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 信士们啊！你们绝不会知道全善之人的回

赐和地位，直到你们为主道分舍你们所爱的财

产。你们施舍的无论多与寡，真主对你们的意

愿和行为都是全知的，并将以此报酬你们。
93 一切美好的食物，对于以色列的后裔原是

合法的。除叶尔孤白在降示《讨拉特》之前

自忌的。同样，也不是犹太教徒所妄称的：这

些也曾在《讨拉特》里是被禁止的。先知啊！

你对他们说：“你们拿《讨拉特》来当面诵读

吧！如果你们对所妄言之事是诚实的。”他们

闭口不言，也不敢拿经典对质。这个例子就证

明了犹太教徒假借《讨拉特》名义，肆意篡改

其内容。
94 谁在明证降示之后——叶尔孤白不食之物

仅是其自忌，而非真主的禁止，依然假借真主

名义造谣，这等人确是不义之人，他们在明证

出现后执迷不悟的避真趋假。
95 先知啊！你说：“真主告知关于叶尔孤白

的消息，以及所有降示的和规定的都是真实

的。故你们应遵循易卜拉欣的正教，他曾避开

所有宗教而青睐伊斯兰教，他不是以物配主之

人。”
96 为世人崇拜真主在大地上创设的最古老的

清真寺就是位于麦加的禁寺，它是所吉祥的天

房，拥有许多宗教和世俗的福利，它是全世界

的向导。
97 在禁寺里有许多证明其荣耀和恩惠的明显

标志，如履行朝觐仪式的地点和标识。在这些

标识中就有易卜拉欣为了砌高天房而站立过的

石头。禁寺的恩惠还包括进入者没有恐惧，也

不会遭受任何的伤害。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的义务。谁否认朝觐的主命性，他无损

于真主，真主是无求于全世界的。
98 先知啊！你说：“信奉天经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啊！在《讨拉特》和《引支勒》中有能证明穆圣（愿主

福安之）使命的迹象，而为什么你们却要否认呢？！”真主确知你们的行为并以此见证，祂将报偿你们。
99 先知啊！你说：“信奉天经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啊！你们见证这个宗教是真正的宗教，它能证实你们的

经典，而你们为什么要阻拦遵循它的信士，并要求信士们在主道上放弃真理，谋求虚妄，追求迷误而放弃指引

呢？！”真主确不会疏忽你们的背叛行为，祂将以此报偿你们。
100 信仰真主、追随使者的信士们啊！如果你们顺从了部分信奉天经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接受了他们所妄

言之事，出于嫉妒和避真趋假的私欲，他们将使你们在信道之后变成不信道的人。

 本页小结:
1-犹太教徒假借真主和众先知的名义而撒谎，他们妄言叶尔孤白曾自忌的食物，在《讨拉特》里也是禁止的；

2-最高贵的崇拜之地就是禁寺，它是最古老的清真寺，其中有许多禁寺特有的特点；

3-真主明文规定必须朝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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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你们常常听见宣读真主的经典，使者穆罕

默德（愿主福安之）为你们阐明其意，你们

本应紧握强有力的证据来坚定自己的信仰，怎

么反而会在信仰之后背叛真主呢？谁抓住真主

的经典和其使者的圣行，谁确已被引导在正道

上。
102 信仰真主、追随使者的信士啊！你们应真

正地敬畏真主，遵循祂的命令，远离祂的禁

令，感谢祂的给予，紧紧抓住祂的宗教直到死

亡降临。
103 信士们啊！你们应紧紧抓住《古兰经》和

圣行，不要自己分裂。你们应铭记真主给予你

们的恩典。当时，你们在伊斯兰教之前曾是仇

敌，因小事就会相互残杀，而真主以伊斯兰联

合了你们的心，你们借祂的恩典才变成教胞，

相互怜惜相互关爱。你们曾因否认真主而位于

火狱的边缘，是真主使你们信仰伊斯兰教而得

以脱离，并给予你们指引。同时，真主为你们

辨明此事，还为你们辨明有利于你们今后两世

的事情，以便你们遵循正道并行走在端庄的大

道上。
104 信士啊！你们中当有一部分人，宣传真主

喜悦的一切至善之事，并命人履行教法中提倡

的，理智上认可的好事；劝诫人们远离教法中

禁止的，理智上摒弃的恶事。具有这些特性之

人，就是今后两世完全成功之人。
105 信士啊！你们不要像四分五裂的信奉天经

之人那样，在得到来自于真主的明证降临之

后却自行分裂，这等人，将受到真主严厉的惩

罚。
106 复活日，他们将受到严厉的惩罚。那日，信仰之人因心情愉悦和幸福而面色白皙，不信道者因内心伤悲和

忧愁而面色漆黑。在那日，众天使们指责面色漆黑者说：“你们在确认和决定信仰真主独一，并允诺不以物配

主后而背叛了真主。是你们违背了誓言吗？你们将因自己的背叛而受到惩罚！”
107 至于面目白皙者，他们的归宿就是慈恩的乐园，他们将永居其中。那是一种永不逝去、永不改变的慈恩。
108 先知啊！我为你诵读的这些迹象，包含了真主的允诺和惩罚，消息真实，判决公正。真主不亏枉众生，也

只依个人所行而加以惩罚。

 本页小结:
1-信奉天经之人追逐私欲而迷误，他们远离真主的宗教；

2-紧紧抓住《古兰经》和圣行是坚定信仰、免遭迷误的最佳方法；

3-这些民众像之前信奉天经之人一样在信仰方面产生了分歧和派别；

4-应劝善戒恶，这是穆民的成功之路和优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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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天地万物的王权、创造和裁决只归于真

