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  信士们啊！你们以优美的方式和最佳的技巧

与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对话和辩论，那就是以

劝诫和明证而宣教。除非面对他们中顽固不化

和骄傲自大之人，他们向你们宣战，你们就杀

戮他们，直到他们缴械投降或缴纳保护金，他

们确是卑贱之人。你们对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

说：“我们归信真主降示给我们的《古兰经》

，归信曾降示给你们的《讨拉特》和《引直

勒》。我们的主和你们的主确是同一的主，祂

的神性、化育性和完美性是无可比拟的。我们

只服从祂，只归顺于祂。”
47  正如在你之前我曾降示了诸多经典，我也向

你降示了《古兰经》，他们中一部分人例如：

阿卜杜拉·本赛俩目诵读《讨拉特》，当他们

发现它符合他们经典中所描述的特征后就信仰

了它。这些以物配主者中有人信仰它，惟冥顽

不灵的坚持不信道和否认明显真理的不信道者

否认我的迹象。
48  使者啊！在《古兰经》之前你未曾读过任何

书籍，也未曾写过任何东西，因为你是一位即

不会书写，又不会阅读的文盲。如果你能写会

读，那人们当中的愚者就会怀疑你的圣品，就

会妄言你抄袭先前的典籍。
49  降示给你的《古兰经》其实就是有知识的信

士心中明显的证据。只有否认真主，以物配主

的不义之人才会否认我的迹象。
50  以物配主者说：“怎么没有从其养主那里降

示给穆罕默德一种曾降示给他之前使者的迹象

呢？”使者啊！你对这些提议者说：“一切的

迹象均掌握在清高伟大的真主手中，祂意欲何

时降示就会降示。我没有降示它的权利。我只是对真主的惩罚向你们提出明显的警告。”
51  使者啊！难道我降示给你的、让他们宣读的《古兰经》不足以成为这些提议者的迹象吗？降示给他们的《

古兰经》中确实有对信士们的仁慈和劝诫，他们可从中获益。故降示给他们的完全胜于其提议曾降示给之前使

者们的经典。
52 使者啊！你说：“清高伟大的真主足以见证我所带来使命的真实性和你们对它的否认。祂彻知天地间的一

切事情，无一能对祂隐瞒。舍真主而崇拜他物者，确已否认了最应崇拜的独一的主，这等人，因以不信道而置

换信仰，确是亏折之人。”

 本页小结:
1、	与有经之人争辩应采取最佳方式。

2、	不加区别的信仰所有的使者和经典是信仰正确的条件。

3、	最贵的《古兰经》是证明先知（愿主福安之）真实的、永久的迹象和常态化的证据。

۱۰۳

蜘蛛 章 第21部分402

笔记: translate@mokhtasr.com



53  使者啊！以物配主者急于你所警告他们的惩

罚早日降临他们。如果真主为他们的惩罚限定

了日期，就不会应他们的要求而提前或推后，

那惩罚将在他们无法预料之时，突然降临他

们。
54  他们急于你所警告他们的惩罚早日降临。真

主为不信道者允诺下的火狱必定包围他们，他

们无法从中逃脱。
55  那日，惩罚将从他们的头顶降下，并且成

为地褥从他们的脚下降临，真主将指责他们

说：“你们去尝试你们所做的以物配主和违法

之事的恶果吧！”
56  信仰我的仆人啊！你们从无法崇拜我的大地

上迁徙吧！我的大地是广阔无限的，你们只崇

拜我，不要以任何物而举伴我。
57  畏惧死亡不能阻止你们迁徙，每一个生命都

将尝试死亡。之后，你们在复活日都将回归到

我这里，接受清算和回报。
58  信仰真主并立行近主之善功之人，我必使他

们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并永居其中。服从真

主者的这项回报真优美啊！
59  能坚忍服从真主，并摒弃作恶的人的回报真

优美啊！他们在一切事务中只信托其养主。
60  所有的动物—其数量巨大—不能担负自己的

给养。真主毫无困难的给予它们和供养你们。

故你们不能因害怕饥饿为借口而放弃迁徙，祂

是全聪你们的言语，全知你们的意图和行为

的。任何事都无法隐瞒祂，祂将以此报偿你

们。
61  使者啊！如果你询问这些以物配主者：“谁

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又是谁制服了日月，使它俩相互交替？”他们必定会说：“是真主创造了它们。”那他

们怎么还舍独一的真主，而去崇拜对他们毫无裨益的其它神灵呢？
62  真主以其智慧给予祂所意欲者宽宏的给养，并限制祂所意欲之人，祂对于万事是全知的，任何事无法隐

瞒祂，任何有益于其仆人的裁夺都无法隐瞒祂。
63  使者啊！如果你询问以物配主者：“谁从天空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生长?”他们必

定说：“从天空中降下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的是真主。”使者啊！你说：“一切赞颂全归为你们降

下明显证据的真主，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此确实不知。如果他们知道，必定不会以对他们毫无裨

益的偶像而以物配主。”

 本页小结:
1、	不信道者急于降临惩罚，证明了他们的愚蠢。

2、	迁徙之门为宗教的平顺而敞开。

3、	阐明坚忍和信托真主的优越。

4、	承认真主的养育性而不承认其神性，是无法使其得以拯救和信仰的。

۱۰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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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今世充满私欲和享乐的生活，只是对心系享

