上为他们降下一种迹

象，他们就为它而俯首帖耳。但是，我不意欲

这样，是为了考验他们，看他们是否信仰幽

玄。
5  这些以物配主者，每当从至仁主降示确定真

主的独一和先知为圣真实的证据时，他们既不

听也不信。
6  他们已否认了使者给他们带来的真理，他们

曾经嘲笑的刑罚将降临他们，他们将遭到惩

罚。
7  这些坚持否认的人，难道没有观看大地吗？

我怎样使大地上生长出了美丽的、有用的植

物？
8  使大地长满各种植物清楚地证明造物主有能

力复活，但他们大多不信。
9  使者啊！你的主是万能的，谁也不能战胜

祂，祂是慈爱仆人的。
10  使者啊！你当铭记，当你的主召唤穆萨，命

令他去劝化否认真主、奴役穆萨的民众的不义者。
11  他们是法老的民众。他命令他们敬畏真主，服从真主的命令，远离真主的禁令。
12  穆萨说：“我担心他们否认我。” 
13  我会因此而胸闷口吃，求你派遣我的兄弟哈伦做我的助手。
14  由于我杀了一个科普特人，他们加罪与我，我担心他们会杀了我。
15  真主对穆萨说：“绝不会的。他们绝不能杀了你。你和你的兄弟带着我的迹象去吧。我与你们同在，我要

支持和援助你们，我在听你们的辩论，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16  你俩到法老那里，对他说：‘我们是万物之主派给你的使者。
17  请你释放以色列的后裔，让他们与我们同去。’”
18  法老对穆萨说：“难道我没有从小抚养你，你在我们家中度过了很多年吗？你为什么要自称使者呢？ 
19  当时，你为了帮助自己的同族人而杀了一个科普特人，你犯下了大罪，你是忘恩负义的人。”

 本页小结:
1- 使者重视引导人们。

2- 确定真主具备尊严和仁慈的属性。

3- 阐明心胸开阔和能言善辩对宣教者的重要性。

4- 众先知的宣传是为了让人们摆脱被除真主之外的事物奴役。

5- 法老以穆萨杀了人为据，反对他为圣，穆萨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事，他认为这不能作为法老否认真理的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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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穆萨对法老说：“我杀了那个人，当时我

是无知者，还没有奉到启示。
21  我怕你们杀了我，就逃到了麦德彦，我的

主赏赐我知识，使我成为派向人们的使者。
22  你责备我忘恩，你所谓的恩是奴役以色列

人，这不能阻止我劝化你。”
23  法老说：“你自称是祂的使者，你的主是

什么？”
24  穆萨说：“祂是天地万物的主，如果你们

确信祂是主宰，那你们当崇拜祂。”
25  法老对身边的大臣说：“难道你们没听见

穆萨的回答吗？他所说的尽是谎言。”
26  穆萨对他们说：“真主是你们的主，也是

你们先辈的主。”
27  法老说：“自称是你们的使者的人是一个

疯子，他不明白自己所说的话，他说的话不可

理喻。”
28  穆萨说：“我号召你们信仰的主是东方、

西方及介于东西之间的主，如果你们能理解的

话。”
29  法老争不过穆萨时说：“如果你崇拜除我

之外的神灵，我必使你成为囚犯。”
30  穆萨对法老说：“如果我给你昭示一个来

自真主的明证，难道你还要囚禁我吗？”
31  他说：“你把你所说的明证拿出来吧，如

果你是诚实的。”
32  穆萨就将自己的手杖抛在地上，突然手杖

变成了一条蟒蛇。
33  他把手放进衣袋，然后抽出来，那只手变

成了发光的，但不是由于疾病，在场的人都能

看到。
34  法老对身边的大臣说：“这个人是一个高明的术士。
35  他要借魔术把你们逐出国境，你们觉得应该怎样对待他？”
36  他们说：“你宽限他和他的哥哥，不要急于惩罚他俩，请你在埃及的各城中招募魔术师。 
37  他们会把所有高明的术士召集到你跟前。”
38  法老就召集术士们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比试。
39  有人说：“你们集合起来是为了看是穆萨胜利还是术士们胜利吗？ 

 本页小结:
1- 宣教者的错误和曾经享受的恩典并不意味着不能向亏待他或施恩他的人宣传。

2- 采取措施防御敌人与信仰和托靠并不矛盾。

3- 被造物证明了造物主的养育性和独一性。

4- 无理是采取暴力的因素之一。

5- 挑起群众反对坚持宗教的人是暴君惯用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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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如果术士们战胜穆萨，我们或许会追随他们