主，万物也都将归回于祂。祂将依每个人的行

为报偿他们。
110 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民众啊！你们

是真主为世人在信仰和善功方面而树立的最优

秀、最有益于他人的榜样民众。你们命人履行

教法中提倡的，理智上认可的好事，劝诫人们

教法中禁止的，理智上摒弃的恶事。你们信仰

真主并将信仰践行于行动当中。如果信奉天经

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信仰穆罕默德（愿主福

安之），那对于他们今后两世都是更好的。在

信奉天经的人中有一小部分人信仰穆罕默德（

愿主福安之），而他们绝大多数则是违背真主

的宗教和律法的。
111 信士们啊！即使他们中有人心存敌意，但

绝不会伤到你们的宗教和自身，他们无非是恶

言相损或冷嘲热讽。如果他们与你们交战，也

只会败北，他们绝不会战胜你们。
112 犹太教徒无论出现在哪里，卑贱都会围绕

着他们，除非他们与真主或人们缔约，方能

安宁。他们将受到真主的遣怒，并陷于困苦之

中。这不仅因为他们否认真主的迹象，枉杀他

们的先知们，更是因为他们还违抗主命，僭越

真主的法度。

当真主在阐明绝大部分信奉天经者的状况之

后，还阐明了其中一小部分受到真主指引而走

上正教的人们的状况。祂说：
113 信奉天经的人们，其状况不一。他们中有

一部分人信仰正教，劝善戒恶，他们在夜间诵

读真主的经典，并且礼拜。这一小部分人出现

在穆圣（愿主福安之）受派遣之前，当得知穆圣为圣的消息之后便立即归信。
114 他们坚信真主和后世，并劝善戒恶的争先行善，他们完全服从于真主。具有这种特性的真主仆民，他们心

存善意，立行善举。
115 这些人无论所行善事的多与寡，都不会被亏枉一丝一毫，真主全知遵循真主命令，远离真主禁令的敬畏

者，他们的善功不会被隐匿，真主也将以此报酬他们。

 本页小结:
1-这些民众最伟大的特征，即他们的善功——在信仰真主之后，力行劝善戒恶；

2-真主因信奉天经之人拒绝信仰祂的宗教，也不信守承诺而使他们陷入卑贱之中；

3-信奉天经之人的状况各异，他们中有的服从真主命令，追随其宗教的克己奉公者。这等人将得以厚报，这

种情况出现在穆圣（愿主福安之）为圣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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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否认真主及其使者的人们，其财产和子嗣
在真主那里对他毫无裨益，不仅不会减少对他
们的惩罚，不能给他们带来真主的仁慈，反而
会徒增其惩罚和亏折。这等人确是火狱里永久

的居民。
117  这些不信道者所行的任何善举以及所期待
的回赐，犹如凛冽的寒风吹向自欺民众的庄稼
上，他们曾希望能受益颇丰，但寒风却毁坏了
庄稼。也有可能寒风只毁坏了庄稼，但未伤及
他们。这种情况就好比叛教，它能毁掉曾希望
因善功而得到的回赐。真主不亏枉他们，他们

由于违背真主，不信真主的使者而自欺己身。
118  信仰真主，追随其使者的信士们啊！你们不
要将非信士当作自己亲密无间的朋友。你们将
心中的秘密和隐私告诉他们，而他们则不遗余
力的想加害和迫害你们，他们希望你们遭难，
口舌中已表露出对你们憎恶和敌意。他们仇恨
你们的宗教，离间你们，揭露你们的秘密，而
心中隐匿的是更大的憎恶。信士们啊！我已为
你们阐明了有利于你们今后两世的明证，如果

你们对真主所降示的有所了解。
119  信士们啊！你们喜爱这些人，希望他们好事
连连。而他们非但不喜欢你们，不希望你们得
到好处，反而憎恨你们。你们信仰所降示的一
切经典，其中包括曾降示给他们的经典，而他
们不信仰真主降示给你们先知的经典。如果他
们遇到你们就说：“我们已信道了。”如果他
们私下聚会时，得知你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
的宣扬伊斯兰教，他们会因怨恨而咬自己的手
指，致使他们陷入卑贱之中。先知啊！你对他
们说：“你们为怨恨而死亡吧！”的确，真主

彻知他们心中的信仰与否，好事与坏事。
120  信士们啊！如果你们获得真主的恩典而战胜

了敌人，或财产丰厚子嗣连绵，他们就会因此伤心；如果你们遭遇不幸，而使敌人获胜，或财产亏折子嗣夭
折，他们会因此而感到高兴，并辱骂你们。如果你们坚持了真主的命令和裁决，并敬畏真主的恼怒，那么他们

的伎俩就不会伤害你们。真主确是周知其行为的。
121  先知啊！你应谨记：当时，你在早晨从麦地那出来，在伍候德地区与以物配主者交战。当你布置好信士们

的作战地点时，每个人都明确了自己的位置。真主是全聪你们的谈话，全知你们的行为的。

 本页小结:
1-禁止信士们与不信道者交友，并制止他们将信士们的情况和秘密告诉给这些人；
2-不信道者对信士们的敌意表现为：他们因信士们遭遇任何的不幸与灾难而感到高兴，因他们得到任何的利
益与幸事而心生怨恨；

3-避免不信道者的计谋，并给予他们最有效还击的办法就是：坚忍，不畏惧，并敬畏真主，这是获得力量和

。取胜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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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先知啊！你应谨记：当时，信士中的沙麦部
落和哈立思部落想示弱，当伪信士们撤退后他
们也想撤退时，真主援助他们坚守阵地，消除
心中忧虑，故信士们应当在任何时候只托靠真

主。
123  你们在白德尔战役中确是无实力的，人少兵
器弱，而真主援助你们战胜了以物配主者，故
你们应敬畏真主，以便你们感谢祂所给予你们

的恩典。
124  先知啊！你应谨记：当听到以物配主者的
援军即将到来，为了稳定军心，打好白德尔战
役，你对信士们说：“真主降下三千天使来援

助你们取胜，难道这些对于你们还不够吗？”
125  诚然，这些已足够你们了。你们还从真主
那里得到另一个援助的好消息，即你们坚持斗
争，敬畏真主，当敌人即将攻击你们之时，你
们的主会派训练有素的天使和马匹以明显的印

记来增援你们。
126  真主这种方式的佑助和天使的增援是给予你
们最大的喜讯，以便你们信心百倍。真正的胜
利不止这些明显的因素。其实，真正的胜利必
将只来自于战无不胜的万能的主，真主的裁决

和判断是至睿的。
127  真主借在白德尔战役中取得的胜利为你们清
除一部分不信道者，并羞辱另一部分。使他们

落荒而逃，故他们以卑贱的失败而归。
128  当伍候德战役后，穆圣祈求真主毁灭以物
配主者的首领们，真主对他说：“他们的事情
与你毫无干系，一切裁决属于真主。你应坚忍
直到真主在你们之间进行裁决，或真主饶恕他
们，故他们归信；或冥顽不化坚持不信，故真

