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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一章    开端章 

麦加时期降示，全章共 7 节 

 

 

导 言  

      
 

章名由来：古兰以本章首开其端，故名。这一章有许多称谓，每个称谓突出它的一个特点。

这些称谓主要如：1、“礼拜章”，因礼拜无它不能成立。2、“赞美章”，它以赞美安拉开始。3、 

“古兰之母”，阿拉伯人习惯于把具有容括性、领先性的事物称作“母”，而《开端章》一方面

涵盖了古兰的整体内涵，另一方面为古兰开端，所以称“古兰之母”。 

        本章的高贵：先知把本章称作古兰中最伟大的一章经文。先知曾对一位名叫赛义

德·本·穆安俩的人说：“我要把古兰中最伟大的一章教给你，它就是‘一切赞颂，全归安拉，

养育众世界的主……’它是反复诵读的七节经文，是启示给我的伟大古兰。” 

这一由七节经文组成的短章，是每个穆斯林在一生中诵读次数最多的一章。仅在每天的五

番主命拜中，至少要诵读十七遍。如果再加上圣行拜及副功拜中所读的次数，诵读次数就更多

了。由此也可以窥见本章在整个古兰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这章经文虽然只有短短的七节，但言简意深，它以有限的文字概括了伊斯兰的宇宙观、人

生观、价值观、历史观乃至整个古兰无限的蕴涵。  

 

     

穆斯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سوَرةُ الفَاتَِحةِ 
ۡحَم   ِ ٱلره ِحيِم بِۡسِم ٱَّلله   ١ِن ٱلره

لَِميَن  ِ ٱۡلعَ  ِ َرب    ٢ٱۡلَحۡمُد َّلِله
ِحيِم  ِن ٱلره ۡحَم  يِن  ٣ٱلره ِلِك يَۡوِم ٱلد ِ   ٤َم 

ٱۡهِدنَا  ٥إِيهاَك نَۡعبُُد َوإِيهاَك نَۡستَِعيُن   
َط ٱۡلُمۡستَِقيَم  َر  َط ٱلهِذيَن أَۡنعَۡمَت  ٦ٱلص ِ ِصَر   

لَۡيِهۡم َعلَۡيِهۡم َغۡيِر ٱۡلَمۡغُضوِب عَ   
آل ِيَن    ٧َوََل ٱلضه

 
 

         

（1）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     

（2）一切赞颂，全归安拉，养育众世界的主，      

（3）至仁至慈的主，       

（4）掌握还报日的主，             

（5）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佑助，         

（6）求你引导我们走正路，         

（7）你所施恩者的路，不是遭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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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奉安拉的尊名开始做任何事，是安拉自降示古兰伊始就授予穆圣的天启原则和礼仪：

“你当奉你的养主之名诵读。”（96：1）这与伊斯兰的最高思想原则完全吻合，即安拉是万有

之源，一切由他发轫，故一切行为和取向应以他的名义开始。 

    “至仁至慈”两词，在阿拉伯语中，出自同一个词根（RAHMAH）， 意为“仁慈”、 

“慈爱”、“爱护”等。部分语言学家认为，“至仁”的内涵比“至慈”的内涵更为广泛，故在

有些中文译本中将这两个词分别译为“普慈”、“特慈”——于今世普遍慈悯全人类，于后世仅

慈悯拥有正信和善行者。也有学者将之译为“至仁至慈”、“大仁大慈”等，似将二者视为彼此

强调的同义词。但无论如何翻译或解释，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词型各异，词根相同的词所表

达的“仁慈和爱护”，是包容“慈爱”的所有实质及全部内涵，只有安拉才能具备的绝对完美

的属性。 

        如果说奉“安拉之名”抉择人的任何行动取向体现了人类对安拉的态度，那么，安拉“至

仁至慈”的完美属性则确立了人类与他们的创造者之间的主仆关系的实质：安拉与人类的关系

是慈爱与被慈爱的关系。 

       （2）这里的感赞，既包括人类对造物主安拉的感谢、赞美、诚服和崇拜；也包括万物对

安拉的感赞和崇拜。除了人类，宇宙万有都在以各自特有的方式感赞安拉：“七重天和大地，

以及万有，都赞颂他超绝万物。没有一物不赞颂他超绝万物，只是你们不明白他们的赞颂罢

了。”（17：44） 日月天地，山川河流，动植物及所有存在，通过发挥各自被赋予的作用，都

在服从造物主、赞美造物主的全能、独一和伟大。这节经文的“感赞”和“养育”两个概念之间有

着严密的逻辑联系，也就是说，只有“养育”一切的安拉，才是值得受到人类和宇宙万物感谢、

赞美和崇拜的主宰。在阿拉伯语中，养育一词有三层含义：创造，供给，支配。从这层意义上

讲，这节经文同时包含了伊斯兰的核心内容清真言的内涵。 

         伊斯兰坚信，对“绝对养育性”的认识，是正信与迷信之间的分水岭。古往今来，有多

少人把形形色色的被造物奉为主宰加以崇拜；还有多少人，既承认宇宙的创造者只有一个，同

时又认为某些被造物具有造物主的某些属性，这无疑都是荒诞而可笑的迷信。 

   “众世界”指的是被统一规律所约束的一切存在，也就是宇宙万物。 

（3）如前所述，“至仁至慈”这一属性包容了慈爱的全部内涵。这一属性继第一节经文之

后在独立的一节经文中再次出现，充分说明慈爱是绝对的养育性最突出的特征，是人类崇拜安

拉的最可靠的理由，即创造者与被创造者，养育者与被养育者，崇拜者与被崇拜者之间的关系，

是慈爱与被慈爱的关系。这种慈爱既包括今世的普慈，如派遣使者，降示经典，引导人类；又

包括后世的特慈，赏罚严明，让每个人依照自己生前的信仰和行为，各受其报，各得其所。 

       （4）安拉告诉人类，他们在今世的思想和行为，将在后世获得清算和回报。这也是人类

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信仰后世，是伊斯兰认识体系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它对

人类的整个生活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也正是我们常说的：有怎样的宇宙观，就有怎样的人

生观；有怎样的人生观，后世就有怎样的归宿。 

  人类的最终还报之日必将到来，但除了安拉谁也不知道它的时间，它的来临将是突然的。

对后世的信仰，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与另外一个绝对公正、 和平的世界相维系，以免人们酷

爱今世的浮华而沦为物欲的奴隶，从而丧失作为万物之灵的特殊存在的价值。 

信仰后世，是保持精神与物质、肉体与灵魂、个人与集体之间协调均衡的保障。不信后世

者随时都会受物欲的奴役而一点一点地丧失作为“人”的独立与自由。 

如果人类简单地认为这个世界里的所有回报都是最终的回报； 如果他不确信在短暂的今

世生活之后还有一个更值得为之付出努力的后世生活，那么，人类的生存决不会产生预期的状

态、价值和意义。 

     信仰后世和否认后世者，无论在情感或道德行为上，绝不会相通，从而无论在今世或后世

都不可能殊途同归。 

      （5）安拉教导我们，既然只有他是唯一的创造者、养育者、还报日的清算者，那么我们人

类就应该只崇拜他、只求助于他。这才是思想与行为、认识与实践的完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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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斯兰中，崇拜，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不仅指礼拜、纳课、斋戒、朝觐等一些宗教仪

式，也包括一切旨在取悦于安拉的思维意念、言行举止等。崇拜的内容之广泛，无所不及，人

类和所有被造物的整个存在过程，都是崇拜安拉的过程。当然，崇拜分自愿崇拜和强制崇拜，

人类和镇尼是被赋予自由意志的被造物，所以，安拉给予人类选择的自由，让他们根据自己的

选择接受后世的赏罚。而其他的一切被造物，都在严格地依照被设定的程序履行着各自的职责，

所以是强制崇拜。  

        “我们只求你佑助”，求助也是崇拜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种崇拜形式，所以

它又被单独提出来。 

        求助，是人类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这是人性本弱的本质所决定的，安拉说：“人类

被造成弱者”（4：28）。人性中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种种弱点，而这些弱点决定了他的求助领域

也是极其广泛的。从生理到心理，从体力到智力，从实践领域到认识领域，从物质领域到精神

领域，都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补和借鉴。而求助又作为崇拜安拉的一个内容，人类必须调整和

把握好自己对物质和造物主关系的认识。当我们求助于某个人，或某种物质去实现某一个目的

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是安拉创造并赋予了这些人或物相关的能力和规律，让它们服务于

人类，而不是这些被造物本身具有这些能力。也就是说，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造物主安拉，

而不是被造物自身。比如在我们生病的时候，需要借助医生和药物等途径来治疗疾病，那么，

药物的疗效和人医生的医术等，都是由安拉赋予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安拉，而不是这些被造

物。这种将具体的生活实践升华到抽象认识的高度，或将抽象的信仰外化为生活实践的行为，

正是崇拜安拉的正确表现。 

（6）既然我们认识到安拉是创造者、养育者、慈爱者、清算者和人类唯一的受崇拜者，那

么，就应该祈求他为我们确定正确的人生方向和两世成功的道路，并襄助我们终生遵循正道。

当然，这不是否定人类理性正确认识事物的能力，而是仰赖造物主洞彻一切、决定一切的绝对

意志，以便断然可靠地来决定我们两世的得与失、荣与辱、成与败。换句话说，人类之所以要

求安拉的引导，除了承认安拉至高无上的能力和权威之外，还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智慧和能力，

不足以克服自己与生俱来的种种弱性和恶魔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诱胁，从而不足以抉择正确

的人生方向和自己的终极利益。所以，穆斯林在迈出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时，除了坚持天启的

原则，做最大的主观努力以外，始终不会忘记祈求安拉襄助自己获得成功。   

（7）这是对“正道”的补充性说明。即我们所追求的这个“正道”，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而是在人类历史上被无数次遵循过，也被无数次偏离过的道路。遵循它的，是有幸获得安拉慈

恩的人，毫无疑问，他们是安拉在人类历史上派遣的所有先知和使者，以及所有对安拉忠贞不

渝的信士、还有那些不惜为真理献出生命的不计其数的烈士和清廉之士。而偏离它的，是两种

人：一种是通过天启的经典知道了正道却故意偏离的人，另一种是根本没有认识正道也不在乎

正道的人。这两种人，既包括历史上篡改天经，偏离正道的人，也包括现实中对天启教导置若

罔闻的人。由于偏离正道和无知正道都是这两种人的主观选择，所以，前者理应遭受安拉的遣

怒，从而他们无缘得到安拉的慈恩；而后者理应身陷歧途。 

      《开端章》以短短的七节经文为人类阐明了: 

        正确的宇宙观：安拉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养育者、支配者； 

        正确的人生观：人类接受天启的指导，依照造物主喜悦的方式去生活，方能体现生命的意

义。  

        正确的价值观：服从安拉的意志，恪守安拉的所有命令与禁条，全面崇拜安拉，是人类一

切活动的价值所在。 

        正确的历史观：人类的历史，是信仰的历史。正信的实质，在于引导人类天性去实现人类

活动与宇宙活动之间的和谐统一，使人类同宇宙万物携手并肩，共同趋于安拉。而迷信的本质，

则是让物质和它的创造者发生错位，让肉体与灵魂产生冲突，让利与害彼此混淆，使整个人类

生活陷入紊乱之中。 

        阿敏！祈求安拉答应我们的祈祷，使我们成为崇拜安拉，遵守天启，坚持正道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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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黄牛章 

 

麦地那时期降示，全章共 286 节 

 

导      言 
 

此章是穆圣迁徒麦地那初期降示的经文，是古兰中最长的一章。它与其它章节交替降示，

直至全部降完。从古兰降示的历史看，本章开头部分是穆圣迁至麦地那之初降示的，而其它部

分节文（如有关利息的节文）的降示，则在全部古兰降示的末期。 

古兰各章的编排顺序，是穆圣根据启示的指导完成的，并非穆圣或任何一个启示记录员的

随意编排。据正确的圣训传述，每逢斋月的夜晚，穆圣与杰伯依勒天使对照以往降示的启示，

这说明一切是按既定的程序进行的。因此，潜心研读古兰的人会看到，它的每一章都有着独立

的特征。他会觉得，自己面对的仿佛不是一章章经文，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轮廊分明，有着

独立个性的人物。他会看到每一章涉及一个主题，或围绕一个主题涉及多个问题，总是以与内

容完全协调的特定韵律和节奏面面俱到地完成个个主题的阐述。 

这是古兰各章，尤其长章普遍具有的特色。     

        本章虽涉及多个主题，但始终紧紧围绕两条主线：一方面围绕以色列人对麦地那伊斯兰社

会的立场和态度，包括他们与伪信士和多神教徒的公开或秘密的关系，为穆斯林阐明他们对这

些人应有的认识和应持的立场；另一方面围绕第一个穆斯林集体的形成，讲述它为承担传播正

信的重任而接受的必要培训。 

        如前所述，本章是穆圣迁至麦地那初期降示的节文，因此经文一开始便指出了穆圣在麦地

那即将面对的几种对象：信士、逆徒、伪信士。 

        经文对这三种人的描述，实质上是对存在于各个时代、各种环境中的这类人本质的揭示：

信士“永远遵守他们的主的正道，故他们是成功的”；逆徒“你是否警告他们，对他们是一样

的，他们终究不归信”；而伪信者，他们口头上说：“我们已信安拉和末日了”，其实，“他们绝

不是信士”。 

        本章对伪信者的描述尤为详细。从他们将一般信士称作“愚人”的语气上，可以看出他们

是当时阶级社会中的权贵，他们目空一切，无视真理。 

        伪信者的“恶魔”，则指当时暗中指使他们的犹太人。从犹太人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他们

仇视穆圣及其使命的复杂背景。他们在叶斯里布（即麦地那）曾拥有优越的文化、社会和经济

地位。醉心于多神崇拜的阿拉伯人虽没有信奉犹太教的倾向，但在他们眼中，犹太人仍比自己

更富有知识和智慧，因为他们是“有经典的人”。此外，由于奥斯与赫兹拉吉两个阿拉伯部族

之间的长期不和，犹太人长期享受着“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优势。 

        在宗教认识上，犹太人长期自诩为“上帝的选民”，认为遴选先知和使者的殊荣非他们莫

属。然而，穆圣的出现不但打破了他们的这种狂想，也摇撼了他们原来享受的优越社会地位。

因为文盲的阿拉伯人不再认为他们是最有知识的人；奥斯和赫兹拉吉也不再是两个对立的部族，

而是“兄弟”和“ 辅士”。他们原以为这位“最后的使者”的号召针对的仅仅是文盲的阿拉伯

人而不是他们，而当他们看到穆圣不但号召他们信奉古兰经，而且还将之称为“证实以前所有

经典的经典”时，他们便恼羞成怒，抑或策划阴谋，抑或勾结多神教徒和伪信士，对这一封印

性天启使命极尽破坏之能事。他们嫉妒伊斯兰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使者产生于阿拉伯民族，

二是这位使者的号召在麦地那迅速获得人们的响应。 

        在本章中，安拉对穆圣时代的犹太人和先知穆撒时代的犹太人交替进行了描述，旨在说明

各个时代犹太人的本质是一样的，他们随时都有故态复萌的可能，提醒穆斯林时刻警惕这些人。 

        古兰对这三种典型的形象作了实质性的描述后，遂号召全人类认拜安拉，确信降示给“封

印”的使者的经典。对怀疑者发出挑战：让他们联手造出类似古兰的一章。并宣布了人类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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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的代治者”的身份。 

        在此之后，对犹太人的种种罪恶行径进一步予以揭露：他们最先否认真理，混淆是非；命

人行善，忘却自身；篡改经典，颠倒黑白；表面信仰，暗中破坏；仇视杰伯依勒天使；对穆斯

林兴灾乐祸等。提醒穆斯林不要对他们信奉伊斯兰抱有希望。 

        此后，紧接着对信士为真理而付出的代价予以充分肯定：为主道牺牲的人并未死亡，而是

活着；信士所遭遇的恐惧、饥饿、生命财产的损失均非对他们的“伤害”，而是对他们信仰的

考验和锤炼，坚忍者将得安拉的恩赐和引导。同时为他们阐明了区别于非信士的生活方式：合

法与非法的食物、真正的善举及抵偿、遗嘱、斋戒、战争、朝觐、结姻、离婚、利息、借贷、

贸易等方面的规定。这些贴近人类日常生活的问题在同一章中的交替出现，正体现了古兰经以

“人”为主题的特色。 

        本章的结尾与章首相呼应，再一次更为详细地重申了信仰的实质：确信众先知、所有经典

及幽玄之事；听从主命、顺服使者；承认自身弱点； 祈求安拉的宽容和援助，最终战胜悖信

和悖信者。 

      

      

敬畏者的特性及其结局 
 

 ُسوَرةُ البَقََرةِ 
ِحيمِ  ِن ٱلره ۡحَم  ِ ٱلره   بِۡسِم ٱَّلله

ِلَك  ١آلٓم  ُب ََل َرۡيَبَۛ فِيِهَۛ ُهد  َذ  ى ٱۡلِكتَ   
ۡلُمتهِقيَن  ةَ  ٢ل ِ لَو    ٱلهِذيَن يُۡؤِمنُوَن بِٱۡلغَۡيِب َويُِقيُموَن ٱلصه

ُهۡم يُنِفقُوَن  ا َرَزۡقنَ    َوٱلهِذيَن يُۡؤِمنُوَن بَِمآ أُنِزلَ  ٣َوِممه
  ٤وَن إِلَۡيَك َوَمآ أُنِزَل ِمن قَۡبِلَك َوبِٱۡۡلِٓخَرةِ ُهۡم يُوقِنُ 

ئَِك َعلَى  ُهد  
ٓ ئِكَ ى أُْولَ 

ٓ ب ِِهۡمۖۡ َوأُْولَ  ن ره   م ِ

٥ُهُم ٱۡلُمۡفِلُحوَن   

     

 

（1）艾利弗，俩目，米目。 

（2）这部经典，毫无可疑之处，是敬畏者的向导。 

（3）他们确信幽玄，谨守拜功，并施舍我赐给他们的。 

（4）他们确信降给你的，和你以前降示的经典，并笃信后世。 

（5）这些人，是蒙主引导的人；这些人是成功的。 
    

【注释】 

（1）在古兰中，共有 29 章是以一个或几个阿拉伯文单字母开始的，关于它们的含义，历

代经注家有不同诠释，这里仅选一种：它仿佛提醒人类，这部经典就是由阿拉伯人司空见惯的

字母组成的，但是他们无论做何种努力，终究不能用这些同样的字母造出象古兰经一样从形式

到内容无懈可击的一部经典。古兰曾再三向以擅长辞令著称的阿拉伯文人骚客发出挑战，让他

们造出类似古兰的一部经典，甚或类似的一章，然而，他们均无应战的勇气。 

        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字，却不能仿造出类似的内容！这正是古兰的奇迹性所在。 

        这与万物的造化一样，同为安拉的奇迹。例如土壤，它由人所共知的特定的成份构成，人

类利用土壤的最大限度，只不过是用它制作砖坯、器皿、或建筑…… 仅此而已，而安拉却能

够用同样的成份创造出人们不能做到，也无法认识其实质的特质——生命。 

        同是字母和词句，人类只能用它们以不完美的形式表达不完美的内容，而安拉却用它们降

示尽善尽美、无懈可击、分辩真伪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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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以单字母开始部分章首的意义在于挑战，所以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些章节的内容

一般都涉及对古兰真理性、可靠性和奇迹性的确立。 

       （2）“这部经典，毫无可疑之处。”这是安拉对他所降启示的真理性和可靠性的描述与确

立，并不等于排除人对它的怀疑。人怀疑它的可靠性，只能说明人的愚钝和无知，并不等于天

启本身值得怀疑。他们有何理由怀疑它？从“字母”的挑战上，他们已感觉到其非凡的分量。

其它的内容还在不断地证实着这种感受：“引导”是它的实质，是它的全部内涵，而且，它只

引导敬畏的人。 

    “敬畏”，是一种审慎的精神状态，正是它推动人取益于这部经典。 

        欲得到古兰引导的人所需要的就是这种心理状态。据传，欧麦尔请教伍班叶·本·克尔布：

何谓“敬畏”？伍氏说道：“你走过荆棘丛生的山间小径吗？”欧氏说：“当然走过。”伍氏问：

“你是怎样走的？”欧氏回答：“小心翼翼地走过的。”伍氏说：“敬畏，也正是这种心态。” 

        敬畏是心灵的通透，思想的谨慎。当人拥有这样一种心境时，他在充斥于生活现实的种种

欲望的荆棘中才不致被害得伤痕累累。 

        然而，这种心境并非无故产生并自然持续的，它需要以“信仰”和 “善功”为营养，以

保证它的稳定与升华。这既是麦地那早期穆斯林的特征，也应该是任何时代这个民族成员的特

征。 

       （3）确信幽玄，履行主命，信仰使者，笃信后世，在敬畏者心灵中是富于逻辑性的统一

概念，绝不存在任何矛盾。 

        幽玄，是人类感官和理性无法感知的另一个世界，如天使、乐园和火狱等。确信幽玄拓展

了信士的思维领域，开阔了他们的胸襟。物质的屏障无法阻挡他们的灵魂与灵魂之源的联系，

同样无法截断思维对有限地球之外的无限存在的思索和接纳。 

        人类对幽玄的信仰，使他跨越了仅囿于物质范围的“动物性”，而到达了胸怀宇宙的“人”

的境界。 同时也为人类思维划定了界线，从而保护它不致在自己的实践和认识根本无法达到

的领域中徒然消耗能量。 

        他们从有限的生存空间中将灵魂和思维解脱出来，不再奴役他人或受人奴役，也不再崇拜

他物或受到崇拜，而只崇拜独一的安拉，并将安拉创造并赐予他们的财富用于他喜悦的道路。 

       （4）对穆圣的经典和众先知的经典的一视同仁，表现出伊斯兰完整的人类观和完善的宗

教观，因为人类是统一的，宗教是统一的，使者是统一的，崇拜对象是统一的，在如此众多的

统一面前，人类没有任何理由走四分五裂的道路。它的现实意义，在于根除对拥有正确信仰的

人的敌视和倾轧，也在于对普遍真理的肯定，更在于坚定安拉始终爱护人类的信心。 

        坚信后世，作为穆斯林宇宙观的一部分，对其人生取向有着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他们之

所以能够克服私欲，张扬正气，矢志不渝地借助天启指导在今世努力实现生命价值，正是因为

他们坚信安拉将在还报日清算人类今世的所作所为。 

       （5）遵循天启的法则，坚持天性的道路的自然结果便是“成功”，是具有真正意义的成功：

今世充分体验身为“代治者”的乐趣和心灵的宁静，后世脱离火狱，得享乐园。 

                        

 

不信者和伪信者的特性与结局 
 

ُ َعلَى  قُ َختََم  ٦ َسَوآٌء َعلَۡيِهۡم َءأَنَذۡرتَُهۡم أَۡم لَۡم تُنِذۡرُهۡم ََل يُۡؤِمنُوَن اْ إِنه ٱلهِذيَن َكفَُرو  لُوبِِهۡم َوَعلَى  َسۡمِعِهۡمۖۡ ٱَّلله
 ۡۖ َوة  ِرِهۡم ِغَش  ٓ أَۡبَص  ِ َوبِٱۡليَۡوِم ٱۡۡلِٓخِر َوَما ُهم  ٧  َولَُهۡم َعَذاٌب َعِظيم  َوَعلَى  َوِمَن ٱلنهاِس َمن يَقُوُل َءاَمنها بِٱَّلله

َ َوٱلهِذيَن َءاَمنُواْ َومَ  ٨بُِمۡؤِمنِيَن  ِدُعوَن ٱَّلله
ٓ أَنفَُسُهۡم َوَما يَۡشعُُروَن يَُخ  َرض   ٩ا يَۡخَدُعوَن إَِله  فِي قُلُوبِِهم مه