的宗教。”
41  当术士们来到法老跟前，以便战胜穆萨时得

到奖赏，他们对他说：“如果我们战胜了穆

萨，有什么物质的或精神的奖励吗？”
42  法老对他们说：“是的，你们会有奖励，如

果你们得胜，必蒙宠幸，我将赐予你们崇高的

地位。”
43  穆萨坚信真主的援助，并向他们说明他带来

的不是魔术：“你们先把你们的东西拿出来

吧。”
44  他们就扔出了他们的手杖和绳子，并说：“

以法老的权力发誓，我们必然得胜，穆萨必然

失败。”
45  穆萨扔出了自己的手杖，突然那手杖变成了

一条蟒蛇，吞掉了他们所变出的东西。
46  当术士们看到穆萨的手杖吞掉了他们所变出

的东西时，纷纷拜倒在地。
47  他们说：“我们归信创造万物的主。
48  穆萨和哈伦的主。
49  法老责备他们说：“难道你们未经我允许就

要归信穆萨吗？穆萨确是给你们传授魔术的头

目，你们密谋将埃及人逐出国境。你们将来就

知道我怎么惩罚你们。我一定要交替地砍去你

们的手脚，并把你们统统钉死在椰枣树干上，

不留下任何一个人。”
50  术士们对法老说：“你所威胁的刑罚没有什

么，你的惩罚是短暂的，我们要回归于我们的

主，祂将使我们享受祂永恒的慈恩。
51  我们希望真主饶恕我们原先所犯的罪恶，因

为我们是首先归顺穆萨的人。”
52  我启示穆萨，你在夜间率领以色列人出走，法老和他的军队确实要追赶你们。
53  当法老得知他们要离开埃及时，便派遣招募者去各城，召集了一支大军，以便追杀他们。
54  法老鄙视地说：“这些人是一小撮人。
55  他们做了让我们恼怒的事情。
56  我们确是谨慎的团体。”
57  我就使他们离开了有许多园圃和泉源的埃及。
58  财宝和优美的住宅。
59  正如我使法老及其百姓离开那些恩典一样，在他们之后，我使沙姆地区的以色列后裔继承了同样的恩典。
60  法老和他的军队在日出时赶上了他们。

 本页小结:
1- 迷误者之间的关系是物质利益。

2- 穆萨坚信能够战胜术士，因为他相信真主的承诺。

3- 术士们的归信证明真主任意掌控人的心灵。

4- 暴虐与不义是丧失权力的因素。

٦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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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当法老及其大军与穆萨及其族人相遇时，穆

萨的追随者说：“法老的大军将追上我们，我

们无法对抗他们。”
62  穆萨对族人说：“事情并非你们所想象那

样。我的主与我同在，祂将支持我，并指引我

的得救之路。”
63  我启示穆萨，你当用手杖击水。于是，他用

手杖击了水，海水就裂开，变成十二条道路，

正好是以色列的十二个部族的数目。每一部分

都像大山一样牢固。
64  我使法老及其军队逼近穆萨及其族人，他

们以为海中的路可以通过。
65  我拯救了穆萨及其追随者，他们无一人死

亡。
66  然后，我将法老及其军队淹死在海里。
67  拯救穆萨和毁灭法老中有一种迹象，证明穆

萨的诚实，追随法老的大多数人不是信道者。
68  使者啊！你的主是万能的，他惩治敌人，怜

悯其中的忏悔者。
69  使者啊！你当对他们宣读易卜拉欣的故事。
70  当时，他对他的父亲阿宰尔及其族人说：“

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是什么？”
71  他的族人对他说：“我们崇拜偶像，我们是

一直崇拜他们的。”
72  易卜拉欣对他们说：“当你们祈祷你们的偶

像时，他们能听到你们的祈祷吗？” 
73  或者能为你们招福避祸吗？”
74  他们说：“他们听不到我们的祈祷，也不能

为我们招福避祸。但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就是

这样做的，我们要模仿他们。”
75  易卜拉欣说：“你们告诉我吧，你们崇拜的是什么？
76  你们最古的祖先崇拜的是什么？ 
77  他们都是我的敌人，因为他们是迷误的，除了创造万物的主。
78  祂创造了我，并指引我今后两世的幸福。
79  当我饥饿时，唯有祂供给我吃的。当我口渴时，唯有祂供给我喝的。
80  当我生病时，唯有祂使我痊愈，除祂外，谁也无法使我痊愈。
81  当我的寿限终结时，唯有祂使我死亡，并在我死后复活我。
82  我希望祂在报应日饶恕我的过错。”
83  易卜拉欣祈祷真主说：“主啊，求你赐予我理解宗教的智慧，使我进入清廉先知的行列，让我与他们一同

