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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至慈的真主之名 

前言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凭着派遣教师、导师、指导者——
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 ）而使我们荣耀。伟大的真主说： 

‰ô ® :قال عز s) s9 £⎯ tΒ ª!$# ’n? tã t⎦⎫ ÏΖ ÏΒ ÷σßϑø9 $# øŒÎ) y] yè t/ öΝ ÍκÏù Zωθß™ u‘ ô⎯ ÏiΒ ôΜÎγ Å¡ àΡ r& 
(#θè=÷Gtƒ öΝÍκö n=tæ ⎯Ïµ ÏG≈ tƒ# u™ öΝÍκÅe2 t“ ãƒuρ ãΝ ßγßϑÏk= yèãƒ uρ |=≈ tGÅ3ø9 $# sπ yϑò6 Ïtø: $# uρ β Î) uρ (#θçΡ% x. ⎯ ÏΒ ã≅ö6 s% 
’Å∀ s9 9≅≈ n=|Ê A⎦⎫ Î7•Β 〈 − ] 164: آل عمران[  

【[164]真主确已施恩于信士们，因为他曾在他们中派遣了

一个同族的使者，对他们宣读他的迹象，并且熏陶他们，教授

他们天经和智慧，以前，他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的。】① 

愿真主赐予 优越、 纯洁的人——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幸福和平安，他是行为者的楷模、敬畏者的领袖、众先知和使

者的封印，是真主对众世界的慈悯，伟大、尊严的真主选择了

他，伟大的真主说： 
/šš ®:قال عز u‘ uρ ß, è=øƒs† $tΒ â™ !$ t± o„ â‘$ tFøƒs† uρ 〈 ] 68: القصص[  

【[68]你的主，创造他所意欲的，选择他所意欲的。】②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64 节 

②
《故事章》第 6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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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ª!$# ’Å ®:قال عز sÜ óÁtƒ š∅ÏΒ Ïπ x6 Í×̄≈ n=yϑ ø9$# Wξß™ â‘ š∅ÏΒ uρ Ä¨$̈Ζ9 : احلج [ 〉 #$

75[  
【[75]真主从天使中和人类中拣选若干使者。】① 

并且派遣了他，伟大的真主说： 
# ®:قال عز Y‰ Îγ≈ x© #Z Åe³ t6ãΒ uρ #\ƒÉ‹ tΡ uρ ∩⊆∈∪ $ ·ŠÏã# yŠuρ ’ n<Î) «!$# ⎯Ïµ ÏΡ øŒÎ* Î/ % [`# u Å  uρ # ZÏΨ•Β 〈 

  ]46− 45: األحزاب [
【见证者，为报喜者，为警告者，[46]为奉真主之命召人

于真主者，为灿烂的明灯。】② 

为遵循他的道路方针者注定了荣耀、幸福和自豪；违背他

的命令者注定了卑贱、不幸和下贱。愿善者昼夜记念的主赐予

他幸福和平安。 
众所周知，没有任何讲座比有关先知（ ）的讲座更荣耀

了，尽管圣门弟子们（愿真主喜悦他们）曾有幸在今世中参加

他的讲座，学习他的教学、指导和教育，但是，清高伟大的真

主凭着自己的慈悯和慷慨恩赐了我们学习先知（ ）的生平、

圣行、指导、以及他个性的特点——具备全面地慈爱、宽容、

高贵、慷慨和高尚品德的特点。 
很久以来，编写一本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有关先知（ ）

讲座的构思一直困扰着我。编写此书便于让穆斯林接近先知的

                                                        
①
《朝觐章》第 75 节 

②
《同盟军章》第 45-4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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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引导和效仿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援助穆斯林实现清高真

主的言词，清高的真主说： 
‰ô ®: تعاىل قال s) ©9 tβ% x. öΝä3 s9 ’Îû ÉΑθ ß™ u‘ «!$# îο uθ ó™é& ×π uΖ |¡ ym ⎯ yϑÏj9 tβ% x. (#θã_ö tƒ ©! $# 
tΠöθ u‹ø9 $# uρ tÅz Fψ $# t x. sŒuρ ©!$# # ZÏV x. 〈 ] 21: األحزاب[  

【[21]希望真主和末日，并且多多记念真主者，你们有使

者可以作你们的优良模范。】① 

$! ®سبحانه  وقال tΒ uρ ãΝä39s?# u™ ãΑθ ß™§9 $# çνρ ä‹ ã‚ sù $ tΒ uρ öΝä39 pκtΞ çµ ÷Ψ tã (#θßγ tFΡ $$sù 〈 
  ]7: احلرش [

超绝万物的真主又说：【使者命令你们的，当遵守之；使者

禁止你们的，当戒绝之。】② 

在这些讲座中我尽量减少边注，以免分散读者注重其中的

部分内容；同样，我也尽量压缩词汇，放大字体，便利于有兴

趣的伊玛目在清真寺里把这些讲座诵读给礼拜的人们听，也便

利于有兴趣的老师把它诵读给自己的学生们。 

我也没有忘记感谢所有支持我的这种想法和努力，直至以

这种形式出版此书的人，其中尤其是我的兄弟们：哈立德·阿

布萨利哈先生为了收集和整理资料作出的不懈努力，和穆罕默

德·塔伊阿先生对此书的的修补和校正，以及福斯塔拓印刷厂

厂长伊玛目阿尔法特对出版此书所付出的努力与合作——为了

帮助那些渴望慈善事业的人们而降低本书的成本。 

                                                        
①
《同盟军章》第 21 节 

②
《放逐章》第 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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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希望所有阅读此书的人不要忘记了秘密地为自己

的兄弟祈祷，我也希望如有任何意见或评论请用电子邮件与我

联系： 

adelalshddy@hotmail.com 

我祈求伟大尊严的真主援助我们所有的人履行我们先知

（ ）的权利，使我们服务于先知的圣行和教导，凭着我们效

仿真主的先知（ ），我祈求真主增加我们在今后两世的荣誉

和地位；同时，我还祈求超绝万物的真主恩赐我们在天堂里陪

伴他的先知（ ）；使我们的工作纯粹是为了仁慈的真主的喜

悦。愿主赐福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家人、以及所有的圣

门弟子。 

 

阿迪鲁·本·阿里·艾勒辛迪 博士 

 

苏欧迪国王大学经注学与《古兰经》学助理教授 

 

利雅得外交部宿舍楼大清真寺的演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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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至慈的真主之名 