主惩罚他们。”他们是不义之人，应受惩罚。
129  真主拥有天地间创造万物和裁决的权力。祂以其仁慈赦宥祂所意欲的仆人，或以其公正惩罚祂所意欲之

人。真主对向祂忏悔的仆人是至恕的，是至慈的。
130  信仰真主、追随穆圣的信士们啊！你们不要像蒙昧时期的人们那样，吞噬超出已借本金翻倍的利息，你们

以遵循真主命令，远离真主禁令而敬畏真主吧，以便你们获得今后两世所追寻的恩惠。
131  你们当以立行善功，放弃禁止物来防备真主为不信道者准备的火狱。
132  你们以遵循真主命令，远离真主禁令来顺从真主和其使者，以便你们获得今后两世的怜恤和恩慈。

 本页小结:
1-世人应谨记真主所降示的恩典和灾难，以便从中吸取教训；
2-真主援助众仆取胜并获得恩典和怜恤的最大原因就是：虔诚敬畏，坚守阵地；
3-万物皆归于真主，祂制定和裁决祂所意欲之事，真正的信士就是服从真主的命令，遵守真主教律之人；
4-罪恶——包括高利贷是毁灭真主仆人最大的原因，特别在最困难的地区；
5-在降示有关伍候德 战役的经文中禁止高利贷，以便让人们感到伊斯兰教法的全面性和关联性。

٦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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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你们应以各种形式的服从争先恐后地立行善

功，接近真主。以便你们获得真主的赦宥，进

入与天地同宽，已为敬畏者准备好的乐园。
134  敬畏者，他们是在康乐和困难之时皆为主道

施舍财物之人，他们是在有能力复仇而抑制愤

怒的宽恕他人之人，真主喜欢具有这些特性的

行善者。
135  敬畏者，当他们做了丑事或自欺时，他们会

记念真主。他们谨记真主对违抗者的惩罚和对

敬畏者的允诺，因此他们后悔不已，向其养主

忏悔请求饶恕。因为只有真主能赦宥罪恶，使

他们洗心革面。的确，真主能饶恕所有罪过。
136  具有这些美德之人，他们的回赐就是得到真

主的赦宥和原谅。他们在后世拥有下临诸河的

乐园，并永居其中。真主给予顺从者的报酬真

优美啊！
137  当信士们遭遇伍候德战役的考验时， 真主

宽慰他们说：“在你们之前，有许多毁灭不信

道者的常例，并使他们的惩罚成为信士们的教

训。故你们在大地上奔走，去观察否认真主者

和其使者的结局，他们必将家毁人亡，一无所

有。”
138  这本尊贵的《古兰经》是向世人作以真理的

宣示和虚妄的警告。它是正道的引导，是对敬

畏者的警告。因为敬畏者是明证和引导的受益

者。
139  信士们啊！你们不要对伍候德战役中所遭遇

的创伤而感到灰心和忧愁，你们不应如此。你

们以信仰而占据优势，你们必以真主的佑助和

获胜的信念而成为占据优势之人，如果你们信

仰真主，并相信真主给予仆人的允诺。
140  信士们啊！如果你们在伍候德战役中受伤或牺牲，那么不信道者也受到了类似的伤亡。真主以其智慧使胜

利和失败在祂所意欲的信士和不信道者之间更迭交错。以便从伪信士中甄别出真正的信士，以便恩赐祂所意欲

之人走上正道。真主不喜欢放弃为主道奋斗而自欺的不义之人。

 本页小结:
1-鼓励抓紧一切时间，争先恐后地做善功和好事；

2-值得进入乐园的敬畏者应具有的特征是：无论何种状况都会给予施舍，抑制愤怒，宽恕他人，善待众生；

3-吸取前车之鉴是每一个有理智之人最好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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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通过这些规定可以清除信士们的罪过，纯洁

他们的队伍，以便消灭并铲除他们中的不义之

人。
142  信士们啊！难道你们认为，你们自身就能进

入乐园，而无需通过对真正的为主道奋斗者和

面临考验坚忍者的甄别和测试吗？！
143  信士们啊！你们曾盼望杀敌以便获得为主道

牺牲的荣誉，就像白德尔战役中牺牲的弟兄们

那样。你们在伍候德 战役中已亲眼目睹了自己

所盼望之事。

在伍候德 战役当日，当穆圣（愿主福安之）被

误传已被杀害时，真主谴责拒绝参战的信士，

：其原因是，祂说
144  穆罕默德只是一位使者，在他之前，有许多

使者确已逝去或被杀害。如果他牺牲或被杀，

难道你们就要背叛宗教，放弃为主道奋斗吗？

！你们中谁背叛宗教，确实无碍于真主，因为

祂是大能的，是万能的主。而叛教者因其背叛

而亏枉自己的今后两世，真主将因坚守宗教，

坚持为主道奋斗而加倍回报感恩之人。
145  每个人都依真主的裁决而死亡，祂确已为

每个人定下死亡的日期，这也是人们的最后期

限，分毫不差。谁希望得到今世的回报，我以

其善功而回报他，他无缘于后世福分；谁希望

得到后世的回报，我将以此给予他。我将厚报

那些感谢真主之人。
146  有许多真主的先知，与他们共同杀敌的是追

随他们的仁人志士。他们没有因主道上遭受的

伤亡而放弃奋斗，也没有因杀敌而意志消沉，

懈怠屈服，而是一再的坚忍和坚守。真主喜欢

为主道而忍受艰难困苦之人。
147  当遭遇灾难时，坚忍者没有别的话，只是说： “我们的主啊！求你饶恕我们的罪过和我们的过失，求你在

我们遇敌时坚定我们的步伐，求你援助我们战胜不信道的民众。”
148  故真主以战胜敌人作为给予他们今世的回赐， 以对他们满意而作为对他们后世的回赐，并恩赐给他们永久

的乐园。真主喜爱在宗教修为和接人待物方面的行善之人。

 本页小结:
1-考验是常道，以它来甄别坚忍、忠实的奋斗者；

2-不应将为主道奋斗和宣传宗教与任何一位位高权重的人联系在一起；

3-人的功修和寿限都是真主注定好的，不会因珍爱生命而延长，也不会因奋勇杀敌而缩短；

4-人们的意愿和目的各不相同。有的人希望得到后世的回赐，有的希望得到今世的，真主以每个人的意愿而

。加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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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信仰真主和其使者的信士啊！如果你们顺从