乐之人的娱乐和游戏，它将很快地消逝。而后

世的生活确是真实永恒的，如果他们知道这

些，就不会舍弃永恒的而替代消逝的。

真主记录下以物配主者的矛盾，当询问是谁创

造了天地，他们承认真主的养育性；当要求他

们崇拜真主时，他们却否认了真主的神性。真

主记下他们的另一个矛盾是，当他们害怕溺死

时，承认真主的独一；当他们平安到岸时，又

返回到以物配主中。他说，
65  如果以物配主者乘船在大海中，他们虔诚地

祈求独一的真主拯救他们免于溺死；当他们得

救后，又返回成为以物配主者，崇拜他们的神

灵。
66  他们返回成为以物配主者，并否认真主给予

他们的恩典。让他们享受给予他们的这今世浮

华，他们在死后就将知道惩罚的恶劣！
67  这些否认真主给予他们恩典之人，难道没有

看到当真主拯救他们免于溺死是对他们的另一

个恩典吗？即我使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得以保

全。而与此同时，其他人却在遭受着掳掠——

他们面临厮杀，俘虏，以及妇女和子嗣被充为

奴仆，财产被掠夺，难道他们还信仰他们的邪

神吗？他们否认真主的恩典，并不感谢真主！
68  假借真主名义撒谎，并以物配主，或否认使

者所带来的使命之人，还有谁比其更不义的

吗？毫无疑问，火狱就是不信道者和类似之人

的归宿。
69  为寻求真主的喜悦而以生命为主道奋斗者，

我将引导他们走上端正的正道，真主以其佑

助、胜利和指引与行善者同在。

罗马人	章
这章是麦加的，全章共计六十五节。

 本章主旨:
阐明宇宙的真相，宇宙的各种事务、情况和事件只归于独一真主的安排。就像清高真主所说的：“以前和以后

的，凡事归真主主持”一样。

 注释:
1 ｛艾列弗，俩目，此类经文已在《黄牛》章首论述过了。
2  波斯人战胜了罗马人，
3  在沙姆地区离波斯帝国最近的地方，罗马人被波斯人打败后，将战胜波斯人，
4  在最少三年、最多不超过十年的时间段里。罗马人胜利前后，所有事务都归于真主，罗马人战胜波斯人的

那天，信士们将要欢喜。
5  他们欢喜真主援助罗马人获胜，因为罗马人是有经之人。真主意欲使谁胜利或败北就使谁胜利或败北。祂

是万能的、永胜的、对信士是仁慈的。

 本页小结:
1- 以物配主者在有难时皈依真主，忘却了他们的偶像；安逸时他们却以物配主。这是他们不义的证据。

2- 为主道而奋斗是成功通向真理的媒介。

3- 《古兰经》所述幽玄之事，证明它来自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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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场胜利是来自清高真主的许诺，胜利的实

现坚定了信士们对真主许诺的信心。而大部分

人因不信道，对此无法知晓。
7  他们不懂得信仰和教律的规定，只了解与生

计来源和物质文明建设相关的今世生活的表

面，对于真正生活的家园——后世，他们反对

和无视。
8  难道否认使者的以物配主者，没有扣心自

问，真主是怎样创造了他们及万物吗？

真主只以真理创造了天地万物，这不是徒劳，

祂为天地在今世的存在设置了一个定期。很多

人不相信复活日与真主相会，故他们不以取悦

他们的主的善行而为复活做准备。
9  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而观察前人否

认使者的结局吗？那些前人比他们更强大，在

地方的耕耘、建设也胜过他们。当他们的使者

带着认主独一的证据和明证来临他们时，他们

予以否认。他们的毁灭并非真主亏枉他们，而

是他们自身，以不信道带来毁灭的诱因而亏枉

了自己。
10  以物配主和作恶者的行径真恶劣！他们的结

局极为糟糕！因为他们否认、挖苦和嘲笑真主

的迹象。
11  真主无先例地创造了众生，然后使他们灭

亡，然后再造他们，然后在复活日你们只回归

于祂，并接受祂的清算和赏罚。
12  复活之时刻，犯罪的人，因坚持不信真主而

对真主的仁慈感到失落，他们的希望将破灭，

他们不信道的借口已荡然无存。
13  他们在今世崇拜的偶像，没有为他们说情、

拯救他们脱离惩罚，且否认他们以物配主的行为。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那些曾被配主的神灵丢弃了他们，因为

他们同是遭毁灭的。
14  复活日那天，人们根据今世所行而获得不同的报酬，要么高高在上，要么被贬至最低。
15  至于信道且为取悦真主而行善者，将进入乐园，他们为自己所获永久不竭的恩泽而欢喜。

 本页小结:
1- 着眼对今世（再）有益的事务，却忽略了后世，这样终究无益。

2- 人的生命与宇宙万物中的真主的迹象，足以证明真主的独一。

3- 真主在复活日将提升信士、贬低不信道者。

۱۰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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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至于不信真主、否认降示于我的使者的迹

象、否认复活和清算者，他们将永远被拘禁在

惩罚中。
17  当夜幕降临时，你们应赞美真主，那正是昏

礼和宵礼时刻；当早晨来临时，你们应赞美真

主，那正是晨礼时刻。
18  赞颂只归清高的真主，诸天中有众天使赞美

祂，大地上有被造物在赞美他。当傍晚来临

时，你们赞美真主，那正是晡礼时刻；当正午

来临时，你们赞美真主，那正是晌礼时刻
19  真主从死物中造出活物，比如从精液中创造

出人、从鸡蛋中孕育出雏鸡；祂从活物中创造

出死物，比如从人体中生出精液、从母鸡中生

出鸡蛋。祂使旱灾后死亡的大地复活，比如借

雨水生出谷物。你们将会像大地上生出谷物一

样从坟墓中出来，以便接受清算和报酬。
20  人们啊！证明真主大能和独一性的伟大迹象

有：你们的祖先和你们从泥土中的被造，然后

你们繁衍后代，分散于大地的东西各地。
21  人们啊！证明真主大能和独一性的伟大迹象

还有：祂从你们同类中为你们创造了配偶，以

便你们依恋她们，使你们互为慰藉，使你们相

互恩爱和牵挂。对于能思维、且从思维中受益

的民众，这其中皆存有明显的证据。
22  证明真主大能和独一性的伟大迹象还有：祂

创造天地万物，其中人类语言不同，肤色各

异。对于真知灼见之士，这其中有很多明显的

证据。
23  证明真主能力和独一性的伟大迹象还有：你

们在夜间和白昼的睡眠，以便工作劳累后休

息。祂的迹象还有，祂使白昼成为你们四散为寻求主的恩惠的时刻，这对于能聆听和思维的民众确有很多明

证。
24  证明真主大能和独一性的伟大迹象还有：祂使你们目睹天空的闪电，其中有你们惧怕的雷声和期望的雨

水，并为你们从天空降下雨水，生出各种植物，借以复活干旱后的大地。对于有智慧的人其中确有很多明证，

他们以此作为死后复活和清算及报酬的证据。

 本页小结:
1- 仆人把时间用于礼拜和赞美真主，这是获得优美结局的标志。

2- 以生命的延续更迭证明复活，因为真主从死物中生出活物，从活物中生出死物。

3- 真主的迹象蕴藏于我们的生命和宇宙万物中，惟获真主赋予感性与理性的恩泽者方可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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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证明真主大能和独一性的伟大迹象还有：穹