第一讲座 

先知（ ）的部分权利（一） 

清高伟大的真主凭着派遣先知穆罕默德（ ）而使我们荣

耀，以太阳初升般的使命恩赐我们。伟大的真主说： 

‰ô ® :قال عز s) s9 £⎯ tΒ ª!$# ’n? tã t⎦⎫ ÏΖ ÏΒ ÷σßϑø9 $# øŒÎ) y] yè t/ öΝ ÍκÏù Zωθß™ u‘ ô⎯ ÏiΒ ôΜÎγ Å¡ àΡ r& 
(#θè=÷Gtƒ öΝÍκö n=tæ ⎯Ïµ ÏG≈ tƒ# u™ öΝÍκÅe2 t“ ãƒuρ ãΝ ßγßϑÏk= yèãƒ uρ |=≈ tGÅ3ø9 $# sπ yϑò6 Ïtø: $# uρ β Î) uρ (#θçΡ% x. ⎯ ÏΒ ã≅ö6 s% 
’Å∀ s9 9≅≈ n=|Ê A⎦⎫ Î7•Β 〈 ] 164: آل عمران[  

【[164]真主确已施恩于信士们，因为他曾在他们中派遣了

一个同族的使者，对他们宣读他的迹象，并且熏陶他们，教授

他们天经和智慧，以前，他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的。】① 

我们对于主的使者（ ）有许多应尽的义务，我们应该遵

守和保护它们，并当谨防疏忽或轻视了它们。在这些权利有： 

第一：相信他（ ）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6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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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从先知（ ）所享有的权利中的第一个权利就是相

信他，坚信他的使命。谁没有相信主的使者（ ）是封印的先

知和使者，那么，他即为卡费尔（否认者），即使他相信在先知

穆罕默德之前来临的所有的先知也罢！ 

《古兰经》中有许多经文命令人们必须相信主的使者

（ ），绝不允许有任何怀疑。其中有清高的真主说： 
θãΖ#)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ÏΒ$t↔ sù «!$$Î/ ⎯Ï&Î!θß™ u‘ uρ Í‘θ‘Ζ9 $# uρ ü“ Ï%©!$# $ uΖ ø9 t“Ρ r& 〈 ]8: التغابن.[  

【[8]故你们当信仰真主和他的使者，以及我所降示的光

明。】① 
清高的真主又说： 

$ ® :وَ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yϑ̄Ρ Î) šχθãΨÏΒ ÷σ ßϑø9 $# t⎦⎪ Ï%©!$# (#θãΖ tΒ# u™ «!$$Î/ ⎯ Ï&Î!θß™ u‘ uρ §Ν èO öΝ s9 
(#θç/$s? ö tƒ 〈 ]15: احلجرات.[  

【[15]信士，只是确信真主和使者，然后没有怀疑。】② 
清高的真主阐明了否认真主及其使者（ ）是遭到毁灭和

痛苦惩罚的因素。清高的真主说： 
≡šÏ9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sŒ öΝßγ ¯Ρ r' Î/ (#θ—% !$x© ©!$# … ã&s!θß™u‘ uρ 4 ⎯ tΒ uρ È, Ï%$ t±ç„ ©!$# …ã&s!θß™ u‘ uρ 

 χÎ* sù ©!$# ß‰ƒÏ‰ x© É>$ s)Ïèø9   ].13: األنفال[ 〉 #$
【[13]这是因为他们违抗真主及其使者。谁违抗真主及其

使者，真主就严惩谁。】③ 
                                                        

①
《相欺章》第 8节 

②
《寝室章》第 15 节 

③
《战利品章》第 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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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ة, َهيُوِديٌّ َوَال ": َقاَل النَّبيُّ  ٍد بَِيِدِه, َال َيْسَمُع ِيب َأَحٌد ِمْن َهِذِه اْألُمَّ َوالَِّذي َنْفُس ُحمَمَّ
اِينٌّ ُثمَّ َيُموُت َوَلـْم ُيْؤِمْن بِ    ].َرَواُه ُمْسِلمُ [ ".الَِّذي ُأْرِسْلُت بِه إِالَّ َكاَن ِمْن َأْصَحاِب النَّارِ َنْرصَ

先知（ ）说：“指掌管穆罕默德生命的主宰发誓，在这

个民族中，任何人在听到我的宣传之后，无论是犹太教徒，或

者是基督教徒，至死都没有归信我奉命所传达的人，他必是火

狱的居民。”① 

第二：追随他（ ） 

追随先知（ ）是相信他 真实的证据，声称相信先知

（ ）的使命，而后既不服从他的命令，也不远离先知（ ）

禁止他的禁戒，更不追随先知（ ）的圣行者，他对于自己的

信仰确已说谎。因为信仰它就是内心坚信，和身体力行。 

清高的真主确已阐明了他只慈悯追随和顺服先知的人。清

高的真主说： 
ÉL© ® :َقاَل َتَعاَىل  yϑ ômu‘ uρ ôM yèÅ™ uρ ¨≅ä. &™ó© x« 4 $ pκâ: çGø. r' |¡ sù t⎦⎪ Ï%©# Ï9 tβθ à)−G tƒ šχθè? ÷σãƒ uρ 
nο 4θ Ÿ2̈“9 $# t⎦⎪ Ï%©! $#uρ Νèδ $uΖ ÏG≈ tƒ$t↔ Î/ tβθ ãΖ ÏΒ ÷σãƒ ∩⊇∈∉∪ t⎦⎪ Ï% ©!$# šχθãèÎ7−Ftƒ tΑθ ß™ §9 $# ¢© É<̈Ζ9 $# 

¥_ÍhΓ W{$# 〈 ]157 156: األعراف.[  
【[156]……我的慈恩是包罗万物的。我将注定以我的慈恩

归于敬畏真主，完纳天课，而且信仰我的迹象者。[157]他们顺

从使者——文盲的先知。】②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53 段 

②
《高处章》第 156-15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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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清高的真主以痛苦的刑罚警告那些违背使者（ ）

的指导、违抗先知命令的人们，清高的真主说： 
‘Í ® :َقاَل َتَعاَىل  x‹ ós uŠù=sù t⎦⎪ Ï%©!$# tβθ à Ï9$sƒ ä† ô⎯ tã ÿ⎯Íν Í ö∆ r& β r& öΝ åκz:ŠÅÁè? îπ uΖ ÷FÏù ÷ρ r& öΝåκz: ÅÁãƒ 

ë># x‹ tã íΟŠ Ï9 r& 〈 ]63: النور. [ 
【违抗他的命令者，叫他们谨防祸患降临他们，或痛苦的

刑罚降临他们！】① 
清高的真主确已阐明了必须完全地顺服主的使者（ ）的

裁决，心情舒畅地接受他的裁决。清高的真主说： 
Ÿξsù y7 ® :َقاَل َتَعاَىل  În/ u‘ uρ Ÿω šχθãΨÏΒ ÷σ ãƒ 4©®L ym x8θ ßϑ Åj3ysãƒ $ yϑŠÏù t yf x© óΟßγ oΨ ÷ t/ §Ν èO 

Ÿω (#ρß‰ Åg s† þ’Îû öΝ ÎηÅ¡ àΡ r& % [ t̀ ym $£ϑÏiΒ |M øŠŸÒ s% (#θßϑ Ïk=|¡ ç„uρ $ VϑŠÎ=ó¡ n@ 〈 ]65: النساء..[ 
【[65]指你的主发誓，他们不信道，直到他们请你判决他