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以物配主的不信道者，

他们命令你们迷误，命令你们在信仰之后重返

祖教而成为不信道者。如果你们背叛，那将成

为今后两世亏折之人。
150  如果你们顺从不信道者，他们是绝不会援助

你们的。然而，真主才是你们克敌的援助者，

故你们应顺从祂。真主是最好的援助者，除祂

外你们无需他人。
151  我要把恐惧投入在不信道者的心中， 他们

因妄拜偶像、以物配主而无心与你们恋战。他

们在后世的归宿就是火狱，不义者的归宿真恶

劣。
152  当你们奉真主的命令歼灭敌军时， 真主已

实践了祂对你们在伍候德 战役中制胜敌人的

诺言，直到当你们对使者要求你们坚守阵地的

命令开始动摇和怯懦时、并对于留守阵地还是

放弃战斗去收集战利品而发生分歧时，你们违

背了使者曾命令你们无论战况如何都应坚守阵

地的命令。在你们看见自己所喜爱的战利品之

后，你们中有人想得到今世的战利品而放弃了

阵地，而有人想得到后世的回赐选择顺从使者

命令，坚守阵地。之后，真主使战事情况逆

转，使敌人反败为胜以便考验你们。于是，坚

忍的信士从意志薄弱者当中脱颖而出。真主已

原谅你们违反使者命令的过错，真主对于信士

是宏恩的，原谅他们，并因他们的创伤而回赐

他们。
153  信士们啊！你们应谨记： 在伍候德 战役当

日，你们因违背使者的命令而败北远遁，落荒

而逃，而使者在你们身后，在你们和以物配主者间呼喊你们：“真主的众仆啊！到我这儿来。真主的众仆啊！

到我这儿来。真主以你们所失去的胜利和战利品、所遭受的惨败以及散布穆圣被杀消息等重重忧患来报偿你

们。真主为你们降示这些，就是为了当你们知道穆圣没有被杀，而不至于对自己所失去的胜利和战利品以及

所遭受的伤亡感到惋惜。你们所遭受的一切伤痛和忧患，真主都是全知的，你们的所思所想都无法隐瞒祂。”

 本页小结:
1-警示不要服从不信道者并追随他们的私欲，那样的后果就是亏枉今后两世；

2-真主将恐惧投入在非信士的心中，即是真主援助其信士的一种方式；

3-战争中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心系今世、贪恋战利品和违反将官的命令；

4-圣门弟子的优越性表现在：当真主提及他们的过失后随即便饶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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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在忧患之后，真主降示了安宁使你们中一部

分人——即坚信真主约定之人，睡意朦胧，在

他们心中降下安宁和祥和。而另一部分人心神

不定，毫无睡意，他们是为自身而焦虑的伪信

士。他们心中充满畏惧和害怕，恶意的猜测真

主，认为真主不会援助并支持其使者和众仆，

就像蒙昧时期那些妄加猜测真主的人一样。这

些对真主毫无所知的伪信士们说：“我们没有

取胜的希望了，如果早知道这样，我们就不会

出征。”先知啊！你对他们说：“万事皆凭真

主，祂裁决和制定祂所意欲之事，祂有能力使

你们获胜。”这些伪信士心中充满了怀疑和揣

测，他们说：“如果我们能取胜，我们就不会

在这里阵亡的。”先知啊！你对他们说：“即

使你们坐在家中，远离战场和死亡。如果真主

注定你们阵亡，你们也会走出家门，来到阵亡

之地。真主如此裁决就是为了考验你们心中的

意愿，以此分辨信仰和不信，真主全知众仆的

心理，洞察一切。”
155  众圣门弟子啊！ 在伍候德 战役两军交战之

时，你们中败北之人，皆因所犯之过而使恶魔

有机可乘。真主以其恩惠和仁慈原谅了他们，

饶恕了他们。真主对忏悔之人确是至恕的，不

急于惩处他们是至容的。
156  信仰真主和追随其使者的信士啊！ 你们不

要像不信道的伪信士那样，当有人出门寻求给

养，或征战而亡时，便对其亲友说：“如果他

们同我们坐在家中，没有出门，没有去参战，

就不会病故或阵亡。”真主使这种想法扎根于

他们心中，以便增加其心中的悔恨和伤悲。真

主是唯一以他的意欲使死者复生，使生者死亡的。坐在家中或出门在外都无碍于真主的前定。真主对于你们的

所行是全知的，你们对其无法隐讳，祂将以此报偿你们的行为。
157  信士们啊！如果你们为主道奋斗而阵亡或病故， 真主将以伟大的赦宥和恩慈来饶恕你们。这胜于今世以及

今世中的一切恩典。

 本页小结:
1-对真主的无知可导致对其恶意的揣测和妄断；

2-仆人的寿限是前定好的，不会因勇往直前而提前，也不会因胆小怯懦而推后；

3-真主的常道就是考验众仆，以便去伪存真；

。4-在真主那里拥有最高贵地位的人就是为主道牺牲的烈士

仪姆兰的家属 第4部分70



158  如果你们病故或阵亡，你们必回归到真主那

里，祂以你们的行为而报酬你们。
159  先知啊！因为从真主发出的特慈，你的品行

很容易与圣门弟子们相处。如果你言行粗暴，

性情残酷，那么他们必定离你而去。故你当原

谅他们的短处，当为他们祈求恕饶，当与他们

协商共议。如果在协商后你已决计行事，那么

你当信托真主。真主喜爱信托之人，祂会援助

他们，支持他们。
160  如果真主以佑助和胜利支持你们，即使集合

全人类，也没人能战胜你们；如果真主放弃你

们，而仅仅依靠你们自身，谁又能在祂之后援

助你们呢？胜利只掌握在真主手中，故信士们

只应信托于真主。
161  任何先知，都无权侵吞真主属意他之外的战

利品。你们中谁侵吞战利品，复活日，真主将

揭露他的丑行并加以惩处。他将在众人面前拿

出侵吞之物。之后，每个人都将获得自己行为

的完全报酬，不会增加罪恶也不会减少善功，

他们不受丝毫亏枉。
162  难道你们认为追求真主喜悦而获得信仰和善

功之人，与否认真主、坏事干尽之人在真主那

里地位是一样的吗？他们将受到真主的恼怒，

他们的归宿是火狱，那归宿真恶劣。
163  在真主看来，他们在今后两世的地位是不同

的，真主全知他们的行为，祂将以其行为而报

酬他们。
164  真主确已恩赐并善待了信士们。真主从他们

中派遣了使者，对他们宣读《古兰经》，从以

物配主的不义之行和卑贱的品德上净化他们，

并教授他们《古兰经》和圣行。他们曾在穆圣为圣之前处在明显的迷误中，曾远离一切的指引和明证。
165  信士们啊！你们在伍候德 战役中惨遭失败，有人被杀害。然而，你们的敌人曾在“百德尔”战役中，惨遭