苍和大地依清高真主的意志而矗立。然后，当

天使吹响号角，真主呼唤大地上的你们时，你

们便从坟墓中立刻出来，以做清算和报酬。
26  天地万物，只属于独一的祂，大地上的一切

都由祂掌控、创造和定制，天上和地上的一切

被造物，都顺从于祂，遵守祂的命令。
27  清高的真主史无先例地创造众生，然后在毁

灭他们后又再造他们，再造比初造更容易。对

于真主，初造和再造都很容易。因为，祂欲创

造某物时，只对那事物说：“有”，那事物便

有了。清高的真主享有所有对祂尊严和完美的

最高典型的描述，祂是万能的、不可战胜的，

在创造和管理上，祂是至睿的。	
28  以物配主者啊！真主为你们以你们自身设了

一个比喻。你们的奴隶和奴婢中有和你们共同

平等分享你们财产的同伴吗？你们害怕别人与

你们共同分配你们的财产，你们相互畏惧自由

的、同等人的分割自己的财产吗？毫无疑问，

你们不喜欢那样。真主更不会有来自被造物和

奴仆中的伙伴分其权利。设立这样及其他的比

喻，为有理智者阐明各式证据，因为他们才是

其受益者。
29  他们的迷误并不因为证据的缺失或模糊，而

是因为他们追随私欲和对他们父辈的效仿。真

主使其迷误者，谁又能引导他走向正道呢？他

们没有援助者，为他们抵御真主的惩罚。
30  使者啊！你和跟随你的人，当放弃所有宗

教，而趋向真主为你指明的的正教。真主赋

予人的本性是伊斯兰教，真主的创造绝无可替

代。那是端庄的正教，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宗教就是真理的宗教。
31  你们当为自己的罪行向真主忏悔并归依祂，你们当敬畏祂，遵循祂的命令、远离祂的禁令，完美拜功，不

要成为违背天性的以物配主者，他们以物配主并加以崇拜。	
32  你们不要成为变更自身宗教的以物配主者，他们信仰其中一部分，否认另一部分。他们分裂成很多宗派和

分支，每个宗派都乐此不疲地奉行自己的荒谬，并认为只有自己是正确的，其他宗派都是荒谬的。

 本页小结:
1- 所有被造物，或强迫或自愿地顺从真主。

2-		复活如同初次被创造的证据极为明显。

3-		私欲只会导人至迷误和暴虐。

1- 伊斯兰教是健全天性的宗教。

۱۰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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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当以物配主者遭遇疾病、贫穷和旱灾时，他

们祈祷独一的主，向祂哀求和诉苦，求真主拯

救他们脱离灾难。然而，真主一旦施以恩惠拯

救他们，他们中一部分人立刻返回以物配主的

行径中。	
34  如果他们辜负真主的恩惠，包括拯救他们脱

离灾难的恩典，叫他们享受当下的生活吧！在

复活日，他们将亲眼见证，他们曾处在明显的

迷误中。
35  是什么教唆他们以物配主呢？他们没有任何

证据！我没有赐予他们任何经典作为他们以物

配主的依据！他们没有任何一部论述他们以物

配主的经典，可以证实他们不信道的正确！
36  如果我让人们品尝我的一种恩典——比如健

康、富有，他们就沾沾自喜且自大。假若，他

们因自身作恶而遭难——比如疾病、贫穷时，

他们就对真主的恩典失望，对自己摆脱困难绝

望。		
37  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吗？真主增加祂所欲的仆

人的恩典，以考验其是感恩？还是负恩？真主

使祂所欲的仆人窘迫，以考验他是坚忍？还是

愤怒？使部分仆人的给养宽裕，而使另一部分

仆人的给养窘迫，对于信士们，这其中确有真

主仁慈和关怀的很多明证。
38  顺从的人啊！你当给予近亲所应得的孝敬和

接续。给予有需求者所需求的，给予旅途盘缠

拮据者应得的，这些付出对想要获得真主喜悦

的人是最好的，这些帮助和财物的给予者，将

依他们的施予获得他们诉求的乐园，远离他们

畏惧的惩罚。

在阐明何为接近真主的善功时，真主又阐明了不求真主恩惠的人的所求，即今世廉价的诉求。
39  故真主说：“你们将财物借给他人，以谋收回更多钱财的人，在真主那里，他的回赐不会增加。欲得

真主喜悦，将我赐予的财物借给他人，以解其需求，而不求人们的荣耀和回报，这等人，真主必成倍增加其报

酬。”
40  真主独立创造了你们，然后施以给养，之后使你们死亡，然后复活你们，难道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偶像能

做到其中任何一件事情吗？真主超越以物配主者的托辞和想象。
41  因人们所行的罪恶，生活资料的匮乏及人类患病、流行病的发生等因素灾祸已显现于大陆和海洋，这是真

主对他们今世部分恶行的惩罚，以便他们觉悟并忏悔。

 本页小结:
1- 获得恩典便沾沾自喜，遭遇窘境就绝望于真主的恩惠，这是不信道者的两种品德。

2- 将钱财交付于应受之人，是获得赏赐的因素。

3- 废除高利贷，将钱财用于主道的报酬会加倍。

4- 因流行病和环境的破坏等罪行带来的影响已是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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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使者啊！你对以物配主者说：“你们在大地