们之间的纷争，而他们的心里对于你的判决毫无芥蒂，并且他

们完全顺服。】② 

第三：喜爱他（ ） 

在先知（ ）对其民族所享有的权利中有：完全地喜爱他，

喜爱他胜过喜爱全人类，主的使者（ ）说： 

 ".ْن َوَلِدِه َوَوالِِدِه َوالنَّاِس َأْمجَِعنيَ َال ُيْؤِمُن َأَحُدُكْم َحتَّى َأُكوَن َأَحبَّ إَِلْيِه مِ ": َقاَل 
  ].متفق عليه[

“你们中任何一人都不算真正归信，除非他喜爱我胜过喜

                                                        
①
《光明章》第 63 节 

②
《妇女章》第 6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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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他的父亲和他的儿子，以及所有的人。”① 

任何违背主的使者（ ）的人，都绝不能为信士，即使他

取的是穆斯林的名字，生活在穆斯林之间也罢！ 

完美的喜爱就是信士喜爱主的使者（ ）胜过于喜爱自

身。欧麦尔·本·罕塔布曾对主的使者（ ）说： 

ٍء إِالَّ ِمْن ! ا َرُسوَل اهللاِيَ : َقْد َقاَل ُعَمُر ْبُن اخلطَّاِب لَِرُسوِل اهللاِ  َألْنَت َأَحبُّ إِيلَّ ِمْن ُكلِّ َيشْ
َفإِنَّه : َفَقاَل ُعَمرُ ."َال َوالَِّذي َنْفِيس بَِيِدِه َحتَّى َأُكوَن َأَحبَّ إَِلْيَك ِمْن َنْفِسَك ": َفَقاَل النَّبِيُّ .َنْفِيس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اْآلَن َيا ُعَمرُ ": َفَقاَل النَّبِيُّ .ِيس َألَْنَت َأَحبُّ إِيلَّ ِمْن َنفْ  –َواهللاِ  –اْآلَن 

 “主的使者啊！除了我自己，我喜爱您胜过一切。” 先知

（ ）说：“指亲手掌管我生命的主发誓，（你的信仰并不完美），

除非你喜爱我胜过你自己。”欧麦尔对他说：“指主发誓，现在

我喜爱您胜过我自己。”先知（ ）说：“欧麦尔呀！现在你的

信仰才算完美。”② 

第四：援助他（ ） 

援助先知（ ）是他享有的、被强调的权利，无论是他生

前，还是死后。至于他的生前，先知（ ）的弟子们确已用

好的方法履行了这一重要的使命。 

至于在先知（ ）归真之后，每当他的圣行遭到中伤者的

中伤、或愚昧者的歪曲、或假冒者的批评时，援助他就是捍卫

他的圣行。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44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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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当有任何人恶意地伤害、或讥讽他，或以不适合他

（ ）高贵地位的方式去描述他时，保护他高尚的形象也属于

援助他。 

在 近这个时代，诋毁伊斯兰先知（ ）的行动一直在增

加，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必须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先知（ ），使

用一切媒介和方法，直至消除他们的谎言、侮辱和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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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座 

先知（ ）的部分权利（二） 

第五：传播他（ ）的讯息 

在忠实于主的使者（ ）中有：我们应履行向全世界传播

和宣传伊斯兰的职责。 
ُغوا َعنِّي َوَلْو آيةً ": َقْد َقاَل النبيُّ    ]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 ".َبلِّ

的确，先知穆罕默德（ ）曾说：“你们当替我宣传，即

使是一段经文也罢！”① 
َالمُ و َالُة َوالسَّ ِر النََّعمِ ":  ََقاَل َعَلْيِه الصَّ  ".َألَْن َهيِْدَي اهللاُ بَِك َرُجًال َواِحًدا, َخْريٌ َلَك ِمْن ُمحْ

  ].يهمتفق عل[
先知（ ）又说：“真主以你引导一个人，对你来说，比

你拥有一峰红毛骆驼还要优越。”② 

  ].رواه أمحد وأصحاب السنن[ "ُمَكاثٌِر بُِكُم اْألَُمَم َيْوَم الِقَياَمةِ ":وَقاَل النبيُّ 
主的使者（ ）还告知：“复生日，将以你们与各个民族

竞赛。”③ 

壮大伊斯兰民族的因素有：号召人们信仰真主，皈依伊斯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61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294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406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

集》 
③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4283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050 段，《提勒秘日圣训

集》第 2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8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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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的确，清高的真主确已阐明了号召人们信仰真主是众使者

及其追随者们的事业，他说： 
ö≅è% ⎯Íν ®: َقاَل َتَعاَىل  É‹≈ yδ þ’ Í?Š Î6y™ (# þθãã ÷Šr& ’ n<Î) «!$# 4 4’ n? tã >ο uÅÁt/ O$tΡ r& Ç⎯ tΒ uρ © Í_ yèt6 ¨? $# 〈 

  ].108: يوسف[
【[108]你说：‘这是我的道路，我号召人们信仰真主，我

和随从我的人，都是依据明证的……。’】① 

这个民族应当遵守真主以此创造它并为其所赋予的事业，

那就是号召人们信仰真主、宣传伊斯兰、劝善戒恶。犹如超绝

万物的真主所说： 
öΝ ®: َقاَل ُسْبَحاَنُه  çGΖ ä. u ö yz >π ¨Β é& ôM y_Ì÷z é& Ä¨$̈Ψ= Ï9 tβρ â ß∆ù' s? Å∃ρã÷èyϑ ø9$$ Î/ 

šχöθ yγ÷Ψ s? uρ Ç⎯ tã Ì x6Ζßϑ ø9$# tβθ ãΖ ÏΒ ÷σ è? uρ «!$$Î/ 〈 ]110: آل عمران.[  
【[110]你们是为世人而被产生的 优秀的民族，你们劝善

戒恶，确信真主。】② 

第六：敬重他（ ） 无论是他生前，还是死后 

这也是先知（ ）所享有的权利之一，它确已被许多人忽

视了，清高的真主说： 
Ρ̄$! ®: َقاَل َتعاىل Î) š≈oΨ ù=y™ ö‘ r& # Y‰ Îγ≈ x© # \Ïe± t6 ãΒ uρ # \ƒÉ‹ tΡ uρ ∩∇∪ (#θãΖ ÏΒ÷σ çGÏj9 «! $$Î/ 

⎯Ï&Î!θß™ u‘ uρ çνρ â‘ Ìh“ yèè? uρ çνρã Ïj%uθè? uρ çνθ ßs Îm7|¡ è@ uρ Zο t ò6 ç/ ¸ξ‹ Ï¹r& uρ 〈 ]9 – 8: الفتح.[  
【[8]我确已派遣你作见证，作报喜者，作警告者，[9]以

                                                        
①
《优素福章》第 108 节 

②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1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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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你们归信真主和使者，并协助他尊敬他，朝夕赞颂他。】① 

