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禁止你们娶有夫之妇为妻， 除非是在阵

前，你们虏获的收为奴婢的妇女，你们可以在

她们经过一次例假，证明未孕的情况后与她们

同房。真主以此为你们的定制，允许你们迎娶

除上述以外的妇女。你们须洁身自好，不涉奸

淫，须借助自己的财产作为聘仪去求婚。已与

你们成婚的妇女，你们应将真主命令应给予她

们的聘仪交给她们。如果你们双方同意在确定

的聘仪上有所增加或减少，这对于你们是毫无

罪过的。真主确知祂的被造物，祂洞察万物，

祂的裁决和判断确是至睿的。
25 男子们啊！ 如果你们因经济不宽裕而无

能力迎娶信道的自由女，那么，你们可以迎

娶他人信道的婢女。真主全知你们的信仰和状

况。你们和她们在宗教和人性上是平等的。你

们不得与她们私定终身，应征得她们的主人的

同意后，方可迎娶。你们应把她们的聘仪照例

给予她们，不得减少或拖延。而她们也应洁身

自好，不淫荡，也没有秘密情人。她们结婚之

后，如果通奸，将受到通奸的自由女一半的刑

罚，即：50鞭。不对她们实施乱石击毙的处

罚，这有别于通奸的已婚自由女。若没有能力

娶妻的男子，应坚忍，最好不要迎娶女婢，以

免生下的子女成为他人的奴隶。真主对于忏悔

的仆人确是至恕的，祂的慈恩中包括对于无能

力娶自由女的男子，因害怕通奸而允许他迎娶

女婢。
26 伟大的真主制定这些教律就是为了向你们

阐明祂的宗教和教法标识，以及有利于你们

今、后两世的事务；祂想指引你们了解先前的

众先知们法程中的合法与非法事务、他们高贵的品德和可敬的生平，以便你们效仿。更希望你们向祂忏悔祈求

恕饶。真主是全知众仆的利益，并以此立法，祂在祂的律法和裁决上确是至睿的。

 本页小结:

1- 妇女的聘仪在同房后确定。允许在征得女方的同意下减少聘仪。

2- 当无能力迎娶自由女为妻，并担心自己做出丑事之人，可以迎娶信道的婢女。

3- 宗教的目的就是辨明正信与迷误，并指引人们走上回归真主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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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真主欲赦宥你们， 原谅你们的过错；而追

逐私欲之人，则希望你们远离正道。
28  真主欲减轻你们的负担， 不责成你们能力

所不及之事。因为真主全知你们在被造和品行

上是怯懦的。
29  信仰真主， 追随使者的信士们啊！除了

在双方同意的买卖交易下，以此获利并占有和

使用的钱财外，你们不要借助强抢、偷盗、行

贿或其它手段非法侵吞他人财产。你们不要杀

害他人也不要自杀，更不要放任自流。真主确

是怜悯你们的，祂的慈恩包括：保护你们的生

命、财产和清誉。
30  谁违反了禁止之事， 如侵吞他人财产、故

意或无意地杀害他人，复活日，真主都将使他

进入火狱，并尝试火狱的刑罚。这对于真主确

是容易的，因为祂无所不能。
31  信士们啊！ 如果你们远离了所禁止的一切

大罪：如以物配主、忤逆双亲、自杀、吃利放

帐等。我就饶恕你们所犯过的错误，使你们进

入到真主跟前一个尊贵的地方，那就是乐园。
32  信士们啊！ 你们不要期盼真主使你们相互

超越，从而不至于导致愤怒和嫉妒。妇女不应

期望真主给予专属于男子的事务，男女各有适

合自己的工作。你们应当祈求真主增加你们的

恩惠。真主是彻知万物的，祂给予每个人适合

的工作。
33  你们中的每个人都应享受父母和近亲遗

留的遗产。与你们缔结相互间辅佐并援助的盟

友，你们应给予他们遗产。真主见证万事，其

中包括见证你们的忠诚和诚信。盟友间相互继

承遗产是伊斯兰教初期的定制，后已废除。

 本页小结:
1- 真主对众仆的宏恩，祂喜欢原谅他们，减轻他们的负担。至于追逐私欲之人，他们希望人们远离正道。

2- 教法保护人权，禁止不义的伤害他人生命、财产和清誉，并严厉的惩罚违反者。

3- 远离被禁止的大罪，这是进入乐园得以饶恕的原因。

4- 满意真主的安排，放弃窥探别人手中的福利，这些可以使人避免嫉妒和对真主前定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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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男子是管理和维护妇女的。 因为真主使他

超越于妇女。也因他们有养家和供给她们生

活费的责任。清廉的妇女是顺从真主，顺从丈

夫的；以真主的护佑而独善其身。丈夫们啊！

你们担心那些在言语和行为上执拗，不服从丈

夫的妇女，你们开始以真主的名义提醒并恐

吓她们，如果她们不听，你们可以与她们分褥

而睡，背对她们，不行夫妻之礼。如果还不听

从，那么，你们可以责打她们。如果她们顺服

了，你们不可不义或过分的欺负她们。真主是

自尊的，祂的本体和特性都是至大的，你们应

畏惧祂。
35  夫妻二人的监护人啊！ 如果你们担心他俩

之间的分歧会导致仇恨和敌意，那么，就从

双方各自的亲戚中挑选一名公正之人来协调并

和解。和解是最好的首选。如果两名公正人欲

加以和解，那么，真主必使夫妻和睦，去除间

隙。的确，真主是彻知万物的，祂是全知众仆

的所思所想的。
36  你们当崇拜真主，独一无二，不以物配主；

当孝敬自己的双亲；当优待近亲、孤儿和贫

穷之人；当善待近邻、远邻、同伴；当款待旅

客；当宽待奴仆。的确，真主不喜欢在众仆面

前傲慢无礼，在世人面前矜夸自己之人。
37  真主不喜欢自己吝啬并以言语和行为命令他

人吝啬之人，他们隐匿真主给予他们的给养、

知识和其它恩惠，他们隐瞒，不公开真理，他

们表现出的只是虚妄的。这就是不信道者的特

征，我已为不信道者准备了凌辱的刑罚。

 本页小结:
1- 确定男子超越于妇女，因为真主给予他们监护的权利，还因为他们有养家和支付妻子开销的责任。

2- 以提及真主的大能而警告那些为了教训妇女而采取不正当措施之人。

3- 对卑劣的品行加以批评：如自大、自傲、吝啬、隐瞒知识和不传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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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同样，我也为赢得别人赞美、为沽名钓誉而