进入乐园。

 本页小结:
1- 真主与信士同在，真主要援助、支持和拯救信士。

2- 确定真主具备尊严和仁慈的属性。

3- 盲从祖先的危害。

4- 信士对真主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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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求你使我在后人中留下美名。
85  使我成为继承乐园的仆人，使我居住其中。
86  求你饶恕我的父亲，他因以物配主而迷误。

（这是在易卜拉欣得知他的父亲是火狱的居民

之前，当他知道后便与他划清界线，不再为他

祈祷。）
87  在人们被复活并接受清算的日子，求你不要

以刑罚凌辱我。”
88  那一天，人们在今世聚敛的财富和子女没有

任何裨益。
89  除非是带着健全的心来见主者。健全的心指

没有以物配主、阳奉阴违和骄傲自大的人。对

人有益的是曾经为主道而施舍的钱财以及为之

祈祷的子女。
90  天堂就在敬畏真主者的附近。敬畏者指服从

真主命令，远离真主禁令的人。
91  火狱将展现在那些迷失真理的人面前。
92  有人谴责他们说：“你们曾经崇拜的神灵在

哪里？ 
93  你们舍真主而崇拜他们。他们能援助你们，

替你们阻止真主的刑罚吗？还是他们能自助

呢？
94  他们与那些被误导者都将被投入火狱。
95  以及易卜劣厮的军队，他们中的任何人都难

以逃脱。”
96  那些曾经崇拜其它偶像的以物配主者，他们

除真主以外，崇拜其它偶像，他们与那些曾经

以物配主者争辩说：
97 “指主发誓，我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
98  当时，我们使你们与创造万物的主同受崇

拜。
99  只有那些犯罪的人使我们迷失正道。
100 在真主那里，没有说情者为我们说情，以便把我们从真主的惩罚中拯救出来。
101 我们也没有忠实的朋友，保护我们和为我们说情。
102  假如我们返回尘世，我们会成为信主的人。”
103 易卜拉欣的故事和否认者的结局，对思考者有一种教训，但世人大多数是不信仰的。
104 使者啊！你的主是万能的，祂会惩罚他的敌人，祂对忏悔者是至慈的。
105 努哈的族人否认了使者。
106 当时，努哈对他们说：“你们崇拜别的神灵，怎么不敬畏真主呢？
107 我是真主派遣给你们的使者，我是忠实的。对于真主的启示，我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108 你们当敬畏真主，服从祂的命令，远离祂的禁令。你们当服从我的命令，远离我的禁令。
109 我不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要报酬，我的报酬只由全世界的主负担。
110 故你们当因敬畏真主，服从真主的命令，远离真主的禁令，而服从我。”
111 他的族人对他说：“努哈啊，追随你的人都是些卑贱的人，我们怎能信仰你，追随你呢？你的追随者中没

有贵族啊！”

 本页小结:
1- 阐明摆脱心理疾病，如嫉妒、沽名、自大等的重要性。

2- 将责任归咎于误导者，对迷误者无济于事。

3- 否认一个使者就是否认所有的使者。

4- 在易卜拉欣的故事中，巧妙地穿插了有关后世的内容，然后才结束了整个故事。

۷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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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努哈对他们说：“我不知道这些信士做了什