ُ َمَرض   َوإَِذا قِيَل لَُهۡم ََل تُۡفِسُدواْ فِي ٱۡۡلَۡرِض قَالُٓواْ  ١٠اۖۡ َولَُهۡم َعَذاٌب أَِليُمُۢ بَِما َكانُواْ يَۡكِذبُوَن فََزاَدُهُم ٱَّلله
ِكن َله يَۡشعُُروَن  ١١إِنهَما نَۡحُن ُمۡصِلُحوَن  َءاَمَن َوإَِذا قِيَل لَُهۡم َءاِمنُواْ َكَمآ  ١٢أَََلٓ إِنهُهۡم ُهُم ٱۡلُمۡفِسُدوَن َولَ 

ِكن َله يَۡعلَُموَن  َوإَِذا لَقُواْ ٱلهِذيَن َءاَمنُواْ  ١٣ٱلنهاُس قَالُٓواْ أَنُۡؤِمُن َكَمآ َءاَمَن ٱلسُّفََهآُءُۗ أَََلٓ إِنهُهۡم ُهُم ٱلسُّفََهآُء َو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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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طينِِهۡم قَالُٓواْ إِنها َمعَُكۡم إِ  ُ يَسۡ  ١٤نهَما نَۡحُن ُمۡستَۡهِزُءوَن قَالُٓواْ َءاَمنها َوإَِذا َخلَۡواْ إِلَى  َشيَ  تَۡهِزُئ بِِهۡم َويَُمدُُّهۡم ٱَّلله
نِِهۡم يَۡعَمُهوَن  َرتُُهۡم َوَما َكانُواْ ُمۡهتَِديَن  ١٥فِي ُطۡغيَ  لَةَ بِٱۡلُهَدى  فََما َربَِحت ت َِج  لَ  ئَِك ٱلهِذيَن ٱۡشتََرُواْ ٱلضه

ٓ أُْولَ 
١٦  

ت  ٱۡستَۡوقََد نَار   َمثَلُُهۡم َكَمثَِل ٱلهِذي ُ بِنُوِرِهۡم َوتََرَكُهۡم فِي ُظلَُم  آ أََضآَءۡت َما َحۡولَهُۥ َذَهَب ٱَّلله َله  ا فَلَمه
ت   أَۡو َكَصي ِب   ١٨فَُهۡم ََل يَۡرِجعُوَن  ُصمُُّۢ بُۡكٌم ُعۡمي   ١٧يُۡبِصُروَن  َن ٱلسهَمآِء فِيِه ُظلَُم   َوبَۡرق   َوَرۡعد   م ِ
بِعَُهۡم فِٓي َءاَذانِِهميَۡجعَلُوَن أَ  ِفِريَن  َص   بِٱۡلَك 

ُۢ
ُ ُمِحيُط ِعِق َحَذَر ٱۡلَمۡوِتِۚ َوٱَّلله َو  َن ٱلصه يََكاُد ٱۡلبَۡرُق يَۡخَطُف  ١٩م ِ

َشۡواْ فِيهِ  َرُهۡمۖۡ ُكلهَمآ أََضآَء لَُهم مه ُ لََذَهبَ  َوإَِذآ أَۡظلََم َعلَۡيِهۡم أَۡبَص   َولَۡو َشآَء ٱَّلله
ِرِهۡمِۚ إِنه قَاُمواِْۚ  بَِسۡمِعِهۡم َوأَۡبَص 

َ َعلَى    ٢٠ قَِدير   ُكل ِ َشۡيء   ٱَّلله
 

 

（6）的确，不归信者,你是否警告他们，对他们是一样的，他们仍然不归信。 

（7）故安拉封闭了他们的心与耳,他们的眼上有翳膜；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 

（8）有些人说：“我们确已归信安拉和末日”，其实他们不是信士。      

（9）他们试图欺瞒安拉和众信士，其实，他们是在自欺，只不过未意识到而已。 

（10）他们心中有病，故安拉使他们的病变本加厉；他们将因说谎而受痛刑。 

    （11）每当有人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地方上搞破坏。”他们就说：“我们只是建设者。” 

（12）须知，他们正是作恶者，但他们意识不到。 

    （13）每当有人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像众人那样归信。”他们就说：“难道我们要像愚人

一样轻信吗？”须知，他们就是愚人，他们却不自知。 

    （14）每当他们遇到信士时就说：“我们已经归信。”而当同他们的魔鬼幽会时，他们说：

“我们是你们的同党，我们不过嘲弄他们罢了。” 

（15）安拉将以其嘲弄还治其人，并将纵任他们彷徨于悖逆中。 

（16）这些人以正道换取迷误,故他们的经营无利以获，他们不是得正道的。 

    （17）他们如燃火的人，当火光照耀他们四周时，安拉拿去了他们的火光，把他们抛弃在

重重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  

（18）他们既聋又哑且瞎，所以执迷不悟。 

（19）或者如遭遇大雨者，雨里黑暗重重，雷电交集，他们恐怕雷声震死，用手指塞住耳

朵。安拉尽知不信道者。 

    （20）电光几乎夺去他们的视觉，每逢电光照耀他们时，他们就依光前进；当黑暗时，他

们驻足。如果安拉意欲,他必夺去他们的听觉和视觉。安拉是全能于万事的。 
 

        『提示』安拉在阐明信士的特征后，紧接着阐述“不信者”和“伪信者”的情况，以便让

人们在第一种典型——敬畏者与这两种完全与之对立的典型的特性及其结局之间进行比较，

以发现真正的信仰与不信和伪信之间的区别。人有善恶，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必然，但任

何一个人并非自出生之时就是敬畏者、不信者或伪信者，其真诚、虚伪或悖逆均属自己的主观

选择。这一点，我们会从安拉揭示不信者和伪信者行为时普遍使用的“主动”动词和名词中得

到印证。 

  

【注释】 

    （6）不归信者，是穆圣在麦地那或穆斯林在每个时代面对的第一种人。所以，这里描述的

是各个时代不同环境中“不归信者”的共有特征。他们与信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信士心扉与

视听为真理而敞开，而不归信者对真理置若罔闻，自甘堕落，故安拉封闭了他们的心灵与视听。

安拉既已申明古兰是“敬畏者的向导”，不归信者对之自然是视而不见，以后世的惩罚警告他

们也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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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创造万物的安拉掌握着人类的心灵与视听。由于不归信者无视警告，安拉使他们的

思维和视听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使他们信仰上的失败导致整个生活的失败，从而沦为丧失灵

魂的行尸走肉。当人类甘愿堕落，不求升华时，“重大的刑罚”便成了他们的自然结局。 

（8）这是初期的伊斯兰面对的第二种人——伪信者。他们既不具备信士对待真理的坦诚

和执着，也不具有悖信者对待罪恶的顽固和执迷，而是言行诡谲，心口不一。如果我们跨越时

代的界限，就会看到这种典型存在于各个时代。他们往往是一些自命不凡却无勇气接受真理或

拒绝真理的人。这种属性的历史性延续，揭示出人性中普遍存在的阴暗特质。 

        伪信，往往不会产生于邪恶占据上风的条件下，因为藏匿、阴逆阳顺是出于对真理和正义

威慑力的恐惧。因此，伊斯兰在麦地那日趋兴盛时，伪信者就应运而生了。 

        他们面对信士时，佯言自己是信士，实际上他们绝非信士，“信士”只是他们赖以苟且偷

生的面具罢了。 

        信仰，从根本上讲，是心灵的感动，灵魂的颤抖。当“口舌确认”代表内心的真诚信仰时，

它被视为信仰的要素之一，而如果它仅仅是有口无心的空洞“表白”，那么，它只能会使内心

的虚伪欲盖弥彰。 

（9）他们竟视自己的“懦弱”为“能力”，视“愚钝”为“机智”，这是何等的自欺！ 

        信仰作为个人受益的途径，它的有无只说明个人的得失，于信士无影响，于安拉更无影响。 

        在肯定他们的行为是“自欺”的同时，又指出他们欺瞒信士实际在欺骗安拉，这无疑预示

着他们将来的悲惨结局。 

（10）“他们试图欺瞒安拉和众信士，其实，他们是在自欺，只不过未意识到而已。”他们

为何欺骗安拉和信士？因为他们心灵变态，病入膏肓。 

        于是，安拉任其病变自行恶化。 

        病病相生，积重难返，是放之宇宙间各种事物而皆准的铁定规律。 

        于是，他们心甘情愿地奔赴自掘的墓穴：他们将因为在关乎信仰的重大问题上持虚假立场

而受痛刑。 

        （11）他们强词夺理，明目张胆地颠倒是非善恶的标准，视“破坏”为“建设”，混淆黑

白，拒谏饰非。其执迷何其严重！ 

        当一个人的心灵失去规范和约束时，他衡量事物的尺度必然产生误差，以致无法意识到自

己行为的卑劣。 

（12）于是，安拉庄严地向世人宣布：他们就是作恶者，但因私欲蔽心，执迷障目，意识

不到而已。 

        （13）非但如此，他们还自视清高，死守蒙昧时代腐朽的贵族意识，认为跟随穆圣是那些

贫贱者的事，他们贵族怎能屈就？ 

        无疑，他们说的“愚人”，是指真诚归信使者，全身心投入伊斯兰事业的穆斯林。当他们

称这些人为“愚人”时，实际上表示他们是站在真理的对立面的。 

        于是，安拉向世人宣布：他们就是冥顽不灵者，但他们无自知之明。 

       （14）每当他们遇到信士时就说：“我们已经归信。”这是他们自欺欺人的惯常形式。口是

心非是“伪信”的本质特点，掩饰着伪信者灵魂的卑劣和意志的脆弱。“而当同他们的魔鬼幽

会时，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同党，我们不过嘲弄他们罢了。’”这揭示出伪信者与他们的

“魔鬼”——麦地那犹太人之间的罪恶关系。在伊斯兰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下，他们双方为苟

延残喘相互利用、狼狈为奸。一向对犹太人言听计从的伪信者，一方面须在信士面前隐匿自己

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要取悦于自己的恶魔。他们说的“在嘲弄信士方面，我们都是统一阵线”

才是他们的肺腑之言。 

（15）正如他们伪装信士嘲弄安拉和穆斯林那样，安拉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安

拉将以其嘲弄还治其人，并将纵任他们彷徨于悖逆中。”试想，安拉嘲弄的人还会有好的结局

么？ 

（16）他们的实际情况是舍利求弊，弃本逐末。面对优劣的抉择，像眼高手低的商人，他

们的经营自然不会获利。信仰和人生道路的抉择亦同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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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比喻，是帮助理解的最佳途径之一，它可使抽象概念、高远意境变得具体形象，跃

然纸上，因此它是古兰和圣训常用的一种修辞方式。 

        这里喻示的是伪信士的仓皇和凄楚。 

        他们最初并没有像纯粹的不信者那样对真理闭目塞听，置若罔闻，但他们在明白真理后，

因重利轻义而弃正道逐迷误，他们凭借伪装的“信仰”在麦地那掩人耳目，苟且一时，但终未

能避免画皮的揭开。他们最初点燃“信仰的火光”是为了趋利避祸，而当他们发现为信仰需要

付出的代价远无法使他们达到“获利”的目的时，遂将当初点燃的“火光”抛弃，而复归于旧

有的“黑暗”状态。他们自己弃明投暗，故“安拉把他们抛弃在重重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 

（18）安拉造耳以听真理，造舌以言真理，造眼以观万物创造之奇妙而感悟安拉的伟大，

从而信主拜主。然而，他们却废弃了安拉创造它们的根本作用而闭目塞听，故他们完全无异于

聋子、哑子、瞎子。 

（19）这是对伪信者的另一种比喻。他们恍如在疑惑、悖逆、犹豫的“黑暗”中受到正信

“甘霖”滋润的人，“雨水”虽甘之如饴，其降落却雷电交加，在极度恐惧中，他们为求生而

用手指塞住耳朵，强烈的求生欲望使他们忘却了“甘霖”的甜美。安拉对他们的情况是洞幽烛

微的。 

（20）信仰的“电光”铮亮夺目。当他们因伊斯兰而获利时，便在正道上行进；当为信仰

面临严峻考验时，他们就裹足不前。假若安拉意欲，完全可因他们的功利表现而褫夺他们业已

废弃的视听。因为安拉是无所不能的。 

  

 

号召全人类崇拜安拉，确信天经 
 

هقُوَن  ٢٠ ٓأَيَُّها ٱلنهاُس ٱۡعبُُدواْ َربهُكُم ٱلهِذي َخلَقَُكۡم َوٱلهِذيَن ِمن قَۡبِلُكۡم لَعَلهُكۡم تَت  ٱلهِذي َجعََل لَُكُم  ٢١يَ 
ش   ِت ِرۡزق   َوأَنَزَل ِمَن ٱلسهَمآِء َمآء   َوٱلسهَمآَء بِنَآء  ا ٱۡۡلَۡرَض فَِر  ِ فَأَۡخَرَج بِِهۦ ِمَن ٱلثهَمَر  ا لهُكۡمۖۡ فَََل تَۡجعَلُواْ َّلِله

ۡلنَا َعلَى  َعۡبِدنَا فَۡأتُواْ بُِسوَرة   َوإِن ُكنتُۡم فِي َرۡيب   ٢٢ا َوأَنتُۡم تَۡعلَُموَن أَنَداد   ا نَزه مه ن  م ِ ۡثِلِهۦ َوٱۡدُعواْ م ِ م ِ
ِدقِيَن  ِ إِن ُكنتُۡم َص  ن ُدوِن ٱَّلله فَإِن لهۡم تَۡفعَلُواْ َولَن تَۡفعَلُواْ فَٱتهقُواْ ٱلنهاَر ٱلهتِي َوقُوُدَها ٱلنهاُس  ٢٣ُشَهَدآَءُكم م ِ

ِفِرينَ  ُرۖۡ ُكلهمَ ٢٤َوٱۡلِحَجاَرةُۖۡ أُِعدهۡت ِلۡلَك  ۡزق   ا ُرِزقُواْ ِمۡنَها ِمن ثََمَرة  تَۡجِري ِمن تَۡحتَِها ٱۡۡلَۡنَه  َذا ٱلهِذي ر ِ ا قَالُواْ َه 
بِه    َوأُتُواْ بِِهۦ ُمتََش 

ج  ُرِزۡقنَا ِمن قَۡبُلۖۡ ۖۡ  اۖۡ َولَُهۡم فِيَهآ أَۡزَو  َرة  َطهه ِلُدوَن مُّ  ٢٥ َوُهۡم فِيَها َخ 
 

 

（21）人类啊！你们当崇拜创造你们和以前的人的主，以便你们成为敬畏者。 

（22）他使你们以地为席，以天为幕，并从空中降下雨水，借以生出各种果实供你们享用，

所以你们不要明知故为地为安拉树立匹敌。 

（23）如果你们怀疑我降给我仆人的经典，那么，你们可试拟同样的一章，并舍安拉广召

见证，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24）如果你们做不到──你们原本就做不到，那么，你们就提防以人和石为燃料的火狱，

那是为不归信者预备的。 

（25）你当向归信并且行善的人报喜：他们将获许多下临诸河的乐园。每当他们在那里蒙

赐果实,他们就说：“这是从前曾赐过我们的。”其实，他们以前获赐的是形同质异的。他们在

那里将享有纯洁的配偶，并将永居其中。 
     

        『提示』安拉在前面的经文中阐明了真信士、不信者和伪信者的特性及其结局后，紧接着

召全人类向第一类型——敬畏者看齐，将他们视为楷模，努力达到他们的精神境界，通过崇

拜安拉实现人生价值，因为安拉是创造人类、宇宙万物的主，他为人类创造了天地间的一切：

雨水、各种食物及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条件。如果他们执迷不悟，无端怀疑天经，拒绝安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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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那么他们在后世将进入正为他们这种人预备的“人和石为燃料的火狱”。 

 

【注释】 

（21）安拉不但在降给穆圣的古兰中命令人类只崇拜他，在他派向历代各民族的使者的经

典中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我在每个民族中派遣了使者，他们都对自己的民族说：‘你们当崇

拜安拉，远离恶魔。’”（16：36）在阿拉伯语中，崇拜（IBADAH）一词的原意为“服从”、

“谦恭”，所以，古兰每次提到“崇拜安拉”时，指的并不仅仅是礼拜等特定的宗教仪式，而

是指认主独一，拜主独一，远离偶像崇拜，严格遵从安拉的一切命禁。 

        只有崇拜安拉，人方能成为“敬畏者”。敬畏一词，具有“因畏惧安拉的惩罚而谨防犯罪，

以达保护自我之目的”的涵义。其中的“畏惧”、“谨防”、“保护”几个词均为阿拉伯语“敬畏”

（TAQWA）一词的基本含义。 

（22）创造天地，并为人类提供所有生存条件的主，正是唯一应受崇拜者。如茵的大地，

似幕的天空，万物赖以生息的雨水及各种果实，均为造物主慷慨的恩赐。在所有被造物中，人

类是这些恩典的最大的受益者。甚而，这一切都是为服务于人类而被造的。那么，创造这一切

的主，应该是人类唯一的受拜者，他不应有任何匹敌。 

 “为安拉树立匹敌”，是将被造物看得同安拉一样，属永远得不到安拉饶恕的“举伴”之

罪。“举伴”有多种形式，大到偶像、图腾崇拜，小至对某个人的过分尊崇。一个人曾经对穆

圣说：“如果安拉和你意欲……”于是穆圣对那人说：“你想把我作为安拉的匹敌吗？”任何形

式的“举伴”都是对安拉独一性的侵犯，对安拉恩惠的辜负。 

（23）伊斯兰早期的麦加多神教徒、麦地那犹太人及伪信者，对穆圣的使命和古兰均持无

端怀疑的态度，故古兰向他们发出挑战：试拟类似古兰的一章。 

        穆圣只是受到启示的一个凡人——安拉的奴仆。安拉见证了穆圣使命的正确性，那么你们

也召人见证你们的能力！如果你们是真诚待己、待人的。 

（24）不信者曾妄言：“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能说出类似的。”（8：31）安拉向他们提出

挑战，让他们试拟类似古兰的一部经典，或十章，甚或一章：“你说：‘如果人类和精灵联合起

来创造一部与古兰一样的经典，那么，他们即使互相帮助，也必不能造出与它一样的。’”（17：

88）“你说：‘你们试拟作类似古兰的十章吧！’”（11：13）“那么，就让他们作出与它一样的文

辞来，如果他们是说实话的！”（52：34）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挑战不但针对伊斯兰初期的阿拉

伯人，也针对各个时代，针对全人类，但终究绝不可能有人敢于应战或应战胜利。 

       面对事实，仍无端持怀疑态度者，最终必将受到“人和石为燃料的火狱”的惩罚。 

（25）安拉既以“敬畏者”为人类的楷模，将他们的境界视为人类理应追求的理想境界，

那么，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中坚持正信、履行主命的信士应当受到安拉的厚待：在后世永享

下临诸河的乐园，纯洁的配偶和珍馐美味。 

 “形同质异”体现出造物主的化工之妙。穆圣说：“后世的一切享受是眼不曾见过，耳不

曾听过，心不曾想过的。”有人会问，既然如此，为何要用尘世的名称称呼它们？原因或许在

于，无论今世或后世的一切，均需要用概念明确、人类能够理解其义的词汇表达出来，尽管名

同实异，形同质异。因为没有名称就意味着没有概念，没有概念就意味着“子虚乌有”。 

伊本·阿巴斯说，乐园中的一切， 除名称外与俗世的一切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安拉使用比喻的哲理 
 

َ ََل يَۡستَۡحيِۦٓ أَن يَۡضِرَب َمثََل   ا بَعُوَضة  ۞إِنه ٱَّلله ا ٱلهِذيَن َءاَمنُواْ فَيَۡعلَُموَن أَنههُ ٱۡلَحقُّ ِمن   مه فََما فَۡوقََهاِۚ فَأَمه
ا  َذا َمثََل  ُ بَِه  ا ٱلهِذيَن َكفَُرواْ فَيَقُولُوَن َماَذآ أََراَد ٱَّلله ب ِِهۡمۖۡ َوأَمه اِۚ َوَما يُِضلُّ ا َويَۡهِدي بِِهۦ َكثِير   يُِضلُّ بِِهۦ َكثِير  ره

ِسِقيَن بِِهۦٓ إَِله  ُ بِِهۦٓ أَن يُوَصَل  ٢٦ٱۡلفَ  ِقِهۦ َويَۡقَطعُوَن َمآ أََمَر ٱَّلله
ِ ِمنُۢ بَۡعِد ِميثَ  ٱلهِذيَن يَنقُُضوَن َعۡهَد ٱَّلله

ِسُروَن  ئَِك ُهُم ٱۡلَخ 
ٓ  ٢٧َويُۡفِسُدوَن فِي ٱۡۡلَۡرِضِۚ أُْو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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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安拉不耻于打任何比喻──蚊子或比它更小的。归信者皆知那是来自他们的主的真

理；不归信者却说：“安拉用这个比喻作什么？”他用它使许多人入迷途，使许多人上正道。

但他用以迷误的，只是越轨之人。 

（27）他们与安拉缔约之后破坏盟约，并断绝安拉命以联络的，还在大地上作恶；这些人

都是亏折的。 
      

      『提示』伊本·杰利勒·托伯利在他的经注中援引部分圣门弟子的话说：当安拉降示“他们

如燃火的人，当火光照耀他们四周时……”和“或者如遭遇大雨者，雨里黑暗重重……”的经

文形象地比喻了伪信者的情况时，这些伪信者挑剔说：安拉是崇高伟大的主，他怎么打这样渺

小的比喻呢？于是，安拉降示以下经文，告诉他们：“他将用它使许多人入迷途，使许多人上

正道。但他用以迷误的，只是越轨之人。” 

   

【注释】 

（26）麦地那的伪信士、犹太人及一些多神教徒一直在寻找攻击伊斯兰的机会，当安拉在

古兰中打了一些比喻时，这些人自以为找到了机会，迫不及待地说：“伟大的安拉怎会打如此

渺小的比喻呢？”安拉反驳他们：安拉不耻于打诸如蚊子或者更小的比喻，他是为所欲为的，

由他产生的一切均蕴涵哲理。大到巨象，小至蚊蝇，无不蕴涵着只有安拉才能洞悉的奥秘。重

要的不在于形体的大小，而在于它们具备的生命奥秘。 

心灵有正信之光，灵魂纯粹的人知道出自安拉的一切都是真理。悖信而心智浑浊的人，则

茫然不知其意而发诘问。 

安拉以警告的语气回答他们：其作用在于“使许多人入迷途，使许多人上正道。”但以之

迷误者，只是脱离正轨，自甘堕落之人。 

（27）悖信，就是对安拉与他们的天性缔结的盟约的破坏。信仰造物主是人与生俱来的天

性，当它接受了理性与天启的指导时，就趋于正道；而当它受到愚昧和迷信的影响时，便倾向

于罪恶和悖逆。当安拉的盟约──纯真的天性被破坏时，安拉“命以联络”的各种关系——如

骨肉关系、亲情关系、人类兄弟关系、信仰关系遂遭到绝断，随之而来的是罪恶泛滥，世风日

下。 

亏折，便是悖逆结出的苦果。 

 

 

惟安拉执掌生杀予夺的权力 
 

ت   ِ َوُكنتُۡم أَۡمَو  ُكۡمۖۡ ثُمه َكۡيَف تَۡكفُُروَن بِٱَّلله ا  ٢٨يُِميتُُكۡم ثُمه يُۡحيِيُكۡم ثُمه إِلَۡيِه تُۡرَجعُوَن ا فَأَۡحيَ  ُهَو ٱلهِذي َخلََق لَُكم مه
ت ِۚ فِي ٱۡۡلَۡرِض َجِميع   َو  ُهنه َسۡبَع َسَم  ى  ٓ إِلَى ٱلسهَمآِء فََسوه  ٢٩  َوُهَو بُِكل ِ َشۡيٍء َعِليم  ا ثُمه ٱۡستََوى 

      

 