施舍财产之人准备了火狱，他们不信仰真主和

复活日。我为他们准备了凌辱的惩罚。他们追

随恶魔，谁与恶魔为友，那他的朋友真恶劣！
39  如果他们确信真主、 确信复活日，并忠诚

的为主道施舍财产，这些行为会对他们带来伤

害吗？不然，这些行为中只有恩典。真主对他

们确是全知的，祂洞察万物，祂将以此报偿他

们。
40  的确，真主是公正的主， 祂不亏枉众仆一

丝毫。不缩减他的善功一丝毫，也不增加他

的罪恶一丝毫。如果人有一丝毫的善功，祂都

会加倍地酬劳，并且以祂那里重大的报酬赏赐

他。
41  复活日，我必召来每个民族中的先知，来见

证他们各自民众们的所行。先知啊！我必召来

你，来见证你的民众，那情况将会怎么样呢？
42  在那重大的日子，不信仰真主、悖逆使者之

人希望能变成像大地一般的泥土，而他们的行

为却无法隐匿真主。因为真主将封闭他们的口

舌，使他们无法分辨，将准许他们的肢体来见

证他们的所行。
43  信仰真主，追随使者的信士们啊！ 你们在

酒醉的时候不要礼拜，直到清醒过来，并能

分辨出自己的所说-这是在完全禁酒之前-无大

净时，你们不要礼拜、也不得进入清真寺，除

路过且不得逗留，直到洗了大净。如果你们病

了，无法使用水，或旅行在外、或入厕、或性

交，而得不到水，那你们可趋向洁净的土，来

抹你们的脸和手。的确，真主对你们的不便确

是至恕的，是至慈的。
44  使者啊！你是否知道：真主以《讨拉特》恩赐犹太教徒部分知识， 而他们却以正道换取迷误之事吗？信士

们啊！他们不遣余力地想使你们迷误，想使你们远离使者带来的正教，而走上迷途！

 本页小结:
1- 真主的完全公正和仁慈体现于：祂不亏枉仆人一丝毫，而且对他们的善功会加倍回赐。

2- 复活日的惊恐和等待不信道者的重大判决，致使他们期盼自己变成泥土。

3- 无大净者不得礼拜，也不得在清真寺停留。如果只是路过则无妨。

4- 真主使众仆方便易行，在没水和无能力使用水的情况下制定了土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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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信士们啊！真主比你们更清楚你们的敌人，

因此将他们的情况和敌意告知你们。真主足以

保护你们免遭他们的伤害，真主是足以使你们

免遭他们计谋和伤害的援助者，祂援助你们战

胜敌人。
46  犹太教徒中有一伙篡改真主降示的天经之

人，他们篡改经典，当穆圣（愿主福安之）

命令他们一件事时，他们说：“我们听而不

遵。”他们讥讽的说：“愿你听而不闻。”他

们利用“拉仪那”这个单词混淆概念，其目的

就是想说“我们听到你了。”“拉仪那”这个

单词的词根是“拉欧耐”，犹太教徒利用该单

词的发音巧言谩骂，就是为了诅咒穆圣（愿主

福安之），诋毁正教。如果他们说：“我们既

听且从。”来替换“我们听而不从。”、用“

你听”来替换“愿你听而不闻。”、用“我们

期盼着明白你的所说”来替换“我们等着。”

，这种说法会比先前的说法对他们更好、对穆

圣更公正，因为这样更能有礼有节地对待穆圣

（愿主福安之），是更有礼貌的。但是真主因

他们的不信道而诅咒并弃绝他们，他们的信仰

无益于他们。
47  信奉天经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们！ 你们

应归信我所降示给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

经典，这部经典证实了你们的《讨拉特》和《

引支勒》。请勿在我抹去面部的感官，并使它

转向背面，或像驱逐在禁令之后仍过分捕捞的

安息日的人那样驱逐他们。因此真主使他们变

成了猴子，真主的命令确是实实在在地被执行

的。
48  真主必不赦宥祂的被造物以物配主的罪行， 而以祂的恩惠原谅祂所意欲之人除以物配主和不信道以外的其

它罪行，或以祂的公正惩罚祂所意欲之人的过错，谁以物配主，谁确已犯下滔天大罪，谁死于不信道，那他绝

得不到饶恕。
49  使者啊！难道你没有看见，那些喜欢赞美自身和善功纯洁无暇的人吗？不然，真主是唯一能赞美祂所意欲

的仆人并纯洁他们的。因为祂全知人们内心所隐匿之事，绝不会缩减他们的一丝毫善功，即使该善功如穿过枣

核的线一样大小。
50  使者啊！你看，他们怎样假借真主的名义， 自我赞美而撒谎吗？这种行为足以成为他们迷误的明显罪证。
51  使者啊！难道你没有看见，并对真主给予了他们知识，而他们却舍真主， 信仰偶像的犹太人的情况而感到