么事，我不是他们的监护者，我也无法统计他

们的工作。
113 他们的清算只在于真主，而不在于我。真主

知道他们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情况。如果你们知

道，就不会这样说了。
114 我不会响应你们的要求，为了让你们信仰而

驱逐信士。
115 我只是一个明显的警告者，你们要警惕真主

的刑罚。”
116 他的族人对他说：“如果你不停止宣传，一

定会遭到我们的辱骂和乱石打死。”
117 努哈祈祷真主：“主啊！我的族人否认我，

不相信我带来的启示。
118 求你在我和他们之间判决吧，求你因他们执

迷不悟而毁灭他们吧，求你拯救我和追随我的

信士吧。”
119 我应答了他的祈祷，拯救了与他同船的信士

和动物。
120 然后，我淹死了其余的人，他们就是努哈的

族人。
121 这里提到的努哈及其族人的故事，努哈以及

与他一起的信士被拯救，以物配主者及其族人

被毁灭的故事，对于能思维者确有教训，他们

大多不归信。
122 使者啊！你的主是万能的，祂有能力惩罚敌

人，祂对忏悔者是至慈的。
123 阿德人否认了他们的使者呼德。
124 你当铭记，当时，呼德对他的族人说：“你

们怎不敬畏真主，放弃崇拜偶像呢？
125 我是真主派遣给你们的使者，我是忠实可靠的。对于真主命令我传达的，我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126 故你们当因敬畏真主，服从祂的命令，远离祂的禁令，而当服从我。
127 我不会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索要报酬，我的报酬只由创造万物的主负责。
128 难道你们要在所有高地上建筑纪念物吗？这对你们今后两世没有任何裨益。
129 你们修建堡垒和宫殿，好像你们要永居今世一样。
130 当你们惩治他人时，你们残酷无情。
131 你们当敬畏真主，服从祂的命令，远离祂的禁令，你们当服从我。
132 你们当畏惧真主的恼怒，祂把你们知道的恩典赏赐你们。
133 祂赐予你们许多子女和牲畜。
134 赐予你们园圃和泉源。
135 我的族人啊，我担心你们在复活日遭受刑罚。”
136 他的族人说：“无论你劝告我们与否，对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绝不相信你，也不会放弃我们原来的信仰。

 本页小结:
1- 先获得信仰者是高贵的，即使他们是穷人和弱者。

2- 毁灭不义者，拯救信士是真主的常道。

3- 阐明贪恋今世的危害。

4- 阐明不义者的顽固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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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这只是前人的宗教、习俗和伦理。
138 我们不会受到惩罚。”
139 他们坚持否认他们的先知，故我以飓风毁灭

了他们。此中对能思维者有一种教训，但他们

的大多数不归信。
140 使者啊！你的主是万能的，祂能惩罚敌人，

祂对忏悔者是至慈的。
141 赛莫德人否认了他们的使者萨利赫。
142 当时，他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敬畏真

主，放弃偶像崇拜呢？
143 我是真主派遣给你们的使者，我是忠实的传

达者，对于真主的启示，我既不增加，也不减

少。
144 故你们当因敬畏真主，服从祂的命令，远离

祂的禁令，而当服从我。
145 我不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索要报酬，我的报

酬只由创造万物的主负责。
146 难道你们可以安然享受这些恩典吗？
147 这里有园圃和源泉。
148 庄稼和果实成熟的椰枣树。
149 你们凿山为家，你们擅长此道。
150 你们当敬畏真主，服从祂的命令，远离祂的

禁令，你们当服从我。
151 你们不要服从那些过分者和犯罪者。
152 他们在大地上为非作歹，而不服从真主，完

善自我。”
153 他的族人对他说：“”你是一个受了蛊惑的

人，你失去了理智。
154 你只是像我们一样的凡人，你并不比我们优

越，你怎么会是使者呢。如果你说的使者是真

实的话，请你拿出一个迹象来证明你是使者吧。
155 真主赐予他一种迹象，真主让一头母驼从岩石中出来。萨利赫对他们说：“这是一只真正的母驼，它有饮

水的日子，你们也有饮水的日子，你们不要侵占它饮水的日子。
156 否则，你们会遭到真主的惩罚。在灾难降临你们的那个重大日子，他将毁灭你们。
157 他们商议宰杀它，他们中最薄福的人宰杀了它。 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因为他们这样做的恶劣结

果。然而，刑罚降临时的后悔无济于事。
158 被警告的刑罚降临了他们，那就是地震和呐喊。此中对能思维的民众有一种教训，但他们大多不归信。
159 使者啊！你的主是万能的，祂有能力惩罚敌人，祂对忏悔者是至慈的。

 本页小结:
1- 不信道者不断得到恩典是走向毁灭的开始。

2- 提到恩典是为了让仆人信仰和回归真主。

3- 罪恶是大地被破坏的原因。

۷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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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鲁特的族人否认了他们的使者。
161 当时，他们的兄弟鲁特对他们说：“你们怎