（28）你们怎么不信安拉呢？你们原是死的，他赋予你们生命，然后使你们死，又使你们

活，然后你们统将召归于他。 

（29）他为你们创造了大地上的一切，后又倾向造天，使其成为七层天。他是全知万事的。 
        

       『提示』安拉在前两节经文中阐明悖逆者对古兰所持的态度后，紧接着揭示人类的起源和

万物的创造，以告诉他们，他们否认安拉是无任何正当理由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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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面对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主宰，面对主宰的各种恩惠，“不信”无疑是一种不义的

选择。人类本无，安拉创造了人类，然后通过死亡和再次的复活使他们过渡到另一个世界，根

据他们在今世中的行为决定他们最终的归宿。对于如此全能伟大的主宰，人类没有任何不归信

的理由。 

（29）作为对人类的优待，安拉创造大地上的一切，以服务于他们，以便他们更好地履行

以天启方针治理大地的使命。 

安拉创造天地的次序是，先造地后造天。至于 30 章 28-30 节中说的“安拉创造天及黑夜、

白昼，然后使大地成为平坦的。”其意思是说，安拉先造地后造天，最后再使崎岖的大地变为

平坦的。 

毋庸置疑，创造万物的主，是全知万物的。 

     

 

人类成为大地的代治者 

 
ئَِكِة إِن ِي َجاِعل  

ٓ   َوإِۡذ قَاَل َربَُّك ِلۡلَملَ 
ۡۖ َمآَء فِي ٱۡۡلَۡرِض َخِليفَة   قَالُٓواْ أَتَۡجعَُل فِيَها َمن يُۡفِسُد فِيَها َويَۡسِفُك ٱلد ِ

ُس لََكۖۡ قَاَل  َوَعلهَم َءاَدَم ٱۡۡلَۡسَمآَء ُكلهَها ثُمه َعَرَضُهۡم  ٣٠إِن ِٓي أَۡعلَُم َما ََل تَۡعلَُموَن َونَۡحُن نَُسب ُِح بَِحۡمِدَك َونُقَد ِ
بِ  ئَِكِة فَقَاَل أَنُۢ

ٓ ِدقِيَن   َعلَى ٱۡلَملَ  ُٓؤََلِٓء إِن ُكنتُۡم َص  ٓۖۡ  ٣١ونِي بِأَۡسَمآِء َه  نََك ََل ِعۡلَم لَنَآ إَِله َما َعلهۡمتَنَا  إِنهَك قَالُواْ ُسۡبَح 
ٓ  ٣٢أَنَت ٱۡلعَِليُم ٱۡلَحِكيُم  بِ ـ  قَاَل يَ  بَأَُهم بِأَۡسَمآئِِهۡم قَاَل أَلَۡم أَقُل لهُكۡم إِن ِٓي أَۡعلَُم َغۡيَب ئۡ اَدُم أَنُۢ ٓ أَنُۢ ا ُهم بِأَۡسَمآئِِهۡمۖۡ فَلَمه

ِت َوٱۡۡلَۡرِض َوأَۡعلَُم َما تُۡبُدوَن َوَما ُكنتُۡم تَۡكتُُمونَ  َو  ئَِكِة ٱۡسُجُدواْ ِۡلٓ  ٣٣ ٱلسهَم 
ٓ ٓ َوإِۡذ قُۡلنَا ِلۡلَملَ  َدَم فََسَجُدٓواْ إَِله

ِفِريَن   ٣٤إِۡبِليَس أَبَى  َوٱۡستَۡكبََر َوَكاَن ِمَن ٱۡلَك 
 

（30）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将在大地上创造一个代治者。”他们说：“我们赞你

清净，颂你超绝，你要在大地上创造作恶流血者吗？”他说：“我知道你们不知道的。” 

（31）他将万物的名称授予阿丹，然后将万物呈现在众天使面前说：“如果你们是说实的，

你们就把这些事物的名称告诉我。” 

（32）他们说：“赞你超绝，除你教授我们的知识外，我们毫无知识，你是全知的，睿智

的。” 

（33）他说：“阿丹啊！你把万物的名称告诉他们。”他把万物的名称告诉他们后，主说：

“难道我没有对你们说过，我知道天地的幽玄和你们公开的与隐秘的吗？” 

（34）当时，我对众天使说：“你们向阿丹叩头吧！”除易卜劣斯狂妄自大，拒绝主命外，

他们都叩了头。易卜劣斯成了悖逆者。 
     

『提示』在古兰中，众先知的故事实际展现的是“认主独一、拜主独一”信仰的漫长历史。

人祖阿丹的故事，正是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环。对人类祖先阿丹身份的定位，实际上是对

整个人类生命意义的定位，从而说明，凡悖主之人均已偏离人类天性的轨道。 

     

【注释】 

（30） 将阿丹作为“代治者”，让他和他的子孙前赴后继，以天启方针治理大地是安拉的

意志。这一方面说明了人类的起源，同时显示出人类不同于其它被造物的特殊地位。阿丹及其

子孙在这个物质世界占据的“万物之灵”的位置，对历史发展到现在的人来说，根本不需要用

别的任何证据去加以证明，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从天使的不解和疑问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人类的特性已经有某种了解，至于这是他们通过

以往的有关类似被造物的经验得知的，还是安拉已将这方面的情况告诉他们，经典未作说明，

故未得其详，我们只须确信，不宜臆想和深究。 



14 

 

天使们以为，赞主清净、颂主超绝，确信造物主的完美无缺，是任何被造物存在的根本目

的，这一目的已由他们体现出来，而“代治者”身上可能产生的“作恶”及 “流血”与这一

宗旨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安拉通过这个集善恶优劣于一身的“代治者”将要创造的奇

迹的全部意蕴，所以，安拉告诉他们：“我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 

（31-32）“名称”是代治者履行其使命不可或缺的工具，因为“名称”是语言的基础，甚

至是语言本身。天使不需要借助名称，因而也没有被赋予使用名称的能力。所以，安拉将这种

能力赐予阿丹后，让他将万物呈现在众天使面前，要他们为这些物命名时，他们直接承认了自

己的无能和知识的有限：“赞你超绝，除你教授我们的知识外，我们毫无知识，你是全知的，

睿智的。” 

此外，安拉给阿丹教授代表语言的“名称”，说明人类自产生伊始就已具备接受教育，吸

取知识的能力，并已具备人的一切属性。 

永不懈怠地“赞主超绝”，是天使永不更易的本分。他们对安拉的命令绝对服从，永不违

抗。正如安拉所说：“他们（天使）从不违抗安拉的命令，他们执行自己所奉命令。”（66：6）

“他们畏惧自己上面的养主，他们执行自己所奉的命令。”（16：50） 

（33）在天使表示没有能力给万物命名时，安拉让阿丹把万物的名称告诉他们，这既突出

了人类地位的优越性，也显示了安拉的全知全能。 

（34）为庆贺这位代治者的诞生，安拉命令众天使向阿丹叩头。“叩头”是一种庄严的崇

拜行为，理应非安拉莫属，但它作为安拉的命令，已不具备与拜主同等的含义，否则是“举伴”

行为。此外，伊玛目伊本·凯西尔说，人对人叩首示敬的做法，在以往的许多民族中是许可的，

但在我们的宗教中被废止。 

天使们都叩了头，只有易卜劣斯拒绝了。 

从本节经文的字面看，易卜劣斯似属于天使类，其实不然。他属于精灵，因为从一方面，

他拒绝叩头的悖逆性说明，他不属于天使，如前所述，永不违反安拉命令是天使恒定的特质。

另一方面，安拉曾明确指出：“他属于精灵，故他违抗了安拉的命令。”（ 18：50）在安拉命令

众天使叩头时，他也在场，他理应无例外地叩头，但他拒绝了。从此，人类与魔鬼、正义与邪

恶之间的斗争拉开了序幕。       

 

 

阿丹夫妇·乐园·恶魔 
 

ِذِه ٱلشهَجَرةَ فَتَكُ ـ  َوقُۡلنَا يَ ٓ  ونَا ِمَن اَدُم ٱۡسُكۡن أَنَت َوَزۡوُجَك ٱۡلَجنهةَ َوُكََل ِمۡنَها َرَغًدا َحۡيُث ِشۡئتَُما َوََل تَۡقَربَا َه 
ِلِميَن 

ا َكانَ ٣٥ٱلظه  ُن َعۡنَها فَأَۡخَرَجُهَما ِممه ۖۡ فَأََزلهُهَما ٱلشهۡيَط   َولَُكۡم فِي ا فِيِهۖۡ َوقُۡلنَا ٱۡهبُِطواْ بَۡعُضُكۡم ِلبَۡعٍض َعُدو  
ٌع إِلَى  ِحين   ٱۡۡلَۡرِض ُمۡستَقَر   

ت   ٣٦ َوَمتَ  ب ِِهۦ َكِلَم  ٓ َءاَدُم ِمن ره ِحيُم  فَتَلَقهى  اُب ٱلره  ٣٧فَتَاَب َعلَۡيِهِۚ إِنههُۥ ُهَو ٱلتهوه
ن ِي ُهد  قُۡلنَا ٱۡهبُِطواْ ِمۡنَها َجِميع   ا يَۡأتِيَنهُكم م ِ  ٣٨ُهَداَي فَََل َخۡوٌف َعلَۡيِهۡم َوََل ُهۡم يَۡحَزنُوَن  فََمن تَبِعَ ى اۖۡ فَإِمه
تِنَآ   َوٱلهِذيَن َكفَُرواْ َوَكذهبُواْ بِ  ِلُدوَن ايَ  ُب ٱلنهاِرۖۡ ُهۡم فِيَها َخ  ئَِك أَۡصَح 

ٓ  ٣٩أُْولَ 
 

（35）我说：“阿丹啊！你和你的妻子同住乐园，你俩任意吃其中丰富的食物，但不要接

近这棵树，以免成为不义之人。”                      

（36）然而，恶魔使他俩因那棵树而失足，将他俩诱出乐园。我说：“你们彼此仇视地下

去吧！大地上有你们暂时的居所和享受。” 

（37）然后，阿丹接受了主的几件训诫，主就恕宥了他。主确是至宥的，至慈的。 

（38）我说：“你们都从这里下去吧！如果我的引导到达你们，那么，谁遵守我的引导，

他将来没有恐惧，也无忧愁。”                     

（39）不信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  
     

『 提示』继创造阿丹，委任他为大地的代治者，授予他运用语言的能力后，安拉先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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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妻子居住乐园，并经历恶魔的诱惑和忏悔，然后再将他俩降至大地，以便让他俩知道，

乐园是顺主者的归宿，只要他俩和他俩的子孙坚持正道，远离恶魔，安拉最终必赏赐他们永久

乐园的幸福，否则只有进火狱。 

 

【注释】 

（35）继委任阿丹为代治者、授予他万物的名称、命天使为他叩首示贺后，安拉更进一步

优待阿丹和他妻子：让他俩同住乐园，随意享用其中的美食。但规定了一项禁忌：“不要接近

这棵树。”以考验他俩已被赋予的自由意志：要么恪守主训，永居乐园；要么违背主命，成为

不义之人。这是人类首次接受的责成。 

（36）自安拉命令对阿丹叩头之时，易卜劣斯就违抗主命，对阿丹表现出敌对态度。他岂

能接受阿丹夫妇永居乐园的事实。于是千方百计诱惑他俩违反禁忌，以致使他俩失足而离开乐

园。 

由于易卜劣斯及众恶魔对人类的敌视，人间便有了怨恨和对立，短暂的人生充满了迫害和

倾轧。 

（37）对于兼具善恶的人类，安拉恩威并施：既警告他们的犯罪，又允许他们忏悔。“主

的几件训诫”，便是通过阿丹授予他们的忏悔方式——“求恕辞”。 

伊斯兰认为，人性具有双重性，即顺从私欲与恶魔的向恶性和服从理智和天启的向善性。

前者决定了人性的种种弱点，后者则体现出人性的优越。而代表良心、理智发现的“忏悔”，

永远是犯罪者重新做人的机会，永远是人类摆脱黑暗走向光明的崭新起点。 

在伊斯兰的认识中，犯罪与忏悔纯属个人责任，因此绝无类似其它宗教的“原罪说”。阿

丹的“失足”，只是个人的过错，已通过安拉教授的方式忏悔净尽，其子孙的犯罪亦然。忏悔

之门永远向所有人洞开，安拉永远是至恕的、至慈的。 

（38-39）人类本为治理大地而造，所以，在他们来到大地履行使命以前，安拉就让他们

作好充分准备： 授予他们接受知识的能力； 让他们认清易卜劣斯的真面目；授予他们悔过自

新的方法；预示“遵循正道者”与“否认迹象者”截然不同的结局。 

自阿丹被造，直到降至大地履行使命之前所经历的过程，似乎是对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即将

面临的恶魔唆使、失足、悔恨、认识敌人等情况的先前体验，这无疑为他更好地完成代治使命

提供了可靠的经验。因为安拉的慈爱决定了他要使人类带着充分的准备去面对艰苦的使命，而

不是让他们赤膊上阵。 

阿丹的故事说明，安拉已给予人类高于大地上一切的地位，他是“万物之灵”，是大地的

主人，他的尊严高于一切物质价值，他不应遭受任何形式的奴役和侮辱。天地间的日月星辰，

雨水风向，土质矿藏及一切存在，均为他而创造，均为人类生存的需要而存在。 

人类与魔鬼的斗争，实际上是正信与悖逆、正道与迷误、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斗争，人类自

身就是广阔的疆场，他或胜或败，就在这无休止的冲突和斗争中提炼信仰的纯度。 

人类被赋予自由意志，他因之接受责成，因之承受回报：抑或无惧无忧的乐园享受，抑或

永无休止的火狱惩罚。 

       

 

呼唤有经人的良知 
 

ِءيَل ٱۡذُكُرواْ نِۡعَمتِ  ٓ بَنِٓي إِۡسَر  َي فَٱۡرَهبُوِن َي ٱلهتِٓي أَۡنعَۡمُت َعلَۡيُكۡم َوأَۡوفُواْ بِعَۡهِدٓي أُوِف بِعَۡهِدُكۡم وَ يَ   ٤٠إِيه 
ق   َل َكافِِرُۢ بِِهۦۖۡ َوََل تَۡشتَُرواْ بِ َوَءاِمنُواْ بَِمآ أَنَزۡلُت ُمَصد ِ تِي ثََمن    ا ل َِما َمعَُكۡم َوََل تَُكونُٓواْ أَوه َي  َوإِيه  ا قَِليَل  ايَ 

ِطِل َوتَۡكتُُمواْ ٱۡلَحقه َوأَنتُۡم تَۡعلَُموَن  ٤١فَٱتهقُوِن  ةَ  ٤٢َوََل تَۡلبُِسواْ ٱۡلَحقه بِٱۡلبَ  َكو  ةَ َوَءاتُواْ ٱلزه لَو  َوأَقِيُمواْ ٱلصه
ِكِعيَن   ۞ ٤٣َوٱۡرَكعُواْ َمَع ٱلر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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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以色列的后裔啊！你们当铭记我赐予你们的恩惠，你们当履行对我的约言，我就履

行对你们的约言，你们应当只畏惧我。 

（41）你们当确信我降示的，它能证实你们所有的经典；你们不要做首先不信的人，不要

为些微的代价出卖我的迹象，你们应当只敬畏我。 

（42）你们不要故意地以伪乱真，隐讳真理。 

（43）你们当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同鞠躬者一道鞠躬。 

      

     『提示』在此前的 39 节经文中，安拉确立了他的独立创造性和唯一受拜性，阐明了古兰的

奇迹性和人类对古兰和使者表现出的各种不同立场，还讲述了人类的起源。从下面第 40 节到

第 142 节长达一整卷的经文中，安拉将以色列人作为典型，集中展示了他们在信仰安拉，顺

从使者，遵守天经方面的态度和立场，因为他们是接受天启教导最早的民族，也是最反对古兰

的人。安拉描述他们的情况时，使用了多种方式：有时让他们回忆安拉世代赐予他们的大量恩

惠；有时提醒他们记忆安拉通过众先知与他们缔结的穆圣出现时必须归顺他的盟约；有时揭露

他们的丑行；有时谴责他们…… 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弃邪归正。 

 

【注释】 

（40）以色列人，是先知叶尔古白的后裔。穆圣出现之前，居住在麦地那四周的以色列人

已从自己的经典中对穆圣的特性有所了解，而且还希望通过他挫败沉湎于多神崇拜的阿拉伯人。

然而，当穆圣出现时，他们看到他不属于犹太本族，而出自他们一向歧视的阿拉伯民族，于是

顿生妒意，从而一反初衷，横加反对。 

        安拉欲通过历数曾赐予他们的种种恩惠呼唤他们的良知，以相信穆圣及其使命，实践先祖

伊卜拉欣和穆撒与安拉缔结的盟约。 

（41）伊斯兰，是所有天启宗教的终结，它包涵以前各部经典的主旨，它要将所有信奉天

启宗教的人统一在认主独一，拜主独一的旗帜下，精诚团结，共同完成以安拉的方针治理大地

的伟业。无论以色列人或其它任何民族，均无一例外。比起崇尚多神崇拜的阿拉伯人，犹太人

更应争先信奉伊斯兰，而不是先于他们反对伊斯兰，因为他们的经典《讨拉特》已经预告了穆

圣的出现。他们反对伊斯兰，阻止人跟随穆圣，是担心他们历来享受的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

受到威胁，物质利益遭到损失。故安拉告诫他们不要以放弃正信为代价去追求物质享受。 

（42）自古以来，犹太人是各个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他们明知故为地混淆黑白，隐讳真

理，愚弄民众。故安拉警告穆圣时代的犹太人超越祖先，摒弃恶习。 

（43）安拉命令他们摒弃狭隘的民族优越意识，与穆斯林一道遵守统一的宗教仪式，兼顾

天道与人道——履行拜功，崇拜安拉；交纳天课，救济穷人。 

 

 

犹太人的劣迹 
 

َبِۚ أَفَََل تَۡعِقلُوَن  ةِِۚ  ٤٤أَتَۡأُمُروَن ٱلنهاَس بِٱۡلبِر ِ َوتَنَسۡوَن أَنفَُسُكۡم َوأَنتُۡم تَۡتلُوَن ٱۡلِكتَ  لَو  ۡبِر َوٱلصه َوٱۡستَِعينُواْ بِٱلصه
ِشِعينَ  ِجعُوَن  ٤٥ َوإِنهَها لََكبِيَرةٌ إَِله َعلَى ٱۡلَخ  قُواْ َرب ِِهۡم َوأَنهُهۡم إِلَۡيِه َر  لَ  بَنِٓي  ٤٦ٱلهِذيَن يَُظنُّوَن أَنهُهم مُّ يَ 

لَِميَن  ۡلتُُكۡم َعلَى ٱۡلعَ  ِءيَل ٱۡذُكُرواْ نِۡعَمتَِي ٱلهتِٓي أَۡنعَۡمُت َعلَۡيُكۡم َوأَن ِي فَضه ٓ ا َله تَۡجِزي نَۡفٌس َوٱتهقُواْ يَۡوم   ٤٧إِۡسَر 
عَة   ا    َشيۡ  نهۡفس   َعن  ٤٨َوََل ُهۡم يُنَصُروَن  َوََل يُۡؤَخذُ ِمۡنَها َعۡدل   َوََل يُۡقبَُل ِمۡنَها َشفَ 

 

（44）作为读经的人,你们怎能劝人为善而忘却自身呢？难道你们不懂事吗？ 

（45）你们应当求助于坚忍和礼拜。礼拜确为一件难事，对虔敬者却不难。 

（46）他们确信自己必定见主，必将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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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以色列的后裔啊！你们当铭记我赐予你们的恩惠，并铭记我曾使你们超越世人。  

   （48）你们当防备将来有这样一日：任何人不能帮任何人一点忙，说情不被邀准，赎金不

被采纳，他们也得不到援助。 
     

『提示』犹太人长期以“有经人”自居，古兰就从他们的优越感着手呼唤他们的良知，让

他们向虔敬者看齐，以大量的善行去迎接“任何人不能帮任何人一点忙，说情不被邀准，赎金

不被采纳，他们也得不到援助”的日子——后世清算之日。 

 

【注释】 

（44）犹太学者们常常以经典的原则要求人们坚持正义，而面对最伟大的正义——穆圣倡

导的认主独一、拜主独一信仰的出现，他们怎能一反常态，群起而反对呢？这自然与他们自诩

的正义和明智背道而驰。 

（45）劝人为善者，应首先成为善的体现者和善人的典范。这对于向来放纵无忌的犹太人

而言，无疑是一种艰巨的要求，但实现这些要求并非超乎人类能力之事，只要他们充分发挥安

拉赋予的忍耐力，再辅以“礼拜”这种通过保持仆人与主之间永恒持久的联系，不断洗涤灵魂，

强化信念的特殊方式，去促使自己履行与安拉缔结的盟约，那么，他们一定能成为人类的优秀

楷模。 

（46）如果说只有达到虔敬的境界，方能做到真正坚忍和不懈拜主，那么，确信归主、见

主则是虔敬的精神状态赖以形成的强大基础。 

（47）安拉曾赐予犹太人种种恩惠，其中最大的恩惠，是在他们从前奉行主命，致力于以

安拉的方针治理大地时，使他们一度饮誉世界。但由于后来违背主命，反对先知，篡改天经，

他们的“黄金时代”遂告结束。 古兰再次以这些恩惠呼唤他们回归正道，以重新恢复以往的

光荣历史。 

（48）犹太人既然十分重视趋利避祸，那么，他们为何不去重视关乎永恒幸福的末日祸福

呢？在末日，人人将各负其责，除正信和善行外，今世的各种私情及被世俗视为万能的物质财

富，在绝对公正的主的天平上将不值一文，人人将只身接受审判，得不到任何援助。 

                  

 

安拉赐予历代犹太人的大量恩典 
 

ۡن َءاِل فِۡرَعۡوَن يَُسوُمونَُكۡم ُسٓوَء ٱۡلعََذاِب يُذَب ُِحوَن أَۡبنَآَءُكۡم َويَۡستَۡحيُوَن نِسَ  ُكم م ِ ۡينَ  ِلُكم َوإِۡذ نَجه آَءُكۡمِۚ َوفِي َذ 
ب ُِكۡم َعِظيم   بَََلٓء   ن ره ٓ َءالَ  ٤٩ م ِ ُكۡم َوأَۡغَرۡقنَا َوإِۡذ  ٥٠ فِۡرَعۡوَن َوأَنتُۡم تَنُظُروَن َوإِۡذ فََرۡقنَا بُِكُم ٱۡلبَۡحَر فَأَنَجۡينَ 

ٓ أَۡربَِعيَن لَۡيلَة   َعۡدنَا ُموَسى  ِلُمونَ  َو  ِلَك  ٥١ ثُمه ٱتهَخۡذتُُم ٱۡلِعۡجَل ِمنُۢ بَۡعِدِهۦ َوأَنتُۡم َظ  نُۢ بَۡعِد َذ  ثُمه َعفَۡونَا َعنُكم م ِ
قَۡوِم  ٥٣َب َوٱۡلفُۡرقَاَن لَعَلهُكۡم تَۡهتَُدوَن َوإِۡذ َءاتَۡينَا ُموَسى ٱۡلِكتَ   ٥٢لَعَلهُكۡم تَۡشُكُروَن  َوإِۡذ قَاَل ُموَسى  ِلقَۡوِمِهۦ يَ 

ِلُكۡم  لهُكۡم ِعنَد بَاِرئُِكۡم فَتَاَب  َخۡير  إِنهُكۡم َظلَۡمتُۡم أَنفَُسُكم بِٱت َِخاِذُكُم ٱۡلِعۡجَل فَتُوبُٓواْ إِلَى  بَاِرئُِكۡم فَٱۡقتُلُٓواْ أَنفَُسُكۡم َذ 
ِحيُم عَ  اُب ٱلره َ َجۡهَرة   ٥٤لَۡيُكۡمِۚ إِنههُۥ ُهَو ٱلتهوه ُموَسى  لَن نُّۡؤِمَن لََك َحتهى  نََرى ٱَّلله ِعقَةُ  َوإِۡذ قُۡلتُۡم يَ  فَأََخَذۡتُكُم ٱلصه 

