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我没有为毁灭否认和杀害他的族人之人，

而从天上降下天兵，在我这里，他们的事情比

这更容易。我确已安排，以从天而降的一声呐

喊使他们遭到毁灭，并非降下天使惩罚。
29 他的族人遭受毁灭的故事，只是我从天降

下的一声呐喊，他们便倒下了，没有留下任何

痕迹。他们就好比燃烧的火被熄灭一样，没有

留下任何痕迹。
30 复活日，当否认真理者眼见惩罚时真悔

恨！真悲哀！那是因为，在今世，每当有使

者从真主那里来临他们，他们就加以讽刺和嘲

笑。复活日，他们的结果是曾对真主威严怠慢

的悔恨。
31 难道这些否认真理和嘲笑使者的人，没有

以他们之前民众的结局作为借鉴吗？他们已

经死亡，也不会再次回到今世。他们曾加倍工

作，真主将以他们的行为对他们赏罚。
32 复活日，所有民众，复生后无一不呈现在

我的面前，我将依他们的行为赏罚他们。
33 为否认复活者证实复活真实性的标志是：

干旱贫瘠的大地，我从天上将雨水降在地上，

使大地长出各类植物和各种谷物以供人们食

用。以降下雨水和生出植物使大地复活者，也

能以复生死使人复活。
34 我在降下雨水的大地上造出很多椰枣园和

葡萄园，并在园里喷出泉水用以灌溉。
35 以便人们食用这些果实—真主赐予他们的

恩典，这些无需他们劳作。难道他们不为真主

的恩典而认主独一和信仰祂的使者吗？
36 赞清高真主圣洁！祂创造了各类植物，而

给予人类最佳的是从同类中创造了配偶，以及陆地、海洋和其他人们已知和未知的被造物。
37 为人们证明真主独一的一种迹象是：我借白昼的离去、夜晚的来临，使白昼从夜晚移出降下黑夜，于是人

们进入黑暗中。
38 为人们证明真主独一的一个标志是：定轨运行的太阳，真主知道它不可逾越的限定，这是万能的主的预

定。任何被造物的事都瞒不住祂，祂是全知的主。
39 为人们证明真主独一的另一标志是：我为月亮预定每个夜晚的归所。初显时细小，然后盈满；之后再变

小，以致其纤细、弯曲、色泽都像弯弯的椰枣枝一样。
40 太阳、月亮、黑夜、白昼等迹象都由真主预定，它们绝不会超越所限，太阳不会因轨迹的变化和阳光的消

失赶上月亮，黑夜也不会在白昼没有结束时取而代之。凭借真主的预定和维护，行星和恒星等所有的被造物都

有其专门的轨道。

 本页小结:
1- 违背真主者是如此的低贱，顺从真主者是如此的高贵。

2- 长出绿植和谷物使旱地复活，是证明复活的证据之一。

3- 天地万物的创造且有序运行，是认主独一的证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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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为人类证明真主独一的迹象有：真主对众

仆所施的恩典，祂在努哈时期，用装满各类雌

雄被造物的船舶拯救了阿丹的后裔从洪水中得

救。
42  为人类证明真主独一的迹象有：我为他们

创造了类似努哈的船只。
43  如果我意欲，就能淹没他们；如果我意

欲，绝不会有任何拯救者；如果我意欲，绝不

会有任何支援者。
44  除非我怜悯他们，拯救他们于淹没中，让

他们回复享受至一个定期，以便他们觉悟而信

道。
45  如果有人对这些否认真理和拒绝信仰者

说：“你们当警惕后世的灾难，你们当警惕今

世的多变，以便真主怜悯你们。”他们定会不

屑一顾并加以反对。
46  每当证明真主独一和唯一应受拜的迹象来

临这些顽固的以物配主者时，他们总是漠然置

之并加以反对。
47  如果有人对这些顽固者说：“你们当以真

主赐予你们的给养帮助穷人和可怜人。”他们

便会傲慢地回复说：“难道我们要去供养真主

意欲供养的人吗？我们不违背真主的意愿，信

士们啊！你们怎么啦？你们确是在远离真理的

明显错误中。”
48  否认复活的不信道者说：“信士们啊！如

果你们是诚实的，你们所说必定实现的复活何

时到来？”
49   这些否认复活的人所等待的只是号角吹响

时的一声呐喊，这声呐喊将在他们进行买卖、

灌溉、放牧等今世营生时袭击他们。
50  这声呐喊突袭他们时，他们不能相互嘱托，也不能返回到家里和亲人面前，而是就这样在营生中死去。
51  第二声复活的号角吹响时，他们全体从坟墓里出来，迅速地来到真主那里接受清算和赏罚。
52  这些否认复活的不信道者悔恨地说：“我们真亏折！是谁从坟墓中复生了我们？”他们的问题被答复

道：“这是真主的许诺，祂必将实现，使者们在传达他们主的消息中是诚实可信的。”
53  第二声号角吹响的结果：他们从坟墓复活，全体展现在我这里进行清算。
54  那日的裁判是公正的。众仆啊！你们不会受任何屈枉，恶行不会被增加，善行也不被减少，你们只受自身

今世行为的报酬。

 本页小结:
1- 真主调教众仆的途径之一便是，为他们阐明求证的迹象，以便对他们的宗教和今世有益。

2- 真主给予众仆行所奉之命、弃所禁之令的能力，如果仆人放弃了奉命，是其自身的选择。

3- 在复活日，真主意想不到的慈悯会显现在正信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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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复活日，进入乐园者无暇思考其他，面对

眼见浩荡的恩泽和重大的胜利，他们对此欣喜

若狂。
56  他们和配偶在绿树成荫的乐园床榻上沐浴

着恩泽。
57  他们在乐园里享受各类鲜美的水果，如葡

萄、无花果和石榴，以及他们想要的所有恩典

和享受——只要想，就会得到。
58  除这些恩泽外，他们还享有仁慈主 “平

安”的问候。如果真主对他们发出平安问候，

那他们会万事平安，那是无比至上的问候。
59  复活日，有人对以物配主者说：“你们退

避开信士，你们不配与他们一起，你们的报酬

和属性与他们的大相径庭。
60  难道我没有借使者之口嘱托和命令你们

说：“阿丹的后裔啊！你们不要听从恶魔而犯

各种不信道和悖逆的罪行，恶魔对你们有明显

恶意的敌人，有智慧者怎能服从怀有恶意的敌

人呢？
61  人类啊！我曾命令你们只崇拜我、顺从

我，不要以物配我，这是获取我喜悦、进入乐

园的康庄大道。但是你们并未遵循我的嘱托和

命令。
62  恶魔使你们很多人迷误，难道你们的理智

没有提醒你们顺从、崇拜独一的主，警告你们

不要追随怀有明显敌意恶魔吗？
63  这就是你们在今世因不信道被许诺的火

狱，对于你们，它曾是幽玄的，今日你们亲眼

所见。
64  你们进去吧！遭受你们在今世不信真主而

应得的炽热。
65  今天，我封闭他们的口，他们因曾经的不信和作恶

而变成了哑巴，而双手对我讲述他们曾经的所作所为，腿脚将为他们曾经行凶作恶时所走的路作证。
66  如果我欲夺去他们的视觉，我就夺去，他们不能看见。他们抢着向正路走，以便他们到达乐园。然而，他