上行走吧！观察你们之前否认使者的民众的结

局如何？他们的结局是很恶劣的，他们大部分

都是以物配主者，他们以物配主并加以崇拜，

所以，是他们以物配主的行为致使他们走向毁

灭。
43  使者啊！不可逆转的复活日来临之前，你当

趋向端庄的正教——伊斯兰。在那日，人们将

相互分离。一部分人进入乐园，享受恩泽；而

另一部分进入火狱，接受惩罚。
44  谁否认真主，谁将受其不信的恶报——即永

久的火狱。谁以求真主的喜悦而行善，为自身

谋其善果，他们就在为进入永居其中的乐园和

恩泽做准备。
55  奖赏属于信道且为获得真主喜悦，而行善的

人。清高真主不喜悦否认真主及其使者的人，

而且极为痛恨他们，并将在复活日惩罚他们。
46  人们啊！证明真主大能和独一性的伟大迹象

还有：祂派遣风向信士预报雨水临近的喜讯，

然后借雨后土地的肥沃和柔软向你们施恩；船

舶以祂的意欲在海洋行驶，以便你们在海洋商

贸中寻求祂的恩典。你们感恩真主赐予你们的

恩典，真主就加倍赏赐你们。
47  使者啊！在你之前我确已派遣很多使者，带

着证实他们诚实的证据去劝诫各自的族人，那

些族人否认了使者带给他们的教诲，故我惩罚

了那些犯罪的族人，以我的惩罚毁灭了他们，

并拯救了使者和信士们免遭毁灭。拯救信士和

援助他们是我的责任。
48  清高的真主派遣风，又借风吹动兴起了云，

然后任意使云或多或少聚散于天空中，且将云分为许多块。善于观察的人们啊！你们看到雨从云中落下，当祂

使雨水落到祂所意欲的仆人处时，那仆人便因真主对他们的恩赐，以及雨后大地生出他们和牲畜所需的谷物而

欢乐。	
49  在真主降下雨水之前，他们对于雨水降于他们是沮丧的。
50  使者啊！你看真主赐予众仆雨后恩典的效果吧！祂怎样在干旱和枯竭后，借生出的各类植物使大地复活，

使干旱后的大地复活者就能使死物复活，祂确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的。	

 本页小结:
1- 派遣风、降下雨、海洋中船舶的运行，这些恩典都值得我们感恩真主。

2- 毁灭犯罪者、援助信士是真主的常道。

3- 干旱后大地的复苏证明了复活。

۱۰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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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假如我派遣一阵风，吹毁了他们的庄稼和植

物，他们看到自己曾绿油油的庄稼变成了黄色

的，看到这一切，他们更否认之前真主赐予他

们的诸多恩典。
52  你不能使死者，也不能使聋者聆听你的教

诲。他们的远离已确定了不愿聆听。同样，你

也不能引导像这些不愿受益且反对聆听教诲的

人。
53  你不能引导迷失正道者回归正道，你只能使

信仰我的迹象者聆听你的教诲，因为他们受益

于你所讲的，他们听从真主的命令，归顺于

祂。
54  人们啊！真主从卑贱的液体创造了你们，然

后，从微弱的幼年使你们进入壮年，然后，使

你们在壮年后进入年迈的微弱和虚弱，真主创

造祂所意欲的微弱和强壮。祂是全知万物的，

任何事物都无法对祂隐藏，祂是万能的。		
55  复生之日，犯罪者发誓他们在坟墓里只呆了

一霎间，他们被阻止知晓在坟墓里逗留的时

间，如同他们曾在今世被阻碍真理一样。
56  被真主赋予了知识的先知和天使们说：“依

真主的前定，你们从被造一直逗留至你们否认

的复活之日，但是，你们不知道复活日将真的

来临，你们曾经否认复活。”
57  真主复活众生接受清算和报酬。不义者寻找

的借口无益于自身，他们也不得以忏悔和求饶

祈求真主的喜悦，对此他们已错失良机。
58  真主为人类在这部《古兰经》里设立了很多

比喻，以示对他们的爱护，为他们阐明真理和

荒谬。使者啊！当你昭示他们一种迹象时，不

信真主者必说：“你们所说的只是荒诞的言词而已。”
59  就如你昭示他们一种迹象，他们不信的心被封闭一般，所有那些不了解你带给他们真理的人们，真主封闭

了他们心。
60  使者啊！你当坚忍你的族人对你的否认，真主许诺你胜利和毫无置疑的得势，你不要因不信自己能被复活

之人而急躁并放弃坚忍。

 本页小结:
1- 遭遇困难时，不信道者对真主的恩典表示沮丧。

2- 真主是导人至正道的，而非使者（愿主福安之）。

3- 生命的不同阶段是对思索者的一种借鉴。

4- 封闭某些人的心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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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格曼	章
这章是麦加的，全章共计三十四节。

 本章主旨:
以鲁格曼为例，展示符合教律的智慧。

 注释:
1 ｛艾列弗，俩目，米目｝,此类经文已在《

黄牛》章首论述过了。
2  使者啊！这些是以智慧而降示于你的经典节

文。
3  它是行善者的引导和恩惠，他们履行对主的

义务和仆人的责任。
4  他们以最完美的形式履行拜功、完纳天课。

他们确信在后世将被复活、清算和报酬。
5  具有这等品德之人，得到来自他们主的引

导，获得了自己所希翼的，并远离自己畏惧

的，故他们是获胜者。

真主提及行善者的品德时，也提及了做恶者的

品行，他说：
6 “有的人-比如象奈祖尔•本•哈里斯这样的

人，选择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远离真主的宗

教的言语，视真主的经文为笑柄并加以嘲弄。

在后世，具有这样行为之人，将遭受凌辱的刑

罚。	
7  当有人对他诵读我的迹象时，他高傲地转身

而去，好像没有听到，好像他们两耳有疾，阻

碍他们听力。使者啊！你当以等待他的重大惩

罚向他报喜。”
8  信道且行善者，得以进入恩泽的乐园，他们

将享受真主为他们准备的恩典。
9  他们永居其中。这是真主对他们真实的许诺。祂是清高的、万能的、不可战胜的主，祂的创造、裁夺和教

律确是至睿的。
10  清高真主创造了没有支柱而升起的诸天，在大地上树立了众山用以固定大地防止摇晃，并在大地上散布

了各种动物，又从天空降下雨水，且借雨水生出各色谷物，以便人类和动物受益。
11  这些都是真主的创造。以物配主者啊！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偶像）创造了什么呢？不义者明显处于远离

真主的迷误中，他们崇拜养育他们的真主，同时，还崇拜不能造化任何东西的偶像，而他们自身就是被造化

的。

 本页小结:
1- 顺从真主可致今后两世的成功。

2-		禁止任何阻碍正道的言行。

2- 高傲是追随真理的绊脚石。

3- 真主独自创造了万物，不信道者所崇拜的偶像什么也不能创造。

۱۱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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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确已赐予鲁格曼宗教的智慧和处事的坚