震惊吗？他们指着以物配主之人说：他们的道路比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更正确？！

 本页小结:
1- 真主足以援助信士们，他们无需其他神灵。

2- 阐明了犹太教徒的罪恶：如篡改真主的经典、无礼的对待穆圣（愿主福安之）、以真主教律以外的律法来

裁决。

3- 阐明了以物配主和不信道的危险性。如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去世了，亡者绝得不到赦宥，如果除这两种情况

以外，则根据真主的意欲而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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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这些心怀叵测之人， 是被真主的仁慈所弃

绝之人。真主弃绝谁，你绝不能为他发现支持

他的援助者。
53  他们得不到任何的王权， 假若有，即使如

枣核上的一个斑点，他们也不会给予他人一丝

毫。
54  不然， 他们嫉妒真主给予了穆罕默德（愿

主福安之）及其追随者圣品、信仰和在大地上

有所建树。他们为什么要嫉妒他们呢？之前，

我确已赏赐伊布拉欣的后裔天经，并赏赐他们

除天经以外的恩惠，我给予他们统领世人的无

上权力。
55  信奉天经的人中， 有人信仰真主降示给伊

布拉欣，以及降示给他的后裔中众先知的经

典，也有人拒绝信仰。这是他们对降示给穆罕

默德（愿主福安之）的经典的态度。火狱对不

信道者足以惩戒。
56  不信我的迹象之人，我在复活日必定使他

们进入火狱。每当皮肤烧焦之时，我为他们另

换一套皮肤，以便继续接受惩罚。真主是万能

的，是雷霆万钧的，他的裁决和判断确是至睿

的。
57  信仰真主，追随使者并立行善功的信士，他

们在复活日将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并永居其

中。他们在乐园里有纯洁无瑕的配偶，我将使

他们进入温度适宜、永恒的庇荫之中。
58  的确， 真主命令你们将信托物归还于原主

人，并命你们在众人中秉公判决，不偏不倚。

的确，真主用来劝诫和引导你们的一切事物真

优美啊！真主是全聪你们的言语，全知你们的

一切行为的。
59  信仰真主，追随使者的信士们啊！你们应以遵循真主命令， 放弃真主禁令而服从真主和使者、以及你们中

的主事者，除非他们命令你们作恶。你们间若发生分歧，应回归于真主的天经和穆圣（愿主福安之）的圣训

中。如果你们信仰真主和后世，遵循天经和圣训比你们各持己见更好，结果更佳。

 本页小结:
1- 信奉天经之人不信道的最大原因就是嫉妒真主给予信士们圣品和在大地上建树的恩典。

2- 命令信士应具备的高尚品德中就有归还信托物和秉公判决。

3- 除命令作恶之外，应完全服从主事人。如果发生分歧，应回归于真主和其使者的判断来实现信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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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使者啊！你难道没有看到吗？那些自称信仰

降示给你和你之前众使者的经典的犹太教徒中

的伪信士，他们想借助除真主教律以外、世人

而制定出的律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他们

已受命背弃信仰，而恶魔欲使他们彻底背离真

理，陷入迷误。
61  如果对这些伪信士们说：“你们来求助于真

主所降示的经典，求助于使者来裁决你们之间

的纠纷吧！”使者啊！你就能看到他们会完全

的回避你，而求助于他人来裁决。
62  如果伪信士因他们的罪行而遭受灾难， 其

状况又会如何呢？使者啊！他们会来到你跟

前，以真主起誓向你道歉说：“我们求助他人

来调解，只为有分歧的人之间能相互亲善与和

解。”这些全是他们的诡话，亲善只存在于真

主对仆人所制定的教法中。
63  真主全知这些人心中所隐藏的伪信和不良企

图。使者啊！你当远离他们，当原谅他们，当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为他们阐明真主的律法，

并用打动他们内心的言语告知他们。
64  我派遣使者， 就是以真主的意志和裁决命

人服从祂到一定的时刻。使者啊！如果人们犯

下罪过而自欺时，他们在你有生之年来到你跟

前，后悔所做之事，祈求真主的饶恕，那你就

替他们祈求饶恕吧！他们会发现真主确是至恕

的，是至慈的。
65  事情并不像伪信士所言的那样。之后，真主

以自身起誓，他们只有在穆圣在世时。请求穆

圣为他们裁决，穆圣去世后，根据《古兰经》

中的律法来裁决他们之间的纠纷才能称之为真

正的诚信之人。之后，他们满意穆圣的裁决，心中毫无芥蒂，也不质疑，他们从内到外的完全顺服。

 本页小结:
1- 寻求真主律法以外的裁决，并对它满意，属于对真主的伪信。只有内心满意，从内到外的服从真主律法的

裁决才是真正的信仰。

2- 伪信士最大的特征就是不满意真主律法的裁决，推崇恶魔的裁决胜过真主的裁决。

3- 原谅无知者和迷误者的过错，并加大力度对他们进行规劝和对真主的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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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 68  假若我命令他们杀身成仁或离开家园，