们离正路很遥远，因为他们的视觉已不存在。
67  如果我欲改变他们的形态，我必改变，使他们瘫坐于他们的腿上，他们寸步难行，既不能向前，也不能后

退。
68  我延迟谁的寿命，使他回到羸弱阶段，难道他们不用理智去思维吗？不然，他们会知道今世并非永居之

所，后世之所才是永恒。
69  我没有教授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诗词，他不适合此道，因为他秉性并非如此，亦非必要，以免你们妄

称他是诗人。对于有思维的民众，这确是《古兰经》和真主的教诲，
70  以便他警告睿智和灼见之人，这等人，是受益于教诲的。不信道者应受惩罚，教诲及号召确已到达他们，

证据已为其展现，故他们不再有任何的借口。

 本页小结:
1- 乐园的居民对于自己在乐园中，心之所倾、目之所恋，以及所盼望的一切都感到欢悦。

2- 有心者常常以《古兰经》陶冶自身，故自己的知识和实践就会增加。

3- 复活日，人体器官会为主人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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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难道他们没有看见我为他们创造了牲畜，

他们拥有这些牲畜，可以根据需求随意处理。
72  我为他们制服了牲畜，使其为他们所用，

一部分供他们骑乘和载货，另一部分供他们食

用。
73  除乘骑、食用外，牲畜还有许多益处，牲

畜的毛、绒和发，供他们制造床铺和衣物，以

及可饮用的奶。难道他们不感谢给予他们这些

恩赐及其他的真主吗？
74  他们舍真主而崇拜许多神灵，希望得到他

们的拯救使自己免遭真主的刑罚。
75 他们的神灵不能自救，也不能拯救舍真主而

崇拜他们的人们。他们和其所崇拜的偶像将统

统接受惩罚，他们相互推卸责任。
76  使者啊！不要为他们说你不是使者，而是

诗人等的妄言而烦恼，我确是知道他们隐藏的

和表露的。任何事物瞒不过我，我都将依此报

酬他们。
77  难道复活之人没有思考过，我从精液中造

化了他，然后经过若干阶段他出生和成长，然

后他成为善辩的敌对者，这其中可证实复活的

明证他没有看到吗？
78  不信道者确已忽视和愚昧，他以腐朽的骨

头争辩复活不能实现，并说：“谁能使朽骨复

生？”然而，他忘却了自己是从“无”中被创

造。
79  穆罕默德啊！你回答他说：“复生这朽骨

的就是最初创造它的，初造可以，亦可再次将

生命注入复生它。清高的主是彻知万物的，任

何事物不能隐瞒祂。
80  人们啊！祂为你们从绿树中创造了火，你们就从树中取火燃烧吧，汇集两极之物——树木的水分和燃烧的

火焰——的能力者，定能复生死人。
81  难道创造天地万物者不能复生死后之人吗？不然！祂是能够的，他是创造万物的创造者，是全知的主，任

何事物不能隐瞒祂。
82  当祂意欲一件事时，祂只需说声“有”，那件事便有了，其中就有祂意欲的出生、死亡和复活等。
83  赞颂真主圣洁！祂远超越以物配主者所说的。祂拥有万物的权利，随意治理；祂掌管万物的奥妙，你们后

世只召归于祂，祂依你们的行为而对你们赏罚。

 本页小结:
1- 真主对人类的恩惠和关照是为他们制服了牲畜，以供他们不同用处。

2- 有充分的理性证据证明复活日的真实，但以物配主者不信。

3- 清高真主属性之一是：祂彻知所有被造物的所有状态；祂彻知地球上已故的和活着的；祂是彻知幽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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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班者 章
 本章主旨:

真主超乎以物配主者对祂的描述，揭示他们对

天使和精灵的荒谬说法。

 注释:
1  我以在他们敬拜中整齐划一列队的天使发

誓，
2  我以驱使云朵的天使发誓，他们将云层赶

至真主意欲的地方。
3  我以诵读真主言辞的天使发誓，
4  人们啊！你们真正崇拜的只是独一的、无

可匹配的真主。
5  祂是诸天的主、大地的主，天地间万物的

主，是终年东升西落的太阳的主。
6  我以靓丽的繁星装饰地球的天空，看上去

它们就像似闪闪发光的珠宝。
7  我以群星保护今世的天空，远离被驱逐

的、叛逆的的恶魔，它将被群星所抛弃。
8  这些恶魔不得聆听，天使谈论真主启示的

律法和决定，它们被来自各方的流星驱赶，
9  驱赶它们，远离聆听，在后世恶魔将受永

久的、不间断的刑罚。
10  恶魔偶尔窃听到一次，即听到天使们相互

商榷未到达下降知识，随即发亮的流星就会追

赶将其燃烧。有可能在流星追上燃烧之前，恶

魔便将消息传达给它的同伴，继而传至僧侣，

他们就能借此编出百个谎言。
11  穆罕默德啊！你询问否认复活的不信道

者，难道它们比我创造的天地还要难造？比天

使体格更强壮，肢体更宏伟吗？我从粘土创造

了他们，他们怎能否认复活呢？他们确是从羸弱的粘土中被造的。
12  穆罕默德啊！你对真主经营被造物诸事的能力感到惊奇，你对以物配主者否认复活的行为感到惊奇。这些

以物配主者极力否认复活，以至对你所说的相关事宜加以嘲笑。
13  当以物配主者从未听过的劝化来临时，他们绝不会获益，因为他们的心是坚硬的。
14  如果他们眼见佐证先知（愿主福安之）诚实的一种迹象时，他们会加倍嘲笑和吃惊。
15  他们说：“穆罕默德带来的只是明显的魔术。
16  如果我们死去变成尘土和朽骨，我们还能被复活？这是难以置信的。
17  我们之前死去的先辈们也被复活吗？”
18  穆罕默德啊！你回答他们说：“是的，你们变成尘土和朽骨后将被复生，你们的先辈们也统统会被复生，

你们将以卑贱、渺小的方式复生。
19  只需一声号角（第二次号角声）他们全体瞬间便会看见复活日的可怕，等待真主对他们的清算。
20  否认复活的以物配主者说：“哀哉！这是真主依众仆今世的行为对他们赏罚的日子。”
21  有人对他们说：“这是你们曾在今世否认的判决之日。”
22  23  有个声音对天使说：“把以物配主的不义者、他们否认真理的党羽以及他们舍真主而崇拜的统统集合

起来，告知并指引他们火狱的道路，带他们到那里——他们的归宿。”
24  在被驱赶至火狱清算前，先扣留他们进行审讯，之后将他们赶到火狱。

 本页小结:
1- 用星辰装饰天空的用途有：点缀天空和防范悖逆的恶魔。

2- 坚守正道——位于火狱正上方、进入乐园必经过之桥，火狱的居民会失足从桥上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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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有个声音责怪他们说：“你们怎么不像今