定，我对他说：“鲁格曼啊！你当感谢你的主

赐予你顺从的成功。谁感激他的主，他的感激

必将回报于自身，真主是无求于他的感谢的。

谁否认真主赐予他的恩典，背叛了清高真主，

他的背叛将损伤他自身，丝毫不会损伤真主。

真主无求于他的被造物。无论任何情况下，真

主都是被赞颂的。
13  使者啊！你当铭记，当时鲁格曼鼓励他儿

子行善，警告他恶性的后果时说：“孩子啊！

你不要以物配主而崇拜，以物配主是最大的罪

行，是对人性的大逆不道，是永居火狱的行

径。”
14  我命人在不违背真主的情况下孝敬父母，

他的母亲在腹中辛苦地怀他，哺育他两年后

断乳，我对他说：“你当感激真主赐予你的恩

典，感激你的父母对你的抚育和呵护，惟我是

你们的归宿，我将根据每个人应得的施以报

酬。
15  如果父母命令你以物配我，你不得顺从他们

俩。因为，不能听从被造物而行悖逆创造主之

事。在今世，你要善待和孝敬他俩，当遵守以

认主独一和顺服皈依我者的道路；复活日，你

们统统只归我，我要将你们在今世的行为告诉

你们，并依此进行报酬。”
16  鲁格曼说：“孩子啊！善恶的行为，哪怕像

隐藏在石块里、无法看见的芥子一样大小，或

位于天地间任何一处，在复活日，真主都将使

其显现，并将依此报酬众仆。真主是明察的，

任何细微都无法隐藏，祂是彻知万物及其处所

的。
17  孩子啊！你当完美地履行拜功，劝善止恶，当坚忍为此而遭遇的艰难。你所奉行的是真主决心要你做

的，故你毫无选择。
18  不要藐视众人而转过脸，不要在大地上高傲地、自视清高地行走。真主确是不喜欢傲慢行走的、因获恩典

而傲视众人的以及不感谢真主的矜夸者。
19  你当不紧不慢地稳步而行，以示庄重。降低你的声音，以免伤及他人。最讨厌的声音，确是聒噪吵人的驴

叫声。”

 本页小结:
1- 清高真主详细描述一名母亲怀孕和生育的辛苦，说明了要更加地孝顺母亲。

2- 顺服的益处和悖逆的坏处终将回报仆人自身。

3- 父母当精心教导和培育孩子。

4- 伊斯兰礼仪涉及了个体和集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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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人们啊！难道你们没有看到，真主为你们提

供了从太阳、月亮、星辰等天体星球中受益的

便利，又为你们提供了从牲畜、树木、植物等

大地上事物中受益的便利。祂为你们完成了面

容美、体型优等外在的各种恩典，又为你们完

成了智慧、知识等内在的、隐藏的各种恩典。

尽管有种种这些恩典，仍有人争论真主的独一

性，他们没有来自真主启示的知识，也无来自

真主降世的灿烂的经典。
21  如果有人对这些争论者说：“你们当遵守真

主降示给他的使者的启示。”他们便说：“不

然！我们遵循我们先辈遗留的宗教。”难道，

恶魔叫他们因崇拜偶像而在复活之日去受酷

刑，他们也要遵循他们的先辈吗？
22  谁诚心归信真主且行善，他确已把握住了渴

望得救者能把握的最坚固的把柄，他不恐惧这

把柄会折断。万事的结局和归宿只归于真主，

祂将根据每个人行为的应得进行报酬。
23  使者啊！至于不信道者，你不要为他们的不

信而忧愁，在复活之日，他们的结局只归于

我，我将把他们在今世的恶行告诉他们，并依

此进行报酬。真主彻知人们的内心，任何事物

都无法隐瞒于他。
24  我给予他们各种快乐，让他们在今世短暂的

享受，然后，在复活日，我将使他们处于重大

的刑罚之中，那是火狱的刑罚。
25  使者啊！假若你问这些以物配主者，谁创造

了诸天和大地？他们必定说：“是真主创造

的！”你对他们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祂使你们的托辞呈现出来。”他们大部分人由

于愚昧而不知道谁值得赞颂。
26  天地万物的创造、权利和掌控全归于真主，真主无求于所有被造物，祂是今世和后世被赞颂的。
27  假若把大地上所有树木砍伐削成笔，将海水当做

墨汁，再增加上七海的墨汁，也写不尽真主的言辞，祂的言辞是无穷无尽的。真主是万能的，是亘古永胜的，

是创造和管理的至睿者。
28  人们啊！创造你们和复活日为你们清算和赏罚的复生，就如同创造及复活一个人那样容易。真主是全聪

的，任何声音无法妨碍祂听取其他声音；祂是全监的，任何物无法妨碍祂观察其他众物，如此这样，创造一个

生命或使其复活，也不能妨碍祂创造、复活其他生命。

 本页小结:
1- 真主给予的恩典，是让人们用此感谢祂、信仰祂，而非以此悖逆祂。

2- 盲目的袭从，特别是信仰领域的承袭的危险。

3- 服从和归顺真主，以及为取悦真主而行善的重要性。

4- 真主的言辞永无止尽。

۱۱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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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难道你没有看见，真主截夜补昼，截昼补