他们中只有少数人听从。那让他们赞美真主

吧，因为真主没有责成他们能力未及之事。假

若他们服从真主而履行了受命之事，那对他们

更好，更能加强他们的信仰。而我也将给予他

们重大的回赐，我将佑助他们走上通往乐园的

道路。
69  谁服从真主和使者， 那他将与真主所恩赐

的众先知、完全相信使者带来的使命的忠信之

人、为主道舍生取义的众烈士以及表里如一的

行善之人一道，进入乐园，这等人是乐园中最

好的伙伴。
70  这是真主给予祂的仆人的恩惠，真主对他们

的情况足为全知，并将完全回赐于他们。
71  信仰真主，追随使者的信士们啊！你们应采

取具体的战斗措施来预防敌军。你们应化整为

零或化零为整，以最有效的方法来御敌。
72  穆斯林们啊！ 你们中确有人懈怠、不愿杀

敌，迟缓不前。他们就是伪信士和信仰薄弱

之人。如果你们当中有人牺牲或失败了，他

们会庆幸自己的平安而高兴的说：“真主已恩

赐了我，我未与他们共同杀敌，因而我安然无

恙。”
73  穆斯林们啊！ 如果你们得到真主的恩惠，

获得了胜利或得到了战利品，而这位未出征之

人-就好像不是你们中的一员，或你们与他之

间并无任何的友爱和友情-必定会说：“但愿

我曾与他们共同杀敌，那我也能得到他们所获

得的。”
74  让渴望后世而付出今世生活的忠实的信士们

为了真主的宗教为主道而战吧！谁为主道而战，以致舍身就义，那他就是烈士、或奋勇制敌，取得胜利，真主

将给予他重大的回赐，那就是乐园和真主的喜悦。

 本页小结:
1- 行善是坚定信仰的重大因素之一。

2- 应提高警惕，采取措施预防敌人，不应懈怠，坐以待毙。

3- 应警惕拖延迟缓，不愿杀敌。因为奋斗是穆斯林获得荣耀、阻止敌人取胜的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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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信士们啊！ 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你们为主道

和拯救老弱妇孺而出征呢？他们常祈求真主

说：“我们的养主啊！求您从这个不信仰真

主、敌对您仆人的虐民的麦加城把我们解救出

去吧，求您从您那里为我们委派一名关心和保

护我们的管理者，一名使我们免遭伤害的援助

者。”
76  忠诚的信士为主道而战，不信道者为他们的

神灵而战。故你们当对恶魔的党羽作战，如果

你们上阵杀敌，就已战胜了他们。因为恶魔的

计谋确是脆弱的，必不能伤害信托真主之人。
77  使者啊！你难道没有看到，你的一些追随者

请求将为主道出征做为主命时，有人曾对他们

说：“你们当放弃武力。当谨守拜功，完纳天

课。”-这些先于为主道出征而被定为主命-当

他们迁徙到麦地那，伊斯兰有了保障，将为主

道出征定为主命时，一些人感到为难了，因为

他们畏惧敌人就像畏惧真主一样或更甚之。他

们说：“我们的主啊！您为什么将出征做为我

们的定制呢？您为什么不让我们延迟到一个临

近的日期，以便我们享受今世的生活呢？”使

者啊！你对他们说：“今世的享受，短暂而易

消逝，而后世对于敬畏真主之人，是更好的，

恩惠是更长远的。你们的任何善功不会缩减，

即使它小如穿过枣核的线。”
78  如果你们的寿限到了，无论身在何处，死亡

总要追及你们，即使你们身在一个远离战场的

坚固的城堡中。如果这些伪信士获得了他们所

喜悦的子女或很多给养，就会说：“这是真主

所恩赐的。”如果他们获得了令其不悦的子女

或给养，就会厌恶穆圣（愿主福安之），并说：“这个灾难皆因你而起。”使者啊！你反驳他们说：“一切的

福祸都依照真主的前定。”能说出此番言语的民众，几乎不能领悟你对他们的教导？！
79  人类啊！凡是你所获得的你所喜悦的给养和子女， 都是真主恩赐予你的；凡是你所获得令你不悦的给养和

子女，皆来自于你，因你所犯下的罪恶而招致的。先知啊！我派遣你为全人类的使者，来传达真主的使命，真

主足以见证你确已将降示予你的明证和证据毫无保留地传达给了他们。

 本页小结:
1- 为了宣扬真主的宗教，援助弱者就必须奋斗；鄙视怯懦、胆小和拒绝服从真主命令的行为。

2- 对于敬畏真主并行善之人来说，后世远远胜于今世及今世中的一切享受。

3- 好、歹来自于真主的前定。也许真主会因某些原因，如：仆人们的过失和错误，用今世中的一些坏事来考

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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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谁以遵循命令， 远离禁令而顺从使者，那

他确已服从了真主；使者啊！如果谁拒绝服从

你，你也无须伤心。我未派遣你做他们的监管

人，而我确要清算他们的善功。
81  伪信士们亲口对你说：“我们服从你，响应

你。”当他们从你那里出来，其中的一伙人就

会悄悄的变更对你所说之言，真主全知他们的

阴谋，并将以其计谋而报偿他们。故你无须忌

惮他们，他们绝不会伤害到你，你当信托真主

并依靠祂，真主足为你所托靠的受托者。
82  这些人为什么不研究并学习《古兰经》呢？

以便确认其中并无任何的分歧和矛盾之处。以

便他们知道《古兰经》确是真主降示给你的经

典。如果这部经典不是出自于真主，那他们必

定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的错误和矛盾之处。
83  如果伪信士们得知穆斯林们已获得安全和高

兴之事，或他们害怕和伤心之事时，就会大肆

地宣扬。如果他们把这些事报告给使者（愿主

福安之）和有真知灼见之人时，那么，这些有

洞察力的人就知道该如何应对，是宣扬还是隐

藏。信士们啊！假若没有真主所恩赐你们的《

古兰经》，并佑助你们免遭伪信士的伎俩，除

少数人外，你们必已跟随了恶魔的脚步。
84  使者啊！你为宣扬真主的宗教而战斗吧！你

不要求助，也无须强迫他人，因为你只责成自

己战斗。你鼓励信士们去战斗，并督促他们，

也许真主以你们的战斗而阻止不信道者的力

量，真主是最强大的，祂的惩罚是最严厉的。
85  谁努力为他人谋福利，谁得一份回赐；谁努

力为他人谋恶事，谁得一份罪恶。真主见证世

人所做过的任何事情，并以此报偿。你们中谁导人获得福利，他也将得到一份回赐，谁导人作恶，他必获得恶

报。
86  如果有人以祝词祝贺你们时，你们当以更好的祝词或类似的祝词回答他。 以更好的祝词回答是最好的。真

主确是监察万物的，并以此而报偿。

 本页小结:
1- 参悟《古兰经》可以使人坚信，这部经典确实来自于真主。因为其中并无任何的矛盾之处，并彰显它的教

律的伟大。

2- 不允许散布有碍于信士们安定和团结的消息。

3- 有关穆斯林事务和大众事务皆应源自于有真知灼见之人和主事人之口。

4- 善意的说情应无碍和无伤于人权，禁止有伤害或有敌意的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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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真主-除祂外，绝无应受崇拜的-祂必将在毫

