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你们中服从真主及其使者、且以取悦真主而

行善者，我将赐她超越其他妇女数倍的奖赏，

并为她在后世预备了宽宏的赏赐，即乐园。
32  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妻室们啊！你们的恩

典和尊严不同于其他妇女，你们的恩典、尊严

和地位也是其他妇女无法奢望的。如果你们遵

从真主的命令，远离真主的禁令，就不要用柔

和的、温软的语气与丈夫以外的其他男人说

话，以免心中有伪信疾病和非份想法，因此产

生奢望。你们当说那些远离暧昧、庄重而非玩

笑之言。
33  没有任何需求时，你们当安居家中，不要外

出，不要显露你们的美丽，那是伊斯兰之前妇

女的行为，她们那样显露是为了诱惑男人。你

们当完美地履行礼拜，施舍你们的天课，你们

当顺从真主及其使者，你们当顺从真主及其使

者，真主欲消除对你们的伤害和丑事。使者的

妻室和家眷啊！真主欲清洁你们的心灵，以道

德的恩惠装饰它，完全清除其污秽，不留任何

污渍。
34  你们当铭记在你们的家里所诵的真主示于使

者的经文，以及使者的言行。对于你们，真主

确是仁厚的。当你们丧偶时，祂使你们留在使

者的家中，真主确是深知一切的，祂拣选你们

成为祂使者的妻室，成为这个民族的信士之

母。
35  顺从真主的男女、诚信真主的男女、听从真

主的男女、信仰诚实的男女、在考验中坚忍的

男女、以自己的财产完纳主命和随心施舍的男

女、因真主而履行主命和副功斋戒的男女、遮

盖羞体、保守贞操、远离奸情丑事及其诱惑的男女、常常在口头和内心公开地和秘密地纪念真主的男女。真主

为他们预备了对他们罪过的饶恕和复活日重大的奖赏——乐园。

 本页小结:
1- 《古兰经》指导穆斯林妇女：禁止柔声柔气地讲话、命令妇女除有需求外不得出门、禁止炫耀美色。

2- 真主对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家眷的恩惠，他的妻室是家眷成员。

3- 除伊斯兰律法特定外，男人和女人在功修和赏罚方面是基于平等原则的。

۱۲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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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如果真主及其使者判决一件事时，信士的男

女没有接受或反对的选择。违背真主及其使者

之人，确已明显迷失正道。
37  使者啊！真主赐宰德•本•哈里斯（愿主喜悦

之）伊斯兰的恩典——你赐他释奴自由之身。

他前来和你协商有关休掉妻子宰奈白•瑸特•奈

杰哈事宜时，你说：“你当挽留你的妻子，不

要休她，你当以遵守真主命令和远离真主禁令

戒而敬畏真主。”使者啊！你畏惧人们的非

议，而将真主降示于你迎娶宰奈白为妻的启

示，隐藏在你的心里。真主将昭示宰德休妻，

然后你娶她为妻的事。就这件事，你更应畏惧

真主！当宰德心情平静、离绝她后，我以她为

你的妻子，以免信士为他们的义子休妻且待婚

期过后而烦难。真主的命令必须奉行，毫无阻

挠，也无妨碍。
38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对真主赐予他

合法迎娶义子之妻之事，毫无罪过和烦难。就

此事，他只是遵循先前众先知之道，而非新生

异端之事。真主的判决——完美此桩婚姻，作

废纳义子之事。关于此事，先知毫无意见或选

择——是被执行的，不可撤回的。
39  向他们的民众传达真主降示于他们使命的众

使者，他们只畏惧清高的真主，不顾及别人对

真主允许他们所行之事的评论。真主足以对众

仆行为监察，并依此对他们清算和赏罚。善行

必得善果，恶行必得恶果。
40  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他也

不是宰德的父亲，（如果是）那么宰德休妻

后，他不得娶她。但是，他是真主派往世人的

使者、是众先知的封印者，在他之后不再有先知。真主是全知万物的，众仆中的任何事都无法瞒祂。
41  信仰真主并履行真主为他们制定教法的人们啊！你们应该用心、用语言和身体力行纪念真主。
42  当因朝夕这两个时辰的高贵，以赞词和清真言赞清高真主超绝。
43  祂怜悯你们、赞扬你们，祂的众天使为你们祈祷，以便将你们从不信道的重重黑暗中引向信仰的光明。祂

对信士是至慈的，只要他们顺从祂、遵守祂的命令、远离祂的禁戒，祂就不会惩罚他们。

 本页小结:
1- 真主的判决信士当服从和遵守。

2- 真主观察我们的内心。

3- 阐明信士之母宰奈白•瑸特•奈杰哈的功绩之一；七层天之上的真主完美了她的婚姻。

4- 记念真主的高贵，特别是早晨和傍晚时刻。

۱۲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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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信士会见真主那日，真主对他们的祝辞