么不敬畏真主呢？你们怎么不放弃以物配主

呢？
162 我是真主派遣给你们的使者，我是忠实的传

达者，我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163 故你们当因敬畏真主，服从祂的命令，远

离祂的禁令，而当服从我。
164 我不为传达启示而向你们索取报酬，我的

报酬只由万物的创造者承担，而不是由别人承

担。
165 难道你们要与人们中的男性交接吗？
166 你们放弃真主为你们创造的妻子，以满足你

们的性欲。不然，你们是变态的、超越法度的

人。”
167 他的族人对他说：“鲁特啊！如果你不

停止谴责我们，你和你的追随者必会遭到驱

逐。”
168 鲁特对他们说：“我的确痛恨你们的行

为。”
169 他祈祷真主说：“主啊！求你拯救我和我的

家人，免遭他们因罪行而遭到的惩罚。”
170 我应答了他的祈祷，拯救了他和他的家人。
171 但他的妻子除外，她是不信道者，她要留下

来遭到毁灭。
172 在鲁特和他的家人离开索多玛时，我毁灭了

其余的人。
173 我从天上为他们降下了石雨，他们所遭到的

惩罚真恶劣。鲁特曾警告过他们，他们执迷不

悟地不信道。
174 在提到的由于鲁特民众的丑行而降临给他们的惩罚中，对于能思维者确有一种迹象，但他们的大多数不归

信。
175 使者啊！你的主是万能的，祂有能力惩罚敌人，祂对忏悔者是至慈的。
176 麦德彦附近的丛林的居民否认了使者——舒阿卜。
177 当时，他们的先知舒阿卜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敬畏真主，放弃以物配主呢？
178 我是真主派遣给你们的使者，我是忠实的传达者，我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179 故你们当因敬畏真主，服从祂的命令，远离祂的禁令，而当服从我。
180 我不为传达启示而向你们索取报酬，我的报酬只由万物的创造者承担，而不是由别人承担。
181 你们在买卖时要称足量足，不要缺斤少两。
182 当你们给别人称量时，要使用公平的称。
183 你们不要克扣他人应得的，你们不要在大地上为非作歹。

 本页小结:
1- 同性恋违背天性，是一种大罪。

2- 亲人的不信或犯罪是对宣教者的考验。

3- 世俗的关系如果不以信仰为前提，在灾难降临时是无济于事的。

4- 必须公平称量，禁止缺斤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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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你们当敬畏创造了你们和前人的主。要担心

真主为你们降临惩罚。
185 舒阿卜的族人对舒阿卜说：“你只是一个中

了邪的人，你已失去了理智。
186 你只是像我们一样的凡人，你并不比我们优

越，你怎么会成为使者呢？我们认为你是一个

说谎者。
187 如果你所说属实，你使天一块块地落到我们

头上吧。”
188 舒阿卜对他们说：“我的主最知道你们的

以物配主和罪恶，你们的任何行为都瞒不过

他。”
189 他们坚持否认，于是，他们在阴云密布的日

子里遭到了惩罚。我为他们降下了火，烧死了

他们。他们被毁灭的日子是极其恐怖的。
190 提到的毁灭舒阿卜的民众，对于能思考者确

有一种迹象，但他们多半不信仰。
191 使者啊！你的主是万能的，祂有能力惩罚敌

人，祂对忏悔者是至慈的。
192  这部《古兰经》是万物之主降示给穆罕默德

（愿主福安之）。
193 忠实的吉卜利里降示了它。
194 使者啊！把它降到了你的心灵中，以便你成

为警告世人的一名使者，警告他们真主的惩罚
195 它是以明显的阿拉伯语降示的。
196 这部《古兰经》在古代的经典中被提到过，

古代的天启经典都以它而报喜。
197 以色列后裔中的学者知道它，这难道不能作

为他们的一个迹象吗？如阿卜杜拉·本·赛俩

目。
198 假如我把这部《古兰经》降示给不会说阿拉伯语的非阿拉伯人。
199 那个人把它宣读给人们，他们不会信仰它。因为他们将说：“”我们不理解它。因此，为了让他们为此赞

美真主，祂以阿拉伯语降示了《古兰经》。
200 我就这样使犯罪者常怀否认之心。
201 他们不会放弃否认，直到看见痛苦的刑罚。
202 那种刑罚会突然降临他们，他们不知道它会何时降临。
203 当刑罚突然降临时，他们会说：“我们会被宽限吗？”
204 难道这些否认者要求刑罚早日降临吗？我们绝不信仰你，直到你使天一块块地落在我们头上。
205 使者啊！你告诉我吧 。如果我使这些拒绝信仰者继续享受一段时间。 
206 然后，他们在享受了那些恩典一段时间后，警告的刑罚降临他们。