世曾相互扶持那样相互援助呢？你们不是佯称

你们崇拜的偶像会援助你们吗？”
26  不然，今日他们卑贱地服从于真主的命

令，他们没有能力和办法相互援助，
27  只有相互间责怪和争辩。现在，责怪和争

辩已无济于事。
28  追随者对被追随者说：“我们的主事者们

啊！你们曾强迫我们远离宗教和真理，为我们

粉饰不信道和以物配主的犯罪，使我们避开使

者从真主那里带来的真理。”
29  被追随者说：“事情并非如此，你们曾是

不信道者，没有成为信士，皆因你们自身否认

真理。
30  追随者啊！我们没有权利强迫你们不信道

和以物配主，你们曾是过度不信和迷误的民

众。
31  故我们和你们应接受真主的许诺，祂说‘

我必将以你和顺从你不信道之人类充满火

狱。’{萨德章：85节}，然后，我们不可逃避

的必须尝受我们的主警告的刑罚。
32  我们号召你们迷误和不信道，我们自己确

是迷误者。”
33  复活日，追随者和被追随者同受惩罚。
34  我使他们遭受惩罚，也使其他犯罪者遭受

同样的惩罚。
35 在今世，当有人对这些以物配主者说：“除

真主外，绝无任何神灵，你们当依此行事，放

弃与之相违的。”他们因傲慢和藐视真理而拒

绝响应号召。
36  他们以自己的不信道为由说：“难道我们放弃我们的诸多神灵，因为一位发疯的诗人？”他们这话指真主

的使者（愿主福安之）。
37  他们恶意中伤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他不是疯子，也非诗人。他带来的是号召认主独一和追随其使

者的《古兰经》，他证实了历代使者皆来自真主、昭示真主的许诺，他与他们没有任何区别。
38  以物配主者啊！复活日，你们将遭受严厉的刑罚，因为你们的不信道和对使者的否认。
39  以物配主者啊！你们的报酬依今世的悖逆和罪行而定。
40  真主拣选信士，使他们虔诚敬拜，他们是脱离惩罚的人。
41  这些虔诚的仆人享有真主赐予他们的优越的、美好的、永不枯竭的给养。
42   这些给养中不仅有最美味和可口的水果等，与此同时，他们还享有高品级的奖赏——亲睹真主尊容。
43  这些都是在常住的、不间断的、永不消失的恩泽乐园里获得的，
44  他们倚靠在床榻上，彼此相视。
45  有人拿着酒杯在他们面前来回走动，那酒清澈的像流淌的泉水，
46  颜色澈白，令饮者无限享受，
47 不同于今世的酒，它没有使人失去理智的麻醉物，也不会致痛饮者头痛欲裂，更不会损伤饮者的智力和身

体。
48  他们在乐园里有纯洁无暇的女人，她们只专注地望着她们的丈夫，目不斜视。
49  她们的肤色，白皙般如同无可以透视出蛋黄的鸵鸟蛋清一般。
50  乐园里的人相见时，相互询问各自在今世中的经历，
51  一位信士说：“在今世，我曾有个否认复活的朋友。

 本页小结:
1- 不信道者受刑罚的原因是：以物配主和作恶的不义之举。

2- 乐园里的人所受恩泽是相聚一堂，相对而视，这是最完美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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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他嘲笑我说：‘我的朋友啊！你真的相信

死人的复生吗？
53  我们死后变成朽骨，然后会复生，并依我

们今世的行为受赏罚？’”
54  他的信士朋友对乐园的人说：“你们和我

一起去看看，那位否认复活者的结局如何？”
55  他俯视看到他曾经的朋友位于火狱之中。
56  他说：“以真主发誓，你几乎害的我也进

入火狱，你曾叫我不信道和否认复活。
57  如果不是真主赐引导我，得以信仰和成

功，我必同你一样受刑。”

对火狱里的朋友说完话后，他转身对乐园里的

朋友们说：
58  “我们乐园里的人并不会再死。
59  除我们今世的初死外，我们将永居乐园，

也不会遭受如同不信道者的刑罚。
60  这是我们的主给予我们的报酬——进入乐

园并永居其中而免遭火狱，这是无与伦比的伟

大胜利。
61  劳作者应当为获取这伟大的胜利而劳作，

这是一项获益的营生。”
62  是真主为虔诚敬意顺服祂之人预备的恩典

更优美和光荣？还是那既不育人又不能充饥的

不信道者的食物——《古兰经》中被诅咒的攒

楛树呢？
63  我使它成为不信道者的蛊惑，当时他们

说：“火只会烧掉树木，不可能生出树木。”
64  攒楛树是生长于恶劣处——火狱底部生长

的一棵树。
65  其果实外表丑陋，像是恶魔的头颅，丑陋

的外表证明内部的恶劣，即果实味道难吃。
66  不信道者只能食用这苦果，以为他们空空的肚腹充饥，
67  吃完果子，他们还需饮那灼热的、难以下咽的混汤，
68  然后他们又归于火狱，在刑罚中翻转。
69  不信道者发现他们的祖先迷误于正道，他们不加思考地跟随父辈，
70  紧紧的追随父辈于迷误之中。
71  他们之前的已很多古人迷误，使者啊！你的民众并不是初出迷误之人。
72  在先民中，我确已派遣了诸位使者，警告他们真主的刑罚，但他们却不信道。
73  使者啊！你看那些接受过他们使者的警告，而拒不响应的民众结局如何？他们因不信道和否认使者而进入

火狱，永居其中。
74  惟真主意欲的信士除外，他们从否认真理的不信道的结局中得救。
75  我的先知奴哈（愿主赐其平安）曾向我祈祷，他的宗族否认了他，我确是最优美的应答者，我立刻应答了

他的祈祷。
76  我从他宗族的迫害中拯救了他和他的家人及追随者，使他们免遭洪水的淹溺，那洪水是遣去惩罚他宗族中

的不信道者的。

 本页小结:
1- 获得乐园的恩泽是最伟大的胜利，劳作者当为获取这样的恩典而努力劳作。

2- 火狱居民的食物是难吃的、难闻的、难以下咽、苦涩的攒楛树果实。

3- 真主应答先知奴哈（愿主赐其平安）对付他的宗族的祈祷，真主是应答极速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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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我只拯救了他和他的追随者，湮灭了他的

宗族中的不信道者。
78   我在他在后代中为他留下美名，他们赞扬

他。
79  后代的各民族都祝福奴哈说“祝奴哈平

安，祝奴哈安宁”，对他的赞扬和美好记忆将

存留。
80  我将以赐予奴哈（愿主赐其平安）这样的

报酬赐予完美敬拜和顺从真主的人。
81  奴哈确是顺从真主的、行善的信士之列，
82  我以遣去的洪水湮灭了其它人，他们中任

何人都没有存活。
83 易卜拉欣是他的宗族中人，他们认可他号召

认主独一。
84  你当记得，当他带着毫无配主之念的健全

的心见他的主时，他为他的主劝诫众生。
85  当时，他对他的父母和以物配主的宗族嘲

笑地说：“你们舍真主崇拜的是什么呀？
86  难道你们崇拜被否认的诸多神灵吗？
87  宗族啊！你们舍真主崇拜其它的，假如你

们会见真主，你们对众世界的主做什么样的猜

测呢？祂会怎样对待你们呢？”
88  易卜拉欣看了一眼星辰，他谋算一个使自

己带着族人摆脱（以物配主）的计划。
89  他找借口没有和族人去庆祝他们的节日，

他说：“我病了。”
90  他的族人转身离开他走了。
91  他悄悄来到他们舍真主而崇拜的众神灵那

里，嘲笑地对他们的众神灵说：“你们不吃以

物配主者为你们制作的食物吗？”
92  “你们怎么不说话呢？也不应答向你们祈

祷的人，难道他们舍真主崇拜的就是这吗？”
93  易卜拉欣偷偷的用右手击打偶像，以便打碎他们，
94  偶像的崇拜者快速来找他。
95  易卜拉欣坚定的面对他们，指责他们说：“难道你们舍真主崇拜你们亲手打造的众神灵吗？”
96  赞主超绝！他创造了你们，以及你们的作品，其中包括这些偶像。他是值得崇拜的，要崇拜独一的主，不