是：“祝你们平安！祝你们安宁！”真主为他

们预备的重大的奖赏——乐园，作为对他们顺

服、远离悖逆的报酬。
45  先知啊！我派遣你为世人的见证者，以见证

你向他们传达了你奉命所传达的；报喜者，以

真主为他们预备的乐园向信士报喜；警告者，

以真主预备的刑罚向不信道者警告。
46  我派遣你，号召世人认主独一、遵从命令；

我派遣你，成为渴望获得引导之人的明灯。
47  你当告诉依真主律法而行事的信士，在清

高的真主那里，他们将获得令他们心悦的伟大

恩惠，包括今世的胜利以及后世进入乐园的胜

利。
48  你不要听从不信道者和伪信者阻碍真主宗教

的号召，你不要听从不信道者和伪信者阻碍真

主宗教的号召，也许如此以来适得其反。你的

所有事物都当托付于真主，包括战胜你的敌

人。真主足以成为众仆今世和后世所有事物的

监护者。
49  信士们啊！如果你们和信士的妇女定下婚

约，而在行房前休了她们，她们就无需为你

们而守数次例假或数月的待婚期，那只是为了

确定他们子宫无孕。你们当根据能力以你们的

钱财给予她们，以慰藉她们因离婚而破碎的心

情，当让她们毫无伤害的回到家人那里。
50  先知啊！我准许你享受你给予聘礼的妻子，

真主把俘虏中的奴婢为你定为合法，并允许娶

一道从麦加迁徙至麦地那的你叔父的女子、你

姑姑的女子、你舅母的女子和你姨妈的女子；

以及信道的妇女，自愿放弃聘礼而以身相赠于你，若你愿意娶她都为合法。这只是真主对先知（愿主福安之）

特许的婚姻，其他任何人不得援例。规定信士娶妻的义务——他们不得娶超过四位妇女。我为他们规定的奴婢

的事宜，他们可以不受数量限制的享受他们所欲的奴婢。使者啊！我特许以上诸事于你，以免你感受不适和困

难。对忏悔的仆人，真主确是至恕的、至慈的。

 本页小结:
1- 在伤害面前坚忍不拔是一名成功的宣教者应具体的品德之一。

2- 行房前休妻者必须向被休妻子支付部分离仪，以抚慰她的心情；

3- 娶以身相许女子为妻是先知（愿主福安之）的特权，尽管此类情况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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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使者啊！你可以任意推迟你的妻子中任何人

的份额，而不和她共枕；你可以任意挽留你妻

子中任何人和她共枕。推迟份额的妻子，你想

召回她，对于你是无罪的。为你的这个选择和

放宽，更接近慰藉你们的妻室们，她们都会满

意你给予她们的，因为她们知道你没有放弃义

务，也没有吝啬对她们的权利。男人啊！真主

知道你们内心只偏向一部分妇女。真主彻知众

仆的行为，任何事都不能瞒祂，祂是至睿的，

祂不急于惩罚他们，以便他们忏悔。
52  使者啊！以后不允许你再娶妻，也不允许你

休她们，或休她们中任何人，以换娶其他妇女

为妻，即使你羡慕她们的美貌。除非是你的奴

婢，你可以无限量的挑选。真主是荫蔽万物

的，这个判决证明信士之母的高贵——不许被

休，不许被休，也不许再婚。
53  信士们啊！信仰真主并履行真主为他们制定

教法的人们啊！你们不要进入先知的家，除非

被邀请得到允许；你们不要进去坐等饭熟，请

你们吃饭的时候，吃完便告辞，不要逗留彼此

闲聊，以免会使先知（愿主福安之）难堪。他

羞于辞别你们，真主不以真理命令，故祂命令

你们告辞，这样不会伤及先知（愿主福安之）

。如果你们向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妻室索取

器皿等物品，应当在帷幕外索取，不得到面前

去索取，以便你们看不见她们，这是为了保护

她们和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地位。帷幕外索

取对你们的心和她们的心最清白，避免恶魔在

你们彼此心中教唆和美化丑事。信士们啊！你

们不要逗留闲谈而伤害真主的使者，在他死后

你们不得娶他的妻子为妻，她们是信士们的母亲。任何人不得娶自己的母亲为妻，那些伤害，其中包括在先知

去世后再娶其妻室是非法的。在真主看来，那是大罪。
54  你们表露于外或隐藏于心的任何事，都不能瞒真主。真主是彻知万物的，你们的任何行为都无法瞒祂。祂

将以你们的行为报酬你们。善必得善果，恶必有恶报。

 本页小结:
页小结：

1- 先知（愿主福安之）在真主那里具有很高的地位，因此，真主责怪圣门弟子逗留在其家中，而使先知难堪

的行为。

2- 确定真主的两大属性：全知和宽容。

3- 知羞是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品德之一。

4- 呵护先知（愿主福安之）妻室信士之母的地位。

۱۲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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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不隔帷幕她们可以会见她们的父亲、儿子、

兄弟、侄子、外甥，信道的妇女和她们的奴

婢。不隔帷幕谈话无妨，这样对她们毫无罪

过。信道的妇女啊！你们当敬畏真主，遵循真

主的命令，远离真主的禁令，祂监察你们显露

的和隐藏的。
56  真主在天使跟前夸赞使者（愿主福安之），

天使为他祝福。信士们啊！你们应当祝福使

者，祝他平安！

真主命令尊重使者（愿主福安之），同时禁止

对他进行伤害：
57  诽谤伤害真主及其使者的人，真主弃绝他

们，将他们从祂今世和后世的恩典中驱赶出

去，在后世，因他们伤害使者而犯下的罪过，

为他们预备凌辱的刑罚。
58  以无辜的信士男女未犯的罪行来诽谤伤害他

们之人，确已犯下诬蔑和明显的罪恶。
59  先知啊！你当对你的妻室、女儿及信士的妇

女说：“你们当用外衣蒙住自己的身体，在至

亲以外的男人面前不要露出羞体。这样做更容

易让人们认识你们是自由人，任何人就不会像

伤害奴婢一样伤害你们。”真主赦免和怜悯众

仆中的忏悔者。
60  不停地蛊惑悖逆，进行反对伊斯兰行为的伪

信者，心存放荡之意者追随他们的欲望以谎言

离间信士者，如果他们作恶不断，那么，使者

啊！我确命令你惩罚他们，我给予你权利对付

他们，然后他们不得久居城中与你为邻，他们

将因在大地上作恶而被毁灭和驱逐。
61  他们将被远离真主的恩典，无论在任何地方

被发现，就当场被捕和杀戮，那是因为他们的伪信和在大地上散布丑恶。
62  那是真主对伪信者的常道，真主的常道是恒定的，你绝不能发现任何变更。

 本页小结:
1- 先知（愿主福安之）在真主和天使那里有很高的地位。

2- 禁止无故伤害信士。

3- 伪信是伪信者遭受刑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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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使者啊！以物配主者询问的犹太人也在问