 本页小结:
1- 穆斯林越是精通阿拉伯语，就越能理解《古兰经》。

2- 有经人中的公正者承认《古兰经》是来自真主的，这足以反驳多神教徒。

3- 否认者所享受的今世恩典是逐渐趋于毁灭，而不是真主对他们的优待。

۷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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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他们在今世所享受的恩典对他们无济于事，

那些恩典已经消失了。
208 我不毁灭任何民族，除非在派遣使者和降示

经典进行警告之后。
209 以便劝告和提醒他们。在派遣使者、降示经

典对他们进行警告之后，惩罚他们并不是对他

们的亏待。
210 这部《古兰经》不是恶魔降示给穆罕默德

的。
211 他们不应该这样做，他们也没有能力这样

做。
212 因为他们从天上遭到了驱逐，他们怎能到达

天上呢？
213 除真主外，你不要崇拜别的神。否则，你会

因此而遭到惩罚。
214 使者啊！你当警告你的亲戚，以免他们因以

物配主而遭到真主的惩罚。
215  你当温和地对待追随你的信士，对他们要同

情和慈爱。
216 如果他们违背你，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对他

们说：“我与你们的以物配主是无关的。”
217 你当把自己的事情交给万能的主，祂有能力

惩罚敌人，祂对归依祂的人是至慈的。
218 当你站起来礼拜时，祂是看着你的。
219 祂看到你率众礼拜的种种动作，你和任何人

的任何事情都瞒不过祂。
220 祂在聆听你礼拜时诵读的《古兰经》和赞

词，祂全知你的举意。

当他们妄称恶魔给先知降示了《古兰经》及穆

罕默德是一个诗人时，真主反驳了他们的谬

论，他说：
221 我告诉你们，恶魔是附在那些妄称是他们降示了《古兰经》的人身上？
222 他附在每个造谣者、犯罪者的身上。
223 恶魔偷听天界的机密，把它传授给那些占卜者，占卜者大多是说谎者，他们说的大部分是谎话。
224 你们妄称穆罕默德属于一名诗人，众诗人被迷误者正道者所追随。他们认为，他们所说的就是诗文。
225 使者啊！难道你没有看见他们的迷误吗？他们在各山谷中彷徨，有时赞美，有时谴责。
226 他们是说谎者，他们只是空谈，从不付诸行动。
227 除了那些有信仰的诗人。他们信道、行善并多多记念真主。他们在被欺压之后进行自卫，如罕沙·本·撒

比特。不义者将会知道他们的归宿是什么，他们将回归真主，接受严厉的清算。

 本页小结:
1- 证实真主的公正，否定真主的不义。

2- 恶魔绝不会接近《古兰经》。

3- 宣教者温和、慈爱的重要性。

4- 诗歌有好有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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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 章
这是麦加的，全章共计九十三节。

 本章主旨:
以最大的迹象—《古兰经》——向先知示恩，

鼓励先知感恩和坚持宣教。

 注释:
1 ｛塔，辛。｝此类经文已在《黄牛》章首

解释过。降示给你的是《古兰经》的节文，是

明确的经典，其中没有任何含混之处。凡思考

者，都会知道它是来自真主的。
2  这些经文能引人于真理，并向信仰真主和使

者的人报喜。
3  这等人完美地履行拜功，将天课交给应受之

人，他们确信后世的赏罚。
4  不信后世及其中赏罚的否认者，我装饰了他

们的恶行。他们坚持作恶，徘徊歧途，找不到

正路。
5  这等人在今世将遭到杀戮和俘虏，他们在后

世是最亏本的人，因为，他们将失去自身和亲

人，他们将永居火狱。
6  你确已从真主那里接受了这部降示给你的《

古兰经》，在造化、安排和法令中睿智的主，

对仆人的利益一览无遗全知的主。
7  使者啊！你当铭记。当时，穆萨对他的家人

说：“我看到一处火光，我将去火那里为你们

带来消息，或者拿来火把，以便你们取暖。”
8  当他来到有火处时，真主召唤他说：“在火

的附近和四周的人都蒙福佑，赞颂众世界的主

超绝万物。”
9  真主对他说：“穆萨啊！我确是万能的、至睿的主。
10  你抛下你的手杖吧！”穆萨就服从了主的命令。当穆萨看到手杖蜿蜒如蛇时，便转身而逃，不敢回顾。真

主对他说：“你不要害怕，使者们在我这里都不害怕。
11  犯罪而自欺，然后忏悔者，我对他确是至恕的、至慈的。
12  你把手插入怀中，然后抽出来，它确是白亮的，但不是由于疾病。这是派你去昭示法老及其百姓的九种迹