无怀疑的复活日将众人集合在一起，来报偿你

们各自的行为，真主比任何人都言而有信。
88  信士们啊！你们为怎样对待伪信士而分成两

派，一派认为：因他们的不信道而应讨伐；而

另一派却认为：因他们的信仰而应放弃讨伐。

为什么你们要因他们的事情而搞分裂呢？真主

却因他们的行为使他们陷入不信和迷误之中，

难道你们想引导真主所不欲引导之人走上正道

吗？真主使谁迷误，你绝不能替他找到一条归

正的道路。
89  伪信士希望你们能像他们一样， 背叛降示

给你们的经典，那样，你们就同他们一样的不

信道。你们不要将他们当做盟友，直到他们为

证明信仰，为主道而迁徙，从以物配主的地方

来到伊斯兰的国度。如果他们仍一意孤行，那

么，你们就在所见之处杀戮他们，你们不要将

他们作为可以信托事务的盟友，他们也不是援

助你们克敌的援助者。
90  除非他们来到与你们有盟约的民众那里，或

归顺你们。他们心有所忌，不愿与你们作战，

也不愿与自己的民众作战。如果真主意欲，让

他们制服你们，那他们必定会进攻你们。你们

承领真主的恩赐吧！不要进攻他们，也不要俘

虏他们。如果他们退避三舍，不进攻，并想休

战与你们修好，那么真主决不允许你们进攻并

俘虏他们。
91  信士们啊！你们将会看到另一伙伪信士，他

们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在你们面前表现出笃信

宗教，而当回到自己的民众跟前，为求自保却

表现出不信道。每当他们召于不信道和以物配主行为时，会表现得更加背叛。如果这些人未放弃杀戮你们，未

与你们重归于好，未停手休战，那么，你们在哪里见到他们就杀戮他们。这等人，我确因他们的背叛和狡诈，

给予你们一个杀戮他们的明显证据。

 本页小结:
1- 伪信士的潜藏状况导致信士们在对待他们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

2- 经文中阐明须根据伪信士的情况和与信士间的利害关系来确定对待他们的态度。

3- 伊斯兰的公正体现在：对于未伤害信士的伪信士应给予原谅。

4- 揭露了伪信士因担心落后并求自保才为主道奋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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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信士不应杀害信士， 除非是误杀。谁误杀

了一个信士，那他应为自己的罪行而释放一名

奴隶，凶手的至亲应向亡者的遗产继承人交纳

抚恤金，除非自愿豁免。如果亡者是信士，他

的宗族是与你们对抗作战的敌方，那么，凶手

应释放一名信道的奴隶，不用交纳抚恤金。如

果亡者不是信士，但他的宗族与你们有盟约，

如：被保护之人。那么，凶手的至亲应向亡者

的遗产继承人交纳抚恤金，凶手还要为自己的

罪行而释放一名信道的奴隶。如果没有找到奴

隶，或无能力交纳抚恤金，那么，他应连续斋

戒两月，以便向真主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真

主是全知仆人们的行为的，祂的教律和裁决确

是至睿的。
93  谁故意杀害信士，那他的报偿就是永居火狱

之中，且受真主的恼怒，并使其无缘真主的仁

慈。真主因他的罪行为他准备了严厉的刑罚。
94  信仰真主并追随使者的信士们啊！ 如果你

们为主道出征，应对敌军事事谨慎，切勿对已

向你们表露出归信伊斯兰教之人说：“你不是

信士。你是担心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才信仰伊斯

兰教的。”之后，便杀了他。你们杀他是为谋

求今世的浮华，如：战利品。同样，你们之前

也曾像他一样在你们的民众间隐藏了自己的信

仰。真主给予了你们伊斯兰，并保护了你们的

生命，你们应事事谨慎。的确，真主彻知你们

的行为，并以此报偿你们。

 本页小结:
《古兰经》严禁杀害信士，也禁止自杀，并对

1- 此有严厉的惩罚。

2- 穆斯林大众的信仰认为：信道的凶手不会永居火狱，他将在火狱中受很长时间的惩罚，之后，在真主的恩

慈下从火狱中释放出来。

3- 在为主道奋斗中应坚定并事事谨慎。不要忙于判断某人，以免伤及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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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无疾却放弃为主道出征的信士与有故之人如