你：复活何时到来？你对他们说：“我并不知

道复活日的任何信息。”什么使你感到复活日

临近了呢？
64  清高的真主驱赶不信道者远离祂的恩典，并

为他们在复活日预备了炽烈的火焰。
65  他们将永居其中，得不到任何有益于他们的

支持者，没有任何援助者可以为他们抵御火狱

的刑罚。
66  复活日，他们的面皮在火狱的烈焰中翻转，

他们极度悔恨和悲哀地说：“但愿我们曾在今

世顺从真主，遵其命令，弃其禁令，听取使者

的教诲。”
67  他们以荒谬的借口说：“我们的主啊！我们

只是服从了我们的领袖和族中的主事，他们使

我们迷失了正道。
68  主啊！求你让使我们迷误正道的领袖和主事

们尝试双倍的刑罚，把他们从你的恩典中狠狠

地驱赶出去。”
69  信士们啊！不要伤害你们的使者，不要像那

些曾伤害穆萨的人一样，他们冤枉穆萨身体有

疾，真主已为他证明清白，并显现他的健康。

穆萨在真主那里是有面份的，他的请求不会被

驳回，他的努力不会付诸东流。
70  信士们啊！你们当以遵循真主命令，放弃真

主禁令来敬畏真主，当说庄重和诚实的话。
71  真主会因此改变你们的行为，接受你们的功

课，饶恕你们的罪过，并放弃谴责你们。谁服

从真主及其使者，他确已获得了无可比拟的巨

大成功——得到真主的喜悦并进入乐园。
72  我确已将律法中的各项责成，以及包含的财富和奥秘信托于诸天、大地和山岳，它们不敢担此任，它们畏

惧结果，而人类接收了此任。人类确是自欺的，对于所要担负的后果是无知的。
73  人类依真主的安排承担了此责。真主将惩罚伪信的男女、以物配主的男女，皆因他们伪信和以物配主；真

主将饶恕信士的男女，因为他们完美了肩负的责任。真主赦免和怜悯众仆中的忏悔者。

 本页小结:
1- 惟真主知道复活日的信息。

2- 即使把迷误的责任推卸给族中的要人，不信道者自身也无法逃脱责任。

3- 严令禁止在语言和行为上伤害众先知。

4- 人类肩负信托的重大责任。

۱۲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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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伯邑 章
本章是麦加的，全章共计五十四节。

 本章主旨:
通过事物的更迭交替、万物对于恩泽的感谢和

悖逆，阐明真主能力的各种表现。

 注释:
1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天地间一切被造物、权

力及裁夺全归真主，后世的赞扬只归清高的真

主，祂对于创造和裁夺确是至睿的，对仆人的

情况确是彻知的，任何事都无法隐瞒祂。
2  祂知道潜入地底下的水和植物，祂知道从地

下长出的植物等；祂知道天上降下的雨水、天

使和给养，祂知道升上天的天使和众仆的功修

和灵魂，对于信士，祂确是仁慈的；对于忏悔

者，祂确是至赦的。
3  不信道者说：“复活日绝不会来临我们。”

使者啊！你说：“你们否认的复活日一定来临

你们，惟真主知道那个时刻。清高的真主是彻

知复活日及其幽玄的，天地间比蚂蚁还轻微的

事务，不能对祂隐藏，无论大小的事务都不能

对祂隐藏，均记录在明显的天经里——记录万

物直至复活日的受保护的天牌。
4  祂确已在受保护的天牌上确定，祂将奖赏

信道且行善者。具有这等品行之人，将获得来

自真主对他们罪过的饶恕。祂不以罪过责备他

们，而给予他们宽宏的给养，即复活日的乐

园。
5  千方百计嘲弄真主下降的经文者，他们说经

文是魔术，说我的使者是修行者、魔术师和诗

人。这等人，在复活日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6  圣门弟子和有经的有识之士作证，真主降于你的启示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它引导世人走上主的正道。祂是

不可战胜的、是万能的、是受两世赞颂的。
7  不信真主的人，对于使者（愿主福安之）带来的表示惊奇和嘲笑，他们相互询问说：“我们向你们推举一

个人好吗？他将告诉你们，你们死后被粉碎，之后将被复活。”

 本页小结:
1- 真主的知识是渊博的，他无所不知。

2- 阐明有识之士的优越。

3- 以物配主者否认人死后的复活，否认真主再造他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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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他们说：“难道是这个男人假借真主的名义

撒谎，他佯称我们死后会被复活，难道他是胡

言乱语的疯子吗？”事实并非如此，不信后世

之人，在复活日，他们将遭受重大的惩罚；在

今世，他们处于远离真理的迷误之中。
9  否认复活之人，难道没有看到他们面前的大

地和身后的天空吗？假若我意欲使他们陷入脚

下的大地里，我必使之；假若我意欲把天一块

一块降下，我必使其砸在他们头上。对于每一

个归依真主、求证真主大能的仆人，其中确有

明显的迹象。有此能力在你们死后身体被撕

碎，也同样有能力使你们复活。
10  我确已赐予达五德（愿主赐其平安）预言和

圣品。我对众山说：“众山啊！你们跟着达五

德念赞词。”我对众鸟发出同样命令。我为达

五德使铁变得柔软，以便其用它随意制造工

具。
11  达五德啊！你制造宽大的铠甲，保护你的战

士，抗击他们的敌人；你制造穿孔的铆钉，不

可太细使其无法固定，也不可太粗使其无法穿

过。你当行善，我确是明察你们行为的，你们

的任何行为都不能瞒我，我将依此报酬你们。
12   我为达五德的儿子素莱曼制服了风，风在早

晨行走一个月的路程，傍晚再行一个月的行

程；我为他使铜融化，以便他随意制造；我为

他制服了精灵，他们奉我之命在他跟前工作，

精灵中违背我命令者，将面临烈火的刑罚。
13  这些精灵为素莱曼建造礼拜场所、宫殿以及

雕像、如水池般大的盘子、庞大到无法挪动的

锅灶。我对他们说：“达五德的家属啊！你们

为感谢真主给予你们的恩典而工作吧！我的众仆很少感谢我对他们所施的恩典。”
14  当我决定素莱曼死亡的时候，当蛀虫啃噬掉他曾经拄的拐杖时，精灵才知道他已经死了。拐杖倒地时，精

灵恍然大悟：自己并不知道幽玄，假若他们知道，定不会在凌辱的惩罚中逗留，定不会为素莱曼干那些他生前

曾监视他们而干的苦活。

 本页小结:
1- 真主对达五德先知的优待，赐其圣品、和权利，驯服众山和众鸟跟随他的赞颂，并为他软化了铁。

2- 真主对素莱曼先知的优待，赐其语言和权利。

3- 获得恩典需要感谢真主所赐。

4- 惟真主知道幽玄的知识，精灵等佯称通晓幽玄之说是无稽之谈。

۱۲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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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说，赛伯邑族在他们的住所确有证明真主