要举伴他。
97  当他们无法与他辩驳时，便采取暴力方式，他们商量怎样处置易卜拉欣，他们说：“为他建一座高台，放

些木材，点燃它，然后把他扔在其中。”
98  易卜拉欣的宗族想消灭和摆脱他，我使火对他成为凉爽和安全的，使他们自己成为亏折的人。
99  易卜拉欣说：“我放弃我的宗族的家园，迁移至我的主那里，以便我静心崇拜祂。我的主将指引我至对我

今世和后世有益的。
100  主啊！求你赐我一个廉洁的儿子，代替我的宗族协助我于陌路中。
101 我应答了他的祈祷，告诉他所喜悦的，我以一个儿子向他报喜，儿子长大成为厚道之人，他就是易司马仪

（愿主赐其平安）。
102 易司马仪逐渐长大，到了能帮父亲干活的年龄，他的父亲易卜拉欣做梦，先知的梦境都是启示，易卜拉欣

用梦境所暗示的考验自己的儿子说：“儿子啊！我梦见我在宰你，你认为该怎么办呢？”易司马仪回答父亲

说：“我的父亲啊！你执行真主命令的宰我吧！你将发现我是对真主判决欢喜的坚忍者。”

 本页小结:
1-对奴哈恩典之一，拯救奴哈和追随他的信仰者，使他们的子孙后代具有人类的血脉和属性，流芳百世。

2-人的行为是真主的创造，个人的具体行为是个人的选择。

3-根据这些经文的证据和排序，当时宰献的是易司马仪（愿主赐其平安），因为他是第一位被报喜的儿子，至

于易司哈格（愿主赐其平安）是被报喜的第二个儿子。

4-伊斯马仪说{如果真主意欲，你将发现我是坚忍的。}这是真主以坚忍使他成功的原因，因为他将事情托付给

真主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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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他们俩顺从和遵从真主，易卜拉欣把他的

儿子侧卧着，以执行真主令他宰他的命令。
104 在他专心执行真主令他宰儿子的命令的时

候，我呼唤易卜拉欣“易卜拉欣啊！
105  你决议宰你的儿子，你确已实现你的梦，

我将使你从这个重大的考验中脱离，作为对你

的报酬，我这样报酬行善者，使他们从考验和

困苦中得到脱离。”
106 这是明显的考验，易卜拉欣确已从中取得

成功。
107 我以伟大的牺牲替代，赎了易司马仪
108 我为后代的民众留下对易卜拉欣的优美赞

扬。
109 那是来自真主对他的问候，是祝福从所有

不幸和缺陷中得平安，
110 我这样报酬易卜拉欣，也这样报酬行善

者。
111 易卜拉欣确是我的信道的仆人，具备敬拜

真主所应有的敬意的仆人。
112 我以另一个将成为先知和廉洁的仆人的儿

子向他报喜，那就是易司哈格，这是对他遵从

真主而宰他唯一的儿子易司马仪的报酬。
113 我为他和他的儿子降下我的吉庆，我增多

对他们的恩赐，其中就有很多后裔，他们的后

裔中有顺从真主的行善者，也有不信道、作恶

的明显不义者。
114 我赐予穆萨和他的兄弟哈伦预言，
115 我曾使他俩和他俩的宗族-以色列的后裔免

遭法老的奴役和溺亡，
116 我援助他们战胜法老及其军队，他们战胜

敌人取得胜利。
117 我赐穆萨和他的兄弟哈伦来自真主、毫无混淆的明显经典《讨拉特》。
118 我引导他俩至毫无偏斜的正道，那是通往清高造物主的喜悦的伊斯兰教。
119 我为后代的民众留下对他俩优美的赞扬。
120 那是来自真主对他俩的优美问候，是祝福他俩从所有灾难中得平安，
121 我这样报酬穆萨和哈伦，我以这优美的报酬而奖赏遵从他们的主的行善者。
122 穆萨和哈伦确是我的信道的仆人，他俩依真主律法行事。
123 易勒雅斯确是来自真主的使者之一，真主赏赐他预言和使命。
124 当时，他对被派往以色列的后裔中的宗族说：“人们啊！难道你们不敬畏真主，不遵从祂包括认主独一在

内的各项命令，远离祂包括以物配主在内的各项戒令吗？”
125 “难道你们舍真主而崇拜你们亲手造的牛犊，舍弃对最优美的创造者的崇拜吗？”
126 真主是创造了你们和你们之前的祖先的主，是值得敬拜的主，除祂外的偶像不能招福避祸。

 本页小结:
1-经文{他们俩即已归顺真主}是证明易卜拉欣和易司马仪（愿主赐他俩平安）完全归顺清高真主的证据。

2-教法宗旨之一是把人类从对人的崇拜中解救出来。

3-美好的赞扬和提及属今世的提早的恩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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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他的族人否认了他，他们因否认而受惩

罚。
128 惟他族人中虔诚敬拜真主者，是从惩罚中

解脱之人。
129 我为后代的民众留下对他优美的赞扬和美

名。
130 那是来自真主对易勒雅斯的优美问候。
131 我以同样给予易勒雅斯的优美报酬，报酬

我信士的仆人们。
132 易勒雅斯是我的仆人之列，他们对他们主

的信仰是真诚的。
133  鲁特确是真主派遣的众使者之一，他们以

报喜者和警告者的身份被派往各自族人。
134 你当知道，我拯救了他和他的家人，脱离

遣往他的族人的刑罚，
135 惟他的妻子除外，她确因和族人一样是不

信道者而将和族人同受刑罚。
136 然后，我毁灭了他族中否认鲁特、不信他

带来的教诲者。
137 麦加城的人们啊！你们在去沙姆的旅途

中，早上就从他们曾经的居所路过。
138 同样，你们也在晚上从那里路过。难道你

们不理智，不以他们否认使者、不信道、作前

人未有的恶行而遭受的刑罚为借鉴吗？
139 优努司确是真主派遣的众使者之一，他们

以报喜者和警告者的身份被派往各自族人。
140 当时，他没有获得他的主的允许而逃离族

人，乘上载满乘客和行李的船舶。
141 那船舶因太满几乎要翻沉，乘客害怕船舶

因人多而沉没，于是抓阄决定把一部分人扔进

海里，优努司在失败者之列，于是他们将他扔进了海里。
142 他们把他扔入海里，鲸鱼擒住他吞了下去，这是对他没有得到他的主的允许而逃到海上的责罚。
143 假若在这事发生之前，优努司不是常常纪念真主的人，假若不是他在鲸鱼肚腹里赞颂真主的话，
144 他必将在鲸鱼肚腹里待到复活日，那里就是他的坟墓。
145 我将他从鲸鱼的肚腹里抛掷在一处没有树木和建筑的空地上，由于在鲸鱼肚腹中停留了一会，他非常虚