杀害和被俘者的数量则是你们在伍候德 战役中的两倍。而你们却说：“我们是信士，先知在我们当中，我们

怎会遭受这些呢？”先知啊！你说：“你们所遭受的杀戮，皆因违背使者的命令而自作自受。”的确，真主对

于万事是大能的，祂可以援助祂所意欲之人，也可以弃绝祂所意欲之人。

 本页小结:
1-真正的胜利来自于真主，祂是攻无不克的全能的主，是战无不胜的大能的主；

2-追随真主指引并遵循真主命令之人，在今世与拒绝真主命令、否认真主之人的情况大不一样。同样，他们

在后世的地位也不一样；

3-由于仆人的过错，真主会降示灾难和不幸。这也许就是为了考验和提高他们的品级。真主是至恕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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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伍候德 战役中两军交战之时，你们所遭受

的伤亡和失败，都是真主的裁决，其奥义就是

为了突显出信士们的忠实。
167  也是为了分辨出伪信士。当有人对他们

说：“你们为主道作战或以你们的人多来抵

御和自卫吧！”他们说：“如果我们知道要打

仗，必定会追随你们。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你们

和他们之间有战争啊！”当时，他们的反应，

与其说是证明他们的信仰，不如说更能证明出

他们的不信。他们口是心非。真主全知他们心

中所隐讳的，并会以此加以惩处。
168  他们临阵脱逃，并对伍候德 战役中牺牲者

的亲友们说：“如果他们听从我们，就不会出

战，也不会牺牲。”先知啊！你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所妄称之言属实，即听从了你们就不

会招致死亡，而你们能获救的原因就是放弃为

主道出征，那你们就为自身抵御死亡吧！”
169  先知啊！你不要认为那些为主道牺牲的烈士

是死的，其实他们活着，他们享有各种各样的

恩典，除真主以外，任何人不得而知。
170  他们沐浴在真主给予的幸福和成功的恩惠

中。他们希望今世中停留的弟兄们能跟随他

们，为主道出征，以便也能获得类似的恩惠。

他们对之后即将面临的事情毫无恐惧，对今世

中所失去的恩典也毫无忧伤。
171  他们因获得真主将给予的巨大的回赐和加倍

的恩典而感到高兴。的确，真主不仅不亏枉信

士们一丝毫，而且给予他们加倍的回赐。
172  他们是在伍候德 战役受到重创后，仍积极

响应真主和其使者的号召继续为主道出征，参

加 伍候德 战役后的“红狮”之战的人们。曾受到的创伤并没有阻碍他们响应真主和其使者的号召，他们中以

遵循真主命令，远离真主禁令而敬畏真主的行善之人，必将获得重大的报酬，那就是乐园。
173  部分以物配主之人曾对信士们说：“古莱氏在艾布·苏富扬的带领下，已经集结好大队人马将与你们开战

并消灭你们。你们小心提防他们。”他们的这番话更增加了信士们对真主的信心。他们出征御敌并说：“真主

是能使我们满足的、是最完美的监护者。”

 本页小结:
1-真主的常道就是考验众仆，以此来分辨真正的信士和忠实者；

2-为主道出征并牺牲的烈士在真主那里具有很高的地位，真主给予他们最高的荣耀和地位；

。3-圣门弟子为主道献出生命和财产，他们在今后两世中拥有的极高的地位和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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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他们带着真主的厚报，被提高的品级，毫无

伤亡的从“红狮”之战中平安返回。他们为了

追求真主的喜悦，服从并放弃罪恶的行径。真

主对于信士们确是宏恩的。
175  恶魔恐吓你们畏惧其党羽，你们不要畏惧他

们，他们是无法无力的。你们服从真主、畏惧

真主吧，如果你们是信道之人。
176  先知啊！你不要因为争相背叛的伪信士而忧

愁，他们绝不能损伤真主一丝毫，他们在信仰

和顺服真主后背叛，他们只会自伤。真主欲使

他们卑贱并且不佑助他们，对于后世的恩惠他

们没有福分，并将得到火狱的刑罚。
177  信仰之后而背叛真主之人，他们对真主毫无

损伤，只会自伤己身，他们在后世将得到严厉

的刑罚。
178  背叛真主并冥顽不化之人绝不要认为， 真

主对他们的姑容和使他们长寿的生活在不信道

中是有利于他们的。事实并非如此，我姑容他

们就是为了加重其罪恶，他们将得到凌辱的刑

罚。
179  信士们啊！真主的智慧不是将你们与伪信士

混杂在一起，不加分辨和区别，而是运用各种

重任和考验来区分你们，以便突显出信士的良

善和伪信士的恶劣。真主的智慧不是让你们通

过窥测幽玄来区分信士和伪信士。然而，真主

拣选祂所意欲之人成为使者，使祂能窥测部分

幽玄。同样，真主让祂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

福安之）窥测伪信士的情况，故你们当确信真

主和其使者。如果你们真正信仰并以遵循真主

命令和远离其禁令来敬畏真主，你们将获得重

大的报酬。
180  吝啬付诸真主给予的恩典之人，绝不要认为他们所吝啬的有益于自身，相反的，其有害于他们。因为他们

所吝啬之物，在复活日将变成项圈围绕在脖颈上来惩罚他们。天地间的遗产只属于真主，祂是永生的，真主全

知你们的行为，并以此报偿你们。

 本页小结:
1-信士们不要畏惧恶魔和其不信道的党羽们，万事都掌握在真主手中；

2-仆人不应以真主的姑容而放纵，应在有限的时日内尽快忏悔；

3-阻止真主施与恩惠的吝啬之人，只会自伤。他在阻止与广施慷慨的主做交易，他在后世将遭到严重的惩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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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真主听到犹太教徒说： “真主穷困，向我