伊本赛阿迪说：“你们当协助使者、当尊敬他的意思就是：

你们当敬重他、当尊敬他，你们当遵循他所享有的权利，就像

他为你们所带来伟大的恩惠一样。” 

先知（ ）的弟子们非常地敬重他、尊敬他，当他说话的

时候，他们会聚精会神地听，犹如小鸟在他们的头上一样。清

高的真主说： 
‰pκš$ ®: َقاَل َتعاىل r' ¯≈ tƒ t⎦⎪ Ï%©!$# (#θãΖ tΒ# u™ Ÿω (#þθãè sùö s? öΝ ä3s?≡ uθô¹r& s− öθsù ÏNöθ |¹ Äc© É<̈Ψ9 $# Ÿωuρ 

(#ρã yγøg rB …çµ s9 ÉΑ öθs) ø9 $$Î/ Ì ôγyf x. öΝ à6 ÅÒ÷èt/ CÙ÷èt7Ï9 βr& xÝ t7øt rB öΝ ä3è=≈ yϑ ôã r& óΟçFΡ r& uρ Ÿω 
tβρ â ßêô± s? 〈 ]2: احلجرات.[  

【[2]信道的人们啊！不要使你们的声音高过先知的声音，

不要对他高声说话，犹如你们彼此间高声说话那样，以免你们

的善功变为无效，而你们是不知不觉的。】② 
在这节经文下降之后，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说：“指

主发誓，今后我只会像与自己秘密的兄弟一样同您说话。” 

至于在他（ ）归真后对他的尊重：就是追随他的圣行，

听从他的命令，接受他的裁决，礼貌地对待他的言语，不以任

何意见或思想违背他的《圣训》。沙费尔（愿主怜悯他）说：“穆

斯林大众一致公认，谁理解了主的使者（ ）的圣行，那么，

绝不允许他因任何人的言语而放弃圣行。” 

                                                        
①
《胜利章》第 8-9 节 

②
《寝室章》第 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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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每当有人提起他（ ）时祝福他 

真主确已命令信士们祝福先知穆罕默德（ ），真主说： 

βÎ) ©!$# …çµ¨ ® :َقاَل  tG x6 Í×̄≈ n=tΒ uρ tβθ = |Áãƒ ’ n? tã Äc© É<̈Ζ9 $# 4 $pκš‰ r'̄≈ tƒ š⎥⎪Ï% ©!$# (#θãΖ tΒ# u™ (#θ=|¹ 
Ïµ ø‹n= tã (#θßϑÏk=y™ uρ $̧ϑŠÎ=ó¡ n@ 〈 ]56 :األحزاب.[  

【[56]真主的确怜悯先知，他的天使们的确为他祝福。信士

们啊！你们应当为他祝福，应当祝他平安！】
① 

  ].رواه الرتمذي[ "َرِغَم َأْنُف َرُجٍل ُذكِْرُت ِعنَْده َفَلْم ُيَصّل َعَيلَّ ": َقاَل 
穆圣（ ）说：“听到我的名字而没有祝福我的人真可悲

呀！”② 

رواه الرتمذي وحسنه [ "ةَ إِنَّ َأْوَىل النَّاِس ِيب َيْوَم الِقَياَمِة, َأْكَثُرُهْم َعِيلَّ َصَال ": وَقاَل 
  ].األلباين

穆圣（ ）说：“复生日， 接近我的人就是向我祝福

多的人。”③ 

رواه أمحد والرتمذي وصححه [ "اْلَبِخيُل َمْن ُذكِْرُت ِعنَْده َوَلـْم ُيَصّل َعَيلَّ ": َوَقاَل 
  ]األلباين

穆圣（ ）说：“吝啬者就是听到我的名字，而不祝福我

的人。”④ 

穆斯林听到有人提及主的使者（ ）而吝啬地没有祝福他，

属于无礼的行为。伊玛目伊本盖依姆（愿主怜悯他）在《理解

                                                        
①
《同盟军章》第 56 节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613 段 

③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82 段，谢赫艾勒巴尼校对优良的圣训 

④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645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614 段，谢赫艾勒巴尼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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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 优秀的人》一书中提到了许多有关祝福先知（ ）的裨

益。 

第八：支持他（ ）的爱友，憎恶他的敌人 

‰ω ß ®: َقاَل َتَعاَىل  Åg rB $YΒ öθ s% šχθãΖ ÏΒ÷σ ãƒ «!$$Î/ ÏΘ öθ u‹ø9 $#uρ Ì Åz Fψ $# šχρ–Š!# uθãƒ ô⎯ tΒ ¨Š!$ym 
©!$# …ã&s!θß™ u‘ uρ öθ s9 uρ (# þθçΡ% Ÿ2 öΝ èδ u™!$ t/#u™ ÷ρ r& öΝ èδ u™!$ oΨ ö/ r& ÷ρ r& óΟßγ tΡ≡ uθ÷z Î) ÷ρ r& öΝ åκsE uÏ± tã 4 y7 Í×̄≈ s9 'ρé& 

|= tFŸ2 ’Îû ãΝÍκÍ5θè=è% z⎯≈ yϑƒM}$# Ν èδ y‰−ƒ r& uρ 8yρ ãÎ/ çµ ÷ΨÏiΒ 〈 ]22: املجادلة.[  
【[22]你不会发现确信真主和末日的民众，会与违抗真主

和使者的人相亲相爱，即使那等人是他们的父亲，或儿子，或

兄弟，或亲戚。这等人，真主曾将正信铭刻在他们的心上，并

且以从他降下的精神援助他们。】① 

支持他的爱友：就是支持他的弟子们，喜爱他们，忠于他

们，理解他们所拥有的权利，赞美他们，效仿他们，为他们向

真主求饶恕，远离他们之间的争论；敌视、或与他们作对、或

辱骂他们、或诽谤任何一位圣门弟子者；支持和保护他们，远

离对他们过于极端。 

其中有喜爱正统的学者，支持他们，远离有损或伤害他们

名誉的事项。 

支持先知（ ）的事项中有：敌视与他作对者——昧恩者、

伪信者，以及所有的异端邪说和迷误者。 

                                                        
①
《辩诉者章》第 2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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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私欲之徒对安优布·艾勒赛赫提亚尼说：“我问你一

个词。”他因为敬重先知（ ）的圣行、敌视与他作对者而转

过身去，并用手指指着说：“半个词都不回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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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座 