弱。
146 我为他在这块空地上生出南瓜树，以供他遮蔽和食用。
147 我派遣他去劝化他的十万，甚或更多数量的民众。
148 他们归信了他，相信他带来的教诲，故真主使他们享受他们今世生活，直至他们寿数所限定的日期。
149  穆罕默德啊！你质问以物配主者：难道你们使你们嫌恶的很多女儿归真主，而你们喜爱的男儿归你们吗？

这是怎样个分法？
150 他们怎么能佯称天使是女性的呢？他们没有出席天使的被造，并没有亲眼看见这个过程。
151 不然！以物配主者对真主的谎言和捏造就是，。
152 他们说真主生育了，他们这些话确是谎言。
153 难道真主为自己放弃你们喜欢的儿子，而选择你们讨厌的女儿吗？

 本页小结:
本页小结：

1真主拯救信士、毁灭不信者的常道不会变更和替换。

2-必须以否认众使者的结局为借鉴，以免别人的灾难降临自己。

3-教法允许抓阄，因为清高真主说{他就抓阄，他却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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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以物配主者啊！你们怎能这样不公平的判

决？女子归真主，男子归你们呢？
155 难道你们不觉悟，你们这腐朽的信念是荒

谬吗？假如你们觉悟，绝不会说你们曾说过的

那些话。
156 是你们有源自经典或使者对此的明显证据

吗？
157 那么，你们拿来作为你们借口的经典，如

果你们是诚实的。
158 以物配主者妄称天使是真主的女儿，他们

妄言屏障后的真主和天使是姻亲关系。天使知

道真主将召集以物配主者进行清算。
159 清高真主超越以物配主者对祂不适合的关

于生育和伙伴等的描述，
160 惟真主虔诚的仆人除外，他们不会对真主

加以不适合清高真主尊高和完美属性的描述。
161 以物配主者啊！你们和你们舍真主崇拜

的，
162 你们统统不能使任何人偏离真理的宗教，
163 惟真主判定其为火狱者外，真主对他实施

其判定，他便成为不信道者，而后进入火狱，

至于你们和你们崇拜的，均对此无能。
164 天使表明自身对真主的崇拜属性说：“我

们任何一位在崇拜和遵从真主中都有已知的位

份。”
165 166 我们天使是成排站立着崇拜和遵从真主

的，我们回避不符合祂的属性和修饰。
167 - 170 麦加城的以物配主者在穆罕默德（愿

主福安之）成为先知前曾经说：“假如我们有

类似《讨拉特》那样古人的经典，我们必将虔

诚敬意崇拜真主。”他们是说谎的人，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已经带着《古兰经》来临他们，他们却否认了

他，很快他们就将知道，复活日，等待他们的严厉刑罚。
171 173  对我的众使者，我的一句不可撤回的言辞已经发出，他们必将依真主赐予他们的辩驳和力量战胜他们

的敌人。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军队，他们为了为主道而战，以使真主的言辞至高无上。
174 使者啊！你当回避这些顽固的以物配主者们，至一个真主知道的时段，直到他们受刑的时刻。
175 你看着吧！在视力无益的时刻，他们将看见刑罚的降临。
176 难道他们要求真主的刑罚早日实现吗？
177 如果真主的刑罚降临他们时，那个早晨真恶劣！
178 使者啊！你回避他们至真主判定他们的刑罚。
179 你看着，他们将亲见自己所受真主的刑罚和结局。
180 穆罕默德啊！赞你的主、力量的主超绝！祂超越以物配主者对祂描述的欠缺的属性。
181 来自真主的问候和表扬属于祂尊贵的众使者。
182 一切赞扬全归真主，祂是值得敬拜的主，是全世界的主，除祂外，他们再没有任何神灵。

 本页小结:
1真主的常道是以雄辩和力量援助众使者及他们的继承者们胜利，经文中有伟大的喜讯，即谁属于真主的军

队，他必是不可战胜的和被援助的。

2-经文中有说明以物配主者和他们崇拜的诸神灵，没有能力使任何人迷误的证据，以及对真主虔诚的仆人的喜

讯，即真主有能力从迷误者和使人迷误者的迷误中拯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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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章
 本章主旨:

讲述以谬论而争辩的后果与结局。

 注释:
1  {萨德}，独立的字母，在《黄牛章》的开

始，已有类似的论述。真主以《古兰经》明

誓,其中包含警示人类什么是对他们今后两世

有益的， 事情并非像以物配主者所认为的‘真

主有诸多伙伴’。
2  但是，不信道者却藐视和轻蔑真主的独

一，反对并敌视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
3  在他们之前我曾毁灭了很多否认他们使者

的世代，当灾难降临他们时，他们才求饶呼

喊，现在求饶已无济于事，他们不可能脱离惩

罚。
4  他们奇怪，自己的族人中出现了一位使者

并警告他们，如果坚持不信道，他们将遭受真

主的惩罚。当不信道者目睹穆罕默德（愿主福

安之）所言之真实的证据时，却说：“这是向

人施魔的魔术师，他谎称自己是受到真主启示

的使者。 
5  难道这个人要将众多神灵变成一个独一的

神灵吗？这做法极为怪异。”
6  他们中的贵族和长者对部下说：“你们要

坚守旧习，不得归信穆罕默德的宗教，当崇拜

你们的众多神灵，穆罕默德号召你们只崇拜一

个神灵是个阴谋，他想成为我们的首领，使我

们成为他的随从。”
7  “穆罕默德号召我们崇拜独一神灵与我们

祖先的遗教和尔萨（愿主赐其平安）的宗族毫

无关联，我们听到的只是谎言和造谣。”
8  “《古兰经》怎么可能未降示给我们贵族和领主，而唯独降示给他呢？”这些多神教徒对降示于你的启示

表示怀疑，在还未尝受真主惩罚之前，他们对自身所受宽限很自负。假若他们尝到惩罚的滋味，绝不敢不信

道、匹配真主和怀疑你所受的启示。

 9  难道这些否认真理的多神教徒拥有你的万能的、不可战胜的、赐予祂所意欲者的主恩赐的宝藏吗？真主

恩赐的宝藏里有圣品，他将其赐予他所意欲之人。这个圣品不是多神教徒的，故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地给予或阻

止他人。
10  难道多神教徒有诸天和大地，及其间万物的权利？他们有权赐予和阻止吗？假若他们这样佯称，那么叫他

们借助各种媒介升上天，以便他们随心所欲地裁判给予或阻止，他们绝做不到。

 11  这些否认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人是败北的乌合之众，就像之前否认众使者的那些党派一样。

 12  否认真理的这些人并不是第一批否认者，在他们之前，曾否认使者的有奴哈的宗族、阿德人、拥有武力

折磨民众的法老，
13  以及赛莫德人、鲁特的宗族和舒阿卜的宗族。那些人确是否认使者、否认他们带来的教诲的党派。
14  这些党派的任何一派都否认了使者，故真主的刑罚和惩治迟早必然降临他们。
15  否认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这些否认者们等待的仅仅是那不可返回的第二次号角吹响之时，如果他们

到死都是否认真理的人，那么他们将遭受惩罚。
16  他们嘲笑着说：“我们的主啊！在末日来临前的今世，请你将我们应受的惩罚降于我们吧！”

 本页小结:
1-清高真主以伟大的《古兰经》发誓，故我们当笃信。

2-多神教徒具有唯利是图的心态，希望将启示降示于权贵们。

3-不信道者不信仰的缘由是对追随真理的自大、傲慢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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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先知啊！你当忍受这些否认者所说的令你