们借贷，而我们有钱，我们是富足的。”我将

记录下他们所说的谎言，和他们枉杀其先知们

的行为，我对他们说：“你们尝试烧灼的刑罚

吧！”
182  犹太教徒啊！你们的这种刑罚皆因你们所干

的罪恶和过错。真主绝不亏枉任何人。
183  他们曾撒谎说：“真主曾通过众先知之口，

在祂的经典中命令我们不要相信任何使者，

直到祂带来确认其使命的证据，即从天而降的

烈火烧毁其施舍物。”他们假借真主的名义而

撒谎，并限定证实使者使命的证据。因此，真

主命令使者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对他们

说：“在我之前，有许多的使者已昭示你们诸

多的明证，并昭示过你们口中所提到的天降大

火、烧毁施舍物的明证。如果你们言而有信，

为何要否认并杀害他们呢？”
184  先知啊！如果他们否认你， 你不要忧伤。

这是不信道者的习性，在你之前，他们确已否

认了许多使者们。这些使者曾昭示他们许多明

证、劝善戒恶的典籍和包含教法规定的明证经

典。
185  每一个性命都要尝试死亡，任何人不应被今

世蒙蔽双眼。复活日，你们将享受自己行为的

完全报偿。谁得以远离火狱而进入乐园，他便

已获得所期盼的成功，并远离所畏惧的火狱。

今世的生活是短暂的，是虚幻的享受。
186  信士们啊！ 你们的财产通过履行义务和遭

遇损失来接受考验，你们的自身通过履行宗教

责任，应对各种灾难，并不得不听取你们之前

曾受天经之人和以物配主者口中伤害你们自身和宗教的恶言。如果你们坚忍了这些灾难和考验，事实上，做

到遵循真主命令，远离其禁令而敬畏真主，就是需要坚定的决心来成就的事，也是竞争者得以相互竞争之事。

 本页小结:
1-犹太教徒的丑行和劣德表现为否认和杀害真主的先知；

2-今世的成功都是有欠缺的，完美的成功在后世，那就是远离火狱进入乐园；

3-信士们遭遇到来自有经典之人和以物配者对他们自身和宗教方面的各种考验。他们应做的就是坚忍和敬畏

。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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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先知啊！你应谨记：当时，真主与有经的犹

太教和基督教学者们缔约，以便你应为世人阐

明真主的经典，不要隐讳任何明证，以及证明

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使命的经文。”他们

违背了约定，隐瞒了事实，并以真主的约定换

取些微的代价，如权力和财力。他们所换取之

物真恶劣！
188  先知啊！有些人对所做的丑事洋洋得意，并

喜欢别人以尚未做过的好事赞美他，你不要认

为他们脱离惩罚得以安全，其实他们的归宿就

是火狱，他们将受到痛苦的刑罚。
189  天地间的王权、 创造权和裁决权只属于真

主。祂对于万事都是全能的。
190  天地的创造史无前例、 昼夜的轮流长短交

替，这些对于有理智之人都是明显的证据，证

明了宇宙的创造者是唯一值得崇拜的主宰。
191  他们是任何情况下，无论站着、坐着、躺着

都记念真主之人。他们思考天地的创造，他们

说：“我们的主啊！你没有徒然地创造这个世

界，你无徒然的特性。求你佑助我们免遭火狱

的刑罚，并护佑我们。”
192  我们的主啊！你使谁入火狱， 确已凌辱了

他。复活日，不义之人，绝得不到使他免受真

主刑罚的援助者。
193  我们的主啊!我们已听到召唤信仰之人——
即你的使者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召唤，

他说：“你们当确信你们的养主，祂是独一的

主。”故我们归信了他所号召的，并追随了他

的教义。求你遮掩我们的过错不要揭发它，求

你原谅我们的罪过不要惩罚它，求你佑助我们

立行善事、放弃恶事，求你让我们与清廉者同生共死。
194  我们的主啊！你曾借众使者的口而应许我们今世中的恩惠和胜利，求你将其赏赐给我们。求你在复活日不

要凌辱我们进入火狱，我们的主啊！你是慷慨的，确是不爽约的。

 本页小结:
1-有经之人中邪恶学者的特性是：隐讳知识，追逐私欲，内心和行为邪恶而喜欢世人的称颂；

2-思考真主在天地间的创造以及时间的交替，可以产生对真主大能的坚信并对真主完全臣服；

。3-向真主祈祷，内心完全地臣服是最完美的崇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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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他们的主应答了他们的祈祷：无论行善者

或男或女，无论所行善功的多与寡，我都不

亏枉你们一丝毫。你们来自同一民众必将一视

同仁，不会因是男性而增加，也不会因是女性

而减少。为主道奋斗者、被不信道者逐出家门

者、为服从真主而受伤害者、为主道出征者、

为宣扬真主宗教而献身者，我在复活日必将饶

恕他们的罪过，原谅他们，使他们进入下临诸

河的乐园。这是真主的回赐，祂那里有无与伦

比的美好报酬。
196  先知啊！你不要被不信道者游历四方，自由

发展，买卖和给养的昌盛而迷惑，相反的，你

应对他们的情况而感到忧伤。
197  他们在今世只是短暂的享受，复活日，他们

的归宿就是火狱，那卧褥真恶劣啊！
198  但是，遵循真主命令、远离真主禁令的敬畏

之人，他们将处于下临诸河的乐园，并永居其

中。这种从真主那里发出的款待，是真主为清

廉的仆人准备的，远远胜于不信道者在今世所

享受的。
199  信奉天经之人确是不同的。他们中有人信仰

真主，信仰降示给你们的明证和启示，并信仰

降示给他们的——对真主的众使者不加区分，

完全服从于真主。他们渴望真主的恩惠，不以

真主的迹象换取今世微薄的享受。这等人，在

其养主那里他们将得到丰厚的回报。的确，真

主是神速清算其善功并加以回报的。
200  信仰真主、追随其使者的信士们啊！你们当

忍耐宗教的责成，以及今世中遭遇的灾难，当

在坚忍中战胜敌人，比敌人更能坚忍。当为主

道奋斗，当以遵循真主命令，远离真主禁令而敬畏真主，以便你们心想事成，远离火狱，进入乐园。

 本页小结:
1-信士在主道上所遭遇的灾难，迫使他迁徙、出走和奋斗，这就是使他们获得饶恕和加倍回赐的最大原因；

2-不信道者在今世中享受无论再多的钱财和恩赐都不是恩典，因为今世是短暂的，真正的恩典是后世的归

宿，那是永恒的居处；

3-有经之人中有的作证他们经典中的真理，有的信仰降示给他们和降示给信士的启示，这些人拥有两倍的回

赐；

。4-坚持真理，战胜悖逆者，为主道奋斗，这是后世得以成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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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 章
这章是麦地那的，全章共计一百七十节