先知（ ）在“赖麦丹”月的指导（一） 

伊玛目伊本盖依姆（愿主怜悯他）说： 

主的使者（ ）在赖麦丹月的指导是 完美的、 能实现

预期目标的，和 使内心安定的。 

斋戒是在迁徙的第二年成为定制的，主的使者（ ）归真

时，他总共封了九个赖麦丹月的斋戒。 

首先制定是选择封斋或每天供给一个贫穷人吃饭，然后废

除了那种选择，确定必须封斋。 

针对没有能力封斋的老人或妇女，允许他们每天供给一个

贫穷人吃饭。 

允许病人和旅行者开斋，而后还补；如果孕妇或哺乳妇女

担心封斋伤害到她们自身，其断法也是如此，先开斋，然后再

还补。但如果是她们害怕伤害到她们的孩子，那么，在还补的

同时，她们每天还要供给一个穷人吃饭。如果她俩身体健康，

不担心生病，那么，必须供给穷人吃饭，就像在伊斯兰初期健

康者开斋一样。 

以各种功修多多地崇拜真主： 

穆圣（ ）在“赖麦丹”月的指导有：以各种方式多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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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真主，吉布笠莱天使（愿主赐他平安）在“赖麦丹”月里

与他会晤，帮助他审查《古兰经》。当他与吉布笠莱天使会面时，

他的行善比春风送暖还要慷慨，他是 慷慨的人，他在“赖麦

丹”月中更加慷慨；他在“赖麦丹”月里更多地施舍、行善、

讽诵《古兰经》、礼拜、记念真主和坐静。 

他专门在“赖麦丹”月中做一些特殊的功修，他甚至有时

候会连续不断地封两昼夜或更多的斋戒，昼夜数小时不停地崇

拜真主。 

他曾经禁止弟子们不分昼夜地连续封斋，弟子们问他：“主

的使者啊!您也是连续着昼夜封斋的呀！”使者说： 

 ".إِينِّ َأَظلُّ ِعنَْد َريبِّ ُيْطِعُمنِي َوَيسِقيني": َويف ِروايةٍ  "َلْسُت َكَهْيَئتُِكْم, إِينِّ َأبِيُت ": َيُقوُل 
  ]ُمتفٌق َعليهِ [

“我的状况和你们不一样，我过夜时——在另一传述中提

到——我在我养主跟前过夜，他供给我吃、供给我喝。”① 

为了慈爱伊斯兰民族，主的使者（ ）禁止不分昼夜地连

续封斋，但是，他允许封斋至黎明前（吃封斋饭的时候）。 

在《布哈里圣训集》中提到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利的传

述， 

َحرِ ": َيقوُل  َسِمَع النَّبِيَّ  ُكْم َأَراَد َأْن ُيَواِصَل, َفْلُيواِصْل إَِىل السَّ   ".َال ُتواِصُلوا فأيُّ
他听先知（ ）说：“你们不要不分昼夜地连续封斋，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2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0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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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谁想不分昼夜地封斋，那么，让他封到吃封斋饭时为止。”①这

种连续封斋对于斋戒者是 公平的、 容易的，事实上，它是

家中被推迟的晚宴而已。斋戒者昼夜都有饮食，如果是在黎明

前吃的饭，他只是把夜初的饭食转到夜末而已。 

他（ ）对于确定“赖麦丹”月进入的指导： 

穆圣（ ）对于确定“赖麦丹”月的指导有：只有看见新

月，或者是有一个见证者作证看见了新月，才能确定进入斋月。

因为他曾根据伊本欧麦尔的作证看见了新月而封斋，还有一次

他根据一个贝都因人的作证而封了斋，他相信他俩的信息，他

并没有命令他俩说见证词。倘若那是见月，他就根据一个可靠

的见月者确定“赖麦丹”月的进入；倘若是见证，他并没有命

令见证者说见证词；倘若没有见到新月、也没有人见证看见了

新月，那么，他就完美“赛阿巴尼”月的三十天。 

如果在第三十天的夜晚多云，无法看月；他就完美“赛阿

巴尼”月的三十天，然后再封斋。 

他并没有在多云的日子封斋，更没有命令弟子们那样做，

但是，当有云层遮挡时，他命令完美“赛阿巴尼”月的三十天，

他当时就是这样做的，这是他的圣行，这与他的话： 

  ]ُمتَفٌق َعَلْيهِ [ "َفإِْن ُغمَّ َعَلْيُكْم َفاْقُدُروا َلهُ "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6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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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云层遮挡时，你们当计算它”①并不矛盾。 

盖德尔的意思就是计算，这里的宗旨是：如果有云层遮挡

时，当完美那个月的数目，犹如在布哈里传来的另一段正确的

《圣训》中提到：穆圣（ ）说： 

َة َشْعَبانَ  َفَأْكِمُلوا"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عدَّ
“你们当完美‘赛阿巴尼’月的三十天。”② 

确定“赖麦丹”月结束时的指导： 

在穆圣（ ）的指导中：他命令可以根据一位穆斯林男子

的作证确定斋月的进入，根据两个人的作证确定斋月的结束。 

在穆圣（ ）的指导中还有：如果是已经过了开斋节的节

日拜时间，有两名证人作证看见了新月，他就会命令人们开斋，

然后在次日节日拜的时间礼开斋节的节日拜。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0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080 段，“计算它”即：命令完美

“赛阿巴尼”月的三十天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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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座 

先知（ ）在“赖麦丹”月的指导（二） 

伊玛目伊本盖依姆（愿主怜悯他）说： 

“穆圣（ ）及时开斋，并且鼓励人们也照样做；他鼓励

人们吃封斋饭，喜爱延迟封斋的时间，并且他让人们也那样做。 

他鼓励人们用椰枣开斋，如果没有椰枣就用水开斋，这完

全是出于对伊斯兰民族的关怀和忠告。因为空腹 能接受纯天

然的甜食，机体强有力地吸收它的营养，特别是能增强视力。 

椰枣是麦地那人的甜食，也是他们的给养；椰枣在他们跟

前就是粮食和作料；熟椰枣就是水果。 

至于水，内脏因为斋戒而变得干枯，因此，首先应当用水

把它滋润，当它得到滋润后，能更有效地吸收营养；因此，饥

饿的干渴者在吃饭之前， 好是喝一点水，然后再吃饭。 

这是专门针对椰枣和水的，它对于心脏起着有益的影响，

这些只有心脏专科医生才知道。” 
 

陪同先知（ ）一起开斋 

穆圣（ ）先开斋后礼拜。 

如果有柔软的熟椰枣，他就用几颗熟椰枣开斋；否则，他

就用几颗干椰枣开斋；如果没有椰枣，他就喝几口水开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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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正确的传述，他（ ）在开斋时候的祈祷是： 

رُ إِنْ " جْ بَتَ األْ ثَ , وَ ابتَلَّتِ العُروقُ أُ وَ بَ الظَّمَ هَ اىلذَ اءَ اهللاُ تَعَ   ]َرَواه َأُبوَداُودَ [ ".شَ
“凭着真主的意欲，饥渴已经过去，身躯已得滋润，回赐

已经获到。”①穆圣（ ）说： 

ائِم ِعنَْد فِْطِره َدْعوًة َما ُتَردُّ "   ]َرواه اْبُن َماَجه[ "إِنَّ لِلصَّ
“的确，封斋者开斋时的祈祷不被驳斥。”② 