病人和残疾人、与凭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为主道

出征的信士，是不相等同的。真主使以生命和

财产为主道出征者超越于放弃为主道出征者一

个等级。真主给予每一位为主道出征者和有故

的未出征者相应的回赐。真主将以最优厚的报

酬赐予为主道出征者，并使他们超越于放弃为

主道出征之人。
96  这种报酬就是相互超越的品级、赦宥和对他

们的慈恩。真主对于祂的仆人确是至恕的，至

慈的。
97  放弃从不信道之地迁徙到伊斯兰国度的自

欺之人，当天使取他性命时，天使指责他们的

灵魂说：“你们生前曾在怎样的状况下？你们

与以物配主者有何区别呢？”他们抱歉的回答

道：“我们曾是弱者，毫无能力。”天使指责

他们说：“真主的大地难道不宽阔吗？你们从

那里出去，就能保障你们的宗教和自身免遭卑

贱和压迫之辱。”这些未出征之人，他们的归

宿是火狱，那是一个恶劣的归宿。
98  99  这个警告不包括弱者、 有故的男女老

少，无力反抗欺压之人和无法摆脱欺压之人，

这等人，但愿真主以祂的仁慈和怜爱饶恕他

们，真主对忏悔之人确是至恕的。

当提到对有能力而放弃为主道出征者
的警告时，真主说：
100 谁为追求真主的喜悦从不信道之地迁徙到伊

斯兰国度，他会在所到之地找到与所放弃之地

不一样的天地和改变，并能获得荣耀和丰富的

给养。谁从自家出来，欲迁徙到真主和祂的使

者那里，在他未到达之时，在途中去世，真主已为他确定了报酬，他未能抵达也无碍。真主对忏悔之人是至恕

的、至慈的。
101 如果你们在大地上旅行时，可以短礼，即将四拜的礼拜减短为两拜， 这对于你们是无罪的。如果你们害怕

不信道者迫害你们，的确，不信道者对你们的迫害确是明显的。

 本页小结:

1- 为主道出征的优越以及出征者的优厚回赐。真主允诺他们在乐园中将有他人无法达到的高等品级。

2- 有故之人可以免除为主道出征，如果他们有好的意念同样也可获得回赐。

3- 迁徙到伊斯兰国度的优越性。如果有能力之人在本国担心自己的宗教就必须迁徙。

4- 旅行中可以减短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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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使者啊！如果你在军中与敌人交锋时， 若

带领他们礼拜，那么，就将士兵们分为两组：

一组随你礼拜，他们应在礼拜时携带武器；而

另一组人来防守。如果你带领第一组人集体礼

了第一拜，就让他们独自完成剩余拜功。当他

们结束礼拜后，就让他们站在你们身后迎敌。

然后，你带领曾防守而未礼拜的另一组人礼另

一拜，当伊玛目礼毕，就让这组人完成剩余拜

功，让他们须警惕敌军，并携带自己的武器。

不信道者希望你们在礼拜时忽视自己的武器和

器械，以便乘虚而一举拿下你们。如果你们因

下雨或生病或其它原因而为难时，可以放下武

器，这对你们是无罪的。你们应尽可能的谨慎

戒备，真主已为不信道者准备了凌辱的刑罚。
103 信士们啊！当你们完成了拜功， 无论是站

着、坐着或躺着的任何情况下应诵念清净词、

赞美词和清真言来记念真主。当恐惧消除，你

们得以安宁之时，应按照礼拜的主命、副主命

和嘉仪事项来完满地完成你们的拜功。的确，

拜功对于信士确是定时的主命，除有故外，不

得拖延。至于在旅行中可以并礼和短礼。
104 信士们啊！ 你们在搜寻敌众时切勿示弱和

懈怠。如果你们因伤亡而痛苦不堪时，那么，

他们也像你们一样痛苦不堪。你们所遭受的，

他们同样遭受。切勿使他们的忍耐超过你们。

你们希望从真主那里得到他们所不能希望的回

赐、胜利和支持。真主对祂的仆人的状况是全

知的，对祂的裁决和判断确是至睿的。
105 使者啊！ 我确已为你降示了包含真理的经

典，以便你依据真主的教授和昭示而非自己的

私欲和想法向世人阐明有关他们事务中的一切教律，你不要替奸佞之人申辩而背叛了真理。

 本页小结:

1- 真主规定了恐惧拜，并阐明了该礼拜的哲理和方法。

2- 命令应在任何状况下采取戒备，信士们即使在礼拜中也不应放弃警惕。

3- 真主规定应在任何状况下记念真主，因为这是心灵的生命和获得安宁的原因。

4- 禁止在迎敌时示弱和懈怠，应在战斗中坚忍不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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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你当向真主祈求饶恕和原谅。的确，真主对

忏悔的仆人确是至恕的，至慈的。
107 你不要替任何奸佞并企图隐匿其奸佞行为之

人辩护，真主确不喜欢这些奸诈之人。
108 当他们犯下罪恶， 因害怕和羞愧而遮人耳

目，然而他们无法隐瞒真主，真主对他们的行

为确是彻知的，当他们想方设法隐瞒真主所不

悦的言语，如：为罪犯申辩，陷害无辜者等，

真主是周知他们的一切行径的。真主彻知他们

隐藏的和显露的，真主对万事是全知的，并将

以此报偿他们。
109 你们中关注这些犯罪者的人们啊！你们在今

世中能为他们的罪行申辩，以此确定他们的无

辜，那谁能在复活日，在真主面前为他们辩解

呢？那谁能在复活日，在真主面前为他们辩解

呢？有谁知道他们的真实情况呢？谁又能成为

他们在复活日的监护者呢？
110 谁做恶，或犯罪而自欺了，之后，他承认自

己的过错，后悔所做之事，虔心向真主忏悔，

那他就会发现真主永远是至恕的，是至慈的。
111 谁犯了大错或小过，谁自食其果，不连累他

人。真主对仆人的行为确是全知的，祂的裁决

和判断确是至睿的。
112 谁无意或有意犯过，之后诬陷他人，他确已

犯下重大的过错和明显的罪过。
113 使者啊！如果没有真主的恩慈保护你， 那

么，这伙自欺欺人之人将误导你远离真理而误

判。事实上，他们只能使自己迷误，因为他们

企图误导的后果只会报应在自己身上。真主为

你降示了《古兰经》和智慧，教授你之前所不

知的明证和光明，真主恩赐你圣品和受保护的恩典。

 本页小结:

1- 禁止对作恶者辩护，因为那样会助长犯罪和敌视。

2- 真正的信士应将害怕真主、尊崇真主，应对真主的谦逊超过任何人。

3- 真主对诚心忏悔的自欺之人给予了宽宏的恩慈和饶恕。

4- 警告诬陷或诽谤他人者，谁有此行径，那他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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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人们的许多密谈之事都是毫无益处也无裨