 本章主旨:
通过保护社会、经济权益来组织管理穆斯林社

会内部事务，根除蒙昧时期陋习，加强对妇女

及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

 注释:
本章称为《妇女章》，是因为该章中详述了有

关妇女的许多律例。
1  众人啊！你们当敬畏你们的养主， 祂从一

个人即人祖阿丹创造了你们，并从阿丹创造了

他的配偶，即你们的母亲哈娃。并且自他们俩

在大地上创造了许多男男女女。你们当敬畏你

们所祈求的主，你们说：“真主啊！我向您祈

求……” 你们当以接续骨肉而敬畏真主。的

确，真主是监管你们的，祂洞察万物，祂将以

此报偿你们。
2  监护人啊！当孤儿（即未成年时失去父亲的

儿童。）已成年时，你们当将他们的全部财产

悉数交还给他们。你们不要将非法的替换为合

法的，即不要拿取孤儿合法佳美的钱财，来替

换你们非法的恶劣的钱财。你们也不要将孤儿

的财产混入你们的财产中加以吞噬，这在真主

那里确是大罪。
3  如果你们与自己监护下的孤女结婚而担心

不能公平对待，担心不能给予她们应得的聘

仪或担心不能善待她们，那么，你们可以择娶

其她良善的妇女为妻。如果愿意，你们可娶两

妻、三妻、四妻；若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她们，

那么，你们只可娶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因为她们不能享受正妻的待遇。这些规定都记述在有关孤儿

和一夫一妻制或以女奴为满足的律法中，这更接近公平，你们不要僭越。
4  你们应给予妇女应得的聘仪，如果她们自愿拿出其中的一部分赠与你们，你们可以乐意地接受并享用。
5  监护人啊！你们不要将钱财给予不善管理之人， 真主使这些钱财成为仆人们的生活开支，他们是不善支配

和管理钱财之人，故你们为他们支配和开销，对他们说温和的话语，并为他们订好约定，在他们成年并能妥善

处理钱财时将他们的财产悉数归还。
6  监护人啊！你们应测试孤儿，如果他们已成年，你们就将他们财产中的一部分拿出让他们支配，如果能妥

善处理，就表明他们已成人，你们就将财产悉数归还，不要占有他们财产中超出真主允诺你们的额度。你们不

要在他们未成年时，急于浪费地消耗他们的财产。如果你们富裕，就不要拿取孤儿的财产，如果贫穷，无法度

日，可从中拿取合理的生活所需。当孤儿们成年长大后，你们应为了保护他们的权益，避免纷争，请人见证财

产的交接，真主足为监察者，祂将清算仆人们的善功。

 本页小结:
1- 人类同宗。世人应敬畏他们的造物主，应相互爱怜。

2- 真主嘱咐应善待的弱势群体：妇女、孤儿。应公平并厚待他们。

3- 允许多妻， 直至四妻。前提条件是公平对待她们，能够承担对她们的义务。对于不善管理财产的愚人，为

确保他们的利益，应妥善支配他用于今世各项用度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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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男子得享父母和至亲如兄弟和叔辈去世后

所遗财产的份额，无论多寡；妇女也得享这些

人所遗的财产。这有别于蒙昧时期禁止妇女、

儿童享受遗产的习俗。这是真主所制定的法定

份额。
8  如果析产时，有不得遗产的亲戚、孤儿和

穷人在场，若他们急需这些钱而你们也不犯

难，最好在析产前善意的周济他们，并对他们

说和善的话语。
9  让那些若自己去世而抛下年幼之子者感到

恐慌，他们担心自己的幼子迷失，那就让他们

以善待自己监护下的孤儿来敬畏真主吧！若真

主意欲，他们死后有人会像他们一样善待他们

的幼子。谁留遗嘱就应顾及其子的权利，应对

他们实话实说，不应在遗嘱里损害继承人的权

利，也不应让遗嘱者自亏其身而放弃遗嘱。
10  吞噬孤儿财产，肆意妄为的挥霍者，他们

吞入腹中的是灼热的炭火，复活日，他们将入

火狱。
11  真主许诺你们并以子女们继承遗产的各项

事务命令你们：遗产的分割即儿子得到女儿的

双倍。如果亡人没有儿子，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女儿，那么，她们共得遗产的三分之二；如

果亡人只有一个女儿，那么她得遗产的二分之

一；如果亡人有子女，那么，他的父母各得遗

产的六分之一；如果他没有子女，也没有其他

继承人，只有父母，那么，母亲得遗产的三分

之一，其余全归父亲；如果他有几个同胞兄弟

姐妹，或同父异母或异父同母的兄弟姐妹时，

母亲得遗产的六分之一，其余归父亲所有，兄

弟姐妹们不得遗产。遗产的分配须在完成亡人的遗嘱（该遗嘱不得超过亡人财产的三分之一）和债务之后，真

主如此分配遗产，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父母和子女谁对你们的今后两世更有益。也许亡人认为继承人中有个人最

好，并将他的遗产全部给他，或也许认为那个人不好，而禁止他享有遗产，或情况相反。只有真主彻知，任何

事无法对祂隐瞒。因此祂制定了上述遗产的分割，并使它成为定制，真主确是全知万物的，祂的规定和裁决确

是至睿的。

 本页小结:
1- 遗产的分割体现了教法根据男女的实际利益而公平地给予他们各自权利。

2- 禁止侵吞孤儿财产，禁止以任何形式私占或挥霍他们的财产。

3- 财产是世人发生纠纷最多的原因之一，因此真主制定了遗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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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丈夫们啊！ 如果你们的妻室没有出自于你