大能和恩典的明显标记，那是两座庄园；一座

在右边，一座在左边，我对他们说：“你们吃

你们主的给养，感谢祂的恩赐。这是一处肥沃

的地方，这是赦宥忏悔者罪过的主。” 
15  真主说，赛伯邑族在他们的住所确有证明真

主大能和恩典的明显标记，那是两座庄园；一

座在右边，一座在左边，我对他们说：“你们

吃你们主的给养，感谢祂的恩赐。这是一处肥

沃的地方，这是赦宥忏悔者罪过的主。”
16  他们拒绝感谢真主和相信使者，故祂将他们

的恩典变成惩罚，并派遣毁灭性的洪水冲塌了

他们的水坝，湮灭了他们的庄稼，并将他们的

庄园变成两座结苦果的庄园，其中还有不结果

的怪柳树和少量的酸枣树。
17  对他们的恩典如此变更，是因为他们的悖逆

和拒绝感恩，我只以这种酷刑惩罚否认真主恩

典、悖逆清高真主之人。
18  我在也门和赐福的沙姆城市间设置了很多相

邻的城市，在城市之间均分了距离。这样，他

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

旅行，直至沙姆。我对他们说：“没有敌人、

饥饿和干渴，你们可以安全随意地在白天或夜

间行走。”
19  我在也门和赐福的沙姆城市间设置了很多相

邻的城市，在城市之间均分了距离。这样，他

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

旅行，直至沙姆。我对他们说：“没有敌人、

饥饿和干渴，你们可以安全随意地在白天或夜

间行走。”
20  易卜劣厮已经发现，他对自己可以诱惑他们、使他们迷误于真理的猜测是正确的，他们就都跟随他；只有

一部分信士除外，因为他们没有跟随易卜劣厮，使其希望落空。
21  对于他们，易卜劣厮没有权利强迫他们迷误，只是装饰并加以诱惑。是我允许易卜劣厮诱惑他们，以便知

道谁信仰后世，谁怀疑后世。使者啊！你的主是维护万物的，祂保留众仆的行为，并依此对他们进行报酬。
22  使者啊！你对那些以物配主者说：“你们呼唤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神灵，让他们为你们带来福泽，为你们

驱除灾难吧！他们不掌握天地间微尘般重的权力，他们不能参与真主创造天地万物。真主确是无需援助者和伙

伴的。”

 本页小结:
1- 感恩可以维护恩典，不知感恩会导致失恩。

2- 安全是真主赋予众仆最大的恩典。

3- 正确的信仰，在真主的意欲下，可使人避开恶魔的诱惑。

4- 揭露以物配主者的各种荒谬理由和借口，比如他们佯称偶像有权参与真主（的事务），在真主那里有协助

和说情的权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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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惟获真主允许者，方能说情有益；惟获真主

喜悦者，方被允许说情。真主的伟大表现之

一，祂一旦说话，众天使因服从祂的言语而垂

下翅膀，当他们心中恐惧消散时，他们问吉卜

利勒：“你们的主说什么？”吉卜利勒说：“

真理。”祂确是本体和权威至尊的，确是至大

的。
24  使者啊！你对那些以物配主者说：“是谁从

天上降下雨水，又在大地上生出果实、庄稼和

水果成为你们的给养？”你说：“是真主借此

供你们给养，以物配主者啊！我们或你们，要

么获得引导，要么步入远离真理的明显迷误

中，我们的一方必定如此。毫无疑问，获引导

者是众信士，迷误者是以物配主者。”
25  使者啊！你对他们说：“复活日你们不为我

们所犯的罪负责，我们也不为你们的行为负

责。”
26  你对他们说：“复活日，真主将把你们和我

们集合起来，然后在我们之间秉公判决，真理

者和荒谬者就会明辩。真主是公正的裁决者，

确是全知的。”
27  使者啊！你对他们说：“让我们看看你们崇

拜的所谓真主伙伴吧。”不然，事情并非如

此。祂是万能，无人能战胜的，祂在创造、能

力和裁决上是至睿的。
28  使者啊！我只为全人类而派遣你，你当以乐

园向敬畏者报喜，以火狱恐吓悖逆和不义者。

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即使他们知道也予

以否认。
29  急于承受刑罚的以物配主者说：“如果你们

是诚实的，你们所昭示的是真理，那么这个警告的刑罚什么时候实现呢？”
30  使者啊！你对这些急于得到惩罚者说：“你们有一个定期，到时候，你们不得推迟一时，也不得提前一

时，即复活之日。”
31  不信道者说：“我们绝不信穆罕默德所说的降示于他的这部《古兰经》，我们也绝不信之前的天经。”使

者啊！你将看到，复活日清算时，不义者将被拘留在他们的主那里，他们相互辩驳，各方都在推卸责任、相互

指责。被欺压的追随者对曾在今世压迫他们的首领们说：“假如不是你们误导我们，我们定是信仰真主及其使

者的信士。”

 本页小结:
1- 和蔼对待妄言者，以便他远离固执和骄傲。

2- 遵循正道者因获引导而高高居上。迷误之人因其深陷其中而卑鄙低贱。

3- 先知（愿主福安之）带来的宗教是针对全人类和精灵的。

۱۳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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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藐视真理的首领们对追随的弱者说：“是我