夜，太阳和月亮都在各自轨道的运行，至一定

的期限。真主彻知你们的行为，你们的任何事

务都不能隐瞒他，他将依此赏罚你们。
30  这些安排和策划，见证了真主独一的事实，

祂的自身、属性和行为都是真实的，舍真主

而以物配主的崇拜，是毫无依据的谬论；真主

自身的强大和对万物的能力是至高的，是至大

的。
31  D难道你没有看见，船舶以祂的安排在海洋

上行驶吗？人们啊！真主欲让你们看见证明祂

能力、清高和仁慈的诸多迹象。对遇难坚韧之

人和获恩感谢之人，此中确有许多证明祂大能

的迹象。
32  当他们被山岳和乌云般大浪笼罩时，他们

虔诚敬意的只向真主祈祷。当祂答应他们的祈

祷，拯救他们返回陆地，免遭海水淹没时，他

们中的正直者没有完美履行应有的感谢义务；

而背信弃义者和辜恩者否认我的迹象。前者向

真主许诺	‘假若真主拯救我，我必成为感谢的

人’，而后背信违诺；后者否认真主赐予的各

种恩典，且从不感谢祂。
33  人们啊！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顺从祂的

命令，远离祂的禁戒。你们要畏惧那一日，父

亲对于儿子毫无裨益，儿子对于父亲也毫无裨

益。真主许诺复活日的赏罚是真实来临的，你

们切勿让欲望和娱乐充斥的今世生活欺骗了你

们，切勿让妄称真主会宽容你们并推迟对你们

的惩罚的恶魔欺骗了你们。
34  惟真主掌握着复活日的信息，祂知道何时来

临；祂依祂所意欲降下雨水；祂知道子宫里胎儿是男婴，还是女婴；是可怜的，还是幸福的；任何人都不知道

自己明天将得到的是好，是坏。惟真主知道万事万物。真主是全知的、彻知的，任何事物都无法隐瞒祂。

 本页小结:
1- 昼夜的截补和更迭，太阳和月亮的顺服，均是证明清高真主万能的证据，是值得我们感谢的恩典。

2- 坚忍和感谢是重视真主迹象的两条途径。

3- 对复活日的畏惧，会提醒人们避免今世的高傲，免于听从恶魔的教唆。

4- 真主全知一切幽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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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头	章
这章是麦加的，全章共计三十节。

 本章主旨:
阐明真理的依据及《古兰经》依此降示的证

据，其中有创造的事实和人类的情况。

 注释:
1 ｛艾列弗，俩目，米目。｝，此类经文已在

《黄牛》章首论述过了。
2  这部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带来的《古兰

经》，是众世界的主启示给他的，是毋庸置疑

的。
3  这些不信道者说：“《古兰经》是穆罕默德

以他的主的名义捏造出来的。”事情并非如

此，使者啊！这确是毫无疑问的，降示自你的

主的真理，以便你警告在你之前没有任何使者

来临他们，警告他们真主的惩罚，以便他们遵

循和跟随真理，并依真理而行事。
4  真主在六天内创造了诸天和大地，以及天地

间的万物，祂可以在比眨眼还短的时间里创造

它们，然后升上那符合祂尊严的阿尔西。人们

啊！除祂外，你们没有任何的监护者，或在真

主那里替你们说情的说情者。难道你们不思索

吗？你们当崇拜创造你们的主，不要崇拜除祂

以外的。
5  人们啊！清高真主治理诸天和大地上所有事

物，之后，这些事物在一天内升至祂那里，那

一日的长度是你们今世所谓的一千年。
6  治理这一切的是全知幽明的真主，任何事物

都无法隐瞒祂，祂是不可战胜的万能者。对敌

人，祂是严厉的；对信士，祂是仁慈的。
7  祂精制祂所创造的万物，他史无先例地用泥土开始创造了阿丹。
8  之后，祂从流出的精液创造了他的后代，
9  然后，完美创造健全的人类，奉命吹灵魂的天使将灵魂吹入人体内。人们啊！祂为你们创造了能聆听的听

觉、能观看的视觉、五脏六腑以及能感知的心灵。你们对真主的这些恩典很少表示感谢。
10  否认复活的以物配主者说：“如果我们死去，被埋在土里，身体化为尘土，我们还会被再次复活？这不合

情理。”他们否认和不信复活。
11  使者啊！你对这些否认复活的以物配主者说：“真主委派的取命天使将使你们死亡。然后，在复活日，你

们只被归于祂，以进行清算和惩罚。”

 本页小结:
1- 派遣使者的哲理是引导各自族人走上正道。

2- 确定真主	“升”的属性，不得以此比喻和拟人。

3- 尽管证据已明显，以物配主者仍否认复活。

۱۱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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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复活日，犯罪者因否认复活日而垂头丧气地

成为低贱者，他们沮丧地说：“我们的主啊！

我们已看到我们曾否认的复活，听到了来自你

的使者的真实，求你使我们返回今世生活，我

们一定干取悦你的善行，我们现在笃信复活及

使者们带来的劝诫。”但愿你看见犯罪者的这

种情况，那确是严重的事件。
13  假若我欲赐每个人引导和成功，我必能做

到。但是，我以智慧和公正已经确定，复活

日，我必以人类和精灵中的不信道者填满火

狱，那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不信道和迷误之途，

放弃了信仰和正道。
14  复活日，一个叱责和谴责的声音对他们

说：“你们为在今世忽视复活日会见真主，品

尝对你们清算的惩罚吧！”我使你们被置于惩

罚中，无暇顾及你们所受的刑罚。你们将因今

世的悖逆而饱尝不间断的、永久的火狱。

提及犯罪者情况时，真主也提及了信士们的状

况。
15  祂说：“确信我降于使者的迹象之人，当有

人以迹象劝告他们时，他们就叩首赞美真主清

高。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敬拜真主，向其叩

首，从不自大。
16  他们肋不落床，静心向主。他们因恐惧后世

的惩罚，而在礼拜等功修中祈祷真主，期望获

得祂的慈悯，并将我赐予他们的钱财施舍在主

道上。
17  任何人也不知道，真主为他预备了什么样的

慰藉，作为他们在今世行善的奖赏。这报酬惟

真主彻知其重大。”
18  尊主命令避主禁令的信士和不顺从真主者是完全不同的，在真主那里，二者的报酬确是不一样的！
19  信道且行善者，为他们预备的是乐园，他们将永居其中。这是真主对他们的尊重，对他们在今世行善的奖

赏。
20  以不信道和作恶而远离真主的人，为他们预备的是火狱，他们将永居其中。每当他们欲从火狱出来，就被

拦回，并有一个声音谴责他们说：“去品尝在今世你们的使者警告你们，而你们却加以否认的火狱吧！”

 本页小结:
1- 复活日不信道者的信仰无济于事，因为复活日是赏罚之日，而不是立行功修之时。

2- 阐明忽视复活日会见真主的危险。

3- 夜功拜是信士获取引导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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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否认和远离真主的人，假如在尝受后世最大