们或他人的子女，你们可得她们遗产的二分之

一；如果她们留有子女，你们可得她们遗产的

四分之一，这种分割须在执行她们的遗嘱和偿

还她们的债务之后。丈夫们啊！如果你们没有

出自她们或她人的子女，你们的妻室可得你们

遗产的四分之一；如果你们留有子女，那么，

她们可得你们遗产的八分之一，这种分割须在

执行你们的遗嘱和偿还完债务之后。如果一男

子或女子去世，上无父母，下无子女，只有同

母异父的兄弟或姐妹，那么，他或她可得遗产

的六分之一；如果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超过一

人，那么，他们共得遗产的三分之一，并平均

分配，分割须在执行亡人的遗嘱和偿还完债务

之后；但在留遗嘱时不能伤害继承者的权利，

即遗嘱超过其资产的三分之一。这是从真主发

出的命令，真主全知有利于仆人今后两世的利

益，祂确是至容的，不急于惩处作恶者的。
13  上述关于孤儿和其他人的律法规定，均是真

主制定的法度。谁以遵循真主命令，远离真主

禁令而顺从真主和祂的使者，他就会进入下临

诸河的乐园，并永居其中。这是来自真主的回

赐，是伟大的成功。
14  谁放弃或质疑真主的律法，僭越祂的法度，

他确已违抗了真主和祂的使者，他会进入火

狱，并永居其中，他将受到凌辱的刑罚。

 本页小结:
1遗产的分割须在完成亡人的债务和不超过他

资产的三分之一的遗嘱之后。

2- 禁止随意的分割遗产，因为这是真主给予祂

的信士仆人的允诺，不得放弃或随意处置。

3- 信仰的标志之一就是遵循真主命令，远离真主禁令，立于真主的法度之内。

4- 真主的公正和智慧体现在： 谁服从真主的允诺，真主必给予他丰厚的回赐，谁违抗真主，并僭越法度，他

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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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你们的妇女，无论已婚与否，若做丑事，你

们当在你们中找出四个公正之人作证。如果见

证确有奸情，那当把她们拘留家中做以惩处，

直到去世。或真主为她们另辟出路。之后，真

主为她们辨明了出路，即教法规定：未婚而通

奸的妇女应鞑百鞭放逐一年，已婚通奸者乱石

击毙。
16  已婚或未婚的男子若犯奸情，你们应当责备

他们俩，或稍加惩处。如果悔过自新，当原谅

他们俩。因为悔过自新者，罪责已被饶恕，真

主对忏悔者确是至宥的，是至慈的。

这种惩罚是伊斯兰教初期的律例，之后，被未

婚的通奸者鞭刑放逐，已婚的乱石击毙的律法

而废除。
17  真主接受因无知而犯罪， 并及时悔过自新

之人的忏悔-这里包括故意或无意识犯罪-这等

人，真主接受他们的忏悔，原谅他们的过失，

真主是全知被造物的情况，祂的裁决和决定确

是至睿的。
18  真主不接受顽固不化， 终身作恶，临死时

说：“我现在对所做过的错事表示忏悔”之人

的祈祷，他们不蒙赦宥。同样，真主也不接受

至死都不信道者的忏悔，这些人是顽固不化的

作恶者，他们到死都不信道，我已为他们准备

了严厉的惩罚。
19 信仰真主，追随其使者的信士们啊！

你 们 不 得 像 继 承 遗 产 那 样 强 占 你 们 父

辈 的 妻 室 ， 你 们 不 可 同 她 们 结 婚 ， 或

将 她 们 许 配 给 自 己 所 意 欲 之 人 ， 或 阻

止 她 们 结 婚 。 不 允 许 你 们 伤 害 自 己 不

喜悦的妻室乃至于收回已给予她们的部分聘仪等，除非她们做出明显的丑事如通奸，如果做了，

允许你们索回或强迫她们偿还已给予的聘仪。你们当善待她们，不可伤害她们。如果你们厌恶她

们某些今世的事务，当坚忍。或许你们厌恶之事，而真主在那件事中却安置了许多今后两世的福

利 。                                                                                                                                                                                                                                                     

 本页小结:
1- 通奸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最危险的罪行之一，因此对其的惩罚非常严厉。 真主给予仆人的慈恩，即对每一

位有过之人敞开忏悔的大门，并佑助他简单易行。

2- 谁故意或无意间违抗了真主， 那么，他不仅对违抗的程度是无知的， 对所犯之罪的伤害和后果也是无知

的。

3- 夫妻生活能持续的原因就是公正的看待对方，不应只看到对方的缺点， 而应看对方的优点，真主使该优点

中蕴藏许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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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丈夫们啊！若你们想休一妻， 而另娶一房

妻室，这对于你们是无过的。如果已给予前妻

很多的聘仪，绝不允许你们索回一丝毫。难道

你们要加以污蔑和亏枉而将它索回吗？
21  你们怎么能索回已给予她们的聘仪呢？ 你

们既已同床共枕，彼此享受并分享秘密。在这

之后仍觊觎她们手中的钱财确是件邪恶之事。

而且她们与你们缔结过一个坚实的盟约，即依

照教法缔结婚约，她们对于你们确是合法的。
22  你们不要娶你们父辈的妻室， 那是禁止

的，除非是伊斯兰教之前的可既往不咎。子辈

娶父辈的妻室是件丑事，是真主恼怒之事，有

此行为者的行径真恶劣啊！
23  真主禁止你们娶你们的母亲们及长辈， 包

括祖母、外祖母和曾祖母；女儿及晚辈，包括

孙女、外孙女和重孙女和再往下的晚辈；你们

的同胞姊妹或同父异母或异父同母的姊妹；你

们的姑母，姑祖母或以上长辈；你们的姨母，

姨祖母或以上长辈；你们的侄女、外甥女、她

们的子女或以下晚辈；你们的乳母，同乳姊

妹，你们的岳母无论同房或未同房的妻室之

母；在你们家中养育，你们继室的女儿；同样

你们已和其母同房，而未在你们家养育的继室

的女儿。如果你们未和其母同房，你们可以娶

继室的女儿。真主还禁止你们娶自己亲生儿子

的妻室，这还适用你们同乳儿子的妻室。禁止

你们同时娶亲姐妹或同乳姐妹，但以往的则既

往不咎。真主原谅忏悔的仆人。教法还禁止同

时娶一个妇女和她的亲姑姑，或亲姨姨。

 本页小结:
1- 如果男子与妇女有婚姻之实，应给予聘仪，不允许他占用或索回，即使两人分开或离婚。

2- 真主禁止娶父辈的妻室为妻，因为这是丑行，有违于正常的理智和常规。

3- 真主详尽的列举出无论出自血缘或联姻或同乳关系，哪些妇女可以迎娶为妻，哪些禁止。这是不可僭越的

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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