们阻止你们追随穆罕默德带来的真理吗？你们

自身本是不义者和作恶者。”
33  被欺压的人们对藐视真理的首领们说：“正

是你们昼夜的计谋，阻碍了我们获得引导，并

命令舍真主而崇拜被造物。”当他们眼见惩

罚，知道自己是被惩罚者时，他们对今世曾经

的不信道表示悔恨。我要将枷锁放在不信道者

的脖子上，他们受这样的惩罚，皆因他们在今

世崇拜真主以外的，以及他们的所犯之罪。

当使者的宗族否认他的时候，为了消除他的忧

愁，真主提醒他，否认是之前宗族的秉性，真

主说：
34  “每当我为一座城市派遣使者去警告他们真

主的刑罚时，城内有钱、有权和有势的富豪们

就说‘使者们啊！我们不信你们的使命。’”
35  有身份的炫耀者高傲地说：“我们的钱更

多，儿子更多，你们佯称的我们将受惩罚是谎

言，我们在今世和后世都不会被惩罚。”
36 使者啊！你对这些因受恩惠而傲慢的人

说：“我的清高的主，为祂所欲者宽裕给养，

以便让其选择，是感恩，还是辜恩？祂使祂所

意欲者窘迫，以对其考验，是坚忍，还是愤

怒？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真主是至睿的，祂

只依高深的哲理安排每件事，知者为知之，不

知为不知。”
37  你们引以为傲的钱财和子嗣并不能为你们带

来真主的喜悦，但是，信真主且行善者确已获

得加倍回报，奉献于主道的钱财及子嗣使他更

亲近真主。信士们，将获得加倍的报酬。在乐

园里，他们安居于高楼之上，不担心他们畏惧的惩罚、死亡以及恩泽的枯竭。
38  不信道者竭尽全力使人们远离我的迹象，企图实现他们的目的。在今世，他们是亏折的；在后世，他们

是被惩罚的。
39  使者啊！你说：“我清高的主，宽裕祂所意欲者的给养，窘迫祂所意欲者的给养，你们为主道所施舍的任

何东西，在今世，真主将回赐你们更好的；在后世，将恩赐你们丰厚的报酬。清高真主是最佳给养者，谁欲求

给养，就让他皈依清高真主。

 本页小结:
本页小结：

1- 追随者和被追随者相互推卸责任，他们双方均无法摆脱自己的责任。

2- 奢侈会使人远离聆听和顺从真理。

3- 信士受益于自己的钱财和子嗣，悖逆者则不然。

4- 为主道的施舍会带来今世财富的盈余和后世优美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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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使者啊！你当知道，真主将他们统统集合起

来那日，以示对以物配主者的痛斥和谴责，清

高真主对众天使说： “在今世，这些人曾经舍

真主而崇拜的是你们吗？”
41  众天使说：“赞你纯洁！赞你神圣！你是我

们的主宰，他们不是我们的奴仆，这些以物配

主者曾经崇拜的是化身为天使的恶魔，故他们

舍真主而崇拜他们，他们大部分不是信士。”
42  集合和清算之日，他们在今世舍真主而崇拜

的对他们毫无裨益，也无伤害，我对以悖逆和

罪恶而自欺者说：“你们尝试在今世曾经否认

的火刑吧！”
43  有人给以物配主者宣读我降示使者的明显的

迹象时，他们说：“这个人只是想使你们脱离

你们父辈的遗教，这部《古兰经》只是他假借

真主名义捏造的谎言罢了。”当《古兰经》从

真主那里来临他们时，不信道者说：“这只是

离间夫妻、父子的巫术。”
44  我没有赐予他们任何诵读的经典，从而指引

他们说，这部《古兰经》是穆罕默德捏造的。

使者啊！在你之前，我未曾派遣任何使者警告

他们真主的刑罚。
45  在他们之前，否认使者的阿德人、赛姆德人

和鲁特人等，你们中以物配主者的力量、钱财

和数量还未达到我赐予前人的十分之一。前人

们否认了他们的使者，故我的惩罚降临他们。

他们的钱财、力量和数量都对他们无济于事。

使者啊！你看，我的谴怒是怎样的？我对他们

的刑罚是怎样的？
46  使者啊！你对以物配主者说：“我只是引导

你们，劝告你们一件事情，即你们双双的，或单独的为真主而站立，然后思考你们同族的作为，以及他的理

智、诚实和守信，你们就会明白，他是先知，而非疯子。”他只是你们的警告者，如果你们仍未就以物配主行

为向真主忏悔，那么你们将面临重大的刑罚。
47  使者啊！你对以物配主者说：“我不因带给你们的引导和福份向你们索取报酬，我的报酬只由真主负担，

祂是清高的，是见证万物的，祂将见证我确已为你们传达了，祂将见证你们的行为，并依此而酬报你们。

清高真主向谬论者和以物配主者阐明，祂阐明这是祂的常道。祂说：
48 “使者啊！你说‘我的主使真理战胜荒谬，祂是彻知幽玄的，天地万物任何事物都瞒不过祂，祂的众仆的

行为也瞒不过祂。”

 本页小结:
1- 盲目地追随父辈们会远离正道。

2- 脱离私欲的静思，是采取正确决定和正确思想的前提。

3- 阐明归信真主者并不期待人们的报酬，而期待的是来自全人类的主宰的报酬。

۱۳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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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使者啊！你对这些否认真理的以物配主者

说：“真理已经来临，即伊斯兰，荒谬确已消

失得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不会复

出。”
50  使者啊！你对这些否认真理的以物配主者

说：“假如是我误入歧途，那么我则自受其

害，于你们毫无伤害；假如我遵循正道，以我

的主给予我的启示而获得引导，那么祂是全聪

祂的众仆的言语的。祂是临近的，祂是全聪

的。”
51  使者啊！在复活日，你将看见这些否认真理

者看见惩罚时的恐慌，他们毫无退路和躲避之

处。他们从极易被擒的地方最初被擒，如果你

看见，那定是奇异的事情。
52  当看见自己的归宿时，他们说：“我们确信

复活日。”接受信道的地方已远去，他们怎么

能从那遥远的地方获取信道呢？他们已从今世

来到后世，今世是行善而非报酬之所，而后世

则是报酬而非行善之地。 
53  他们怎能获取信道并被接受呢？他们曾在今

世不信道，且无端的对真理加以揣测，并说使

者（愿主福安之）是魔术师、僧人和诗人。
54  这些否认真理者受阻拦，不能获取他们所欲

的享受、忏悔、以及从火狱得救返回今世，如

同他们之前否认真理的民众被阻的情形一样，

他们曾怀疑众使者带来的认主独一和信仰复

生，怀疑滋生不信道。

创造者 章
这章是麦加的，全章共计四十五节。

 本章主旨:
展示真主大能和造化的精致，以及赞美祂、敬畏祂、信仰祂的理由和相关迹象。

 注释:
1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祂史无先列地创造了天地万物，使天使成为执行祂前定和命令的使者，有的天使专给