象之一。它们是：手、手杖、荒年、果实的歉收，洪水、蝗虫、虱子、青蛙、血液。他们确是悖逆的民众。”
13  当穆萨带着我的这些明显的迹象去他们那里时，他们说：“穆萨带来的这些迹象确是明显的邪术。”

 本页小结:
1- 《古兰经》是对信士的引导和报喜。

2- 否认真主是追随谬误、徘徊歧途的原因。

3- 真主保护祂的使者免遭不幸。

۷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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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他们否认这些迹象，但他们的内心承认它。

这是由于他们的不义和骄傲自大。使者啊！你

当思考， 在大地上作恶者的结局是怎样的。我

毁灭了他们。
15  我确已赐予达五德和他的儿子素莱曼知识，

其中包括懂得鸟的语言。达五德和素莱曼感谢

真主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祂使我们优

越于祂的许多仆人，赐予我们圣品，并制服精

灵和恶魔。”
16  素莱曼继承了父亲达五德的圣品、知识和国

权。他在谈到真主赐予他和他的父亲的恩典时

说：“人们啊！真主让我们懂得鸟的语言，使

我们获得万物的享受，真主赐予我们的确是明

显的恩惠。”
17  素莱曼的大军由人类、精灵和鸟类组成，他

们被召集到他面前，他们是部署整齐的。
18  他们一直行走，直到到达蚂蚁谷（沙姆的一

个地方），一只母蚂蚁说：“蚂蚁们啊，你们

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以免素莱曼和他的大军不

知不觉地踩伤你们。”
19  当素莱曼听到这话时，为此诧异地微笑了。

他祈祷真主说：“主啊！求你启示我，让我感

谢你赐予我和我的父母的恩典，求你引导我做

你喜悦的善功，求你借你的慈恩使我成为你的

善良的仆人。”
20  素莱曼检阅众鸟，发现戴胜鸟不见了。他

说：“我怎么不见戴胜呢？它缺席了吗？”
21  他说：“我必定要严惩它，或者杀了它，

除非它给我带来一个明证，以说明它缺席的理

由。”
22  戴胜鸟不久就回来了。它对素莱曼说：“我知道了你所不知道的事，我从赛白邑人那里为你带来了一个确

定的消息。”

 本页小结:
1- 威严之人发笑时只是微笑。

2- 感恩是众先知和贤士对真主的礼节。

3- 因故不能出席时，应向主人致歉。

4- 统治百姓要做到赏惩分明，要原谅情有可原之人。

5- 也许弱小者具备强大者不具备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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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发现一个女人统治着他们，她被赐予了力

量和权力，她坐在一个巨大的宝座上，向民众

发号施令。
24  我发现这个女人和她的臣民崇拜太阳，恶魔

迷惑了他们的行为，阻止他们遵循正道，
25  恶魔为他们美化了以物配主的罪行，这样他

们就不崇拜独一的真主，真主为他们取出在天

上遮盖的雨水，地上的植物。他知道他们隐瞒

的和公开的，任何事都瞒不过他。
26  真主，除祂外，绝无应受崇拜的，祂是伟大

阿尔西的主。
27  素莱曼对戴胜鸟说：“我要看你是诚实的，

还是说谎的。”
28  素莱曼写了一封信，交给了戴胜鸟，对他

说：“你带着我的信，去把它交给赛白邑人，

然后离开他们，看他们如何答复。”
29  女王收到了信，说：“大臣们啊，我收到了

一封贵重的信。
30  这封信是素莱曼写的，开头是‘奉至仁至慈

的真主之名。
31  你们不要骄傲，你们应当归顺我，认主独

一，放弃以物配主和崇拜太阳。’”
32  女王说：“大臣们啊，请你们为我出个主

意，我不会决定一件事，直到你们来到我面

前，并提出你们的意见。”
33  大臣们对她说：“我们是有武力的人，我们

能征善战，权力在于你，你看看你要我们做什

么，我们是有能力执行的。”
34  女王说：“帝王们如果攻入一座城市，必会

进行杀戮和掠夺，使贵族变成贱民。帝王们就

是这样做的，当他们战胜了城里的居民时，便在他们心中播下了恐惧。
35  我要派人给他们送礼，看使臣能带回来什么消息。”