نُۢ بَۡعِد َمۡوتُِكۡم لَعَلهُكۡم تَۡشُكُروَن  ٥٥َوأَنتُۡم تَنُظُروَن  ُكم م ِ ۡلنَا َعلَۡيُكُم ٱۡلغََماَم َوأَنَزۡلنَا َعلَۡيُكُم َوَظله  ٥٦ثُمه بَعَۡثنَ 
ِكن َكانُٓواْ أَنفَُسُهۡم يَۡظِلُمونَ  ُكۡمِۚ َوَما َظلَُمونَا َولَ  ِت َما َرَزۡقنَ  ۖۡ ُكلُواْ ِمن َطي ِبَ  َوإِۡذ قُۡلنَا ٱۡدُخلُواْ  ٥٧ ٱۡلَمنه َوٱلسهۡلَوى 

ِذِه ٱۡلقَۡريَةَ فَُكلُواْ ِمۡنَها َحۡيُث ِشئۡ  د  َرَغد   تُمۡ َه  ُكۡمِۚ َوَسنَِزيُد  ا َوقُولُواْ ِحطهة  ا َوٱۡدُخلُواْ ٱۡلبَاَب ُسجه يَ 
نهۡغِفۡر لَُكۡم َخَط 

َن ٱلسهَمآِء فَبَدهَل ٱلهِذيَن َظلَُمواْ قَۡوًَل َغۡيَر ٱلهِذي قِيَل لَُهۡم فَأَنَزۡلنَا َعلَى ٱلهِذيَن َظلَُمواْ ِرۡجز   ٥٨ٱۡلُمۡحِسنِيَن  ا م ِ
۞َوإِِذ ٱۡستَۡسقَى  ُموَسى  ِلقَۡوِمِهۦ فَقُۡلنَا ٱۡضِرب ب ِعََصاَك ٱۡلَحَجَرۖۡ فَٱنفََجَرۡت ِمۡنهُ ٱۡثنَتَا  ٥٩بَِما َكانُواْ يَۡفُسقُوَن 

ِ َوََل تَۡعثَۡواْ فِ  اۖۡ قَۡد َعِلَم ُكلُّ أُنَاس  َعۡشَرةَ َعۡين   ۡزِق ٱَّلله ۡشَربَُهۡمۖۡ ُكلُواْ َوٱۡشَربُواْ ِمن ر ِ  ٦٠ي ٱۡۡلَۡرِض ُمۡفِسِديَن م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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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当时，我拯救你们摆脱了法老的党徒，他们残酷地折磨你们，屠杀你们的男子，留

存你们的女子，这是降自你们的主的重大考验。 

（50）那时，我为你们分开海水，拯救了你们，淹死了法老的党徒，这是你们亲眼所见。 

（51）当时，我与穆撒约期四十日，他走后，你们不义地认犊为神。 

（52）那件事后，我恕饶了你们，以便你们感恩。 

（53）当时，我赐予穆撒经典和准则，以便你们走正道。 

（54）当时，穆撒对他的宗族说：“我的宗族啊！ 你们确因认犊为神而自亏了，那么，你

们向创造你们的主忏悔；处死同族中的犯罪者，他确是至恕的，至慈的。” 

（55）当时，你们说：“穆撒啊！我们绝不信你，直至我们亲眼见主。”为此，疾雷袭击了

你们，这是你们亲眼所见。 

（56）在你们死亡之后，我使你们复活，以便你们感恩。 

（57）我用白云为你们遮荫，并降甘露和鹌鹑给你们，你们吃我供给你们的佳美食物。他

们终究没有损害我，而自亏了。 

（58）当时，我说：“你们进入这座城，你们可随意吃其中的食物。你们应俯首进门。”  

并说：“恕我罪行。”我将饶恕你们的种种罪恶，我将厚报行善者。 

（59）但不义的人篡改了他们所奉的嘱言，故我因那些不义者的恶行，给他们降了天灾。

（60）当时，穆撒为他的宗族求水，我说：“你用手杖打那磐石。”于是，十二道泉水从 

中流出，各部落都知道了自己的饮水处。你们吃饮安拉的给养，但不要在大地上为非作歹。 
 

『提示』安拉在第 47 节经文中曾概括提醒以色列人牢记安拉的恩典：“以色列的后裔啊！

你们当铭记我赐予你们的恩惠……”在下面的经文中，对这些恩典作了详细说明。 

     

【注释】 

（49）穆圣时代的犹太人，作为以色列人的后裔和犹太历史的传承者，他们祖先历史的荣

辱兴衰与他们有着水乳交融的源流关系， 基于此，古兰向他们追述犹太民族一度在法老及其

党徒惨绝人寰的迫害下挣扎的历史，及安拉淹死法老的党徒，拯救他们的恩惠，以唤起他们的

良知而皈依安拉。 

屠杀男子，留存女子不但是摧残人性的一种卑劣手段，同时也是削弱以至消灭一个民族的

快捷途径。 

（50）穆撒同民众逃出法老的魔掌后，来到海边，法老的人马尾随而至，穆撒奉主的启示

用手杖在海上打开一条通道，待他们顺利到达彼岸时，海水合拢，淹没了正在穷追不舍的法老

党徒。关于这些故事，犹太人有口皆碑，记录在案。 

（51）穆撒率众脱险后，与安拉相约只身在西奈山静修四十日。期间，以色列人却受撒米

里的蛊惑改奉牛犊，穆撒斥责了他们的丑恶行径，并将牛犊焚化，投入海中。 

（52）安拉饶恕了他们的罪恶行径，给予他们改邪归正的机会。这是安拉的特恩。 

（53）与此同时，安拉赐予穆撒辨别真伪、分辨是非的经典——《讨拉特》，以便他们走

正道有据可依。 

（54）为了彻底消除“认犊为神”罪行的影响，必须采取严酷的手段：让清白者杀死有罪

者，让兄弟处决兄弟。这无疑是极为惨痛的，但这是他们咎由自取，因他们不曾互尽忠言，劝

善戒恶。如果他们当中有正义感的人出面干预，他们不会在穆撒不在时崇拜牛犊。那么，就让

他们以血的代价罚赎罪行！ 

（55）虽然历经了惨痛的惩治，以色列人的品行仍无改善，不久又故态复萌：他们要求亲

眼见主，而且这种非份的要求竟是穆撒为接受安拉的启示而遴选出来的七十位“精英”提出的！ 

这说明他们仍顽固地使自己的认识囿于物质范围，非亲眼所见不予相信。这虽是犹太人的

祖先对穆撒的态度，但这与穆圣时代的犹太人的态度竟然毫无二致！他们不但自己对穆圣的使

命持怀疑态度，还煽动部分信士要求穆圣显示奇迹。 

于是，就在他们所处的地方——西奈山上，他们遭受了又一次天惩：疾雷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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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又一次，安拉的怜悯包容了他们，又给予他们一次生存的机会，期望他们感恩图报，

改邪归正。 

（57）基于以色列人非亲眼所见，不予相信的唯物特性，安拉赐予他们实实在在的物质利

益，以唤起他们的回归意识：烈日炎炎时的朵朵白云，干涸沙漠的如饴甘露，以及大量的鹌鹑。

然而，这些佳美的物质享受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愚顽：他们仍然自亏。 

（58-59）这是犹太人祖先违悖主命的另一个历史例证。根据部分传述，这里的城指耶路

撒冷。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安拉命令他们移居此地，逐出驻守这里的暴虐的迦南人，但是他们

说：“穆撒啊！城中有强大的敌人，如果他们不出来，我们绝不进去，如果他们自行出来，我

们才愿进去。”（5：22）他们还说：“只要他们在里边，我们就绝不进城，那么你和你的主去同

他们撕杀吧！我们将坐在这里不动。”（5：24 ）由于他们胆怯畏敌，对安拉及其使者出言不逊，

安拉在西奈荒漠放逐他们四十年。其后，新生代尤什尔·本·奴尼率人破城而入，但他们在进

城时并未遵循安拉的命令俯首进门并说“恕我罪行”，以示谦虚和恭敬。而是故作丑态，口中

说着“大麦！大麦！”用屁股蹭着地进入城门。这里的“不义者”也许并不是他们全部，但由

于他们中的正直者没有警告和制止犯罪者，所以“不义”已成为集体的行为，于是安拉以“天

灾” 惩罚了他们全部。       

（60）在这里，安拉为犹太人追述曾赐予他们历代祖先的恩惠：如同赐予他们旱漠中的美

食和烈日下的荫云一样，还通过穆撒之手赐予他们丰足的饮水。以色列人共有十二个主要部落，

为了他们取水方便，安拉赐予每个部落独立的水源。可见安拉赐予他们的恩惠之大。安拉为他

们提供如此充足的物质享受，竟然只期望他们不要在大地上为非作歹！ 

 

 

犹太人的贪婪和卑微 
 

ُموَسى  لَن نهۡصبَِر َعلَى  َطعَام  َوإِۡذ  ِحد   قُۡلتُۡم يَ  بُِت ٱۡۡلَۡرُض ِمنُۢ بَۡقِلَها  َو  ا تُنُۢ فَٱۡدعُ لَنَا َربهَك يُۡخِرۡج لَنَا ِممه
ا فَإِنه لَُكم ۡهبُِطواْ ِمۡصر  َوقِثهآئَِها َوفُوِمَها َوَعَدِسَها َوبََصِلَهاۖۡ قَاَل أَتَۡستَۡبِدلُوَن ٱلهِذي ُهَو أَۡدنَى  بِٱلهِذي ُهَو َخۡيٌرِۚ ٱ

لهةُ َوٱۡلَمۡسَكنَةُ َوبَآُءو بِغََضب   ا َسأَۡلتُۡمُۗ َوُضِربَۡت َعلَۡيِهُم ٱلذ ِ ِلَك بِأَنهُهۡم َكانُواْ يَۡكفُُروَن بِ  مه ُِۗ َذ  َن ٱَّلله ِ   م ِ ِت ٱَّلله ايَ 
ِلَك بَِما عَ  َۧويَۡقتُلُوَن ٱلنهبِي ِ  ُِۗ َذ  َكانُواْ يَۡعتَُدوَن َن بِغَۡيِر ٱۡلَحق   ٦١َصواْ وه

  

（61）当时，你们说：“穆撒啊！我们不堪忍受只吃一种食物，请你为我们求你的主，让

他为我们生出大地所产的蔬菜：黄瓜、大蒜、扁豆和玉葱。”他说：“难道你们愿意以优换劣吗？

你们进驻城池吧！那里你们会如愿以偿。”他们遭到了卑贱和贫穷，他们带着安拉的怒恼走了。

这是因为他们不信安拉的迹象，并枉杀众先知；又因他们违抗主命，超越法度。 
 

『提示』这里继续在讲述以色列人被放逐西奈荒漠时安拉赐予他们的恩典，及他们在这些

恩典面前的不知足。 

 

【注释】 

（61）他们原处于亢旱的荒漠和似火的骄阳下，安拉从磐石中为他们涌流出泉水，从天上

为他们降下甘露和鹌鹑；在这之前，他们曾在埃及受尽法老的奴役和迫害，安拉又通过先知穆

撒使他们摆脱压迫，迁至耶路撒冷，以便使他们获得人身自由，实现精神境界的提高。然而，

自由的获得需要付出代价，荣耀的实现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他们连饮食上的些微困难都不愿

克服，如何能获取自由、荣耀与尊严？他们竟不餍足于沙漠中的甘泉和自天而降的美食，却希

望得到黄瓜、大蒜、扁豆、玉葱等俗食！于是，穆撒反感地问他们：“安拉要你们成为高尚之

人，而你们自己甘愿卑贱吗？” 

既然你们的最大愿望是满足口腹之欲，那么，你们去任何一个城镇都可如愿以偿，即使回

到曾经离弃的埃及，此类低级的愿望亦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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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的卑劣不仅表现在这一方面，也表现在屡屡不信安拉的迹象，违抗主命，超越法

度，枉杀先知。 

因而，安拉降怒于他们，使他们遭受了卑贱和贫穷。 

这就是永远自诩为“唯一遵循正道者”、“上帝的选民”、“唯得上帝恩惠者”的犹太人的历

史！古兰通过追述他们的历史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是否具备正信，是衡量一个群体优劣的标

准；安拉的恩惠是广泛的，它绝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民族或群体。 

 

 

信士的结局 
 

بِ  َرى  َوٱلصه  ِلح   ينَ   ِإِنه ٱلهِذيَن َءاَمنُواْ َوٱلهِذيَن َهاُدواْ َوٱلنهَص  ِ َوٱۡليَۡوِم ٱۡۡلِٓخِر َوَعِمَل َص  ا فَلَُهۡم َمۡن َءاَمَن بِٱَّلله
 ٦٢أَۡجُرُهۡم ِعنَد َرب ِِهۡم َوََل َخۡوٌف َعلَۡيِهۡم َوََل ُهۡم يَۡحَزنُوَن 

 

（62）信士、犹太人、基督徒、萨比人，只要信安拉和末日，并且行善，就可在主那里享

受自己的报酬，他们既无恐惧，也无忧愁。 
 

『提示』安拉斥责了犹太人的贪婪和卑贱后，紧接着告诉人们，安拉谴责并惩罚的只是那

些悖主犯罪之人，至于归信安拉和末日，并且行善者，无论他们原信哪种宗教，原属哪个民族，

安拉会既往不咎，让他们享受后世的丰厚回报。 

 

【注释】 

（62）在伊斯兰出现以前，人们无论信仰何种宗教，从属哪个民族，只要他的信仰中有

“认主独一，笃信后世、力行善功”的成份，就意味着他信奉的是天启宗教，他就是“信士”，

他就能得到一个信士应该得到的良好结局。而在穆圣出现后，伊斯兰作为所有天启信仰的终结

和正信的唯一形式，废止了各个天启宗教，所有信仰其它宗教的人必须统一于伊斯兰的旗帜之

下，其信仰方可获得认可。因为安拉说：“今天，我为你们完美了你们的宗教，完善了你们的

恩典，并优选伊斯兰为你们的宗教。”（5：3）“谁追求伊斯兰以外的宗教，那么绝不蒙接纳，

他在后世属于亏折之人。”（3：85） 

这里的“信士”，指穆斯林，因为他们是信奉伊斯兰的主流。“犹太人”指“皈依犹太教”

之人。“乃撒拉”指先知尔撒的跟随者们。“萨比人”，比较正确的诠释是，他们原属伊斯兰之

前崇拜多神的阿拉伯人，他们对自己的多神信仰产生怀疑后，寻觅正信，最后找到了残存于当

时宗教文化的“一神论”的部分内容，他们自称坚持的是先知伊卜拉欣的正教（哈尼菲耶），

他们放弃了多神崇拜，于是其它多神教徒称他们是“萨比”，即背叛祖先宗教者。              

        经文将犹太教徒、基督教徒、萨比人放在看似与信士平等的位置上，并非在肯定他们信仰

的正确性，而是要告诉人们：正信不受民族、地域、时代的限制，无论是犹太教徒、基督教徒

还是萨比教徒，只要他们放弃民族和宗教偏见，跟随万圣的封印——穆圣，确信终结万教的伊

斯兰，那么，在后世他们都是成功之人。 

 

 

犹太人的悖逆及其惩罚 
 

ة   ُكم بِقُوه قَُكۡم َوَرفَۡعنَا فَۡوقَُكُم ٱلطُّوَر ُخذُواْ َمآ َءاتَۡينَ 
هقُوَن  َوإِۡذ أََخۡذنَا ِميثَ  ثُمه تََولهۡيتُم  ٦٣َوٱۡذُكُرواْ َما فِيِه لَعَلهُكۡم تَت

ِسِريَن  َن ٱۡلَخ  ِ َعلَۡيُكۡم َوَرۡحَمتُهُۥ لَُكنتُم م ِ ِلَكۖۡ فَلَۡوََل فَۡضُل ٱَّلله نُۢ بَۡعِد َذ  َولَقَۡد َعِلۡمتُُم ٱلهِذيَن ٱۡعتََدۡواْ ِمنُكۡم فِي  ٦٤م ِ
سِ ٱلسهۡبِت فَقُۡلنَا لَُهۡم كُ  َل   ٦٥يَن   ِونُواْ قَِرَدةً َخ  َها نََك  ۡلُمتهِقيَن   ل َِما بَۡيَن يََدۡيَها َوَما َخۡلفََها َوَمۡوِعَظة  فََجعَۡلنَ   ٦٦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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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当时，我与你们缔约，并将山悬于你们上面，我说：“你们当坚守我赐予你们的经

典，并牢记其内容，以便你们敬畏。” 

（64）在这以后，你们又背叛了。若非安拉对你们的特恩和慈惠，你们定成亏折之人。 

（65）你们确实知道你们中在安息日超越法度的人。我对他们说：“你们变成卑贱的猴子

吧！” 

（66）我将这种刑罚作为了前人和后人的鉴戒与敬畏者的教训。 
 

『提示』古兰为麦地那穆斯林和犹太人讲述历史上的以色列人屡屡缔约违约的反动历史及

他们遭受的天惩，以期反思。 

 

【注释】 

（63-64）关于这次“缔约”的细节，其它章节及本章后部分经文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这里仅为主要情景的概述。 

面前是安拉的“约言”；头上是震动的“山岳”，要么接受“约言”，跟随穆撒，要么接受

灭顶之灾。“约言”与“山岳”同样威严、凝重。其目的只在希望他们成为“敬畏之人”！但是，

他们在缔约之后又背约了。 

安拉仍然准许他们忏悔，仍然希望他们接受最后的先知的引导，而不致成为“亏折之人”。 

安拉对他们的恩惠，时至今天，仍在延续！ 

（65）这是犹太人历史上的又一次失信。他们曾要求拥有一个神圣的安息日，于是安拉定

星期六为他们的安息日，只事休息，不许劳动。这个日子实质上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考验：“每

逢他们守安息日的时候，鱼儿就浮游到他们面前来；每逢他们不守安息日的时候，鱼儿就不到

他们的面前来。”（7：162）而这样的机会，对唯利是图的犹太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会放弃的，

于是他们狡猾地加以变通：安息日将鱼团团围起来不捕捉，等到安息日结束便急不可待地打起

网中之鱼。从动机到行为，这无疑还是超越法度，只不过手段更狡猾卑劣而已。 

“变成猴子”是对他们奸狡本性的最彻底的揭露。他们的唯利是图和见利忘义已使他们由

具备自由意志的人堕落为无自由意志、纯为口腹之欲所左右的衣冠沐猴。既然他们的灵魂和意

识已经蜕变得如同猴子，至于他们外形是否蜕变已属次要。 

        根据穆扎希德等人的诠释，蜕变是指心灵，而非外形。根据伊本·阿巴斯的传述，由于他

们的犯罪，安拉确实使他们蜕变为猴子，他们变形后只在大地上存活了三日便死去了。 

（66）前车覆，后车诫。前人的历史对后人永远有着惩前毖后的意义。其中敬畏者尤重视

对历史的了解和反思。 

     

 

黄牛的故事 
 

 ۡۖ َ يَۡأُمُرُكۡم أَن تَۡذبَُحواْ بَقََرة  هِخذُنََوإِۡذ قَاَل ُموَسى  ِلقَۡوِمِهۦٓ إِنه ٱَّلله ِ أَۡن أَُكوَن ِمَن ا ُهُزو   قَالُٓواْ أَتَت اۖۡ قَاَل أَُعوذُ بِٱَّلله
ِهِلينَ  َوََل بِۡكٌر َعَواُنُۢ بَۡيَن  َله فَاِرض   قَالُواْ ٱۡدعُ لَنَا َربهَك يُبَي ِن لهنَا َما ِهَيِۚ قَاَل إِنههُۥ يَقُوُل إِنهَها بَقََرة   ٦٧ ٱۡلَج 

ِلَكۖۡ فَٱۡفعَلُواْ   َصۡفَرآُء فَاقِع    ٱۡدُع لَنَا َربهَك يُبَي ِن لهنَا َما لَۡونَُهاِۚ قَاَل إِنههُۥ يَقُوُل إِنهَها بَقََرة  قَالُواْ  ٦٨َما تُۡؤَمُروَن  َذ 
ِظِريَن  بَهَ َعلَۡينَا َوإِنهآ إِن َشآ  ٦٩لهۡونَُها تَُسرُّ ٱلنه  ُ قَالُواْ ٱۡدعُ لَنَا َربهَك يُبَي ِن لهنَا َما ِهَي إِنه ٱۡلبَقََر تََش  َء ٱَّلله

 َله ِشيَةَ فِيَهاِۚ قَالُواْ  تُثِيُر ٱۡۡلَۡرَض َوََل تَۡسِقي ٱۡلَحۡرَث ُمَسلهَمة   َله َذلُول   قَاَل إِنههُۥ يَقُوُل إِنهَها بَقََرة   ٧٠لَُمۡهتَُدوَن 
ِِۚ فََذبَُحوَها َوَما َكاُدواْ يَۡفعَلُوَن ـ   ٱلۡ  َر   قَتَۡلتُۡم نَۡفس  َوإِۡذ  ٧١َن ِجۡئَت بِٱۡلَحق  ُ ُمۡخِرج  ا فَٱده  ا ُكنتُۡم  تُۡم فِيَهاۖۡ َوٱَّلله مه

تِِهۦ لَعَلهُكۡم تَۡعِقلُوَن  ٧٢ تَۡكتُُمونَ  ُ ٱۡلَمۡوتَى  َويُِريُكۡم َءايَ  ِلَك يُۡحيِ ٱَّلله
ثُمه قََسۡت  ٧٣فَقُۡلنَا ٱۡضِربُوهُ بِبَۡعِضَهاِۚ َكَذ 

ِلكَ  نُۢ بَۡعِد َذ  ُرِۚ َوإِنه ِمۡنَها لََما فَِهَي َكٱۡلِحَجاَرةِ أَۡو أََشدُّ قَۡسَوة ِۚ  قُلُوبُُكم م ِ ُر ِمۡنهُ ٱۡۡلَۡنَه   َوإِنه ِمَن ٱۡلِحَجاَرةِ لََما يَتَفَجه
ِفٍل َعمه  ُ بِغَ  ُِۗ َوَما ٱَّلله  ۞ ٧٤ ا تَۡعَملُونَ يَشهقهُق فَيَۡخُرُج ِمۡنهُ ٱۡلَمآُءِۚ َوإِنه ِمۡنَها لََما يَۡهبُِط ِمۡن َخۡشيَِة ٱَّلل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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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当时，穆撒对他的宗族说：“安拉命令你们宰一头牛。”他们说：“你拿我们开玩笑

吗？”他说：“求安拉不要使我成为愚人。” 

（68）他们说：“你请求你的主，为我们说明那是一头什么样的牛。”他说：“主说那是一

头不老不幼、年龄适中的牛。你们奉命而行吧！” 

（69）他们说：“你请求你的主，为我们说明它的毛色。”他说：“主说那是一头毛色纯黄，

人见人爱的牛。” 

（70）他们说：“你请求你的主，为我们说明那究竟是一头怎样的牛，因为在我们看来，

牛都是相似的。若安拉意欲，我们定能得到它。” 

（71）他说：“主说那是一头不善耕地灌溉，体无杂色的牛。”他们说：“现在你说明真相

了。”于是，他们宰了那头牛，但并非心甘情愿。 

（72）原先你们杀了一个人，你们却相互抵赖，而安拉要揭穿你们隐讳的事实。 

（73）我说：“你们用它的一部分打他吧！”安拉如此使死者复活，并给你们昭示他的迹象，

以便你们了解。 

（74）此后，你们的心又变硬了，如同石头，或比石头更硬。有些石头，诸河自它涌流；

有些石头，径自崩裂，从中涌出泉水，有些石头，为惧怕安拉而坠落。安拉绝不忽视你们的作

为。 
     

『提示』前面的经文列举了犹太人的部分罪行，黄牛的故事在这里揭示的,仍然是这个极

具劣根性的民族的悖逆和愚顽，从中也体现了安拉生杀予夺的大能。 

 