在正确的《圣训》中还提到： 

ْيُل ِمْن َهاُهنَا, َوَأْدَبَر ِمنْ ": َقاَل  ائِمُ  إَِذا َأْقَبل اللَّ   ].ُمتََّفٌق َعَلْيهِ [ "َهاُهنَا َفَقْد َأْفَطَر الصَّ
穆圣（ ）说：“当夜晚来临，白昼离去，的确，封斋者

可以开斋了。”③ 

根据法律，封斋者确已开斋了，即使他没有举意也罢！因

为他确已进入开斋的时间；就像进入早上，或进入晚上一样。 
 

斋戒者的礼节 

穆圣（ ）禁止斋戒者说污言秽语、争吵、辱骂或对骂。

当有人遭到辱骂时，他教导被辱骂者说：“我是封斋的人。”④ 

  ].ُمتََّفٌق َعَلْيهِ [ "ائِمٌ إِينِّ َص ": َأَمَرُه َأْن َيُقوَل لِـَمْن َساّبه
有人说：“用嘴说，这是 明显的。” 

有人说：“用心说，用斋戒提醒自己。”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357 段 

②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753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5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00 段 

④
《布哈里圣训集》第 179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5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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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封主命斋时用嘴说，封副功斋时用心说，因为这

样 能远离沽名钓誉。” 

穆圣（ ）对斋月旅行的指导 

主的使者（ ）在“赖麦丹”月旅行，他曾经封过斋，也

开过斋，他让圣门弟子们自己选择封斋或开斋。 

如果接近敌人，为了防止他们的杀害，穆圣（ ）命令圣

门弟子们开斋。 

如果单独是旅行，而非出征时，就开斋而言，主的使者（ ）

曾说：“它是允许的。”谁开了斋，那对他是好的；谁喜爱封斋，

对他也没有伤害。 

主的使者（ ）参加的 伟大、 严酷的就是“白德尔”

战役和“光复麦加”战役。 

在穆圣（ ）的指导中，他并没有为旅行的斋戒者限定开

斋的路程，任何有关这方面的传述都是不正确的。 

当圣门弟子们开始旅程时他们就开斋了，而不是等到离开

家之后才开始算起，并且他们还告知那是先知（ ）的圣行和

指导。犹如欧白依德·本·杰布尔曾说：“‘赖麦丹’月里我与

主的使者（ ）的弟子艾布白素尔·艾勒阿法利在福斯塔拓一

起乘船，刚上船他就让人端上他的早餐，并说：‘你近前来一起

用餐。’我说：‘难道你看不见那些房屋吗？’艾布白素尔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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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违背使者（ ）的圣行吗？’”① 

穆罕默德·本·凯阿布说：“‘赖麦丹’月里我去看望艾奈

斯·本·马立克，他正准备旅行，行装已经准备齐全，他并且

已经穿好旅行的服饰，然后他让人拿来饭菜，便用餐，我问他：

‘这属于圣行吗？’他说：‘属于圣行。’然后他乘驼启程上路

了。”② 

这些明确的证据说明：在“赖麦丹”月的白天开始旅行者，

允许他开斋。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5973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412 段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796 段，提勒秘日说：“这是一段良好的《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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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座 

先知（ ）在“赖麦丹”月的指导（三） 

在穆圣（ ）的指导中有：如果晨礼拜的时间到了，他也

许是因为与妻子同房而没有了大净，他就会在晨礼拜的宣礼之

后洗大净，并且封斋。 

他（ ）封着斋与一位妻子亲吻①，他比喻斋戒者的亲吻

犹如用水漱口一样。 

对有关封斋者因忘记而吃或喝的指导 

在穆圣（ ）的指导中有：因忘记而吃喝者不需要还补，

那是超绝万物的真主供给他吃喝的，这里并不是指记起后继续

地吃喝，然后开斋。开斋是因为斋戒者的行为而定，这种吃喝

类似于睡觉时的吃喝，当然，睡觉者的行为不受责成，忘记者

的行为也是如此。 

破坏封斋的事项 

根据穆圣（ ）的教导，破坏斋戒的事项有：故意吃喝②、

放血疗法和呕吐。 

                                                        
①
注：对于无力控制自身的斋戒者，学者们憎恶他亲吻。 

②
注：这包含了所有类似吃喝的，如：营养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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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证明房事破坏斋戒，犹如故意吃喝的断法，这

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根据穆圣（ ）的教导，斋戒者涂眼睑并

不影响斋戒；根据正确的传述，穆圣曾经封着斋用刷牙棒刷牙。 

伊玛目艾哈默德提到，穆圣（ ）曾经封着斋把水浇在自

己的头上。 

他曾经封着斋漱口和呛鼻，并禁止斋戒者呛鼻时过于把水

吸入鼻腔。 

传述他禁止在清晨与傍晚使用刷牙棒并不正确。 

他（ ）对于坐静的指导 

穆圣（ ）坚持在“赖麦丹”月的后十天里坐静，直至归

真。仅有一次没有坐静，他还在沙瓦立月（伊历十月）中还补

了它。 

他有时在斋月的上旬坐静，有时在斋月的中旬坐静，有时

是在下旬坐静；寻找“盖德尔”之夜，然后他阐明了“盖德尔”

夜在“赖麦丹”月的后十天之中；他坚持在其中坐静，直至归

真。 

他命令人们在清真寺里为他搭坐静的帐篷，独自一人在其

中崇拜他的养主。 

每当他想坐静时，他就礼完晨礼拜之后，进入帐篷去坐静。 

穆圣（ ）每年坐静十天，在归真那一年，他坐了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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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静。 

吉布笠莱天使每年与他对照温习一遍《古兰经》，在他归真

的那一年，吉布笠莱天使来与他对照温习了两遍。 

每当穆圣（ ）坐静时，他就独自进入圆顶的帐篷。 

坐静期间，除非是因为解决需要，他才会进家。 

他把头从坐静的帐篷里伸出来，阿依莎为他梳洗头发，他

当时是在清真寺中，阿依莎当时正在例假之中。 

坐静期间，他的部分妻子去探望他，如果是夜晚，当她起

身要离开时，他会站起身送其出去。 

在坐静期间，他没有同任何一位妻子同房、亲吻或其它相

关的事项。 

当他坐静时，就会在他坐静的地方去掉他的靠垫，放进床

铺。 

如果他在出去解决个人需要的路上遇见病人时，他不会绕

道而行，也不会打听其状况。 

有时他会在土耳其式的帐篷里坐静，并把草席铺在其中的

床铺上；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坐静和隐居的宗旨。而与

此相反的是那些无知者的做法，他们把坐静的地方当作是应酬

和带来探访者们的地方，以及他们之间闲谈的地方，他们这是

一种情况，而先知坐静的是另一种情况。真主是赐予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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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座 