众先知传达启示，激励他们完美地完成所受信托；有的天使长有两翼、三翼或四翼翅膀，他们飞行执行所受之

命。真主随意增加被造物的肢体、容貌和声音。真主是万能的，无所不能。
2  万物的机密都掌握在祂手中，祂赐予人给养、引导和幸福，任何人都无法加以阻止。祂若扣留什么，其

后，任何人都无法释放。祂是万能的、无可战胜的，真主在造化、前定和安排方面是至睿的。
3  人们啊！你们当用心灵和语言和你们的身体力行铭记真主赏赐你们的恩惠。除真主外，还有其他创造

者，能借降雨水为你们提供给养吗？能让大地生出的果实和谷物他造化了你们，供给你们给养。除祂外，再无

应受崇拜的主。你们怎能远离真理，借真主之名说谎，并佯称祂有匹配呢？

 本页小结:
1- 复活日不信道者恐惧的情景是重大的。

2- 信仰的受益之所在今世，今世是行善之地。

3- 天使被造的伟大，证明其造物主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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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者啊！你当坚忍你的族人对你的否认，你

不是第一位被否认的使者，在你之前的阿德

人、赛莫德人、鲁特的族人都曾否认他们的使

者。万事只归真主，祂毁灭否认者，援助众使

者和众信士。
5  人们啊！真主许诺的复生和报酬是毋庸置疑

的真理。你们不要被今世生活的享受所欺骗，

而未能以行善为那个日子做准备，也不要被恶

魔粉饰的荒谬欺骗，而沉溺于今世生活。
6  人们啊！对于你们，恶魔是长期的敌人，你

们当视其为敌并对抗。恶魔号召其追随者不信

真主，复活日，他们的结局是进入赤焰的火

狱。
7  跟随恶魔的不信真主者，他们将面临重大刑

罚；信真主且行善者，他们将获得来自真主的

对他们罪过的饶恕，他们的奖赏是伟大的，即

乐园。
8  信仰真主降世的美好真理者和信仰恶魔粉饰

迷误的以恶为善者是不同的。真主使祂意欲者

迷误，使祂意欲者得以引导，任何人不能强迫

祂。使者啊！你不要因不信道者的迷误而伤害

到自己。清高真主全知他们的行为，丝毫也瞒

不过真主。
9  真主派遣风，风起而云动。我将云驱使至一

个不毛之地，大地借云中的雨水复活，并在城

中生出各类植物。正如我复活了死寂的大地，

而且按照我的许诺，在大地上生长了各种植

物，在复活日是同样地复活死者。
10  欲获得今世或后世的荣耀之人，唯有祈求真

主，两世的荣耀全归真主，祂使记念祂的良言

和众仆的善行升至祂那里。图谋不轨者—杀害使者（愿主福安之）的计谋，将受严厉的刑罚。这些不信道者的

图谋和作恶是绝不会得逞的。
11  真主用泥土创造了阿丹，然后以精液创造了你们，使你们成为相互婚配的男女，任何妇女的怀孕和生育，

祂都是知道的，丝毫不能隐瞒祂。任何被造物的寿数不能增加或减短，那是早已记录在受保护的天牌中的。你

们从泥土被造、分阶段被造以及你们的寿数，都在受保护的天牌中记录。以上在真主那里确是容易的。

 本页小结:
1- 提及众使者和他们宗族的消息，以此安抚使者—愿主福安之。

2- 被今世所迷惑，是反对真理的因素。

3- 当认恶魔为敌人，并采取相关提防措施，如记念真主、诵读《古兰经》、行顺从之事、弃悖逆之事。

4- 确定真主高高在上的属性。

۱۳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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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两海不一样，一个是甘甜的淡水，因其甘

甜而易于饮用；另一个是苦涩的咸水，因其咸

涩而无法饮用。两个海里的鲜鱼肉可供你们

食用，两海中采集的珍珠和玛瑙可供你们穿戴

首饰。观望的人啊！你看那海上破浪而行的船

舶，以便你们寻求商机、获得真主的恩典，以

便你们感恩真主给予你们的恩典。
13  真主使黑夜侵入白昼，增加黑夜的长度；真

主使白昼侵入黑夜，增加白昼的长度。清高真

主制服太阳、月亮，两者均运行至真主所知的

期限—复活日。真主制定和运行这一切，权利

只归于祂。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偶像，连椰枣

核外膜大小的事物都不能管理，你们怎能舍我

而崇拜他们呢？
14  如果你们祈祷你们所崇拜的，他们听不见你

们的祈祷，他们是无生命、无听觉的、僵硬

的；假若他们能听见你们的祈祷，他们也无法

回应你们。复活日，他们否认你们对他们的崇

拜。使者啊！除清高真主外，没有人能告诉你

最真实的言语。
15  人们啊！你们在任何事务中，任何情况下都

需要真主，真主是富裕的，是无需于你们的。

真主为众仆在今后两世预定的一切都是受赞颂

的。
16  假若清高的主意欲毁灭你们，祂定会如此。

然后，创造出其他被造物而取代你们来崇拜

祂，他们不会以物配祂。
17  毁灭你们，又创造替代你们的新众生，对于

清高的真主不是烦难的。
18  任何人不承担他人的罪过，每个人只为自己

的罪行担责。假如，重罪者叫他人替他承担部分罪责，即使那人是近亲，也无法替他承担丝毫罪过。使者啊！

你以真主的惩罚警告秘密敬畏真主、完美履行拜功者，他们是受益于你警告的。远离悖逆者——最大悖逆罪是

以物配主——洁身自好者的益处将回报于他自身，他的顺从无益于真主。在复活日他将归依真主，以做清算和

报酬。

 本页小结:
1- 海洋的制服、昼夜的交替、日月的制服，均是真主给予人类的恩典，人类习惯于这些恩典进而熟视无睹。

2- 祈祷不能聆听和思维的偶像，是以物配主者的愚蠢。

3- 需求真主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属性，无求是真主完美的属性。

4- 对心性的熏陶将回报众仆自身，要么保留，要么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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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不信道者和信士的结局不相等，就像盲人和