 本页小结:
1- 戴胜鸟谴责赛白邑人以物配主和不信道，这证明信仰是万物的天性。

2- 对于被控告者要进行调查，研究其证据。

3- 阐明探听敌情的合法性。

4- 书信的礼仪之一是以泰斯米——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开始。

5- 在迷误者面前显示信士的尊严是应该的。

۷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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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当使者带着礼物来到素莱曼跟前时，素莱

曼责备他们说：“难道你们要以财产来资助我

吗？真主赐予我的圣品、国权和财产远胜于你

们的，而你们却以自己的礼物而洋洋得意。”
37  素莱曼对使者说：“你带着礼物回去吧。我

们必定带着他们无法抵抗的大军去讨伐他们，

我必定要把他们卑贱地逐出境外，如果他们不

来归顺我的话。”
38  素莱曼对自己的大臣说：“大臣啊，在他

们来归顺之前，你们谁能把她的阿尔西给我拿

来？”
39  一个强悍的精灵说：“在你离席之前，我把

它拿来。我是既有能力，又忠实可靠的。”
40  一位深知天经的人说：“我在转瞬之间给

你拿来，即我祈求真主把它拿来。”他就祈求

真主，真主应答了他。当素莱曼看到她的宝座

时，说：“这是我的主的恩惠，以便考验我，

看我是感恩，还是昧恩。”谁感恩，只是对自

己有益，真主是无求的，仆人的感谢于祂无

益；谁昧恩，我的主无求于仆人的感谢。
41  素莱曼说：“你们把她的阿尔西改装一下，

看看她是否能认出自己的阿尔西。”
42 当女王来到素莱曼跟前时，有人试验她

说：“这像你的阿尔西吗？”她回答说：“好

像就是。”素莱曼说：“在她之前，我们已获

得知识，我们是服从真主的命令的。”
43  她舍真主而跟随她的民众崇拜，效仿他们。

她曾经是一名否认真主的民众，是和他们一样

的不信道者。
44  有人对她说：“你进入那座宫殿吧。”当她

看到宫殿时，以为是水，便提起衣服，露出了小腿。素莱曼说：“它是用玻璃建造的光滑的宫殿。”他号召她

信仰真主，她应答了他的号召。她说：“主啊！我曾崇拜除你之外的，我确已自欺了，我与素莱曼一起归顺全

世界的主。”

 本页小结:
1- 信仰的尊严使信士不受今世浮华的影响。

2- 贪恋物质是不信道者的属性。

3- 面对真主的恩典，信士能保持清醒。

4- 测试对手的智力，是为了以恰当的方式与之交往。

5- 突出自己的实力，以便影响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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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我确已派遣撒立哈去劝化赛莫德人，他对他

们说：“你们当崇拜独一的主。”面对劝化，

他的族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信仰者，一类是否

认者。他们互相争论，谁是坚持真理的。
46  撒立哈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在恩惠之

前要求刑罚早日实现呢？你们怎么不祈求真主

饶恕你们的罪恶，以便你们得到怜悯呢？”
47  他的族人对他说：“我们因为你和你的信徒

而遭到厄运。”撒立哈对他们说：“你们的厄

运是真主注定的，真主是全知一切的。真主为

你们注定的福祸都是对你们的考验。”
48  当时，城里有九伙人，他们在大地上为非作

歹，不做好事。
49  他们互相说：“你们每个人都发誓吧，我

们必定在夜间谋害他”，然后，我们对他的

主说：“我们没有杀害撒立哈和他的家人，我

们说的是实话。”
50  他们策划阴谋，以谋害撒立哈和追随他的信

士，我也在用计谋，以便援助和拯救他，但他

们不知道。
51  使者啊！你看看，他们的计谋的结果是怎样

的？我彻底毁灭了他们，一个也没有剩下。
52  那是他们的房屋，由于他们的不义而遭受的

惩罚，对于信士是一种教训，他们是从各种迹

象中汲取教训的人们。
53  我拯救了撒立哈族中的信道者，他们敬畏真

主，服从祂的命令，远离祂的禁令。
54  使者啊！你当铭记鲁特。当时，他对族人

说： “难道你们要在你们的会所中公开地干

丑事吗？ 
55  你们舍女人而以男人满足性欲，你们放荡不羁，不要子嗣，只是为了满足兽欲，你们不知道信仰和纯

洁。”

 本页小结:
1- 求恕是获得真主慈恩的因素。

2- 以某人某物为不吉不是信士的属性。

3- 对坚持真理者使用诡计的结果是可悲的。

4- 公开犯罪比秘密犯罪更丑恶。

5- 谴责犯罪者是必须的。

۸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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