益的。除非他们命人施舍，或谈论教法中要求

的、理智上认可之事，或调解有纷争之人间的

矛盾等。谁做这些是为寻求真主的喜悦，那我

将赏赐他重大的报酬。
115  谁在明白真理之后背叛使者，违反他的宗

教，并遵循非信士的道路，那么，我将放弃

他，任其随波逐流，我会因他故意拒绝而不给

予他真理。我将使他进入火狱，那归宿真恶

劣。
116  真主确不饶恕以物配主者，祂会使他进入

火狱。真主以祂的仁慈和恩惠饶恕祂所意欲之

人的除以物配主外的其它罪行。谁以物配主，

他已彻底远离了真理，因为他将创造者和被造

者视为等同。
117  这些以物配主者，除真主外，他们还崇拜

一些以女性命名的偶像，如：俩太和欧载。这

些偶像对他们毫无裨益。事实上，他们崇拜的

就是背叛真主的恶魔，因为恶魔命令他们崇拜

偶像。
118  因此真主弃绝了他。恶魔向他的养主发誓

说：“我必将从你的仆人中分离出一定的数

量，我必误导他们远离真理。”
119  我必使他们远离你的正道，必粉饰迷误而

使他们妄想，必命令他们割掉牲畜的耳朵，将

真主视为合法的定为非法的，以及我必命令他

们改变真主的创造和其天性。谁将恶魔当做主

宰而顺从，那他确已遭受明显的亏折。
120  恶魔应许他们虚假的谎言，并使他们妄

想。事实上恶魔应许的都是不真实的谎言。
121  这些追随恶魔脚步之人，他们的归宿就是火狱，他们无处逃避、

 本页小结:

1- 人们的大部分密谈是毫无益处的，也许还会有罪过，他们的谈话中只有很少部分包含真
理。
2- 背叛使者（愿主福安之），违反信士们的道路，其结果就是远离真主，进入火狱。
3- 一切过错的饶恕都在真主的意欲下。真主饶恕除以物配主行为外的其它罪过，而以物
配主之罪不可饶恕。
4- 恶魔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放弃崇拜真主。他最大的手段就是以妄想和虚假的许诺来粉饰
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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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主提到追随恶魔的报偿后，提到
了追随众使者的报酬，祂说：
122  信仰真主，且行善的近主之人，我将使他

们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并永居其中。这是来

自真主的允诺，是真实的。真主绝不食言，真

主比任何人都言而有信。
123  穆斯林们啊！获得拯救和成功并不是借你

们的希望或借信奉天经之人的希望便可得到，

它必须通过善行而获得。谁作恶，谁在复活日

将受到恶报。除真主外，再找不到任何的保护

者为他带来福利，也找不到任何的援助者来帮

他避免灾祸。
124  虔诚信仰真主的男女信士，谁立行了善

功，即将信仰和功修贯彻到行为之中者，他们

将进入乐园，真主不亏枉他们一丝毫的善功，

即使该善功如枣核上的一个小孔大小。
125  最佳信仰者就是从内到外全体归顺于真

主、虔诚意念、按照教律完善自己的功修、遵

守崇正的易卜拉欣的宗教，它是穆罕默德（愿

主福安之）的宗教的根源、远离以物配主和不

信道、坚持信仰独一之人。真主以其完全的喜

悦从众生中拣选易卜拉欣为他的使者。
126  真主是唯一拥有天地王权的主宰，真主对

于其被造物的一切是全知、全能和掌握的。
127  使者啊！他们向你询问有关妇女的律例，

即她的责任和义务各是什么。你说：真主已为

你们阐明了所问的相关事务。为你们在所诵读

的《古兰经》中阐明了在你们监管下成长的孤

女问题，你们不愿给予她们真主所规定的聘仪

或遗产，也不愿迎娶她们为妻，更为了贪图她

们的财产而阻止她们嫁人；为你们阐明了弱势群体中的儿童应得到的遗产，你们不要褫夺他们的财产；为你们

阐明应公平的对待孤儿，做有利于他们今后两世的事情。你们对待孤儿和他人所行的任何善事，真主都是全知

的，并以此报酬你们。

 本页小结:

1- 真主的报酬不只以盼望和祈求而获得，还必须伴有信仰和善功。
2- 报偿源于功修，谁作恶，谁享有恶报，谁行善，谁会得到更好的善报。
3- 忠诚和遵从是真主接受善功的标尺。
4- 伊斯兰教重视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权益。禁止伤害他们，要求照章关注他们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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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若妇女担心丈夫鄙视嫌弃她， 那她可放弃

一些诸如抚养费和留宿权来求和解，和解对于

他俩是无罪的，是胜于离婚的。人性好贪且吝

啬，绝不愿无故放弃权利，因此夫妻二人应趋

重宽容和为善来培养自己的心性。如果你们在

万事上行善，并以遵循真主命令，放弃真主禁

令来敬畏真主，那么，真主对你们的所行是全

知的，是洞察的，祂必将报偿你们。
129 丈夫们啊！ 你们的内心绝不能完全公平地

对待众妻，即使你们努力而为之。因为有些事

情是你们的能力无法做到的。你们不要彻底鄙

弃你们所不喜欢的，放弃她犹如被搁置一般，

既未被休掉，也不履行丈夫之责。如果你们和

解，努力去履行夫妻之责，并敬畏真主，真主

确是至恕的，至慈的。
130 如果夫妻二人离婚， 真主以祂的宏恩使双

方无求于对方。男子可以迎娶比前妻更好的

妻子，妇女可以嫁比前夫更好的丈夫。真主是

宏恩的、仁慈的主，他的裁决和判断确是至睿

的。
131 如果夫妻二人离婚， 真主以祂的宏恩使双

方无求于对方。男子可以迎娶比前妻更好的

妻子，妇女可以嫁比前夫更好的丈夫。真主是

宏恩的、仁慈的主，他的裁决和判断确是至睿

的。
132 真主是唯一拥有天地王权的主宰，祂是值得

顺服的。真主足以成为监护被造物一切事务的

监护者。
133 人们啊！如果真主意欲，祂会毁灭你们，而

以别的民众来替代你们顺服真主，不违背祂。

真主对此是全能的。
134 人们啊！你们中谁仅希望获得今世的回赐，那么，就让他知道，真主那里有今后两世的回赐；谁希望得到

两世的回赐，真主是全听你们的言辞，全知你们的行为，并以此报偿你们的。

 本页小结:
1- 夫妻间发生分歧，和解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为了稳固夫妻关系，可通过放弃部分权利以求和解。