非盲人不相等一样；
20  不信仰和信仰不相等，就像黑暗和光明不相

等一样；
21  乐园和火狱的效果不相等，就像阴影和当阳

不相等一样；
22  信士和不信者不相等；活人和死人不相等，

真主使祂所意欲者聆听教诲。使者啊！你不能

使如坟墓里死尸般的不信道者聆听， 
23  对于他们，你只是真主刑罚的警告者。
24  使者啊！我以无可辩驳的真理派遣你，作

为真主给予信士们丰厚报酬的报喜者和给予不

信道者严厉刑罚的警告者。先前的任何一个民

族，都有真主的使者来临，对他们的惩罚加以

警告。
25  使者啊！如果你的族人否认你，你当坚忍，

你不是首位被本族人否认的使者。阿德人、赛

莫德人、鲁特的族人以及之前的宗族，都曾否

认他们的使者。他们的使者带着证实自身的明

显证据，并给能思维和有思想之人带来了天经

和光辉的经典。
26  尽管如此，他们仍不信主，并否认了使者从

真主那里带来的。故我毁灭了不信道者。使者

啊！你想象我毁灭他们时，我对他们的谴责是

怎么样的？
27  使者啊！难道你没有看到？清高真主从天

上降下雨水，然后借那雨水灌溉树木，之后生

出红、绿、黄等不同颜色的果实。山上有白色

的、红色的和各色的条纹，以及漆黑的岩石。
28  人类、牲口和家畜（比如骆驼、牛、羊等）

也有上述的不同颜色。惟有识之士尊崇清高的真主，因为他们了解真主的属性、律法及其能力。真主是不可战

胜的，是至赦的主。
29  诵读我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完美地履行拜功、公开或秘密地施舍我赐予他的财产（比如天课等）之人，他

们期望以这些善行作为在真主那里永不破产的经营，
30  以便真主将给予他们行为的完全的报酬，并为他们增加祂的恩惠，祂确是这样的主。这等人，真主是赦免

其罪过的，以示对他们善行的回馈。

 本页小结:
1- 否认真理和秉持真理者与荒谬和持荒谬者相等。

2- 在我们先知（愿主福安之）之前被派遣的使者（愿主赐他们平安）数量之多，证明真主对众仆的怜悯和被

造物的偏执。

3- 毁灭否认真理者是真主的常道。

4- 信道是获益的营生，不信道是亏折的营生

۱۳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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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使者啊！我启示你的经典是毋庸置疑的真

理。真主降示它只为证明先前的经典，真主是

彻知众仆的，是彻察众仆的。祂给每个宗族派

去使者，并降示符合时代所需的启示。
32  然后，我把《古兰经》赐予我所拣选的穆罕

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宗族，他们中有从事非

法行为和放弃义务的自欺者；有履行义务和放

弃非法行径的中和者—放弃一些可嘉行为，行

一些可憎之事；也有奉真主之命争先履行的行

善者—履行义务和可嘉事宜、放弃非法的和可

憎之事，我拣选出来这个宗族给予他们《古兰

经》，那是任何回报都望尘莫及的宏恩，
33  即常住的乐园，他们在里面戴珍珠和金镯，

穿绸质衣服。
34  他们进入乐园后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我们曾经惧怕进入火狱，祂祛除了我们的忧

愁，我们的主饶恕众仆中忏悔者的罪过，感谢

他们顺从至赦的主，
35  祂使我们入住长久的、永不搬出的乐园，

那是祂的恩典，而非凭借我们自身的能够和力

量。乐园里我们永不劳累，永不疲倦。”

真主提及众仆中被挑选者的报酬，又提及众仆

中卑贱的不信道者的报酬，祂说：
36  “不信真主者将受火狱的惩罚，他们将永

居其中，即不判他们死刑，让他们得以逃脱惩

罚；也对他们火狱的惩罚没有丝毫减免。这

种刑罚是复活日，真主给予每个辜恩者的报

酬。”
37  在火狱中，他们以最大声音的呼喊求救

说：“我们的主啊！求你把我们从火狱中放

出，让我们做不同于我们曾经行为的善行，以获取你的喜悦，摆脱你的刑罚。”真主回答道：“难道我没有延

长你们的寿命，以便你们觉悟，并忏悔且行善？难道没有使者来临你们警告真主的刑罚吗？所有这一切之后，

你们既无托辞，也不被原谅，你们品尝火狱的刑罚吧！”不信道和行恶自欺的不义之人没有任何援助者，也没

有任何人能从真主的刑罚中拯救他们，或减轻他们的刑罚。 
38  真主彻知天地的幽玄，任何事没有他不知道的。祂确是彻知众仆隐藏于心的善和恶。

 本页小结:
1- 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教众优越于其它教众。

2- 信士在信仰上的差距意味着他们在今后两世报酬上的差距。

3- 时间是应当妥善利用的信托物，浪费时间者终将悔恨，而悔恨是无济于事的。

4- 真主彻知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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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人们啊！祂使后人继承前人成为大地的代治

者，以考验你们的行为。不信道者，自受其罪

和应得的报酬，他的不信丝毫不能伤及真主；

不信道者，他们的不信只能增加真主恼怒；不

信道者，他们的不信只能加大自身的损失，他

们确是损失的。如果他们信道，真主为其预备

了乐园。
40  使者啊！你对以物配主者说：“你们告诉

我，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在大地上创造了什

么？他们创造了山脉？牲畜？还是他们参与了

真主的创造天地呢？还是真主给予了你们一部

经典，在这部经典中，包括了你们应该崇拜偶

像的理由呢？以上任何都没有发生，不义者以

不信道和恶行相互欺骗许诺。
41  清高真主掌管天地，以免其毁灭。假如其

毁灭，除真主外，没有任何人可以维护它。他

确是至睿的，不急于惩罚的，祂是饶恕忏悔者

的，确是至赦的。
42  不信道者以真主之名发了一个重誓：“如果

有使者来自于真主，警告他们真主的刑罚。我

们必将成为比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等更端庄和

遵循真理的人。”当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

被派遣来警告他们真主的惩罚时，他的到来只

让他们更加远离真理和留恋于荒谬中，他们没

有遵守誓言，成为比他们先人更遵守正道之

人。
43  他们以真主之名所发的誓言，不是出自善意

和纯真目的，而是为了在大地上自大和欺骗人

们。恶意的谋划只困其策划者，除真主永恒的

常道外，这些自大者还能等待什么？那常道，

即毁灭他们犹如毁灭他们的前人一样。对于常道，你绝不会发现有任何变更；对于常道，之于其他人也不会变

更，因为那是真主规定的常道。
44  难道古莱氏族中否认你的人没有在大地上行走，观察他们之前否认的民众的结局吗？难道那些比古莱氏人

更有力量的民众不是被真主毁灭的吗？天地间的万物，都不能躲过真主，祂彻知否认者的行为，真主对他们的

所有行为一览无遗，无处可逃。只要真主意欲，必定毁灭他们。

 本页小结:
1- 不信道是招致真主恼怒的原因，是折损和窘迫之途。

2- 以物配主者没有任何的理性和经典证据。

3- 不义者的阴谋迟早毁灭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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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如果真主因人类的悖逆和犯下的罪行，而