他高贵的家族和纯正的血统 

他（ ）的家族： 

他是艾布伽税慕·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本·阿布杜

勒盟台利部·本·哈希姆·本·阿布杜麦纳斐·本·古率依·本·科

俩布·本·穆莱图·本·凯阿布·本·陆艾耶·本·阿利布·本·费

赫尔·本·马立克·本·奈杜尔·本·尅纳柰·本·胡宰麦·本·穆

德李柯·本·伊勒雅斯·本·穆德尔·本·尼扎尔·本·麦安

德·本·阿德南。 

有关他（ ）的家族，这是学者们一致公认的。 

学者们也一致公认阿德南是伊斯玛依赖（ ）的孩子。 

他（ ）的名称： 

朱拜勒•本•穆图阿慕的传述，主的使者（ ）说： 

ُد َوَأَنا املاِحي الَِّذي : إِنَّ ِيل َأْسَامءَ ": َقاَل   َنَّ َرُسوَل اهللاِ ُجَبْريُ ِ ْبِن ُمْطِعٍم أ ٌد َوَأَنا َأْمحَ َأَنا ُحمَمَّ
ِذي َلْيَس َبْعَدُه َيْمُحو اهللاُ ِيبَ اْلُكْفَر, َوَأَنا الـَحاِرشُ الَِّذي ُحيَْرشُ النَّاُس َعَىل َقَدَميَّ َوَأَنا اْلَعاِقُب الَّ 

  ].متفق عليه[ "َأَحٌد 
“我有许多名字，我是穆罕默德，我是艾哈默德，我是马

黑——真主以我消除否认，我是哈西尔——人们将被聚集在我

的身后，我是阿给布——他之后不会再有先知出现。”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9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354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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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穆萨·艾勒艾斯阿利的传述，他说： 
ي َلنَا َنْفَسه َأْسَامًء َفَقال َكاَ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يب ُموَسى اْألَْشَعِريِّ َقاَل  ٌد, َأَنا ُحمَمَّ ": ُيَسمِّ

ْمحَةِ  ُد َوالـُمَقفِّي َواْلـِحاِرشُ َوَنبِيُّ التَّْوَبِة, َوَنبِّي الرَّ   ].رواه مسلم[ "َوَأْمحَ
主的使者（ ）为我们给他自己取了许多名字：他说：“我

是穆罕默德，是艾哈默德，是穆感斐①，是哈西尔，是忏悔的先

知，是仁慈的先知②。”③ 

他（ ）纯正的血统： 

这一点是不需要任何证据的，他（ ）被选自哈希姆家族，

古莱什的后裔，他是阿拉伯 高贵的家族，他来自于麦加——

清高的真主 喜爱的地方，清高的真主说： 

ª!$# ãΝ ®: َل َتَعاَىل اقَ  n=ôã r& ß]ø‹ ym ã≅ yèøg s† çµ tG s9$y™ Í‘ 〈 .]124: األنعام[  
【真主是知道要把自己的使命安置在什么地方的。】④ 

艾布苏福杨在加入伊斯兰之前就承认先知（ ）有着高贵

的家族和血统，当海尔格立询问他有关穆圣的血统时，艾布苏

福杨说：“他在我们中有着高贵的血统。”海尔格立说：“所有被

派遣的使者在其民族中都有着高贵的血统。”⑤ 
إِْبراِهيَم إِْسَامِعيَل, َواْصَطَفى ِمْن َبنِي إِْسَامِعيَل  إِنَّ اهللاَ َعزَّ َوجلَّ اْصَطَفى ِمْن َوَلدِ ": َقال 

 "كِنَاَنَة, َواْصَطَفى ِمْن َبنِي كِنَاَنَة ُقَرْيًشا َواْصَطَفى ِمْن ُقَرْيٍش َبنِي َهاِشٍم, َواْصَطَفاِين ِمْن َبنِي َهاِشمٍ 
                                                                                                                                        
集》 

①
译者注：即：封印的先知与使者 

②
译者注：即：他带来了忏悔和相互怜爱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55 段 

④
《牲畜章》第 124 节 

⑤
《布哈里圣训集》第 7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7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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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رواه مسلم[
主的使者（ ）说：“的确，伟大尊严的真主从伊布拉欣

的子孙中选择了伊斯玛依赖，从伊斯玛依赖的后裔中选择了尅

纳奈，从尅纳奈的后裔中选择了古莱什，从古莱什的后裔中选

择了哈西姆，从哈西姆的后裔中选择了我。”① 

从他（ ）纯正的血统中：清高的真主保护他的父母远离

堕落的行径，他（ ）出生于合法的婚姻，绝不是私生子。 

ي, َلـْم ": َقاَل  َخَرْجُت ِمْن نِكاٍح, َوَملْ َأْخُرْج ِمْن ِسَفاٍح, ِمْن َلُدْن آدَم إَِىل َأْن َوَلَدِين َأِيب َوُأمِّ
  ].رواه الطرباين[ "ِة َيشءٌ ُيِصْبنِي ِمْن ِسَفاِح اجلاِهلِيَّ 

他（ ）说：“我出生于合法的婚姻，而不是私生子，从

阿丹至我的父母生下我，蒙昧时代任何奸淫的事情都没有影响

到我。”② 

  ].رواه ابن سعد[ "َخَرْجُت ِمْن َلُدْن آَدَم ِمْن نَِكاٍح َغْريِ ِسَفاٍح ": َقاَل 
他（ ）说：“我来自于阿丹，是通过合法的婚姻，而不

是私生的。”③ 

伊本赛阿德和伊本阿萨科尔传述，艾勒克勒避优（愿主怜

悯他）说：“我记录了先知（ ）的五百位母亲，没发现其中

有任何一位是堕落的，或涉及蒙昧时代的做法。” 

“五百位母亲”，他的意思：是指他父母亲双方面的各代祖

母。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276 段 

②
《泰柏拉尼圣训集》第 4884 段， 

③
《伊本赛阿德圣训集》第 488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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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诗曰 ： 

从阿丹时代，他的血统就一直受到保护， 

直至他被转到纯洁的婚姻， 

他俩没有非法的结合。 

他出生时犹如黑暗的夜晚升起的圆月； 

他的光亮使黑暗消失， 

这种光亮使所有的黑暗都荡然无存； 

感谢他的引导者赐予我们这种恩典， 

它并非是一种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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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座 

他的诚实和信誉 

先知（ ）为圣之前在他的族人中就以诚实、信誉而著称。

在人们之间，他是众所周知的值得信赖者。只有达到真正的诚

实、信誉等崇高的秉性之后，才能具有这一特点的称呼。 

艾布结核离，这是穆圣（ ）的敌人，确为他证明了这一

点，尽管他仇恨和拒绝先知（ ），但是他也知道穆圣是诚实

者。因为当有一男子问他：“穆罕默德是一个诚实者、还是一个

说谎者？”他回答说：“你真可怜！指主发誓，穆罕默德是一个

诚实者，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言。”但是，当古率依的后裔拥

有了领导权，以及为朝觐者提供用水、天房的幔帐和先知之后，

还有什么留给了古莱什其他的人呢？！ 

这是艾布苏福杨，在他加入伊斯兰之前，是 敌视先知

（ ）的人之一，当海尔格立询问他：“在他宣称自己是先知

之前你们就指控他是撒谎者吗？” 