刑罚之前他们没有忏悔，我将使他们在今世品

尝考验和苦难，希望他们回归顺从养育他们的

真主。
22   没有任何比以真主的迹象被劝化而拒不接受

者更不义的。他们拒绝迹象，我将惩罚犯罪

者，他们不信道且悖逆。
23  我确已把《讨拉特》赐于穆萨，使者啊！你

不要置疑在夜行登宵之夜将会见穆萨。我使降

于穆萨的经典，成为以色列后裔脱离迷误的向

导。
24  我曾从穆萨后裔中选择很多人，成为人们追

随真理的表率。他们引人入真理，遵守真主各

项命令、远离各种禁戒，忍受宣教道路上的艰

难，他们坚定归信真主降于他们使者的迹象。
25  使者啊！复活日，你的主将就今世他们分歧

的事物做决判，祂将阐明对错，并依他们所应

得的进行报酬。
26  难道他们双目失明没有看见，在他们之前我

毁灭了许多世人吗？他们刚刚经过被毁灭世人

曾经的居所，然而他们没有觉悟。那些不信道

和悖逆之人遭受毁灭，证实来自真主的使者的

警告的真实。难道否认真主迹象者，还借鉴和

听从吗？
27  难道这些否认复活的人没有看到，我将雨水

注入无庄稼的、干旱的大地，借此雨水生出谷

物，供他们的骆驼、牛、羊及他们自身食用

吗？难道他们不理解，能复活干旱大地者，就

有能力复活死人吗？
28  急于看见惩罚的、否认复活的人们说：“你

们所说的复活日的判决——我们的归宿是火狱、你们的归宿是乐园什么时候实现啊？
29  使者啊！你说：“这个许诺就是复活之日，是众仆彼此分离的日子。不信道者，复活之日的归信已无济于

事，他们也不会被返回今世，向他们的主忏悔和归信。”
30  使者啊！你当避开这些顽固不化的迷误之人，你当等待他们的结局，他们等待的必是为他们预备的惩罚。

 本页小结:
1- 不信道者在今世的惩罚就是他忏悔的途径。

2- 确定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和穆萨（愿主赐其平安）在夜行和登宵夜的相会。

3- 坚忍和笃信是宗教中起到表率的两大属性。

۱۱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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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军	章
这章是麦地那的，全章共计七十三节。

 本章主旨:
重点强调真主对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呵护及

对其家眷和圣门弟子的爱护。

 注释:
1  先知啊！你和你的弟子们当敬畏真主，遵循

真主命令，远离真主禁令，唯独敬畏真主！不

要顺从不信道者和伪信者的私欲，真主确是全

知不信道者和伪信者的伎俩的，祂的创造和裁

夺确是至睿的。
2  你当跟随你的主降示于你的启示，真主对于

你们的行为是彻知的，任何事物都无法对祂隐

瞒，祂将依你们的行为对你们进行赏罚。
3  你当将所有事物托付于真主，清高的真主

足以呵护众仆中信托于祂的人。
4  真主没有在任何人的胸膛里创造两颗心，在

禁忌中，没有使妻室等同于母亲。同样，祂也

没有使义子等同于儿子，用脊背比喻（古代阿

拉伯男人对妻子说：“对于我，你的脊背和我

母亲的脊背一样”，意为“你被休了”）和纳

义子都是蒙昧时期的习俗，已被伊斯兰取缔，

这些习俗仍被你们常常提起，这是不真实的，

妻室不能当做母亲，义子也不能当做儿子。清

高真主说出真理，以便众仆遵循，祂引导人至

正道。
5  你们当把你们的义子归到他们生父的姓氏

下，在真主看来，这是最公正的。假若你们不

知道他们（义子）的父亲是谁，那么他们就是

你们的教胞和兄弟，你们当还他们自由，称他们为兄弟或侄子等，你们误称义子为儿子不为过，但若你们故意

为之，则是罪过。对于悔过之人，真主确是至赦的；对于误犯错者，真主确是至慈的。
6  对于信士，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所倡导的所有事务中，他的权利更甚于众信士自身的权利，哪怕

他们心存异议。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众妻室的地位相当于众信士的母亲，先知（愿主福安之）归真后，禁止

任何信士娶任何一位圣妻。在真主规定的遗产分割中，具有血亲关系之人要比信士和为主道出征之人更应享有

该权利。信士们啊！在伊斯兰初期他们相互间可以继承的，之后这已被取缔，除非你们对自己亲友行善是可以

的。而这并非继承。这个判定早被记录在天经里，必须加以遵守。

 本页小结:
1- 没有任何行为比扬善弃恶更伟大。

2- 对于这一民族的错误不再追究。

3- 先知（愿主福安之）的权利优先于众人的权利。

4- 阐明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妻室具有高过众人的地位，她们是信士们的母亲，在先知（愿主福安之）归真

后，任何人不得娶她们中任何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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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者啊！你当知道，我曾和众先知订下庄严