2- 真主要求应公平对待众妻，特别在能延续夫妻关系的经济方面，应相互宽容。

3- 宗教中阐明：在心理方面，如喜爱，偏爱等，这是人心无法做到公平的。

4- 如果夫妻关系无法持续，可选择分开，是无过的。

5- 真主对全人类的嘱托：即遵循真主命令，放弃真主禁令来敬畏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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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信仰真主，追随使者的信士们啊！你们应在

万事上主持公道，当为每个人作见证。即使该

见证有损于你们自身、双亲、和亲戚。你们不

应以被证者贫穷或富足而作伪证或放弃见证，

真主最关切你们中的穷人和富人，最知道他们

的利益所在。你们不要为追逐私欲而徇私枉

法，如果你们歪曲事实，徇私枉法，或拒绝出

证，那真主对于你们的行为是全知的。
136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当坚信真主和祂的使

者、坚信降示给使者的《古兰经》，以及降示

给他之前的众使者的经典。谁不信仰真主、信

仰祂的天使、祂的经典、祂的使者和复活日，

谁确已远离了真主的正道。
137 他们中那些在信仰后反复不信道之人，即

信道后叛教，后又信教，又叛教，之后一直

不信道，直至死亡之人，真主不原谅他们的罪

过，也不佑助他们走上真主的康庄大道。
138 使者啊！你向阳奉阴违的伪信士报喜吧！他

们在复活日将得到痛苦的惩罚。
139 这种惩罚是因为他们舍信士而选择了不信

道者为援助者和盟友，很奇怪的是他们选择了

他们为盟友，是为寻求他们的权势来解救自己

吗？一切的权势和尊荣只属于真主。
140 信士们啊！真主为你们在 《古兰经》中记

述到：如果你们围坐在一起，听到谁否认真主

的迹象，并加以嘲讽，你们应放弃围坐，离开

此地，直到他们放弃否认真主的迹象和嘲讽，

而谈论别的话题。如果你们听到他们否认真主

的迹象和嘲讽等类似有违真主命令的话题仍与

他们围坐，那么，你们就像他们一样背叛了真

主，真主将集结表面信仰而内心不信的伪信士和不信道者在复活日一并进入火狱。

 本页小结:
1- 在断案和作证时，人们应秉持公道。即使这样有伤于自身或亲人。

2- 信士应努力去做有增于自己信仰的精神和行为方面的善功，以此坚定信心。

3- 伪信的严重性。真主许诺伪信士在后世将有严厉的惩罚。

4- 信士如果无法阻止有人否认真主的迹象和教律，那绝不允许他与其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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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那些是期待你们获得福利或灾祸之人。 如

果你们获得了从真主发出的胜利，得到了战利

品，他们会对你们说：“我们难道没有和你们

一同作战吗？我们见证了你们所见证的。”他

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战利品。如果不信道者

取胜，他们又会对他们说：“难道我们没有战

胜你们，没有以对你们的保护和轻贱他们使你

们得免于信士的征服吗？”故真主在复活日将

审判你们，祂将报酬信士进入乐园，将伪信士

进入最底层的火狱之中。真主决不让不信道者

凌驾于信士之上，祂将给予信士好的归宿。                                               
142 伪信士以表面信仰，内心不信而欺骗真主，

真主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真主

明知他们的不信还保护他的生命，并在后世为

他们准备了严厉的惩罚。如果他们起身礼拜，

因厌恶而懒散地站起，他们也只在看到信士

时，稍稍地记念真主
143 这些伪信士徘徊不定，他们不同于表里如一

的信士，也不同于完全的不信道者，他们表面

与信士们一道，内心却与不信道者同路。使者

啊！真主使谁迷误，你绝不能替他找到一条归

正的道路。
144 信仰真主，追随使者的信士们啊！你们不要

舍信士而将不信道者做为可以委托的朋友，难

道你们想藉此而使真主为你们确立惩罚你们的

一个明证吗？
145 真主在复活日必将伪信士投入火狱的最底

层，你绝不能替他们找到抵挡惩罚的援助者。
146 除非他们悔过自新，痛改前非，信托真主，

并虔诚的立行善功，这等人在今后两世与信士

们在一起，真主将给予信士们重大的回赐。
147  如果你们感恩并且信道，真主无理由惩罚你们，真主是至仁、至慈的主。祂因你们的过错而惩罚你们，如

果你们悔过自新，感谢祂的给养并表里如一的信仰，祂绝不会惩罚你们。真主对知恩之人是感谢的，祂将给予

他们重大的回赐，祂全知众生的信仰，并以他们的行为而报偿他们。

 本页小结:

1- 阐明了伪信士的特点，其中：他们很注重自己的利益，无论与信士还是与不信道者在一
起。
2- 伪信士最大的特点就是徘徊不定， 犹豫不决，困惑不前。他们不真正的与信士一道，
也不与不信道者一道。
3- 严厉禁止舍信士而将不信道者做为盟友的行为。
4- 能使人远离后世真主惩罚最有效的措施就是信仰和立行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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