【注释】 

（67）本章正是根据这个故事被命名为“黄牛章”的。这个故事在古兰中只出现了一次。 

这个故事的经文降示的背景是，从前有一个以色列人，钱很多却无子嗣，他只有一个侄子

可做唯一继承人，而其侄子继财心切，将叔父杀害，趁夜把尸体放在邻居门前，天亮时便直接

指控邻居为凶手，此时众人大乱。他们中的智者建议，由安拉的使者穆撒来解决此事。于是他

们来找穆撒。先知穆撒便奉安拉的启示让他们宰一头牛。这几节经文为解决特定问题而降，但

它们的蕴涵是涉及多方面的：揭示以色列人代代承袭的卑劣本性；表现安拉生杀予夺的无限大

能。 

先知说：“安拉命令你们宰一头牛。”意思是说，我作为一介凡人，仅凭个人的能力同样无

法解决你们面对的命案，我们只能仰赖天启指导明断此案。然而他们却表现出悖逆和怀疑，并

将安拉的命令视为玩笑，先知只能告诉他们，以安拉的命令开玩笑是愚昧的表现，求主保护他

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68）根据前一段经文的训示，他们只要随意宰一头牛，任务即告完成，但他们却要求先

知告诉他们那是怎样的牛，仿佛他们仍在怀疑穆撒是在玩弄他们。而且他们以极不恭敬的口吻

说：“你请求你的主告诉我们”，好像安拉只是穆撒的主，而不是他们的主！穆撒完全可以质问

他们：牛就是任何一头牛，他们为何限制选择范围呢？但是为了避免引起他们的无谓争执，穆

撒冷静地告诉他们，安拉命令他们宰的，是一头不老不幼，年龄适中的牛，而且即刻行动。 

        （69）设若他们遵奉主命而宰一头不老不幼、年龄适中的牛，任务即告完成，但他们仍作

茧自缚，缩小选择范围：要求为他们说明其毛色。于是，更重的责成来了：那是一头“毛色纯

黄、人见人爱”的牛。 

        （70-72）他们继而以牛都是相似的为由，更进一步询问那究竟是一头怎样的牛？他们似

乎在刁难先知，或在怀疑他的话；或企图让他放弃宰牛的断案途径，另谋良方……只有安拉知

道他们的真实用心。 

他们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刁难该到尽头了：“若安拉意欲，我们定能得到它。” 

根据他们的苛求，在不老不幼、年龄适中、毛色纯黄、人见人爱的条件之上，安拉又给他

们增加了不善耕地、体无杂色、完美无暇的额外条件。 

他们说：“现在你说明真相了。”好像穆撒最初并没有把真相告诉他们一样！可以想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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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生入死，从法老的魔掌中拯救他们的先知不信任和不恭敬的程度！ 

他们最后在一个人处找到了具备上述特点的牛，而这是那人唯一的一头牛，若不付可装满

整个牛皮的黄金作为代价，他不肯出卖，最后他们极不情愿地买下了这头牛，并宰了它。 

安拉这时将实情告诉他们：你们一向对天启使命持怀疑态度，现在安拉要对你们显示他生

杀予夺的大能，同时揭穿你们的恶行。 

（73）主给人类赋予生命，也能够收去生命，并能再次赋予生命。用被宰的牛的一部分打

死者让其复活，只是一种启迪人类心智认识主的全能的特殊形式，而并非复活死者的必然途径。 

宰牛是以色列人习以为常的献祭传统。而用被宰之物给死者恢复生机，且不论是否人力所

及，连二者之间有何内在联系，也是人类理智无法想象的。生命与死亡之间的距离，是人类连

想象都无法做到的。但对于安拉，创造宇宙万有的主，那是何等容易！ 

安拉复活死人，并不需要借助某种“途径”，而只是为注重“视觉效果”的人类提供一种

具体而实在的“迹象”，以便他们真正了解。 

这个故事，以安拉命令宰牛开始，随着以色列人喋喋不休的询问不断延伸，但没有即刻说

明通过宰牛将要达到何种目的，因而造成了一种悬念，最后当他们宰了牛时，安拉出人意料地

命令他们用牛的一部分打死者，并告诉他们，安拉就是这样随意复活死人的。这时，他们才恍

然大悟，相对无言了。 

据戈塔代传述，他们用牛身上的一块肉打了死者的大腿，死者就复苏了，他告诉他们，杀

害他的凶手是他的侄子，然后死去了。 

（74）从上述经历中，他们已经亲眼看见了安拉对以色列人的特恩，及安拉复活死人的大

能，他们的灵魂本可借此而摆脱卑劣和愚顽，心灵借此而变得剔透柔软，然而事实根本不是这

样，他们的心又变硬了！比起为他们流出十二道泉水的石头更硬！比起安拉显现时因惧怕而迸

裂的石山更硬！ 

在与安拉的多次缔约面前；在安拉的种种恩惠面前，他们的选择永远都是背约失信，忘恩

负义。 

但是，他们绝不要以为安拉是忽视他们行为的。 

       

      

 

不要对犹太人信奉伊斯兰抱有希望 
 

فُونَهُۥ ِمنُۢ بَۡعِد َما َعقَلُوهُ َوُهۡم  أَفَتَۡطَمعُوَن أَن يُۡؤِمنُواْ لَُكۡم َوقَۡد َكاَن فَِريق   ِ ثُمه يَُحر ِ َم ٱَّلله
ۡنُهۡم يَۡسَمعُوَن َكلَ  م ِ

ُ  َوإَِذا لَقُواْ ٱلهِذيَن َءاَمنُواْ قَالُٓواْ َءاَمنها َوإَِذا َخََل بَۡعُضُهۡم إِلَى  بَۡعض   ٧٥يَۡعلَُموَن  ثُونَُهم بَِما فَتََح ٱَّلله قَالُٓواْ أَتَُحد ِ
وُكم بِِهۦ ِعنَد َرب ُِكۡمِۚ أَفَََل تَۡعِقلُوَن عَ  وَن َوَما يُۡعِلنُوَن  ٧٦لَۡيُكۡم ِليَُحآجُّ َ يَۡعلَُم َما يُِسرُّ  ٧٧أََو ََل يَۡعلَُموَن أَنه ٱَّلله

ٓ أََمانِيه َوإِۡن ُهمۡ  َب إَِله
يُّوَن ََل يَۡعلَُموَن ٱۡلِكتَ  َب بِأَۡيِديِهۡم ثُمه  ۡيل  فَوَ  ٧٨إَِله يَُظنُّوَن  َوِمۡنُهۡم أُم ِ لهِذيَن يَۡكتُبُوَن ٱۡلِكتَ  ل ِ

ِ ِليَۡشتَُرواْ بِِهۦ ثََمن   َذا ِمۡن ِعنِد ٱَّلله ۖۡ يَقُولُوَن َه  ا َكتَبَۡت أَۡيِديِهۡم َوَوۡيل    فََوۡيل  ا قَِليَل  مه ا يَۡكِسبُونَ  لهُهم م ِ مه  ٧٩ لهُهم م ِ
ٓ أَيهام  َوقَالُواْ لَن تََمسهنَا ٱلنهاُر إِ  ۡعُدوَدة ِۚ َله ِ َعۡهد    قُلۡ ا مه هَخۡذتُۡم ِعنَد ٱَّلله ُ َعۡهَدهُۥٓۖۡ أَۡم تَقُولُوَن َعلَى أَت ا فَلَن يُۡخِلَف ٱَّلله

ِ َما ََل تَۡعلَُموَن  َطۡت بِِهۦ َخِطيٓ  بَلَى ِۚ َمن َكَسَب َسي ِئَة   ٨٠ٱَّلله ِلُدوَن   َوأََح  ُب ٱلنهاِرۖۡ ُهۡم فِيَها َخ  ئَِك أَۡصَح 
ٓ تُهُۥ فَأُْولَ 

ِلُدوَن  ٨١ ُب ٱۡلَجنهِةۖۡ ُهۡم فِيَها َخ  ئَِك أَۡصَح 
ٓ ِت أُْولَ  ِلَح  َق بَنِٓي  ٨٢َوٱلهِذيَن َءاَمنُواْ َوَعِملُواْ ٱلصه  َوإِۡذ أََخۡذنَا ِميثَ 

ِءيَل ََل  ٓ ِلَدۡيِن إِۡحَسان  إِۡسَر  َ َوبِٱۡلَو  ِكيِن َوقُولُواْ ِللنهاِس ُحۡسن  تَۡعبُُدوَن إَِله ٱَّلله َمى  َوٱۡلَمَس  ا ا َوِذي ٱۡلقُۡربَى  َوٱۡليَتَ 
ةَ ثُمه تََولهۡيتُۡم إَِله قَِليَل   َكو  ةَ َوَءاتُواْ ٱلزه لَو  ۡعِرُضوَن َوأَقِيُمواْ ٱلصه نُكۡم َوأَنتُم مُّ  ٨٣ م ِ

 

（75）你们还盼望他们相信你们吗？他们当中有一派人，曾听到安拉的话，而在了解之后

故意加以篡改。 

（76）他们遇见信士时，就说：“我们归信了。”而在他们彼此私下聚会时，他们却说：

“难道你们把安拉启示给你们的告诉他们，让他们将其作为在安拉面前与你们争论的把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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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怎么不懂事呢？” 

（77）难道他们不知道安拉是全知他们隐匿的和公开的吗？ 

（78）他们当中有些文盲，不懂经典，只知妄言，他们专事猜测。 

（79）伤哉！那些人，他们亲手写经，然后说：“这是安拉降示的。”他们欲借此换取些微

代价。伤哉！他们亲手所写。悲乎！他们亲自所干。 

（80）他们说：“除若干有数的日子外，火绝不接触我们。”你说：“你们在安拉那里立约

了吗？那么安拉绝不爽约；还是你们在借安拉之名说自己都不知道的呢？” 

（81）不然，凡犯罪且被其罪包围的人，均是火狱的居民，他们永居其中。 

（82）归信并且行善者，是乐园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 

（83）当时，我与以色列的后裔缔约：“你们只崇拜安拉，并孝敬父母，善待亲属，怜悯

孤儿，赈济贫民，对人说善言，谨守拜功，完纳天课。”然后，除少数人外，你们都背约了，

你们是惯于爽约的。 
       

『提示』安拉在前面的经文中列举了犹太人的大量罪行后，在下面告诉穆圣和穆斯林，犹

太人缔约毁约，篡改天经，阳奉阴违的罪恶历史表明，他们全无信奉伊斯兰的可能，穆斯林不

要对他们接受真理抱有希望。 

 

【注释】 

（75）在追述犹太人祖先的历史后，古兰坦白地告诫穆圣及麦地那的穆斯林，不要对犹太

人信奉伊斯兰抱有希望，他们的历史说明，他们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民族。 

他们中的“一派人”，指他们的精英：学者和修士。他们亲耳倾听降于穆撒的《讨拉特》，

然后，受利欲的驱使，将其中不利于自己的内容篡改得面目全非。他们既然能曲解甚至篡改降

于本族先知的经典，那么，他们对穆圣的经典和使命持反对和破坏态度，是极为自然之事了。 

（76）他们不但隐讳真理，篡改经典，而且还欺骗成性，你们怎能指望他们皈依正教呢！ 

他们已从《讨拉特》中知道穆圣的情况，所以，他们仅从这层意义上对信士们说：“我们归信

了”的，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相信圣经所言，而并非相信出自阿拉伯民族的这个先知本人。

按照他们的说法，即便是这样的措辞也是极不谨慎的。所以当他们彼此聚会时，他们中的所谓

有识之士批评不谨慎者说：难道你们把这种秘密透露给他们，让安拉借此在末日惩罚我们吗？ 

这里他们犯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是，他们以为将这个秘密告诉给信士，安拉就会抓到惩治他

们的把柄，而如果他们对此守口如瓶，安拉就无可奈何于他们了！ 

        他们竟然将这种自欺的作法，视为懂事理，足见他们的愚顽程度！ 

（77）如果他们认为安拉同人类一样可以被欺骗，那么说明他们对安拉是多么的无知！同

时也说明他们离安拉的正教多么遥远！事实上，他们决不能欺瞒安拉，因为安拉是全知幽明的。 

（78-79）古兰告诉信士，以色列人有两类：文盲和学者。前者不识经典，只知妄想，以

“上帝的选民”和“清白无罪者”自居；而后者则利用前者的愚昧无知篡改经典，曲解教义，

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随意编撰若干内容，然后大肆宣传说：这就是经典所言！以此牟取名利地

位。 

岂知他们的所作所为纯属纵火自焚！ 

由这样的反动类型形成的民族，怎么可能信奉伊斯兰呢？ 

（80）当一个人做了善事时，他不应居功自傲，不断言他定能凭自己的善功进乐园，而且

坚信自己做的远不足以赢得乐园，同时指望安拉广施鸿恩，接受自己的善功。而当他犯了错误

时，不应将自己的错误看得很轻，而认为安拉会对自己从轻发落。他应当坚信自己的人生充满

错误、缺点、不义和自亏，如果没有自己的忏悔，没有安拉的恕饶，自己永远不能成功。 

然而，以色列人却自以为是，貌似胸有成竹地称：除他们拜犊四十日的罪行外，绝无遭受

火刑的理由！ 这是何等的狂妄和自信！好像他们曾与安拉立下特殊的约会一样！ 

（81）通过反驳以色列人的谬论，古兰向人们昭示与伊斯兰的宇宙观、人生观相适应的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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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观：长期犯罪，不思悔改者，永居火狱；有正信和善行者，永居乐园。这是亘古不变的判决。  

当善恶的标准被破坏时，道德便随之沦丧。于是积重难返，渐渐“被罪恶所包围”，火狱

便成为他们最合适的归宿。 

（82）具备正信，并将正信体现于行为者，是符合天启标准的人，因而他们是成功者，他

们的报酬是永恒的乐园享受。 

根据正统先贤们的论述，信仰是言论与行为的统一体， 即心口一致地招认“除安拉外，

绝无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和使者。”并身体力行，将自己的整个人生变为崇拜

安拉的过程；以穆圣为楷模，切实履行治理大地的使命。 

信仰，只有外化为人类个人和集体生活中的具体行为，才可称其为真正的信仰。阿拉伯半

岛的多神教徒，是承认造物主的存在及其独一性的，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拜主独一”的行为，

他们那种“承认”仍毫无意义。据此，如果一个人只有口头或内心的“静止的信仰”，而无任

何具体行为的体现，那么其信仰的存在是没有证据的。此外，如果按圣训确立的标准——“用

心厌恶罪恶，是最弱的信仰，是信仰的最低表现”，那么，当内心对罪恶的厌恶也不存在时，

还会存在信仰吗？ 

信仰，始于个人的意识深层，终于生命的结束，包括对教门所有功课的履行及所有生活细

节中对天启原则的贯彻实施。 

（83）以下几节经文，仍是对以色列人历史的追述。旨在让穆斯林对犹太人的劣根性有足

够的认识，以便用更合适的方式去应对麦地那的犹太人。 

在整个古兰中，“当时，我与以色列的后裔缔约……”的句子出现的频率，与“除少数人

外，你们都背约了”的句子出现的次数几乎一样多。可见他们的违约已成本性，而绝非偶然。 

安拉与他们缔结的盟约，同赋予历代任何一个先知的使命一样，不外乎涉及信仰与道德，

宗教功修与社会义务两个方面，而且所责成的内容均具有“现实性”，即都在人类能力范围之

内。然而，除少数人外，他们仍背约了！ 

 

 

犹太人毁约的例子之一 
 

قَُكۡم ََل تَۡسِفُكوَن ِدَمآَءُكۡم َوََل  ِرُكۡم ثُمه أَۡقَرۡرتُۡم َوأَنتُۡم تَۡشَهُدوَن َوإِۡذ أََخۡذنَا ِميثَ  ن ِديَ  ثُمه  ٨٤تُۡخِرُجوَن أَنفَُسُكم م ِ
ُٓؤََلِٓء تَۡقتُلُوَن أَنفَُسُكۡم َوتُۡخِرُجوَن فَِريق   ِن َوإِن أَنتُۡم َه  ۡثِم َوٱۡلعُۡدَو  َهُروَن َعلَۡيِهم بِٱۡۡلِ

ِرِهۡم تََظ  ن ِديَ  نُكم م ِ ا م ِ
ٌم َعلَۡيُكمۡ يَۡأتُوُكۡم أَُس   ُدوُهۡم َوُهَو ُمَحره ِۚ  َرى  تُفَ  ِب َوتَۡكفُُروَن بِبَۡعض   فََما َجَزآُء إِۡخَراُجُهۡمِۚ أَفَتُۡؤِمنُوَن بِبَۡعِض ٱۡلِكتَ 

ِلَك ِمنُكۡم إَِله ِخۡزي  
ا  َمن يَۡفعَُل َذ  ِفٍل َعمه ُ بِغَ  ٓ أََشد ِ ٱۡلعََذاِبُۗ َوَما ٱَّلله َمِة يَُردُّوَن إِلَى  ۡنيَاۖۡ َويَۡوَم ٱۡلِقيَ  ةِ ٱلدُّ فِي ٱۡلَحيَو 
ئَِك ٱلهِذيَن ٱۡشتََرُواْ  ٨٥تَۡعَملُوَن 

ٓ ۡنيَا بِٱۡۡلِٓخَرةِۖۡ فَََل يَُخفهُف َعۡنُهُم ٱۡلعََذاُب َوََل ُهۡم  أُْولَ  ةَ ٱلدُّ  ٨٦يُنَصُروَن ٱۡلَحيَو 

 

（84）当时，我与你们缔约：你们不能自相残杀，不能把同族的人逐出家乡。然后，你们

承诺并作证了。 

（85）然后，你们这些人仍自相残杀，仍将部分同族逐出家乡，你们彼此以罪恶和仇恨相

辅，压迫他们。而当他们被俘到你们处时，你们又赎救他们。其实，你们驱逐他们本身就是非

法行为。难道你们信一部分经典，不信一部分经典吗？你们中有此行为者，其回报是今世受辱,

后世将驱至最严厉的刑罚。安拉绝不忽视你们的行为。 

（86）这些人,是以后世换今世的，故他们的刑罚不被减轻， 他们也不获援助。 

 

『提示』在前面的经文中，安拉列举了犹太人背弃誓约，违抗主命的大量例证，并告诉穆

圣和穆斯林不要对这些人信奉伊斯兰抱有希望，在这几节经文中，安拉通过揭露犹太人对待自

己亲族的毒辣手段，更进一步告诉穆斯林，他们皈依正教是绝不可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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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84）这又是一次缔约。依然是最起码的要求：兄弟勿阋于墙。他们欣然承诺，但是他们

真的会践约吗？ 

（85）结果不难想象，同往常一样，依然是违约。古兰显然在暗示穆斯林，犹太人既可以

六亲不认，自相残杀，他们对穆斯林绝不可能手软，因此穆斯林必须提高警惕。他们不是在真

理正义的事业中携手共进，而是在仇视和压迫同族方面彼此勾结，极尽破坏人伦道德之能事。 

古兰记叙的这段历史，发生在伊斯兰统一麦地那前不久。原居住麦地那的奥斯和赫兹拉吉

两大阿拉伯部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居住在麦地那的三个犹太部落中，白尼·盖奴卡尔和白

尼·乃兑尔与赫族结盟；白尼·古莱佐与奥族结盟，每次发生战事，各同盟合力向对方发起进

攻。在战场上，犹太人无情地向自己的同族举起屠刀。战争结束时，胜利者将失败者的财产洗

劫一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然而，杀害同族、将同族逐出家乡属犹太经典中安拉严禁之事。

于是他们亡羊补牢，又将犹太俘虏赎回，以表现他们遵守《讨拉特》的规定。那么，他们早知

如此，何必当初呢？难道他们相信一部分经典，不信另一部分吗？ 

这种在经典原则与具体行为之间制造的矛盾，是对天启信仰的严重亵渎，故有这种行为者，

今世应遭受凌辱，后世应驱至重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安拉是明察秋毫的。 

（86）他们之所以违背与安拉缔结的盟约，归根结底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满足个人欲望。 

不然的话，他们怎会同信仰上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多神教徒结盟呢？ 正由于他们为了今世享受

抛弃后世，他们的刑罚不蒙减轻，“今世的同盟”  也丝毫不能援助他们。 

                

 

 

犹太人对待众先知的态度 
 

ُسِلۖۡ َوَءاتَۡينَا ِعيَسى ٱۡبَن َمۡريََم ٱۡلبَي ِنَ   َب َوقَفهۡينَا ِمنُۢ بَۡعِدِهۦ بِٱلرُّ هُ بُِروحِ ٱۡلقُُدِسُۗ َولَقَۡد َءاتَۡينَا ُموَسى ٱۡلِكتَ  ِت َوأَيهۡدنَ 
ٓ أَنفُُسُكُم ٱۡستَۡكبَۡرتُۡم فَفَِريق   َوقَالُواْ قُلُوبُنَا  ٨٧ا تَۡقتُلُوَن ا َكذهۡبتُۡم َوفَِريق  أَفَُكلهَما َجآَءُكۡم َرُسوُلُۢ بَِما ََل تَۡهَوى 

ُ بُِكۡفِرِهۡم فَقَِليَل   ِۚۚ بَل لهعَنَُهُم ٱَّلله ا يُۡؤِمنُوَن ُغۡلُفُۢ ب   ٨٨ مه ا َجآَءُهۡم ِكتَ  ق   َولَمه ِ ُمَصد ِ ۡن ِعنِد ٱَّلله ل َِما َمعَُهۡم  م ِ
ا َعَرفُواْ َكفَُرواْ بِِهۦِۚ فَلَۡعنَةُ  ا َجآَءُهم مه ِفِرينَ  َوَكانُواْ ِمن قَۡبُل يَۡستَۡفتُِحوَن َعلَى ٱلهِذيَن َكفَُرواْ فَلَمه ِ َعلَى ٱۡلَك   ٱَّلله

ُ ِمن فَۡضِلِهۦ َعلَى  َمن يََشآُء ِمۡن بِۡئَسَما ٱۡشتََرۡواْ بِِهۦٓ أَنفَُسُهۡم أَن يَۡكفُرُ  ٨٩ َل ٱَّلله ُ بَۡغيًا أَن يُنَز ِ واْ بَِمآ أَنَزَل ٱَّلله
ِفِريَن َعَذاب  ِعبَاِدِهۦۖۡ فَبَآُءو بِغََضٍب َعلَى  َغَضب ِۚ  ِهين    َوِلۡلَك  ُ قَالُواْ  ٩٠ مُّ َوإَِذا قِيَل لَُهۡم َءاِمنُواْ بَِمآ أَنَزَل ٱَّلله

ق   آ أُنِزلَ نُۡؤِمُن بِمَ  ِ ِمن َعلَۡينَا َويَۡكفُُروَن بَِما َوَرآَءهُۥ َوُهَو ٱۡلَحقُّ ُمَصد ِ بِيَآَء ٱَّلله ا ل َِما َمعَُهۡمُۗ قُۡل فَِلَم تَۡقتُلُوَن أَنُۢ
ۡؤِمنِيَن  ِت ثُمه ٱتهَخۡذتُُم  ٩١قَۡبُل إِن ُكنتُم مُّ وَسى  بِٱۡلبَي ِنَ  ِلُموَن ۞َولَقَۡد َجآَءُكم مُّ  ٩٢ٱۡلِعۡجَل ِمنُۢ بَۡعِدِهۦ َوأَنتُۡم َظ 

ة   ُكم بِقُوه قَُكۡم َوَرفَۡعنَا فَۡوقَُكُم ٱلطُّوَر ُخذُواْ َمآ َءاتَۡينَ 
َوٱۡسَمعُواْۖۡ قَالُواْ َسِمۡعنَا َوَعَصۡينَا َوأُۡشِربُواْ  َوإِۡذ أََخۡذنَا ِميثَ 

ۡؤِمنِيَن فِي قُلُوبِِهُم ٱۡلِعۡجَل بُِكۡفِرِهۡمِۚ قُۡل بِئۡ  نُُكۡم إِن ُكنتُم مُّ  ٩٣َسَما يَۡأُمُرُكم بِِهۦٓ إِيَم 
 