不悦的话，你当铭记我的仆人-有力量痛击敌

人的达五德，他坚韧恭顺，常常向真主忏悔、

做真主喜悦的事情。
18  我使众山岳服从达五德，每个早晚它们跟

随他一起赞颂。
19  我使天空的飞禽服从他，统统跟随他的赞

颂。
20  我以我赐予他的威严、力量和骁勇善战，

巩固了他的国权。我赐予他启示、秉公处事，

我赐予他完美的文辞，清晰的语言和判决。
21  使者啊！两个争辩的人逾越来到达五德（

愿主赐其平安）敬拜所的故事你听说了吗？
22  他俩突然来到达五德面前，达五德因他们

不同寻常的突然造访而恐惧，双方看到达五德

的恐惧之情，便说：“别害怕！我俩是辩论双

方，一方欺负了另一方，请你秉公在我们间做

个判决，不要偏袒任何一方，并指引我们正确

的道路。”
23  其中一方对达五德（愿主赐其平安）

说：“这个人是我的兄弟，他有九十九只母绵

羊，而我只有一只母绵羊，他却要我把那只母

绵羊给他，辩论中他战胜了我。”
24  达五德在两者间进行裁决，他对原告

说：“你的兄弟要求你把你的母绵羊归他，

确已欺凌了你，很多合伙人相互欺压，毫无公

平可言，惟信道且行善者不然，他们公平对待

合伙人，绝不行欺压之事，公平者确是少数

人。”达五德确信这是真主以此案例对他的考

验，于是他向真主求饶，并叩首亲近。他的主

饶恕了他。这是真主因达五德陷入一位妇女的困惑而设立的一个比喻。
25  我应答了他，饶恕了他，他在我那里确是亲近的，在后世他确有美好的归宿。
26  达五德啊！我确任命你为大地的代理者，以执行教义及今、后两世的相关事宜。你当秉公为人们裁决，不

得因亲情、友谊或敌意而偏袒诉讼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以免私欲使你背离真主的正道。背离真主正道的人将因

忘却清算日而遭受严厉惩罚，假若他们铭记清算日，就会畏惧，就不会偏向私欲。

 本页小结:
1-说明达五德先知的恩典及真主赐予他的迹象。

2-众先知（愿主赐福他们）在传达真主使命中是受保护不犯错的，这是使命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也许有先

知因忘却或忽视判决而被自然需求左右，而真主洞察一切，并及时会加以纠正。

3-部分学者引证{有许多伙计，的确相欺}证明两者，或多者相互合伙买卖的合法性。

4-觐见有权有恩之士时应遵循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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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没有徒劳地创造天地万物，那是不信道

者的猜测。做这样猜测的不信道者真悲哀！

如果直到死他们仍不信道，且对真主做恶意猜

想，他们将遭遇复活日火狱的刑罚。
28  我绝不会使信道、跟随使者且行善的人与

在地方上作恶、不信道且悖逆之人相等，也不

会使敬畏他们的主宰、遵守真主命令、远离真

主禁令的人和不信道者、伪信者、沉溺于悖逆

者相等。这两等人的平等相待是暴虐之举，不

符合清高真主。真主以进入乐园作为信士和敬

畏者的报酬，而以进入火狱来惩罚作恶的不信

道者。在真主那里，他们不相等，在祂那里，

他们的报酬也不相等。
29  我降示你这部《古兰经》是有

很多福份和吉庆，以便人们思考其中的迹象，

领悟其中的意义，以便真知灼见者引为鉴戒。
30  我将素莱曼赐予达五德，这是我对他的恩

典和赏赐，以成为他的慰藉。素莱曼真是个优

美的仆人，他常常向真主忏悔、求饶和悔过。
31  你当记得，当他在晡时检阅风驰电逝般的

纯种马队时，马队分三列而站，没有第四列，

他一直检阅，直到太阳落山。
32  素莱曼说：“我受包括这些马匹在内的财

富的喜好影响,忽视了记念我的主宰，直到太

阳下山，连晡礼拜功我都延迟了。”
33  “你们将它们给我牵回吧！”他们将马队

牵到他的面前，他开始用剑砍马匹的腿和颈。
34  我考验素莱曼，将化身成人模样的魔鬼投

放在他的阿尔西上，魔鬼掌握素莱曼的国权一

小段时间，之后，国权和控制魔鬼的权利又回

到素莱曼手中。
35  素莱曼说：“真主啊！求你饶恕我的过失，赐我一种在我之后任何人不宜拥有的特权，主啊！你确是好施

的、 博恩的。”
36  我应答了他，为他制服了风，风奉他的命令吹拂到他所意欲的地方，风虽然强大、极速，但很柔和。
37  我为他制服了恶魔，听从他的命令，其中有擅长建筑的，也有能在海里潜水并从中捞取珍珠的，
38  还有是叛逆之徒的恶魔，被他制服后用脚链锁着无法动弹。
39  素莱曼啊！这是我应答你的祈求而赐予你的恩典，你可给予你所意欲之人，也可阻止你所意欲之人，你绝

不会因给予或阻止而受清算。
40  素莱曼在我这里是临近的，他有优美的归宿，那便是乐园。
41  使者啊！你当铭记我的仆人安优卜，他向真主祈祷时说：“恶魔侵袭了我，使我疲倦并使我备受煎熬。”
42  我对他说：“你用脚踏地吧！”他用脚踏地，地下冒出清凉的水，于是他用那水做饮料和沐浴，他的病和

顽疾则荡然无存。 

 本页小结:
1-鼓励人们思索《古兰经》。

2-经文证明只有心地纯净、内心清洁者方可从《古兰经》中获益。

3-经文明显证实了名言“谁为真主放弃一件事，真主必将以更优美的报偿他。”的正确。

萨德章 第23部分455



43  我应答了他的祈祷，治愈了他的病症，还

回他的家眷，增加类似他们以前一样数量的子

孙，作为我对他的恩典和对他坚忍的回赐。有

识之士当领悟，坚忍的结局就是胜利和回赐。
44  当安优卜对妻子生气时。他发誓要抽打她

一百鞭。我对他说：“安优卜啊！你拿一把

草，用它去打她，以示对你誓言的承诺，你的

誓言不得违背。”于是他就拿一把草击打了

她。我确已发现，对于我的考验他是坚忍的，

那仆人真优美！他时常向真主忏悔。
45  使者啊！你应当铭记我所拣选的我的仆人

和我所派遣的使者-易卜拉欣、易司哈格、叶

尔孤白，他们都是有能力、敬畏真主、寻求真

主喜悦之人，他们都是有识之士，以真诚面对

真理。
46  我赐予他们一种特有的德性，即心中常念

后世、以善行为其准备、号召人们为此而劳

作。
47  在我这里，他们确是特选的敬畏我和敬拜

我的仆人，我选择他们肩负我的使命、传达我

的教诲。
48  使者啊！你当铭记我的仆人-易卜拉欣的儿

子易司马仪，你当铭记艾勒叶赛尔和助勒基福

勒，你当以最优美的词语表扬他们，他们值得

这样夸奖，他们都是真主特选的纯洁之人。
49  《古兰经》提到他们时，夸奖不已。遵守

真主命令、远离真主禁令的敬畏者，在后世将

享受优美的归宿。
50  这个优美的归宿就是复活日他们得以进入

的乐园，乐园的大门为了迎接他们已经打开。
51  在那里，他们倚靠着为他们装饰的靠枕，他们叫为他们服务的人拿来各种各样他们喜爱的果实和饮料，以

及他们喜好的美酒等。
52  他们享有对丈夫非礼不视、年龄划一的配偶。
53  敬畏者啊！这就是你们因今世的善行而被许诺的在复活之日享有的优美报酬。
54  我所提及的报酬就是我在复活日赐予敬畏者的给养，这给养是永久的，永不罄尽的。
55  我所提及的这些，只是给予敬畏者的报酬。不信道和悖逆超越真主法度者的下场和敬畏者的报酬完全不