加快对他们的惩罚，祂会立刻毁灭大地上所有

人及其拥有的牲畜和财富。但清高真主延迟他

们至一个定期限，即复活日。当复活之日来临

时，真主明察祂的众仆，任何事物都不能被隐

瞒，祂将依他们的行为予以他们报酬。善得善

果，恶得恶果。

雅辛 章
这章是麦加的，全章共计八十三节。

 本章主旨:
确定穆圣（愿主福安之）使命，阐明复活及其

证据。

 注释:
1 {雅辛}，这在之前《黄牛》章首论述过了。
2  真主以其智慧的经文—《古兰经》明誓，这

部经典中没有来自各方的荒谬。
3  使者啊！你确是真主派遣给众仆的使者之

一，你们命令人们认主独一，惟祂所崇拜。
4  5  这是端庄的体系和正直的律法，这个体

系和律法来自万能的、不可战胜的真主。对于

信士，祂是至慈的。
6  我降示你这部经典，以便你恐吓和警告族

人，他们就是没有使者来警告过的阿拉伯人，

故他们忽视信仰和认主独一。如同每个被中

断警告的民众一样，他们需要能警示他们的使

者。
7  他们大部分人应当受到真主的惩罚，因为真

主的真理通过使者被传达后，他们没有信道，而固执于迷误中。他们不信真主及其使者，也不遵循他带来的真

理。
8  他们就像是枷锁放在脖子上的人一样，双手被绑在胡须下面的下巴处，被迫抬头望向天空，而无法低头。

这些被捆绑者不信真主，不聆听祂的教诲，也从不为祂低头。
9  我在他们前、后各设置了一道隔离真理的屏障；我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没有观看真理的视觉，这一切

都是因为他们顽固和坚持不信道。
10  穆罕默德啊！这些不信道的顽固者，无论你对他们警告与否，他们都不信你从真主那里带来的。
11  惟有相信《古兰经》并遵守其教律者，才能真正受益于你所警告的。除真主外，没有人他们看见秘密地敬

畏真主。具有这等品质者，你把他们喜悦的事情告诉他们即真主消除他们的罪过并饶恕他们。在后世，等待他

们的是重大的报酬，即进入乐园。
12  我必要使死人复活，为清算而复生他们，我必定记录他们在今世行为的好坏，记录他们死后留下的事迹，

是如川流不息般施舍的善行？还是不信道的恶行？我把所有事物记录在一本明白的范本中，那是被保护的天

牌。 

 本页小结:
1- 顽固确已妨碍获得通往真理的引导。

2- 遵循《古兰经》和敬畏真主是进入乐园的原因。

3- 阐明清廉的后代和川流不息的施舍，及其类似两者的善行对信仰的仆人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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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使者啊！你为这些顽固否认真理之人打个比

喻，成为他们的借鉴，即当使者来临一个城

市，
14  我首先为他们派遣了两位使者，劝化他们认

主独一和敬拜真主。他们否认了使者，我又增

派第三位使者去援助他俩。三位使者对市民

说：“我们三位是派往你们的使者，号召你们

认主独一、遵循真主的律法。”
15  居民对三位使者说：“你们只是和我们一样

的凡人，没有什么特殊，至仁的主没有降示启

示，你们只是假借真主名义，谎称你们的号召

罢了。”
16  三位使者对否认他们的居民说：“市民啊！

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确是来处他的使者，这一点

作为我们的证据就足够了。
17  我们只负向你们清楚传达使命之责，我们没

有引导你们的权利。”
18  居民对三位使者说：“我们因你们而遭厄

运，如果你们不停止号召我们认主独一，我们

将掷石击死你们。你们将遭受痛苦的刑罚。”
19  使者回答说：“你们的厄运将因你们不信真

主、不追随使者而伴随你们。难道我们向你们

提及真主而使你们遭厄运？你们确是不信道和

作恶的民众。”
20  有个人迅速地从城市的远处跑来，他担心自

己城中的民众否认使者并以凌辱和处死威胁他

们，他说：“众人啊！你们当遵循这些使者所

带来的；
21  众人啊！你们当跟随向你们传达使命而不索

取任何报酬之人。他们传达的是来自真主的启

示，来引导我们。这等人，值得我们跟随。”
22  这位进言者说：“是什么阻止我敬拜创造了我的真主呢？有什么阻止你们敬拜你们的主呢？祂创造了你

们，你们复活后的报酬只归于祂。
23  难道我舍弃创造我的真主而枉拜其它吗？如果至仁的主使我受灾，这些枉拜者的说情对我无济于事。他们

没有使我受益和遭难的权利，如果我不信道而死亡，他们也不能从真主意欲我的灾难中拯救我。
24  如果我舍真主而崇拜其它，我确是在明显的错误中，因为我崇拜了不应受拜的，放弃了应受拜的，
25  众人啊！我确信我和你们的主，你们听我的，我不害怕你们对我以死威胁。”他的宗族最终杀了他，故真

主使他进入了乐园。
26  27  在他牺牲后，为了优待他，有人对他说：“你进入乐园吧！”当他进入乐园，看见其中的恩泽时，他

说：“但愿我宗族中否认我、杀死我的人知道我的情况，真主饶恕了我的罪过并优待我，以便他们和我一样归

信，获取和我一样的报酬。”

 本页小结:
1- 在宣教中讲故事的重要性。

2- 悲观和认为厄运是不信道的行为。

3- 向持真理者进言是义务。

4- 与人为善是有信仰者的属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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