（87）我曾赐予穆撒经典，并在他之后差遣了许多使者，我将许多明证赐予麦尔彦之子尔

撒，并以神圣的灵魂扶助他。难道每当使者给你们带来你们的私心所不喜爱的时，你们总要妄

自尊大，否认一部分使者，杀害一部分使者吗？ 

（88）他们说：“我们的心是关闭的。”其实不然，安拉因他们不信而弃绝他们，所以他们

很少归信。 

（89）当证明他们经典的一部经典，自安拉降临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归信它。而以前他 

们常常希望借这样的一部经典治服不归信者。然而，他们所承认的真理降临他们时，他们却不

信它。故安拉谴责不归信者。 

（90）他们将自己出卖得太悲惨了！他们仅因为嫉妒安拉降恩于他所意欲的仆人而否认了

安拉所降的经典，所以他们遭受加倍的谴怒。不归信者，应遭辱刑。 

（91）当有人对他们说：“你们应确信安拉降示的经典。”他们就说：“我们确信降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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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典。”他们不信除此以外的，其实，这才是真理，能证实他们所有的经典。你说：“如果你

们是归信者，那么你们以前为什么杀害众先知呢？” 

（92）穆撒给你们带来了许多明证，在他离开你们之后，你们却拜犊为神，你们是不义的。 

（93）当时，我与你们缔约，并将山岳震动于你们上面，我说：“你们必须认真遵守我赐

予的经典，并当听从。”他们说：“我们听而不从。”由于他们的不信，爱犊之心已根深蒂固。

你说：“如果你们是有信仰的， 那么你们的这种信仰命令你们所做的事情太恶劣了。” 
      

『提示』在揭露了以色列人对自己亲族的态度后，古兰开始揭示犹太人对待历代先知的立

场。 

 

【注释】 

（87） 穆圣受命时，犹太人拒绝信奉伊斯兰，理由是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先知，还有可资

规范生活的种种教律，他们不需要改奉其它宗教。 但实际情况如何呢？他们真的恪守自己的

教律吗？ 

天启指出，他们确实经历了历代先知的教化，但他们始终以自己的标准衡量每一个先知，

他们的标准是，不是看其使命的真理性，而看是否符合自己的嗜好和欲求。他们希望通过先知

和使者得到丰足的物质享受，而不是给他们规定种种责成和戒律。由于他们心性的变态，他们

根本不会知道派遣先知，降示天启是为了弥补人类理性的不足，以便更好地指导和规范生活，

让人类依照安拉的意旨去完成治理大地的使命，而不是仅仅来丰富人类的物质享受，更不是投

人所好。 

在穆撒之后，安拉还向以色列人派遣了许多使者，并将尔撒作为以色列人的最后先知。为

此，他赐予尔撒许多明证及“神圣的灵魂”的扶助。 

关于“神圣的灵魂”，有三种解释：杰伯依勒天使，引支勒，尔撒的灵魂。 

这三种解释均是正确的。杰伯依勒本来就是为众先知送启示的天使，这里专门提出以他扶助尔

撒，表示安拉对以色列人的重视。在天启中，常将古兰等经典称做“神圣的灵魂”因而将其诠

释为《引支勒》也是正确的。至于“神圣的灵魂”是尔撒的灵魂的解释，在古兰中也有将尔撒

有母无父的产生称作“来自安拉的灵魂”的描述。 

集三种奇迹于尔撒一身，意味着安拉对以色列民族的重视。妄自尊大、否认真理、杀害使

者，是反动者扼杀真理的手段的逐步升级。是历代反动者对付真理号召者的一贯方式。 

（88）以色列人的劣根性，在麦地那犹太人身上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干脆说：“我

们的心是封闭的”，即你们不必再劝化我们了，我们不可能接受你们的劝导。 

安拉反驳他们道：你们所谓的心关闭的说法并不贴切，事实上，由于你们自甘堕落，选择

悖逆，安拉已使你们远离正道，使你们不能取益于真理，这才是你们很少归信的原因。 

（89）古兰降示了，它证明《讨拉特》的正确成份及被篡改的内容。面对这样一部犹太人

曾经希望通过它治服阿拉伯多神教徒的经典，他们竟一反初衷，断然予以否认。这是因为，带

来这部经典的先知产生于阿拉伯民族，而不是犹太人！仅仅由于“民族”的原因，他们断然否

认了真理，难道他们不知道真理是不受民族、国界及任何因素限制的吗？他们否认真理的理由

之荒唐，正说明了这个民族的劣根性。 

（90）他们仅仅出于嫉妒，也仅仅为了保全狭隘的民族优越感，出卖了自己的幸福，也出

卖了整个民族的幸福！由于他们天性扭曲、道德沦丧，无法安然享受今世生活，在后世，等待

他们的是火狱的惩罚。 

由于他们不归信尔撒与《引支勒》，不归信穆圣与古兰，他们应遭受双重的谴怒和辱刑。 

“嫉妒”的实质，在于一方发现另一方确实具备某种值得艳羡的特质，而自己不具备时，便妄

想这种特质从对方身上消失，即使自己得不到也罢。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从内心深处承认穆

圣正是他们的经典预言的使者，只是由于受私欲的驱使，不予承认而已。 

（91）当穆圣和穆斯林号召犹太人信奉古兰和伊斯兰时，他们表示：他们只相信降于他们

民族的先知的经典。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声明不相信古兰和伊斯兰，但他们的话包涵的正是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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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这也是表现犹太人狡狯、谲诈的一 个方面。 

而事实上，他们也并没有归信降于本族先知的经典，如果他们真正归信《讨拉特》和《引

支勒》的话，他们自然会归信古兰和伊斯兰，也绝对不会存在“枉杀众先知”的罪恶历史。 

（92）为彻底揭露他们“确信降于本族先知的经典”的谎言，古兰溯源而上，将他们对待

穆撒──他们本民族的先知使命的反动立场，及他去西奈山后他们拜犊为神的不义行为展现于

世人面前，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93）还有为了迫使他们坚持经典，听从命令而缔结的一次次誓约，及山岳悬于头顶的威

慑。面对如此严肃的誓约，他们却玩世不恭，公然声明对安拉的训诫“听而不从”，这无疑显

示出他们已悖逆到了极点。 

人类心灵永远有着必须填补的空白，当正信占据它时，它便容不得虚妄的侵蚀；而它被悖

逆和迷信占据时，亦不容正信的涉入。由于他们不信，爱犊之心已根深蒂固。 

安拉命令穆圣：你告诉他们！你们自称是有信仰者，难道杀害先知、崇拜牛犊、背信弃义、

玩世不恭就是你们的“信仰”对你们的要求吗？这种信仰太恶劣了！ 

“信仰”同“宗教”等词一样，只是代表某些概念的名称，用它们可以表达正信正教，同

样也可以用来表示迷信邪道。 

 

 

 

犹太人最贪生怕死 
 

ِ خَ  ن ُدوِن ٱلنهاِس فَتََمنهُواْ  ِلَصة  اقُۡل إِن َكانَۡت لَُكُم ٱلدهاُر ٱۡۡلِٓخَرةُ ِعنَد ٱَّلله ِدقِيَن  م ِ َولَن  ٩٤ٱۡلَمۡوَت إِن ُكنتُۡم َص 
ِلِمينَ 

ُ َعِليُمُۢ بِٱلظه  ا بَِما قَدهَمۡت أَۡيِديِهۡمِۚ َوٱَّلله ة  وَ  ٩٥ يَتََمنهۡوهُ أَبََدُۢ َوِمَن ٱلهِذيَن  لَتَِجَدنهُهۡم أَۡحَرَص ٱلنهاِس َعلَى  َحيَو 
ُر أَۡلَف َسنَة    يََودُّ أََحُدُهۡم لَۡو يُعَمه

ُ بَِصيُرُۢ بَِما  أَۡشَرُكواِْۚ َرُۗ َوٱَّلله َوَما ُهَو بُِمَزۡحِزِحِهۦ ِمَن ٱۡلعََذاِب أَن يُعَمه
 ٩٦يَۡعَملُوَن 

 

（94）你说：“如果安拉那里的后世安宅仅属于你们，他人不得共享，那么你们应祈求早

死，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95）由于他们的前科，他们绝不希望早死。安拉是全知不义者的。 

（96）你必发现他们是人类中最贪生者，他们比多神教徒还要贪生。他们中有人甚至希望

享寿千岁。但他们纵然长寿，终究难逃刑罚。 
 

      

『提示』犹太人自诩为“上帝的选民”，声称只有他们有资格入驻乐园，安拉在这几节经

文中通过命令他们“早死”揭破了他们的谎言。 

  

【注释】 

（94）身负累累罪责，犹太人仍自封为“上帝的选民”、“唯一走正道的民族”、“唯一进乐

园的人”！他们说此话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跟随穆罕默德的人没有进乐园的福份。但这并不

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未来结局充满信心，他们只是为了动摇穆斯林对自己宗教、使者和古兰的

信心才这样做的。于是安拉命令穆圣号召犹太人共同进行“穆巴海莱”（即互相诅咒，祈求安

拉消灭两方中说谎的一方）：如果犹太人自信乐园非他们莫属，那么就让他们早死。 

这一号召切中犹太人要害。他们长期以来明知故为地犯种种罪恶，不就是为了苟且偷生，

及时行乐吗？ 

（95）如前所述，他们自命不凡不是因为对自己的结局充满信心，而是为了动摇穆斯林的

信念。他们深知自己罪恶深重，早已丧失进乐园的资格和得救的希望，因此他们不会希望早死。 

（96）“你必发现他们是人类中最贪生者”， 这是对犹太人人生观的最准确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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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来说，无论荣辱贵贱，只要能够活着就是万幸。只要能跪着活，就不要站着死，他

们比任何一个民族更践行这一生存哲学。 

于是，得势时，他们趾高气扬，心狠手辣地盘剥和迫害其它民族，视所有非犹太民族为不

得上帝眷顾的“外邦人”。 

多神教徒贪生怕死。他们祈求偶像使他们长生不死，然而犹太人比多神教徒更贪生怕死。 

“他们中有人甚至希望享寿千岁”，是因为他们不愿会见安拉，他们甚至不相信在这个生

活之外还会有另一种生活。 

是的，当人类觉得今世的生活是唯一的生活，在这个生活之外生命不再延续时，今世的生

存显得多么短暂啊！对那些尽得声色犬马的享受；对那些认为生命的意义仅在于及时行乐的人

们而言，纵活百年、千年会觉得长吗？ 

因而，信仰后世是一种恩典，是安拉对短暂俗世人生的弥补。信仰后世的人，深知今世的

短暂和狭窄，后世的永恒和宽阔。他们依照安拉的教导和许约，用有限的今世劳动追求永恒无

限的后世幸福，从而，他们的心灵是充实而宁静的，他们的人生态度是积极而真诚的。 

 

 

犹太人敌视杰伯依勒和米卡依勒天使 
 

ق  ـا ل ِ قُۡل َمن َكاَن َعُدو    ِ ُمَصد ِ لَهُۥ َعلَى  قَۡلبَِك بِإِۡذِن ٱَّلله َوبُۡشَرى  ى ا ل َِما بَۡيَن يََدۡيِه َوُهد  ِجۡبِريَل فَإِنههُۥ نَزه
لَ ا َمن َكاَن َعُدو    ٩٧ ِلۡلُمۡؤِمنِينَ  ئَِكتِِهۦ َوُرُسِلِهۦ َوِجۡبِريَل َوِميَكى 

ٓ ِ َوَملَ  ه َ َعُدو    َّلل ِ ِفِريَن  فَإِنه ٱَّلله ۡلَك   ٩٨ل ِ

 
（97）你说：“谁能仇视杰伯依勒呢？他只是奉安拉之命，将启示降于你心中，以证实古

经，引导信士，并向他们报喜。”                  

（98）凡仇视安拉、众天使、众使者以及杰伯依勒和米卡依勒的人，安拉是仇视悖逆者的。 
 

『提示』犹太人不但违抗安拉，枉杀众先知，迫害亲族，甚至对遵奉主命颁降启示的天使

也抱敌视态度。 

 

【注释】 

（97）这里仍在揭示犹太人的其它特性。当犹太人听说是杰伯依勒天使将古兰降于穆圣时，

他们便宣称杰伯依勒天使与他们为敌，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和毁灭。可见他们对穆圣的仇视已到

了恨屋及乌的程度。他们说，就凭这个原因，他们也不能信奉伊斯兰，而如果给穆圣降示古兰

的天使是米卡依勒，他们就信奉伊斯兰。 

这种说法，既狡诈，又愚蠢。 

天性的扭曲，足以导致一切罪恶。难道他们不也是知道杰伯依勒是天使而不是人吗？既然

是天使，他们的特性便是对安拉的一切命令顺从不悖，那么，杰伯依勒与他们为敌之说从何而

来呢？ 

犹太人不是像信士一样去取益于古兰的引导，去了解行善者的报酬而竭力行善，而是在降

示经典的天使上大做文章，可见他们只是在挑剔，他们根本没有追求真理的诚意。 

是的，古兰只是敬畏者的向导，它以永恒的乐园幸福向他们报喜。 

而犹太人既不是敬畏者，又不是归信者，更不是坚信者！ 

（98）犹太人仇视杰伯依勒而偏爱米卡依勒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他们同别的天使一样，都

是安拉忠实的使者，仇视其中的一个，等于仇视全部天使；仇视一位先知，等于仇视众先知；

而仇视众天使和众先知，等于仇视安拉。 

 

 

犹太人对古兰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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ت ۖۡ  ِتُۢ بَي ِنَ  ِسقُوَن َولَقَۡد أَنَزۡلنَآ إِلَۡيَك َءايَ  َهُدواْ َعۡهد   ٩٩ َوَما يَۡكفُُر بَِهآ إَِله ٱۡلفَ  ۡنُهمِۚ بَۡل  ا نهبَذَهُۥ فَِريق  أََو ُكلهَما َع  م ِ
ا َجآَءُهۡم َرُسول   ١٠٠أَۡكثَُرُهۡم ََل يُۡؤِمنُوَن  ق   َولَمه ِ ُمَصد ِ ۡن ِعنِد ٱَّلله َن ٱلهِذيَن أُوتُواْ  ل َِما َمعَُهۡم نَبََذ فَِريق   م ِ م ِ

ِ َوَرآَء ُظُهوِرِهۡم َكأَنهُهۡم ََل يَۡعلَُموَن  َب ٱَّلله َب ِكتَ   ١٠١ٱۡلِكتَ 
 

（99）我确已将许多明显的迹象降于你，只有犯罪者不归信它们。 

（100）他们每缔结一项盟约，不是就有一些人抛弃它吗？不然，他们中大多数人是不归

信的。 

（101）当一个能证实他们所有经典的使者从安拉那里来临他们的时候，一部分有经的人，

把安拉经典弃于背后，好像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注释】 

（99）安拉告诉穆圣，他被授予的是明确的迹象，只有灵魂扭曲，道德败坏的人才不归信

它。这里自然包括麦地那的伪信者和犹太人。 

（100）犹太人不但违背了在西奈山麓与安拉缔结的盟约，以及他们与历代先知缔结的盟

约，同样也违背了穆圣迁徒麦地那之初与他们缔结的盟约。 

        从原则上讲，伊斯兰的大门永远为犹太人乃至世界各民族而敞开，时刻欢迎他们加入穆斯

林的行列。而对穆斯林而言，古兰大量提及犹太人的历史及现状，旨在提醒他们时时警惕犹太

人的阴谋，不要对犹太人抱有太大的希望，他们的大多数人是不会归信的。 

（101）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犹太这个有经的民族始终否认经训，同时，他们又极其

蔑视文盲的阿拉伯民族。实际上，在愚昧方面，他们与多神教徒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

乃至大多数多神教徒在经历了某种程度的思想斗争之后，还是弃暗投明，信奉了伊斯兰，最终

成为初期伊斯兰发展的主力军，而犹太人，不要说为追求真理而接受伊斯兰的号召，就是出于

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信奉伊斯兰者，亦寥寥无几。 

        

 

犹太人对恶魔的谰言亦步亦趋 
 

ِطيَن َكفَرُ   ِكنه ٱلشهيَ 
ُن َولَ  َنۖۡ َوَما َكفََر ُسلَۡيَم  ِطيُن َعلَى  ُمۡلِك ُسلَۡيَم  يُعَل ُِموَن ٱلنهاَس واْ َوٱتهبَعُواْ َما تَۡتلُواْ ٱلشهيَ 

ُروَتِۚ َوَما يُعَل َِماِن ِمۡن أََحٍد َحتهى  يَقُوََلٓ  ُروَت َوَم  ۡحَر َوَمآ أُنِزَل َعلَى ٱۡلَملََكۡيِن بِبَابَِل َه   إِنهَما نَۡحُن فِۡتنَة  ٱلس ِ
قُوَن بِِهۦ بَۡيَن ٱۡلَمرۡ  فَََل  يَن بِِهۦ ِمۡن أََحٍد إَِله بِإِۡذِن  وَ ءِ تَۡكفُۡرۖۡ فَيَتَعَلهُموَن ِمۡنُهَما َما يُفَر ِ َزۡوِجِهۦِۚ َوَما ُهم بَِضآر ِ

هُ َما لَهُۥ فِي ٱۡۡلِٓخَرةِ  ُهۡم َوََل يَنفَعُُهۡمِۚ َولَقَۡد َعِلُمواْ لََمِن ٱۡشتََرى  ِِۚ َويَتَعَلهُموَن َما يَُضرُّ ق ِۚ ٱَّلله
 َولَبِۡئَس َما ِمۡن َخلَ 

ِ َخۡير ِۚ  َولَۡو أَنهُهۡم َءاَمنُواْ َوٱتهقَۡواْ لََمثُوبَة   ١٠٢َكانُواْ يَۡعلَُموَن  َشَرۡواْ بِِهۦٓ أَنفَُسُهۡمِۚ لَۡو  ۡن ِعنِد ٱَّلله  لهۡو َكانُواْ م ِ
 ١٠٣يَۡعلَُموَن 

 
（102）他们对众恶魔关于素莱曼的执政所散布的谰言亦步亦趋。其实，素莱曼没有叛教，

而是众恶魔叛教了。他们将自己的魔术及巴比伦的两个天使哈鲁特和马鲁特所得的魔术授予人

们。而他俩在给任何人教授魔术之前，必说：“我们只是试验，你切不可叛教。”他们从他俩那

里学了可以离间夫妻的魔术，但不得安拉的许可，他们绝不能用魔术伤害任何人。他们所学到

的，是对自己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东西。他们确已知道，学习魔术的人在后世绝无福份。他们将

自己出卖得太悲惨了！假若他们知道的话。 

（103）假若他们归信，而且敬畏，那么，安拉那里的报酬必定是优厚的，假若他们知道。 
 

『提示』犹太人否认古兰后，试图更进一步通过诬蔑古代先知素莱曼而否定穆圣的圣品。

在这方面，他们承袭的是众恶魔对先知素莱曼的执政所造的谣言。这里的经文即为驳斥这些谣



31 

 

言而颁降。 

 

【注释】                                                              

（102）先知素莱曼，是古代先知达乌德之子，蒙安拉遴选，他既拥有圣品，又拥有国权。

安拉赐予他种种特异能力，如统率由精灵、人类、鸟类组成的大军、“使风在上午走一月的路

程，下午也走一月的路程”、“使熔铜像泉水一样涌出”、“令风吹到安拉降福的地方”等。先知

素莱曼去世后，众恶魔在人类中大肆造谣，说素莱曼生前执政时靠运用魔术才拥有了如此强大

的国权和威力，并说他不是先知，而是巫师，旨在动摇人们对先知所传播的“认主独一，拜主

独一”信仰的信心。这种谰言一直流传到穆圣时代，被麦地那犹太人所利用。他们兜售这些谣

言，与素莱曼时代的恶魔有着同样的目的。 

        安拉揭穿了犹太人的阴谋，澄清了事实：魔术作为一种叛教行为，先知素莱曼与它毫无染

指，而是恶魔因玩弄邪术而已叛教。恶魔将自己的和两个天使哈鲁特和马鲁特所得的魔术授予

人们，以便使他们叛教。 

        那么，两位天使是怎么回事？他俩为何在巴比伦？他俩又为何懂得魔术并教人魔术？根据

著名经注家伊本·凯西尔的考释，许多再传弟子如穆贾希德、孙迪、哈桑·巴士里、哥塔代、 

祖胡利等传述了有关哈鲁特和马鲁特的一些细节，但均属以色列人的传闻，而不是传自穆圣的

圣训。古兰经中也没有与其细节相关的描述。对此，穆斯林应该相信，安拉派遣天使在人们面

前展示邪术，只是为了考验人们，正如两位天使所说的：“我们只是试验，你切不可叛教”。这

样一来，就不难理解永不违反主命的天使为何给人教授属于叛教行为的邪术了，因为这是安拉

的特殊安排。 

        然而，面对天使的考验及恶魔的蛊惑，有自由意志的人类选择的却是叛教行为——邪术，

而不是坚守正道！这正是人类的不幸所在。但是，他们尽管掌握了可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但

如果没有安拉的意欲，一般规律中也会出现反常。他们不能以“间离夫妻的邪术”达到害人的

目的，就像烈火对先知伊卜拉欣凉爽无比一样。因为一切规律的预期效果都是安拉使然。但就

他们本身而言，这种选择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因为他们已经从先知的教导中知道，学习魔术

者在后世绝无福份。 

        他们为学到魔术，曾以抛弃正信为代价，所以在后世除遭严刑外，无任何利益可获，他们

的亏折太惨重了！ 

        （103）那些过去学习邪术的人及穆圣时代兜售恶魔谣传的人，除了犯罪外，他们面前还

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接受正信，敬畏安拉。他们可以通过它获得安拉的丰厚回报，但是，

他们却弃善择恶。 

  

 

犹太人摇唇鼓舌，欺弄先知 
 

ِفِريَن َعَذاٌب أَِليم    َوِلۡلَك 
ِعنَا َوقُولُواْ ٱنُظۡرنَا َوٱۡسَمعُواُْۗ ٓأَيَُّها ٱلهِذيَن َءاَمنُواْ ََل تَقُولُواْ َر  ا يََودُّ ٱلهِذيَن  ١٠٤ يَ  مه

ۡن َخۡير   َل َعلَۡيُكم م ِ ِب َوََل ٱۡلُمۡشِرِكيَن أَن يُنَزه ُ يَۡختَصُّ بَِرۡحَمتِِهۦ َمن  َكفَُرواْ ِمۡن أَۡهِل ٱۡلِكتَ  ب ُِكۡمِۚ َوٱَّلله ن ره م ِ
ُ ذُو ٱۡلفَۡضِل ٱۡلعَِظيِم   ۞ ١٠٥يََشآُءِۚ َوٱَّلله

 

（104）归信的人们啊！你们不要说：“拉仪纳”，而说：“温祖尔纳”，你们应当听从。不

归信者将受痛苦的刑罚。 

（105）有经的人和多神教徒中的不归信者，都不情愿安拉给你们降下任何福利。但安拉

将他们的慈恩专赐予他所意欲的人，安拉是有宏恩的。 
  

【注释】 

（104）古兰经中，尤其麦地那章中常以“归信的人们啊！”呼吁信士做某些事或远离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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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这种朴素而优美的称谓中，蕴涵着先知与信士、君王与庶民、富有者与赤贫者、长者与幼