同，他们在复活日得以最劣质的归宿，
56  这归宿就是重重火狱，他们将遭受火狱的灼热和炙烤，其中有他们的卧床，那卧床真恶劣！
57  火狱的饮料是滚烫的水和受刑者身上流淌的带血的脓，叫他们饮那饮料吧！那是他们的饮料，那饮料不解

渴。
58  他们还将遭受同类的另一种刑罚，在后世，他们将遭受不同类型的刑罚。
59  火狱的居民进入火狱后相互仇视、彼此埋怨，相互推卸责任，一部分人说：“这伙是火狱居民，他们和你

们一起进火狱。”那伙人回复说：“他们不受欢迎，他们将遭受我们一样的酷刑。”
60  另一伙追随者对他们追随的主人说：“你们才不受欢迎！是你们的诱惑和误导，导致我们遭受这样痛苦的

惩罚，这归宿真恶劣！”他们的归宿都是火狱。
61  追随者说：“我们的主啊！谁把我们诱惑到这境地，求你使他在火狱的惩罚加倍。”

 本页小结:
1-谁在灾难时坚忍，真主迟早定会奖赏他，如果他向真主祈求，真主定会应答他的祈求。

2-经文证明男人可以轻微地打自己的妻子以示教育，先知安优卜（愿主赐其平安）发誓打自己的妻子并实践了

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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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傲慢的作恶者说：“在这里我们怎么看不

到从前我们认为他们是应受惩罚的恶人呢？
63  难道从前我们对他们的嘲笑和轻视都是错

误的，他们没有受惩罚？还是从前我们对他们

的嘲笑是正确的，他们已经进入了火狱，只是

我们没有看见而已？”
64  我为你们陈述的不信道者在复活日相互争

辩，是毫无疑问的、确凿的事实。
65  穆罕默德啊！你当对你的族人中的不信道

者说：“我只是一个警告者，警告你们将因不

信道和折磨真主的使者而遭受真主的刑罚，除

真主外，没有应受崇拜的主，祂的伟大与祂所

有属性和美名都独属于祂，祂是统治一切的统

治者，万物均服从于祂，
66  祂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万能的、不可战

胜的，祂是至赦众仆中忏悔者过失的主。”
67  使者啊！你对这些否认者说“这《古兰

经》是重大的消息。
68  你们反对这个重大的消息，对其轻视。
69  假如不是真主启示我、教导我，对于当时

天使们关于阿丹被造的对话我不会知情的。
70  是真主将祂的启示降于我，我只是一个警

告你们真主刑罚的警告者。”
71  你当铭记，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

将用泥创造一个人，他就是阿丹（愿主赐其平

安）。”
72  当我完成他的创造，完美他的形体，将我

的精神吹入他的体内的时候，众天使都为他叩

头。
73  众天使顺从他们主的命令，统统叩头以示

尊重，他们确都已叩头。
74  惟易卜劣斯自大，他傲慢对待他的主的命令，他原是不信道的。
75  真主说：“易卜劣斯啊！你为什么不向我亲手创造的人叩头？是自大呢？还是你本身就对你的主傲慢呢？ 
76  易卜劣斯说：“我比阿丹更优秀，你用火创造了我，用泥创造了他。”易卜劣斯妄称火元素比泥元素高

贵。
77  真主对易卜劣斯说：“你从乐园出去吧！你确是被弃绝的、被怪责的。
78  你被逐出乐园，直到报应日，即复活日。
79  易卜劣斯说：“求你不要让我死去，请宽限我到你复活你的仆人那天。”
80  真主说：“你必定被宽限，
81  直到规定的毁灭你的限期来临之时。”
82  易卜劣斯说：“我以你的能力和权威发誓，我必将迷惑阿丹的全体后裔，
83  Except whom You protect from my misguiding and You have chosen to worship You alone”.

 本页小结:
1-在显而易见的明文存在的时候，依然进行教法类推和演绎是错误的做法。

2-易卜劣斯不信道是源于自大和傲慢。

3-真主使谁全心向主，专心敬拜，恶魔则无法侵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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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真主说：“真理发自我，我只说真理，不

说其它。
85  在复活日，我必将以你和跟随你不信道的

人类充满火狱。”
86  使者啊！你对这些以物配主者说：“我不

为向你们传达劝告而索取任何报酬，我不会在

我受命之事中增加丝毫。
87  《古兰经》只是对人类和精灵中被责成者

的教诲。
88  不久的将来，你们死亡之时，必将知道这

部《古兰经》的消息，必将知道他是诚实的。 

”

队伍 章
 本章主旨:

号召认主独一和虔诚不渝，放弃多神崇拜，以

及每一类人在后世的回报。

 注释:
1  《古兰经》降示自万能的真主，祂是不可

战胜的，祂的创造、裁夺和教律确是至睿的，

这是仅来自于祂的教诲。
2  使者啊！我确已降示你包含真理的经典，

其中所有消息是真实的，所有判决是公正的。

你当真诚地只敬拜真主，诚笃地顺服祂。
3  惟真主应受诚笃的顺服。那些舍真主而以

偶像和恶魔为保护者的人，他们以‘他们能

使我们更接近真主、能把我们的需求传达给真

主、能在真主那里为我们求情’为借口舍真主

而崇拜偶像和恶魔。复活日，真主将在认主独一的信士和以物配主的不信道者之间，就他们争论的认主独一做

出判决。真主必不引导以物配主的说谎者和否认真主恩惠的辜恩者至真理。
4  假若真主欲收养儿女，必在被造物中任意挑选，使其处在儿女的地位，使其纯洁，超越那些多神教徒所说

的。祂自身独一的，独享其属性和行为， 祂没有伙伴，祂是统管一切被造物的。
5  祂以极高的智慧创造了天地万物，并非像不义者所说那样徒劳，祂截夜补昼,截昼补夜，一者出现，另一

者则退去，祂制服了太阳，又制服了月亮，一切都运行至一个定期，即生命结束时。赞美万能的真主超绝，祂

惩治敌人，是不可战胜的，祂是饶恕奴仆中忏悔者罪过的至赦的主。

 本页小结:
１－号召人们回归真主并期望来自真主的报酬，而非来自被号召者的报酬。

２－责难并非来自宗教。

３－只能以真主的美名、属性、信仰及善行向真主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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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们啊！我从人祖阿丹一个人创造了你