的盟约，即他们只崇拜独一的真主，不以物配

主，传达我降于他们的启示，其中特别是你（

穆罕默德）、努哈、伊布拉欣、穆萨、麦尔彦

之子尔萨。我和你们立下庄严的盟约，你们要

真诚地完成真主的使命。
8  真主与众先知立此庄严约定，以便祂向使者

中诚实者询问他们的诚实，而责备不信道者。

真主为不信真主及其使者之人，在复活日预备

了重大的刑罚，那就是火狱。
9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记住真主对你们的恩

典，当不信道者的军队结盟来麦地那杀戮你们

时，我派遣沙尘暴袭击了他们，先知（愿主福

安之）以此得胜。我派遣了你们看不见的天使

队伍，于是不信道者败北而逃。真主监测你们

的行为，任何事都不能隐瞒祂，祂将依你们的

行为奖罚你们。
10  当他们从山谷的东西两侧的上方和下方攻击

你们的时候，你们眼前除了敌人外什么都看不

见，巨大的恐惧使人心提到嗓子眼。你们对真

主做出种种猜测，时而猜测会胜利，时而又对

胜利产生绝望。
11  在壕沟战役现场，面对敌人的攻势，信士们

受到了考验，巨大的恐惧使他们陷入严重的混

乱。通过这次考验，分出了信士和伪信者。
12  那日，伪信者和心存怀疑的信仰不坚者

说：“真主和祂的使者，只是虚伪的，毫无根

据的许诺我们会战胜我们的敌人和在大地上得

势。”
13  使者啊！你应记得，当时一部分伪信者对

麦地那居民说：“叶斯里卜城（伊斯兰前麦地那城旧称）的人们啊！你们不必在壕沟附近逗留，你们回家去

吧！”他们中一部分人以自家暴露在敌人面前为由向先知（愿主福安之）告假，请求准许他们回家。其实，他

们的家院并不暴露在外，他们只是想以此谎言为借口而逃离敌人。
14  假若敌人从四面攻进城内，要求他们回到不信道和以物配主行为中，他们便会答应敌人。对于叛教和回到

不信，他们只会思考片刻。
15  这些伪信者曾在伍候德战役中逃跑，之后他们与真主约定，如果真主使他们再面临另一场战争，他们必定

奋力杀敌，绝不因害怕而逃跑。但是，他们失约了。对于与真主的约定，仆人要履行，将受询问。

 本页小结:
1- 阐明意志坚强的使者的地位。

2- 强调患难时真主对信士的辅佐。

3- 伪信者在患难时对信士的抛弃。

۱۱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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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使者啊！你对这等人说：“如果你们害怕死

亡而从临阵脱逃，逃跑无济于你们，因为生命

的期限是定好的。如果你们的期限还未来临，

你们即使逃跑了，也只能享受短暂的时间。”
17  使者啊！你对他们说：“假若真主使你们讨

厌的死亡或阵亡来临你们，谁又能从真主那里

拯救你们呢？假若真主以你们渴望的平安和好

事来临你们，也绝无任何人能对其加以阻止。

除真主外，你们绝不会找到其他任何监护者和

援助者。”
18  真主知道你们中有人阻挠他人与使者（

愿主福安之）一同战斗，他们对他们的兄弟

们说：“过来和我们一起吧！别和他一起去

战斗，那样你们会被杀死的！我们担心你们遇

害。”这些放弃战斗者不会去战斗，也极少参

战，他们参战只是为了去除自身不参战的耻

辱，并非为了援助真主及其使者。
19  信士们啊！他们吝啬于出资协助你们，也吝

啬于自己和你们一起战斗，更吝啬于友善地对

待你们。使者啊！当他们遭遇敌人而恐慌时就

望着你，他们胆怯的眼睛，转动的就像濒死之

人痛苦的眼睛；当恐怖消除得以安全时，他们

则以尖锐的语言重伤你们，对于得到的战利品

他们是吝啬的。具备这些品行之人，他们不是

真信士，真主取消他们行为的奖赏，这对真主

是极为容易的。
20  这些胆怯者认为，袭击使者（愿主福安之）

和信士们的同盟军的目的是将信士彻底铲除。

如果同盟军再次来袭，伪信者希望自己到城外

去，和游牧的阿拉伯人在一起，打听你们的消

息，以知道被敌人袭击后你们的情况。信士们啊！如果他们和你们在一起，则很少战斗。你们不要关心他们，

也不用为他们难过。
21  真主使者的言行举止是你们的典范，他亲自参加战斗，之后你们怎能吝啬于参战呢？希望后世、为此行善

并多多纪念真主者，当以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为榜样。不希望后世，没有多多记念真主者，则不会以真

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为榜样。
22  当信士们眼见同盟军来袭时，他们说：“这是真主及其使者许诺我们的考验和胜利。真主和使者都说对

了，这的确已经实现。”当看见同盟军时，他们更加确信和顺从真主。

 本页小结:
1- 寿命期限是已定好的，不因战斗或逃离而改变。

2- 使者（愿主福安之）是信士们在言语和行为方面的榜样。

3- 笃信和顺从真主是信士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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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信士中很多人，真诚对待真主，并在为真主

奋斗中以坚定和忍耐实践和履行了与真主定的

盟约，他们有的殉道而亡，有的在伺机做出牺

牲，这些信士没有改变他们和真主的盟约，他

们也不像伪信者对待盟约那样。
24  真主将赏赐诚实者，他们诚实地实践与真主

的盟约，并忠心地履行约定。真主将随意惩罚

爽约的伪信者——在他们忏悔前让他们死亡；

或赦免他们，赐他们成功的忏悔。真主是至

赦、至慈悔罪者的。
25  真主使古莱氏人、盖特凡人（伊斯兰初期，

居住在内志、汉志地区和麦地那城郊一带的阿

拉伯古代民族）以及与他们一起的人，未能达

到自己预期目的故无功而返——没有取得所期

望的根除信士的胜利。真主派遣暴风并降下天

使，祂使信士获胜。真主是强大的，万能的，

不可战胜的。
26  真主使帮助他们的犹太人，从他们的堡垒下

来，并把恐怖投入他们心中。信士啊！你们杀

戮他们一部分，俘虏一部分。.
27  在他们毁灭之后，真主使你们继承他们种满

庄稼和椰枣树的土地，房屋、其他财产和你们

未曾踏足的海伊巴尔之地，然而，你们将占领

它。这是对信士的许诺和喜讯。真主是万能

的，没有什么事可以难住祂。
28  先知啊！当你的妻室们向你请示开支宽裕，

而你不宽裕时，你对她们说：“如果你们想要

今世的生活及其装饰，那么你们来吧！我将以

离仪供你们享受，我将依礼毫无伤害地休了你

们。
29  如果你们想要真主及其使者的喜悦，想要后世的乐园，那么你们当坚忍现状，因为真主已为你们中坚忍和

善待生活者预备了重大赏赐。”
30  先知的妻子们啊！你们中谁作了明显的悖逆之事，由于她的地位和等级，为维护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尊

严，她将在复活日受加倍刑罚，加倍对真主是容易的。

 本页小结:
1- 真主对圣门弟子的呵护是对他们极大的荣耀。

2- 众仆只要敬畏真主，祂便从众仆意想不到的地方赐福和援助他们。

3- 协助同盟军的犹太人结局真恶劣！

4- 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妻室选择取悦于真主及其使者，证明了她们信仰的力量。

۱۲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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