者在安拉跟前的平等地位。正信使人们从“阶级”、“等级”中解放出来，成为唇齿相依、等若

十指的弟兄。这正是伊斯兰赋予人类的关于“弟兄”的全新概念。 

经文呼吁信士从言行上避免给犹太人留下侮辱伊斯兰的口实，尽管“拉仪纳”和“温祖尔

纳”是同义词，统为“关照、呵护”之意，但应说后者，不说前者。原因是犹太人已经在这个

词上做文章而使其失去了原有的含义。穆斯林与穆圣见面时说此言，表示对先知的信任：“请

关照我们。”而犹太人见穆圣时也说此言，但他们使用的是以“拉仪纳”为词根的另一个词的

含义：愚蠢的人。即他们在摇唇鼓舌，巧言谩骂穆圣。 

巧舌如簧，善于运用“语言艺术”，不放过哪怕一顶点蝇头小利，是犹太人的另一个特性。

这只表明他们灵魂卑劣、道德沦丧的程度，也说明犹太人对穆斯林的仇恨程度。 

穆斯林用无懈可击的语言及始终不渝的听从，表达对穆圣的忠贞和信赖，使犹太人的卑鄙

暴露在阳光之下！ 

（105）安拉向信士透露犹太人和多神教徒卑鄙的内心世界：他们不希望信士得到任何福

利，尽管他们的主观愿望并不能阻止安拉降福于信士。 

“不情愿”是逆徒内心的秘密，全知心事的安拉将它透露给信士，足以说明安拉对信士的

爱护和恩慈。旨在让信士在向这些人传达真理的同时提防他们的阴谋。 

 

 

天启中的“废止”现象 
 

َ َعلَى  ُكل ِ َشۡيء   بَِخۡير  َما نَنَسۡخ ِمۡن َءايٍَة أَۡو نُنِسَها نَۡأِت   أَلَۡم تَۡعلَۡم أَنه ٱَّلله
ُۗٓ ۡنَهآ أَۡو ِمۡثِلَها أَلَۡم تَۡعلَۡم  ١٠٦قَِديٌر  م ِ

ِ ِمن َوِلي    ن ُدوِن ٱَّلله ِت َوٱۡۡلَۡرِضُۗ َوَما لَُكم م ِ َو  َ لَهُۥ ُمۡلُك ٱلسهَم  لُواْ   أَۡم تُِريُدوَن أَن تَسۡ  ١٠٧َوََل نَِصيٍر  أَنه ٱَّلله
ِن فَقَۡد َضله َسَوآَء ٱلسهبِيِل  يَم   َوَمن يَتَبَدهِل ٱۡلُكۡفَر بِٱۡۡلِ

 ١٠٨َرُسولَُكۡم َكَما ُسئَِل ُموَسى  ِمن قَۡبُلُۗ
 

（106）无论我废止那节经文，或使人忘记它，我必代之以更好的或同样的。难道你不知

道安拉是全能于万事的吗？ 

（107）难道你不知道安拉拥有天地的权力吗？除安拉外，你们没有任何保护者，也没有

任何援助者。 

（108）难道你们要像穆撒的民众向穆撒提出要求那样，也向我提出要求吗？以正信换取

迷误的人，确已迷失正道了。 
 

【注释】 

（106）在古兰降示的过程中，“废止现象”是确实存在的。然而，犹太人在古兰中关于某

些教律规定的“废止”上大作文章，试图蛊惑人心，动摇穆斯林对天启的信仰。于是，安拉指

出，无论废止哪节经文、或使人忘记它，他必代之以更好的或同样的。这是安拉的权力，无论

他如何安排，均会是最符合人类利益的。 

在历时二十三年的宣教过程中，安拉陆续向先知降示了古兰。全部古兰分为麦加时期和麦

地那时期降示的两大类。“麦加类”经文一般比较概括、笼统。穆圣于公元 622 年迁徒麦地那

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由早期的单纯传播信仰，转入信仰和社会体制的同时确立和完善。

这时，安拉又陆续降示了大量新的经文，取代或直接废除了先前降示的某些规定。废止的经文

均与法律规定有关，一方面旨在与穆斯林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为了验证穆斯林对天启

的信仰和服从程度。 

然而，在穆圣迁徒麦地那十六个月后，当礼拜的朝向由原来的耶路撒冷转向卡尔白时，犹

太人以为找到了钻空子的机会，便对穆斯林说：如果原先朝向耶路撒冷是错误的，那么你们长

达十六个月的拜功不是徒劳无益吗？而如果先前的朝向是正确的，又何必改变呢？ 

犹太人的置疑对一些信仰薄弱的穆斯林果然产生了影响，但安拉及时降示启示，消除了他

们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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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一部分信士受犹太人言论的影响，思想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疑惑，于是，安拉质

问他们：难道你们不相信安拉拥有天地大权，他是唯一的援助者和保护者吗？质问中不乏谴责

的意味。 

（108）作为信士，信念不应随便动摇而动辄向使者提出种种疑问和要求，在这方面，应

与穆撒的民众，即以色列人作出区别。否则便是舍本逐末，以正信换取迷误。 

   

 

犹太人希望穆斯林叛教 
 

نُِكۡم ُكفهاًرا َحَسد   َوده َكثِير   نُۢ بَۡعِد إِيَم  ِب لَۡو يَُردُّونَُكم م ِ ۡن أَۡهِل ٱۡلِكتَ  نُۢ بَۡعِد َما تَبَيهَن لَُهُم م ِ ۡن ِعنِد أَنفُِسِهم م ِ ا م ِ
 فَ 
َ َعلَى  ُكل ِ َشۡيء  ٱۡلَحقُّۖۡ ُ بِأَۡمِرِهۦُٓۗ إِنه ٱَّلله ةَ َوَءاتُواْ  ١٠٩ قَِدير   ٱۡعفُواْ َوٱۡصفَُحواْ َحتهى  يَۡأتَِي ٱَّلله لَو  َوأَقِيُمواْ ٱلصه

ۡن َخۡير   ُمواْ ِۡلَنفُِسُكم م ِ ةَِۚ َوَما تُقَد ِ َكو  َ بَِما تَۡعَملُو ٱلزه ُِۗ إِنه ٱَّلله  ١١٠ َن بَِصير  تَِجُدوهُ ِعنَد ٱَّلله
 

（109）有经的人中有许多人，企望你们在归信之后再行叛教，这是因为他们在真理昭著

以后嫉妒你们的缘故。你们仍应饶恕他们，原谅他们，直至安拉诏示他的命令。安拉是全能于

万事的。 

（110）你们应当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凡你们为自己所做的善功，将在安拉那里得到其

报酬。安拉是明察你们行为的。 
        

【注释】 

（109）安拉在这里为信士揭示犹太人之所以反对伊斯兰，侮辱和迫害穆斯林的根本原因。

犹太人作为有经人，对伊斯兰始终持破坏立场，绝不是因为他们的无知，而正是因为他们知道

穆圣就是他们的经典所预言的封印的使者；古兰就是千真万确的引导世人、统一世人的经典。

他们意识到这必将使他们失去上帝选民的地位，所以他们才持这种态度，才与之不共戴天。 

这是赤裸裸的嫉妒！ 

嫉妒是人性的弱点，但在犹太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真正的嫉妒在这样的时候产生：当一个人得知另一个人确实得到了巨大的、自己想得而未

得到的好处之时。如果对方得到的好处是虚假的或劣质的，那么他断然不会嫉妒！ 

嫉妒分泌于卑微的灵魂，然后摧残灵魂，直至使灵魂变成一种空洞概念。 

        然而，信士并不因他们的嫉妒而怨怨相报，如果那样，岂不成了他们的同类！岂不陷入了

他们的圈套！他们希望用各种手段将信士的注意力吸引到与他们进行无谓的争执和较量上，以

便忘记真正应该从事的事业。所以信士应饶恕他们、原谅他们，让全能的安拉在合适的时间，

以合适的方式去处置他们。 

（110）既然犹太人悖逆的实质在于对穆斯林的嫉妒，那么，穆斯林应当义无反顾地坚持

真理，履行安拉的一切责成，为自己创造两世成功的条件。他们将在安拉那里获得自己行为的

全部报酬。 

 

 

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相互攻讦 
 

نَُكمۡ  ُۗ تِۡلَك أََمانِيُُّهۡمُۗ قُۡل َهاتُواْ بُۡرَه  َرى  ِدقِيَن  َوقَالُواْ لَن يَۡدُخَل ٱۡلَجنهةَ إَِله َمن َكاَن ُهوًدا أَۡو نََص  إِن ُكنتُۡم َص 
ِ َوُهَو ُمۡحِسن   ١١١ ٌف َعلَۡيِهۡم َوََل ُهۡم يَۡحَزنُوَن فَلَهُۥٓ أَۡجُرهُۥ ِعنَد َرب ِِهۦ َوََل َخۡو  بَلَى ِۚ َمۡن أَۡسلََم َوۡجَههُۥ َّلِله
َرى  َعلَى  َشۡيء   ١١٢ َرى  لَۡيَسِت ٱۡليَُهوُد َعلَى  َشۡيء   َوقَالَِت ٱۡليَُهوُد لَۡيَسِت ٱلنهَص  َوُهۡم يَۡتلُوَن  َوقَالَِت ٱلنهَص 

 ُ ِلَك قَاَل ٱلهِذيَن ََل يَۡعلَُموَن ِمۡثَل قَۡوِلِهۡمِۚ فَٱَّلله َبُۗ َكَذ  َمِة فِيَما َكانُواْ فِيِه يَۡختَِلفُوَن ٱۡلِكتَ   ١١٣يَۡحُكُم بَۡينَُهۡم يَۡوَم ٱۡلِقيَ 
 

（111）他们说：“除犹太人和基督徒外，其他人绝不能进乐园。”这只是他们的幻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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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如果你们所言属实，就拿出证据吧！” 

（112）其实不然，凡全身心归顺安拉而且行善者，将在安拉那里获得报赏，他们既不恐

惧，也无忧愁。 

（113）犹太教徒说：“基督教徒坚持的不是正教！”基督教徒也说：“犹太教徒坚持的不是

正教！”虽然他们同为诵经者。无知的人也如是说。 安拉将在复生日判决他们争论的是非。 
 

【注释】 

（111）“有经的人”面对伊斯兰的日趋强盛，他们不敢直截了当地说：“伊斯兰不是正教，

穆斯林只能入火狱，”但他们还是拐弯抹角地表达了这种意思：“只有犹太人和基督徒才能入乐

园。”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结局充满信心，而是想用虚假的自信蛊惑穆斯林怀疑自己的

信仰。如前所述，假若他们自信能入乐园，为什么不希望早死呢？（参见本章 24─26 节）    

这只是他们空洞的自信和虚假的幻想，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 

（112）有经人的话并不属实。归信而且行善者，才能入乐园，这是整个古兰始终重申的

铁定原则。有经人既不接受正信，且无善行，乐园怎会非他们莫属呢？ 

在伊斯兰中，意识与行为、信仰与功修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信仰才能

成为生活的方针，人格才会与人生取向统一，也只有这样，人才有资格享受安拉那里的报赏和

无惧无忧。 

（113）有经的人不但敌视和排斥穆斯林，即使同宗也相互操戈，彼此倾轧。在麦地那，

一伙基督徒与几个犹太学者发生了争执，各自否定了对方的经典和先知。于是，安拉降示了这

节经文。安拉指出，事实非常清楚，他们从各自的经典中都已知道，他们应该归信彼此的先知

和经典，但是他们都违反了主命。 

“无知的人”指阿拉伯多神教徒，同有经人一样，他们也否定了出自本民族的先知宣扬的

真理。  

他们既然不接受经典的裁决，就让安拉在复生日公断他们的是非吧！          

 

 

阻止人进清真寺纪念安拉，是最严重的不义 
 

ن مه  ئَِك َما َكاَن لَُهۡم أَن يَۡدُخلُوَهآ َوَمۡن أَۡظلَُم ِممه
ٓ ِٓۚ أُْولَ  ِ أَن يُۡذَكَر فِيَها ٱۡسُمهُۥ َوَسعَى  فِي َخَرابَِها ِجَد ٱَّلله  نََع َمَس 

ِ ٱۡلَمۡشِرُق َوٱۡلَمۡغِرُبِۚ  ١١٤ َولَُهۡم فِي ٱۡۡلِٓخَرةِ َعَذاٌب َعِظيم   إَِله َخآئِِفيَنِۚ لَُهۡم فِي ٱلدُّۡنيَا ِخۡزي    فَأَۡينََما َوَّلِله
ِسٌع َعِليم   َ َو  ِِۚ إِنه ٱَّلله  ١١٥ تَُولُّواْ فَثَمه َوۡجهُ ٱَّلله

 

（114）有人阻挠人们进清真寺念诵安拉的尊名，并且竭力破坏清真寺，谁比这种人更不

义呢？这些人只会恐惧地进入清真寺。他们在今世将受凌辱，在后世将遭重刑。 

（115）东方和西方都是安拉的；无论你们转向哪方，那里就有安拉的朝向，安拉是宽宏

的，全知的。 
     

【注释】 

（114）清真寺，是人们膜拜造物主，感赞主恩、净化身心的地方。这些人有何理由阻挠

人们进入其中，并竭力破坏它呢？这些人亏己害人，自然是最不义的人了。 

关于本节经文所指的“破坏者”，各注疏家说法不一，一说是指在耶路撒冷清真寺弃置污

秽物的基督教徒；一说是指巴比伦一个叫布胡潭瑟尔的拜火教徒，受基督徒的暗中指使破坏耶

路撒冷清真寺；还有一说是指麦加多神教徒在公元 628 年将前往麦加做副朝的穆圣和穆斯林阻

截在候代比亚地方，未能完成副朝。综合各注疏家列举的史料，以上这些人和这些事，全都是

经文所指的“破坏者”的不义行为。 

从经文蕴涵的精神意义上讲，除针对上述人外，也针对任何时代和环境中所有故意阻碍人

们进入清真寺完成功课，并对清真寺进行物质或精神上的破坏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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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加光复后，安拉命令穆圣从此不再允许多神教徒朝觐天房、赤身巡游卡尔白。此后，有

些多神教徒虽然有时也混入禁寺，但他们随时害怕被捕获，所以他们只会恐惧地进入清真寺。 

他们的行为直接违背对安拉的信仰和崇拜，所以他们在今世应遭凌辱，在后世当受重刑。 

（115）穆圣迁徙麦地那后，安拉命令他礼拜时朝向耶路撒冷方向，这使麦地那犹太人不

胜自豪，为此穆圣希望安拉将朝向改至先知伊卜拉欣的朝向，即卡尔白。在穆圣朝向耶路撒冷

方向礼拜大约十六个月后，安拉让穆圣如愿以偿，命令他和众穆斯林朝向卡尔白。此时，犹太

人说：他们为何要改变原来的朝向呢？如果原先朝向耶路撒冷是错误的，那么他们十几个月的

拜功岂非徒劳？而如果原先的朝向是正确的，那么何必改变呢？于是安拉降示本节经文，告诉

信士，既然改变朝向是出自安拉的命令，那么无论让你们朝向哪里，那里就是正确的朝向。这

既驳斥了犹太人的质疑，也安慰了信士的心灵。 

  

 

有经人和多神教徒妄言安拉有子嗣 
 

ُ َولَد   ِت َوٱۡۡلَۡرِضۖۡ ُكل   اُۗ َوقَالُواْ ٱتهَخَذ ٱَّلله َو  نَهُۥۖۡ بَل لههُۥ َما فِي ٱلسهَم  نِتُوَن  ُسۡبَح  ِت  ١١٦لههُۥ قَ  َو  بَِديُع ٱلسهَم 
ٓ أَۡمر   ُ أَۡو  ١١٧ا فَإِنهَما يَقُوُل لَهُۥ ُكن فَيَُكوُن َوٱۡۡلَۡرِضۖۡ َوإَِذا قََضى   َوقَاَل ٱلهِذيَن ََل يَۡعلَُموَن لَۡوََل يَُكل ُِمنَا ٱَّلله

 
ُۗ ِت ِلقَۡوم  تَۡأتِينَآ َءايَة  بََهۡت قُلُوبُُهۡمُۗ قَۡد بَيهنها ٱۡۡلٓيَ  ۡثَل قَۡوِلِهۡما تََش  ِلَك قَاَل ٱلهِذيَن ِمن قَۡبِلِهم م ِ  ١١٨يُوقِنُوَن   َكَذ 

 

（116）他们说：“安拉有儿子了！”赞安拉超绝万物！不然，天地万有都是他的；一切都

是服从他的。 

（117）安拉是天地的创造者，他判定一件事时，只对它说：“有！”它就有了。 

（118）无知的人们说：“安拉为何不与我们说话？为何不给我们降示一种迹象呢？”他们

以前的人也说过同样的话，他们的心是相似的。我确已为坚信的民众阐明许多迹象。 
 

『提示』在这里，安拉向人们揭示有经人中的以物配主者和阿拉伯多神教徒在信仰问题上

所犯的错误，并告诉他们如何正确认识安拉。 

 

【注释】 

（116）犹太人说“吾宰尔是主的儿子”；基督徒说“麦西哈是主的儿子”； 阿拉伯多神教

徒说“天使是主的女儿”，然而，这些说法是以往所有天启经典中找不到依据的。正因为他们

篡改了自己的经典，在严肃的信仰问题上才陷入了迷惘，从而编造出此类谎谬的说法。有经人

一向蔑视阿拉伯多神教徒，但在实质问题上，他们彼此又有何区别呢？ 

“子嗣”，意味着拥有子嗣者受生育规律的制约和在物质和精神上对子嗣的需要，这是人

性的特点。而安拉是万物的创造者，他从无中创造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有，他设定了一切

生命的衍生规律，他是无需求的，一切都在顺应他的意志和他创造的规律。试想人类能违背生

老病死的规律吗？物质能摆脱灭寂、更生的命运吗？这是独一的、无需求的安拉的支配。他有

子嗣的说法多么谎谬啊！赞主清净，颂主超绝！ 

（117）为了消除人类对安拉的各种错误猜测和想象， 安拉向人类透露他创造万物的方式：

当他欲创造一物时，只说“有”，该物便有了。安拉创造万物，就是这么简单。关于安拉的创

造方式，人类知道这些就足够了，他们没有被责成也没有必要探求这种方式的实质，即使固执

地探求，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这毕竟不是人类理性可及的范围，也与人类完成其使命毫无

关联。否则，科学千百年来的不懈探索，除了对已有物质的解剖和描述之外，为何再也没有更

深更大，更广更远的突破呢？要是人类飞过了月球又飞向金星，也不过是飞得更远一些而已，

也还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所以，安拉抽象而又形象地向我们透露了创造的“方式”，仅

此而已。 

（118）安拉指出，在对待先知的愚顽态度方面，阿拉伯多神教徒与犹太人、基督教徒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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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一类，尽管他们都自命不凡，但实际并无本质区别。 

        阿拉伯多神教徒表示，如果先知让安拉与他们对话，并为他们显示某种物质奇迹，他们方

可信服。这与以色列人曾要求穆撒让他们亲眼看见安拉的做法毫无二致。他们的悖逆和固执何

其相似！ 

事实上，安拉已经向人类昭示了足够的“奇迹”和“迹象”，只缘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

闻，才要求更多的奇迹。然而，坚信安拉的人很清楚，宇宙无处不充满着安拉的迹象，从蝼蚁

到整个宇宙，无一不是安拉的奇迹，无一是人类能够无中生有创造的，凡人类无能做到的，均

属奇迹。只有有信念者方能领会迹象的底蕴而增强自己的信念。 

   

 

不可迎合有经人的私欲 
 

ِ بَِشير   َك بِٱۡلَحق  ِب ٱۡلَجِحيِم   اۖۡ َوََل تُسۡ ا َونَِذير  إِنهآ أَۡرَسۡلنَ  َولَن تَۡرَضى  َعنَك ٱۡليَُهوُد َوََل ١١٩ُل َعۡن أَۡصَح 
هبَِع ِملهتَهُ  َرى  َحتهى  تَت ُۗ َولَئِِن ٱتهبَۡعَت أَۡهَوآَءُهم بَۡعَد ٱلهِذي َجآَءَك ِمَن ٱۡلِعۡلِم ٱلنهَص  ِ ُهَو ٱۡلُهَدى  ۡمُۗ قُۡل إِنه ُهَدى ٱَّلله
ِ ِمن َوِلي    ئَِك يُؤۡ  ١٢٠َوََل نَِصيٍر  َما لََك ِمَن ٱَّلله

ٓ َب يَۡتلُونَهُۥ َحقه تََِلَوتِِهۦٓ أُْولَ  ُهُم ٱۡلِكتَ  ِمنُوَن بِِهۦُۗ ٱلهِذيَن َءاتَۡينَ 
ِسُروَن  ئَِك ُهُم ٱۡلَخ 

ٓ بَنِٓي إِۡسَر ٓ  ١٢١َوَمن يَۡكفُۡر بِِهۦ فَأُْولَ  ٱلهتِٓي أَۡنعَۡمُت َعلَۡيُكۡم َوأَن ِي  نِۡعَمتِيَ  ِءيَل ٱۡذُكُرواْ يَ 
لَِميَن  ۡلتُُكۡم َعلَى ٱۡلعَ  َوََل تَنفَعَُها  َوََل يُۡقبَُل ِمۡنَها َعۡدل   ا    َشيۡ  ا َله تَۡجِزي نَۡفٌس َعن نهۡفس  َوٱتهقُواْ يَۡوم   ١٢٢فَضه

عَة    ۞ ١٢٣َوََل ُهۡم يُنَصُروَن  َشفَ 
 

（119）我以真理派遣你，以便你向人们报喜讯、传警告；你对火狱的居民不负责任。 

（120）犹太人和基督徒绝不喜爱你，直至你遵从他们的宗教。你说：“安拉的引导，才是

引导。”在你获得知识后，如果随从他们的私欲，那么，绝无任何人保护你、援助你避免安拉

的惩罚。 

（121）那些我赐予经典而切实遵循它的人,是归信它的。不信它的人,是亏折的。 

（122）以色列的子孙们啊！你们当铭记我赐予你们的恩典，及我使你们超越世人。 

（123）你们当提防那么一日，人与人之间不能彼此帮忙，赎金不被接受，说情毫无裨益，

人人不获援助。 
 

『提示』在上面的经文中，安拉揭露和驳斥了人类远离天启指导而导致的谬误和悖逆， 

指出了正确的信仰和生活方向，而在这里，再次明确了穆圣的使命范围，并告诉他，无论他作

出怎样的努力，也无法赢得有经人的信任。 

 

【注释】 

（119）安拉再次确定了穆圣的使命范围：他的责任是，对归信并行善者以乐园报喜讯，

对悖逆并作恶者以火狱加以警告。对于那些自甘堕落，选择火狱的人，穆圣不负任何责任。 

（120）安拉告诉穆圣，也告诉所有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不喜爱穆圣和伊斯兰的根

本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尚需要更多的“明证”，以证明穆圣的先知身份和伊斯兰的正确性，他

们真正需要的，只是要你们放弃伊斯兰， 接受他们的宗教。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两大阵营之间，甚或在同一个阵营的不同个体之间始终存在不可调和的

矛盾，但在对付伊斯兰和穆斯林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他们与穆斯林的关于领土的、政治的、经济的冲突，只不过是幌子，隐匿于其背后的信仰

或意识形态的斗争才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的实质。 

信士既已了解他们的真正意图，就应坚信，只有安拉的引导才是真正的引导，除此以外的，

绝非引导，而属于遵从私欲。如果穆斯林在通过天启获得关于“引导”的真缔后，仍随从他们

的或任何一种学说或主义，那么他们的结局将是十分悲惨的：绝无任何人保护和援助他们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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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的惩罚。                  

（121）安拉向人们昭示了有经人对伊斯兰的整体立场后， 紧接着客观公允地评判了他们

的具体情况：他们中也有一些人不顺从私欲，不囿于偏见，切实遵守自己的经典，从而归信了

穆圣所宣传的真理，这些人是成功的。至于那些不归信的人，则是自亏的。 

（122）在回顾了犹太人的罪恶历史、并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劝告后，古兰对他们发出

近似最后的呼吁：他们应当铭记安拉赐予的所有恩典，尤其曾使他们优越于世人的恩典。他们

应当知道，今世和后世并不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而是一条路，其前端在今生，其后端在后

世，前端的抉择正确与否，将直接决定后端的幸福与不幸。到那时，他们将面对的只是安拉绝

对公正的判决，不存在私情、帮助或替代，每个人将只身接受清算。 

（123）这里提到的帮助、赎金、说情、援助的无益，虽然是在说明后世的绝对公平，但

也暗示人们对今世的各种社会关系性质应该有严格的抉择，使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互助及友情等