们，我为阿丹创造了配偶哈娃，并为你们创造

了骆驼、牛、母绵羊和山羊等八类牲畜，每类

牲畜都有公母。清高真主在你们母亲的肚腹、

子宫和胎盘的三重黑暗里分阶段创造你们。那

是创造这一切的真主-你们的主，国权只是祂

的，只有祂应受崇拜。你们怎么能舍祂而崇拜

那什么都不会创造的被造物呢？
7  人们啊！假若你们不信你们的主，那么，

祂确是无求于你们信仰的，你们的不信道无损

于祂，而有损于你们自身。真主不喜悦祂的仆

人忘恩负义，也不会命令他们干丑恶之事，假

若你们感恩祂赐予你们的恩典并信仰祂，祂喜

悦你们的感恩并赏赐你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承

担另一个人的罪过，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行为负

责 ，然后在复活日，你们只归于你们的主，祂

将告诉你们在今世的行为，奖赏你们的善行，

清高的真主彻知祂的仆人的内心，任何事都不

能瞒过祂。
8  如果不信道者遭遇病疫、财产丢失、溺水

等患难时，就向他的主求救，归依独一的主。

然后，当真主赏赐他一种恩典，解除他所遭受

的困惑时，他便舍弃曾经祈祷的真主，并为祂

树立匹配加以崇拜，偏离通向真主的道路。使

者啊！你对这种人说：“在余生里尽管享受你

的悖逆，这是很短的时间，复活日，你必同火

狱的居民一起为伍。” 
9  哪个更好呢？是顺从真主、夜间叩头、力

行功修、谨防后世、渴望主的恩泽者呢？还是

在需要时才崇拜真主、一旦得救就不信道、并

为真主树立匹配者呢？使者啊！你说：“因为知道真主而完成其制定的义务者与对此一无所知者能相等吗？只

有心智健全者知道这两者的区别。”
10  使者啊！你当对信仰我和我的众使者的仆人说：“你们当敬畏真主，遵从祂的各项命令，远离祂的各种禁

令，你们中行善者在今世可得善果、胜利、健康和钱财，在后世将入得乐园。真主的大地是宽广的，你们可以

迁移，直到寻得毫无阻碍地崇拜真主的地方，坚忍者在复活日将获取的赏赐，因其数量巨大，种类繁多而无以

计数。”

 本页小结:
1-真主对人类在母腹中的呵护。

2-确定真主的无求和喜悦的属性。

3-苦难时刻，不信道者认识真主，安逸时却忘却祂，是其出尔反尔，焦虑不安的证据。

4-害怕和希望是正信者的两个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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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者啊！你说：“真主命令我，全心全意

只顺服独一的祂，
12  命令我成为首先信道的人并拯救这个民

族。”
13  使者啊！你说：“倘若我违抗真主，没有

顺服祂，我畏惧那重大日子-复活之日-的刑

罚。”
14  使者啊！你说：“我只崇拜真主，全心全

意，绝不以物配主。
15  多神教徒啊！你们舍真主崇拜你所欲崇拜

的偶像吧！”使者啊！你说：“真正亏折的

人是亏折自身和亲人的人，他们无法相见，要

么亲人撇下他们进入乐园，要么和他们一同进

入火狱，永不得相见，难道这不是真正的亏折

吗？”
16  他们的上面有浓烟、烈火和炽热，他们的

下面也有烈火和炽热，这是安拉恫吓众仆的刑

罚。我的仆人啊！你们当敬畏我，遵守我的命

令，远离我的禁令。

当提及作恶者的情况和清廉仆人的情况时，真

主说：
17  “远离崇拜恶魔和所有舍真主外的偶像，

并虔诚向真主忏悔者，他们在去世时、在坟墓

里以及复活日都得以进入乐园。使者啊，你向

我的仆人报喜讯吧。”

使者啊！你向我的仆人报喜吧！
18  他们是倾听言语，区分其中善恶，而后从

其至善的、受用的。具备这些品德者，真主引

导他们成功，他们是拥有健全理智者。
19  坚持不信道和迷误者，应当受刑罚。使者

啊！你是无能为力引导他们和使他们成功的，使者啊！难道你能拯救这种品德的人脱离火狱吗？
20  不然，敬畏他们的主，遵守祂的命令，远离祂的禁戒的人，将享受高耸的、相互重叠的、下临诸河的高

楼。这是真主应许他们的许诺，真主绝不爽约。
21  你们确已看到真主从天空降下雨水，使其流入泉眼和河流，然后，借这些雨水生出各种庄稼，之后庄稼枯

萎，于是你们看见庄稼从绿色变成黄色，然后庄稼变成碎末。对有心者这其中确有一种教诲。

 本页小结:
1-功修被接受条件之一便是对真主真诚的崇拜。

2-悖逆者必将受真主的恼怒和惩罚。

3-引导人归信在于真主，而在于使者（愿主福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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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真主为伊斯兰而开拓其胸襟、故他得到了

真主的引导与心坚硬地不记念真主者能同等

吗？两类人绝不相等！免于火狱者是被引导

者，亏折者必是心硬而不记念真主者，他们确

是在明显的、背离真理的迷误中。
23  真主降示于祂的使者-穆罕默德（愿主福

安之）的这部《古兰经》是最优美的言词，

其经文的真实、优美、连续和无分歧是相互类

似的，其中有很多故事、判决、许诺、恐吓、

真理者的属性、荒谬者的属性等。敬畏真主者

聆听其中的恐吓之词和威胁，吓得颤抖，当他

们聆听其中希望和喜讯时，他们的体肤和心灵

为记念真主而柔和。这就是《古兰经》及其影

响，真主用它引导祂所欲引导之人，真主使谁

成为低贱的，使其未能获得引导，那人绝找不

到引导者引导他。
24  真主引导、并使其在今世获得成功、在后

世进入乐园的人和到死都不信道、在后世手脚

被捆绑着、倒立着被投入火狱、用面部抵挡火

的人能一样吗？有人责怪不义者说：“你们尝

受你们曾经的不信道和作恶吧，这就是你们的

报酬。”
25  这些以物配主者之前的很多民族都否认他

们的使者，惩罚从他们预料不到的地方-如果

他们预感到便会忏悔-突然而至。
26  真主使他们在今世尝受耻辱、丑事和煎熬

的刑罚，后世等待他们的惩罚则更严厉、更猛

烈，但愿他们知道。
27  我在降示于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这

部《古兰经》里为世人设置了关于善、恶、真

理、荒谬、信仰、悖逆等各种比喻，希望他们对我的比喻予以重视，并依真理行事，放弃荒谬。
28  我使它成为阿拉伯语的《古兰经》，其中毫无偏斜、邪曲和混淆，希望他们敬畏真主、遵守命令、远离禁

戒。
29  真主为以物配主者和认主独一者设一个比喻，一个奴隶为纷争各方共有，如果奴隶使一部分人开心，同时

另一部分人必将气愤，这个奴隶处于惊慌与混乱中。另一个奴隶专属一个人，他了解主人想法，故他是安心和

释怀的，这两位奴隶不能同等。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故他们为真主设匹配。
30  使者啊！无疑，你确是要死的，他们也是要死的。
31  人们啊！复活日，在真主那里你们将就你们纷争的相互争辩，正确者和荒谬者即显现出来。

 本页小结:
1-信仰者和敬畏者，听到《古兰经》就谦恭敬畏，而作恶者和失败者则无动于衷。

2-否认众使者带来的教诲，是今世或后世或两世都遭遇惩罚的原因。

3-《古兰经》对今世和后世的万事万物无丝毫遗漏，或整体、或细分真主均已举例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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