关系均限制在真理正义的范围之内，在物质财富的利用上，应考虑其合理合法与适度，而不是

挥霍滥用。 

  

 

先知伊卜拉欣与麦加天房 
 

هِ  ٓ إِۡبَر  ت  َم  َۧوإِِذ ٱۡبتَلَى   قَاَل إِن ِي َجاِعلَُك ِللنهاِس إَِمام   َربُّهُۥ بَِكِلَم 
ُهنهۖۡ يهتِيۖۡ قَاَل ََل يَنَاُل َعۡهِدي فَأَتَمه اۖۡ قَاَل َوِمن ذُر ِ

ِلِميَن 
هِ ل ِلنهاِس َوأَۡمن   َوإِۡذ َجعَۡلنَا ٱۡلبَۡيَت َمثَابَة   ١٢٤ٱلظه  قَاِم إِۡبَر  هِ ىۖۡ ُمَصل   َم  ۧا َوٱتهِخذُواْ ِمن مه ٓ إِۡبَر  ٓ إِلَى  َم  ۧ َوَعِهۡدنَا

كهعِ ٱلسُُّجودِ  ِكِفيَن َوٱلرُّ آئِِفيَن َوٱۡلعَ 
َرا بَۡيتَِي ِللطه ِعيَل أَن َطه ِ هِ  ١٢٥ َوإِۡسَم  َذا بَلَدً  مُ  َۧوإِۡذ قَاَل إِۡبَر  ِ ٱۡجعَۡل َه  ا َرب 

ِت َمۡن َءاَمنَ َءاِمن   ِ َوٱۡليَۡوِم ٱۡۡلِٓخِرِۚ قَاَل َوَمن َكفََر فَأَُمت ِعُهُۥ قَِليَل  ا َوٱۡرُزۡق أَۡهلَهُۥ ِمَن ٱلثهَمَر   ثُمه  ِمۡنُهم بِٱَّلله
هُۥٓ إِلَى  َعَذاِب ٱلنهاِرۖۡ َوبِۡئَس ٱۡلَمِصيُر  هِ  ١٢٦أَۡضَطرُّ ِعيُل َربهنَا تَقَبهۡل  مُ  َۧوإِۡذ يَۡرفَُع إِۡبَر  ٱۡلقََواِعَد ِمَن ٱۡلبَۡيِت َوإِۡسَم 

ة   ١٢٧إِنهَك أَنَت ٱلسهِميُع ٱۡلعَِليُم ِمنهآۖۡ  يهتِنَآ أُمه ۡسِلَمة   َربهنَا َوٱۡجعَۡلنَا ُمۡسِلَمۡيِن لََك َوِمن ذُر ِ لهَك َوأَِرنَا َمنَاِسَكنَا  مُّ
ِحيُم َوتُۡب َعلَۡينَآۖۡ  اُب ٱلره ۡنُهۡم َربهنَا َوٱۡبعَۡث فِيِهۡم َرُسوَل   ١٢٨ إِنهَك أَنَت ٱلتهوه تَِك َويُعَل ُِمُهُم  م ِ يَۡتلُواْ َعلَۡيِهۡم َءايَ 

يِهۡمۖۡ إِنهَك أَنَت ٱۡلعَِزيُز ٱۡلَحِكيُم  َب َوٱۡلِحۡكَمةَ َويَُزك ِ  ١٢٩ٱۡلِكتَ 
 

（124）当时，主以几句话考验伊卜拉欣，他完全奉行了。主说：“我任命你为众人的领

袖。” 伊卜拉欣说：“让我的一部分后裔也成为领袖吧！”主说：“我的盟约不包括不义的人。” 

（125）当时，我将天房作为世人的常往之地和安宁之所。你们当以伊卜拉欣立站的地方

为礼拜处。我曾命令伊卜拉欣和伊斯马仪勒：“你俩要为巡游者、常住者、鞠躬叩头者清洁我

的房屋。” 

（126）当时，伊卜拉欣说：“主啊！求你使这里变成安宁的城市，并将各种果实赐给其居

民中归信安拉和末日的人。”主说：“我将让不归信者也享受一时，然后再迫使他们去受火刑。

那归宿真恶劣！” 

（127）当时，伊卜拉欣和伊斯马仪勒筑高了天房的基础，他俩说：“主啊！求你接纳，你

确是全聪的，全知的。” 

（128）我们的主啊！求你使我俩成为顺从你的人，并从我们的后裔产生一个归顺你的民

族，求你昭示我们朝觐的仪式，求你恕饶我们，你确是至恕的，至慈的。 

（129）我们的主啊！求你在他们中派遣一个同族的使者，向他们宣读你的启示，教授他

们经典和智慧，并净化他们。你确是万能的, 至睿的。 
 

『提示』前面的经文涉及了自先知穆撒至穆圣时代的犹太人的历史，也少量提及基督徒和

阿拉伯多神教徒的部分情况。在这几节经文中，安拉开始追本溯源，回溯到比先知穆撒更早的

一个历史时期──先知伊卜拉欣时期的信仰状况。 这一回溯对了解有经人——犹太教和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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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旷日持久的纷争的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24）有经人的世系，可从先知伊斯哈格归结至先知伊布拉欣，他们常以这种关系而自

豪。也正是由于安拉许以伊布拉欣种种恩惠，有经人始终自命不凡，自诩只有他们是走正道的，

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进乐园。 

另一方面，阿拉伯古莱什氏族的血缘也可从先知伊斯玛依勒回溯到先知伊布拉欣，他们也

以这种血缘沾沾自喜，他们因此享受着守护天房、建设禁寺的荣耀，也掌握着统辖阿拉伯民族

的政教大权。 

前面的经文谈到，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都各自声称“只有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才能入乐园”、

“你们只有成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才能得正道”等等。 在这里开始讲述他们的祖先伊布拉

欣、伊斯玛依勒、伊斯哈格的信仰和他们对后裔寄托的希望，以及他们修复天房的情况，以便

正本清源，彻底揭露犹太人、基督教徒和古莱氏多神教徒的谬误。同时向人们说明，安拉的宗

教是统一的，众先知传播的是统一的信仰；正信是世代信士的遗产，不是某个宗派或某些人的

特权，这一遗产的传承不受血缘、肤色和地域的限制，因为伊斯兰是安拉的宗教，而安拉与任

何仆人之间没有任何特殊关系。 

安拉命令穆圣告诉有经人和多神教徒，他曾以一些命令和禁条考验先知伊布拉欣，先知全

部完成，从此他被称为“践约的伊布拉欣”，并任命他为世人的领袖。而先知伊布拉欣本人则

希望他的子孙中也产生领袖，于是安拉告诉他：领袖的地位只能凭正信、善行和对安拉的忠诚

而获得，它不是靠血缘关系传承的。在真理面前，任何血缘的和地域的口号，均属蒙昧时代的

特征，与正确的信仰观念毫无关联，因而不义者不被包括在安拉的盟约之内，也即安拉的盟约

只容纳一切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人。  

“不义之人”，无疑是对有经人篡改经典，偏离正道等种种罪行的揭露和斥责。 

（125）直接从事天房事务管理的人，当然是先知伊斯玛依勒后裔的古莱什人。安拉已将

天房作为世人的常往之地和安宁之所，但古莱氏多神教徒却迫害信士，对他们制造恐怖，致使

他们远离天房，迁徙异地！ 

安拉命令世人将先知伊布拉欣的立足地，即整个禁寺作为礼拜处和礼拜的朝向，从此天房

成了世人的朝向。 

安拉命令伊布拉欣和伊斯玛依勒为巡游者、常住者、鞠躬叩头者清洁天房。安拉直接称天

房为“我的房屋”，一方面突出其神圣性，也表明任何人不能对它拥有特权。责任和荣耀是并

行的，不履行清洁天房义务，不维护其纯洁性的人，没有资格享受主持天房事务的荣耀。 

（126）安宁，是一个城市或国家发展的基础，是人们生活幸福的保障。先知伊布拉欣再

次祈求安拉将安宁赐予麦加这座城市，因为他深信安宁只能来自安拉。他也祈求安拉赐予这座

城市中有正信的人丰足的生活给养。这位仁慈的先知何尝不希望包括不归信者在内的所有居民

都获得安拉的给养，但鉴于“安拉的盟约不包括不义之人”的教训，出于对安拉的极度崇敬，

他只要求安拉恩赐“有正信的人”。全知心事的安拉则回答他：他也将使不归信者享受一时，

尽管他们最终将入火狱。 

（127）安拉曾命令两位先知为众人清洁天房，修缮自然也属于清洁事项之一。他俩筑高

了天房的基础，然后要求安拉接纳他俩的工作。 

行善的同时，唯恐做得不够而衷心祈求接纳，是信士应该具备的一种境界。 

（128）正信，作为人类实现生命价值的前提，伊卜拉欣和伊斯马仪勒两位先知首先祈求

安拉使自己成为具有正信之人，并祈求安拉使正信在他们的后裔中得以传承，而形成一个以正

信为核心的民族。 

一个民族的消亡，不仅在于其实体的灭亡，更在于正信从他们心中泯灭。两位先知的祈祷

正表达了对正信的实体世代延续的无限向往。 

为了使这个信仰的实体统一于共同的信仰形式，他俩继而祈求安拉给他们昭示朝觐的仪式。 

他俩坚信，凡是人类均有错误，而安拉是至恕的、至慈的，于是祈求安拉赦宥他们可能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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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错误。 

（129）两位先知紧接着祈求安拉从他俩的后裔中派遣使者，使他们长期得到天启的指导

和规范，以便让他们从中获得仅凭人类的理性和经验无法得到的知识、智慧和修行方式。 

安拉答应了伊布拉欣和伊斯玛依勒二位先知的要求，在数世纪后，从他俩的后裔中派遣了

这位伟大的古莱什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穆圣受命前平凡而高尚的人格和受命后

二十三年艰苦卓绝的宣教历程表明，他是当之无愧的“安拉的使者”。他的言行中充溢着先知

伊布拉欣和伊斯玛依勒的气度和风范，他历尽苦难，最终胜利完成了向人类“宣读天启，净化

心灵”的天启使命。 

的确，安拉是万能的，至睿的，他的一切安排均饱含深邃的哲理。 

 

    

先知伊布拉欣是正信的表率 
 

هِ  لهِة إِۡبَر  ِلِحيَن  َۧوَمن يَۡرَغُب َعن م ِ ۡنيَاۖۡ َوإِنههُۥ فِي ٱۡۡلِٓخَرةِ لَِمَن ٱلصه  هُ فِي ٱلدُّ َم إَِله َمن َسِفهَ نَۡفَسهُۥِۚ َولَقَِد ٱۡصَطفَۡينَ 
لَِميَن إِۡذ قَاَل لَهُ  ١٣٠ ِ ٱۡلعَ  هِ  ١٣١ۥ َربُّهُۥٓ أَۡسِلۡمۖۡ قَاَل أَۡسلَۡمُت ِلَرب  ٓ إِۡبَر  ى  بَِها بَنِيه إِنه  مُ  َۧوَوصه بَنِيِه َويَۡعقُوُب يَ 

ۡسِلُموَن  يَن فَََل تَُموتُنه إَِله َوأَنتُم مُّ َ ٱۡصَطفَى  لَُكُم ٱلد ِ  ١٣٢ٱَّلله
 

（130）除自轻自贱者外，谁愿背弃伊布拉欣的宗教呢？我确已在今世拣选了他，在后世

他必属于廉洁者。 

（131）当时，他的主对他说：“你归顺吧！”他说：“我确已归顺养育众世界的主。”  

（132）伊布拉欣和叶尔古白都曾以此嘱咐自己的后代说：“我的后代啊！安拉确已为你们

优选了这个宗教，你们至死要做穆斯林。 
  

『提示』在前面的经文中，安拉为我们讲述了他考验伊布拉欣，并命令他和伊斯玛依勒清

洁天房的过程，这里紧接着告诉我们，只有先知伊布拉欣的宗教才是正教，只有自轻自贱之人

才会背弃它。 

  

【注释】 

（130）在这里，安拉通过突出先知伊布拉欣在今后两世的优越地位，向人类昭示：伊布

拉欣坚持的宗教，即伊斯兰，是最正确的宗教。有经的人和阿拉伯多神教徒虽然同属先知伊布

拉欣的后裔，但他们篡改经典、背弃盟约、举伴安拉的罪恶行径表明，他们并未坚持祖先的正

教，因而他们是最愚蠢、最作践自己的。 

这同时也推翻了他们“上帝的选民”、“只有他们才能入乐园”的自我标榜，因为在伊布拉

欣的信仰体系中，“安拉的盟约不包括不义的人”；伊布拉欣祈求安拉赐福的，也只是那些归信

安拉和后世的人，尽管安拉在今世的物质恩赐也包括不归信者，至少也说明了伊布拉欣本人正

邪分明的崇高立场。 

（131）先知伊布拉欣毫不犹豫地接受正信，体现出他对安拉的绝对信赖，这才是人类对

待正信和真理应有的态度。 

（132）先知伊布拉欣不但自己终生恪守安拉为他选择的这种信仰，还同其孙叶尔古白一

道嘱咐自己的所有后代坚持这一安拉优选的宗教，为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犹太人并未遵循伊卜拉欣和叶尔孤白的宗教 
 

هَ َءابَآئَِك أَۡم ُكنتُۡم ُشَهَدآَء إِۡذ َحَضَر يَۡعقُوَب ٱۡلَمۡوُت إِۡذ قَاَل ِلبَنِيِه َما 
َهَك َوإِلَ  تَۡعبُُدوَن ِمنُۢ بَۡعِديۖۡ قَالُواْ نَۡعبُُد إِ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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هِ  ه   ۧإِۡبَر 
َق إِلَ  ِعيَل َوإِۡسَح  ة   ١٣٣ا َونَۡحُن لَهُۥ ُمۡسِلُموَن ِحد  ا َو  َم َوإِۡسَم  ا  تِۡلَك أُمه قَۡد َخلَۡتۖۡ لََها َما َكَسبَۡت َولَُكم مه

ا َكانُواْ يَۡعَملُوَن  لُونَ   َكَسۡبتُۡمۖۡ َوََل تُسۡ  هِ  ١٣٤َعمه َرى  تَۡهتَُدواُْۗ قُۡل بَۡل ِملهةَ إِۡبَر  َم  َۧوقَالُواْ ُكونُواْ ُهوًدا أَۡو نََص 
هِ  ١٣٥اۖۡ َوَما َكاَن ِمَن ٱۡلُمۡشِرِكيَن َحنِيف   ٓ إِۡبَر  ِ َوَمآ أُنِزَل إِلَۡينَا َوَمآ أُنِزَل إِلَى  ِعيَل مَ  ۧقُولُٓواْ َءاَمنها بِٱَّلله  َوإِۡسَم 

َق وَ  ُق بَۡيَن أَ َوإِۡسَح  ب ِِهۡم ََل نُفَر ِ  َحد  يَۡعقُوَب َوٱۡۡلَۡسبَاِط َوَمآ أُوتَِي ُموَسى  َوِعيَسى  َوَمآ أُوتَِي ٱلنهبِيُّوَن ِمن ره
ۡنُهۡم َونَۡحُن لَهُۥ ُمۡسِلُموَن  إِن تََولهۡواْ فَإِنهَما ُهۡم فِي ِشقَاق ۖۡ  فَإِۡن َءاَمنُواْ بِِمۡثِل َمآ َءاَمنتُم بِِهۦ فَقَدِ  ١٣٦م ِ  وه

 ٱۡهتََدواْۖۡ
ُِۚ َوُهَو ٱلسهِميُع ٱۡلعَِليمُ   ١٣٧ فََسيَۡكِفيَكُهُم ٱَّلله

 
（133）叶尔古白临终时，你们在场吗？当时他问他的儿子们：“我死后，你们将崇拜什

么？”他们回答：“我们将崇拜你所崇拜的、你的祖先伊布拉欣、伊斯玛依勒、伊斯哈格所崇

拜的独一的主宰，我们只归顺他。” 

（134）那是已经逝去的民族，他们将获得他们所做的，你们将获得你们所做的，你们对

他们的行为不负责任。  

（135）他们说：“你们成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你们就能获得正道。”你说：“不！我们

只追随伊布拉欣的正教，他不是以物配主者。” 

（136）你们当说：“我们归信安拉，确信降于我们的和降于伊布拉欣、伊斯玛依勒、伊斯

哈格、叶尔古白及其后代的经典，以及穆撒、尔撒、众先知从他们的主那里得到的经典，对他

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们概不歧视。我们只归顺他。” 

（137）如果他们像你们一样归信，他们就得正道了；如果他们背弃，他们是在反抗。安

拉将替你对付他们，他确是全聪的，全知的。 
 

【注释】 

（133）每个先知，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人类树立正确信仰的伟大事业。他们生活中

的任何价值均取决于信仰的价值。既然人类生存的真正价值在于将正信融入人类生活的物质和

精神领域，那么，作为先知，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最关心的是正确信仰的世代传承，而不是物质

方面的强弱。在这方面，先知叶尔古白便是最伟大的典范之一，他的子孙当时对他的承诺，也

体现了一个民族对其优秀传统和价值的忠实继承和守护，因而堪称世界各民族的典范。 

时至今日，这种发轫于一个先知及其子孙的价值和风范正以惊人的气势在世界范围内传承

发展。当然，也不乏一些脱离祖先优秀价值链轨，数典忘祖者。信仰无强迫，这对于人类历史

而言，属于正常现象。 

（134）信仰，作为人类个体意志的抉择，它在一个民族中的确立和传承，要看这个民族

个体对其天性纯洁性的普遍保持和调动程度。尽管众先知坚持的都是伊斯兰，而且他们期望它

能够在自己的后代中延续下去，但这只是他们的愿望，根本的还在于他们后代自己的抉择。基

于此，古兰申明，每个人各负其责，其选择的优劣只决定自己的命运，并不牵涉他人。 

（135）有经人脱离祖先的信仰链轨后，为自己树立了一种不伦不类、 基于私欲的宗教，

他们自欺欺人，欲将这种所谓“宗教”强加于人们。他们利用人们追求真理、寻觅正道的天性，

妄称接受他们的宗教可得正道。其实安拉为伊布拉欣选择的宗教才是正教，而伊布拉欣既非犹

太教徒亦非基督教徒，更不是以物配主的人。 

显而易见，安拉已将他们的宗教与以物配主划为一类。 

（136）安拉命令信士向世人宣布：他们确信自先知伊布拉欣至穆圣的统一的天启宗教伊

斯兰，对任何一个先知不加歧视。 

从严格意义上讲，“伊斯兰”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天启信仰的统一称号，而非某一个宗教的

独属名称，因为它的涵义是服从安拉。为此，确信众先知信仰统一，是伊斯兰思想中的一项重

要原则。穆斯林相信，从先知伊布拉欣到穆圣时代，凡信奉天启宗教的人，均拥有同样的信仰，

只是他们中有些人在历史的某些时期受私欲的役使而中途变异，各立门户，自树宗派，从而使

信仰失去原来的面貌。 

（137）既然这就是伊斯兰的真实面貌，那么他们只有返本还原，方能获得正道，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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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他们的所谓宗教才能得正道。而如果他们执迷不悟，那么他们是在向真理宣战，信士不必

与他们周旋，安拉将替信士对付他们。安拉是全听他们妄言，全知他们心迹的。 

 

 

正信的洗礼 
   

 ِ ِ َوَمۡن أَۡحَسُن ِمَن ٱَّلله  ِصۡبغَةَ ٱَّلله
ۡۖ بُِدوَن  ِصۡبغَة  ِ َوُهَو َربُّنَا َوَربُّكُۡم  ١٣٨ َونَۡحُن لَهُۥ َع  ونَنَا فِي ٱَّلله قُۡل أَتَُحآجُّ

لُُكۡم َونَۡحُن لَهُۥ ُمۡخِلُصوَن  لُنَا َولَُكۡم أَۡعَم  هِ  ١٣٩َولَنَآ أَۡعَم  َق  ۧأَۡم تَقُولُوَن إِنه إِۡبَر  ِعيَل َوإِۡسَح  َويَۡعقُوَب َم َوإِۡسَم 
َدةً  ُُۗ َوَمۡن أَۡظلَُم ِممهن َكتََم َشَه  ُۗ قُۡل َءأَنتُۡم أَۡعلَُم أَِم ٱَّلله َرى  ُ َوٱۡۡلَۡسبَاَط َكانُواْ ُهوًدا أَۡو نََص  ُِۗ َوَما ٱَّلله ِعنَدهُۥ ِمَن ٱَّلله

ا تَۡعَملُوَن  ِفٍل َعمه ة   ١٤٠بِغَ  ا َكَسۡبتُۡمۖۡ َوََل تُسۡ قَۡد َخلَۡتۖۡ لََها َما َكَسبَۡت وَ  تِۡلَك أُمه ا َكانُواْ يَۡعَملُوَن   لَُكم مه لُوَن َعمه
١٤١ ۞ 

 
（138）你们当保持安拉的洗礼,谁比安拉更善于浸染呢？我们只崇拜他。 

（139）你说：“难道你们要和我们争论安拉吗？他是我们的主，也是你们的主，我们有我

们的作为，你们有你们的作为，我们是只崇拜他的。” 

（140）难道你们要说伊布拉欣、伊斯玛依勒、伊斯哈格、叶尔古白及其后代都是犹太教

徒或基督教徒吗？你说：“是你们最清楚还是安拉最清楚？”一个人，拥有来自安拉的证据，

却加以隐讳，谁比他更不义呢？安拉绝不忽视你们的行为。 

（141）那是已经逝去的民族，他们将获他们所做的，你们将得你们所干的，对他们的行

为，你们不负责任。  

 

『提示』正如安拉在前面的经文中命令信士宣布对历代先知天启宗教的统一立场一样，在

这里也命令他们共同坚守安拉的“洗礼”。 

 

【注释】 

（138）即你们当坚持安拉的宗教，它才是真正的“洗礼”， 它才是生命的本色，它将生

命永远维持在天性初始的纯洁轨道。而其它各种形形色色的宗教，虽然也是对人性的一种“洗

染”，但那是对天然本色的侵犯和涂改，对人类的今生和后世有害无益。 

        另一方面，正信对人的洗染的彻底性，也体现在它对心灵和行为、精神和物质、个人和社

会的全面责成和对今后两世的兼顾并重上。因为按伊斯兰的标准，有认识而没有行动，或有行

动而无认识；只顾精神而废弃物质，或只顾物质而废弃精神；只独善其身而不兼顾社会，或只

顾社会而忘却自身等等，均不符合正信的要求。 

（139）有经人常常强词夺理地说：“你们成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你们就能获得正道。”、

“除犹太人和基督徒外，其他人绝不能进乐园。”安拉命令穆圣质问他们：安拉是养育我们的

主，也是养育你们的主，你们有何理由和证据说你们拥有这样的特权？安拉衡量人高低贵贱的

标准是敬畏，即正信和善行，在复生日，他将按每个人的顺逆加以清算。  

（140）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均妄称伊布拉欣、伊斯玛依勒、伊斯哈格、叶尔古白及其后

代都是坚持犹太教或基督教的。然而，这些先知生活的时代远先于穆撒，也先于犹太教和基督

教，而且安拉已经申明他们的信仰是伊斯兰，他们怎会是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呢？是安拉最清

楚，还是他们最清楚？其实，这并非出自他们对历史的无知，他们非常清楚这些先知生活在犹

太教和基督教产生之前；他们也知道拜主独一，不举伴主是众先知的共同信仰；他们更清楚他

们的经典预言的将来恢复伊布拉欣宗教的末代先知指谁，然而他们隐瞒了所有事实，谁比他们

更不义、更自欺呢？安拉绝不忽视他们的丑行！ 

（141）安拉在正本清源，阐明是非之后告诉人们，时代更迭，世事纷繁，前人的历史已

成过去，他们的命运已成定局，后人只需借鉴他们的历史，以不重蹈覆辙。因为在世界大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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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时，每个人都将只身去接受安拉公正严明的审判，既不会连累他人，也不被他人累及。 

    

 

 

感赞安拉，第一卷注释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