艾布苏福杨说：“没有。” 

海尔格立说：“我问你在他宣称自己是先知之前你们就指控

他是撒谎者吗？你说：‘没有’，我确已知道他不会是说谎的人，

更不会是借真主的名义而说谎的人。” 

ُروِين ": َيْرَجتُف َويُقوُل  َلـام َجاَءَها النَّبِيُّ  ُلوِين َدثِّ , َوَذلِك إِْثَر ُنُزوِل اْلَوْحِي َعَلْيِه بَِغاِر "َز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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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حَم, َوَتْصُدق احلِديَث َأْبِرش َكالَّ َواهللاِ: ِحَراٍء, َقاَلْت َله  "..., َال ُخيِْزيَك اهللاُ َأبًدا; إِنََّك َلَتِصُل الرَّ
  ].متفق عليه[

这是海迪彻（愿主喜悦她），当先知（ ）颤抖着来对她

说：“快给我盖上被子！快给我盖上大衣！”那是由于在“希拉”

山洞中他接受到启示的因素。海迪彻安慰他说：“绝不然，指主

发誓，你应该高兴，真主永远都不会使你受辱，因为你接济近

亲，帮助弱者，关心穷人，款待客人，主持正义。”①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 ö‘ É‹Ρ r& uρ y7 s? uÏ± tã š⎥⎫Î/ tø%F{ َحتَّى َصِعد  َخَرَج َرُسوُل اهللاِ  ]214: الشعراء[ 〉 #$
َفا, َفَهتَف  َأَرَأْيُتم إِْن َأْخَربُتكْم َأنَّ ": َفَقاَل َمْن َهَذا? َفاْجَتَمُعوا إَِلْيِه, : َفَقاُلوا "َيا َصَباحاهُ ": الصَّ

قِّي?َخْيًال بِالَواِدي ُتِريُد َأْن ُتِغَري َعلَ  ْبنَا َعَلْيَك إِالَّ ِصْدًقا: َقاُلوا "ْيُكْم, َأُكنُْتْم ُمَصدِّ : َقاَل .َنَعْم َما َجرَّ
  ].متفق عليه[ "َفإِينِّ َنِذيٌر َلُكْم َبْنيَ َيِدي َعَذاٍب َشِديدٍ "

当【[214]你应当警告你的亲戚】②这节经文下降时，主的

使者（ ）登上赛发山，高呼：“注意啦！”人们都说：“谁在

喊？”于是大家都集聚到他跟前，他说：“某某人的后裔啊！某

某人的后裔啊！阿布杜勒麦纳斐的后裔啊！阿布杜勒闷泰利布

的后代啊！”这些人都集合在跟前，他说：“假若我告诉你们这

个山脚下有一队人马来犯你们，你们相信我吗？”他们异口同

声地说：“我们相信你，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你撒过谎。”他说：

“的确，我是严厉惩罚前对你们的警告者。”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67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60 段 

②
《众诗人章》第 214 节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467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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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先知（ ）的诚实和信誉使多神教徒们对他乱下断

言，有时他们说他是一个说谎的魔术师，有时说他是一个诗人，

有时说他是一个占卦者，有时说他是一个疯子，他们为此互相

谴责，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些属性、以及被他们指责

的那些称号与先知（ ）无关。 

这是伤害先知（ ）达到极点的奈杜尔·本·哈里斯，他

对古莱什人说：“古莱什族的人们啊！指主发誓，你们确已遇到

前所未有的考验，穆罕默德曾是你们当中一个年轻的男子，是

你们中 聪明、 诚实、 可信赖的人，甚至你们已发现他的

鬓脚都已变白，当他向你们传达他所带来的使命时，你们却说

他是一个说谎的魔术师，不，指主发誓，他绝不是一个说谎的

魔术师；你们说他是一个占卦者，不，指主发誓，他绝不是一

个占卦者；你们说他是一个诗人，说他是一个疯子……。”然后

他又说：“古莱什族的人们啊！看看你们自己，指主发誓，你们

确已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至于先知（ ）的信誉，也正是海迪彻（愿主喜悦她）希

望自己嫁给先知（ ）的真正原因。他当时帮助她负责沙姆地

区的商业，她从自己的仆人那里得知，由于他（ ）的信誉和

高尚的品德而为她带来的财富。 

从先知（ ）的信誉中：古莱什族的多神教徒们在否认和

诽谤穆圣的同时，他们还把自己的钱财放到穆圣那里委托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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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保管。当清高的真主允许先知（ ）迁徙到麦地那时，他

让阿里留守麦加，以便把所有的信托物交还其主人。 

先知（ ）所承担的 伟大、 完善地完成的信誉就是清

高的真主让他向世人传达的启示和使命的信誉。先知（ ）确

已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 完美地交还了信托。他（ ）以

着不可辩驳的证据、论述、剑和矛与真主的敌人作战，真主赋

予了他许多胜利，以他的宣传开拓了信士们的心，他们相信他、

信任他、援助他、支持他，直至“陶黑德”成为至高无上的言

词，伊斯兰传遍了东方和西方，清高的真主使伊斯兰进入世界

的各个角落。愿真主赐予诚实和可靠的先知幸福和平安，他真

正地为了真主的道路奋斗，直至生命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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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座 

众先知的结约及以穆罕默德（ ）报喜 

清高的真主说： 

(øŒÎ ®: َقاَل َتَعاىل uρ x‹ s{r& ª!$# t,≈ sW‹ÏΒ z⎯↵ ÍhŠÎ; ¨Ψ9$# !$ yϑ s9 Νà6 çG÷ s?# u™ ⎯ ÏiΒ 5=≈ tG Å2 
7π yϑõ3 Ïmuρ ¢ΟèO öΝ à2u™ !% y` ×Αθ ß™ u‘ ×− Ïd‰ |Á•Β $ yϑÏj9 öΝ ä3 yètΒ £⎯ ãΨÏΒ ÷σ çGs9 ⎯Ïµ Î/ … çµ ¯Ρ ãÝÁΨ tG s9 uρ 4 tΑ$ s% 

óΟè? ö‘ t ø%r& u™ ôΜè? õ‹ s{r& uρ 4’ n? tã öΝä3Ï9≡ sŒ “Ì ô¹Î) ( (#þθ ä9$s% $tΡ ö‘ t ø%r& 4 tΑ$ s% (#ρ ß‰ pκô−$$ sù O$ tΡ r& uρ Ν ä3yè tΒ z⎯ ÏiΒ 
t⎦⎪ Ï‰ Îγ≈ ¤±9 $# ∩∇⊇∪ ⎯ yϑsù 4’̄< uθs? y‰ ÷èt/ šÏ9≡ sŒ šÍ× ¯≈ s9'ρ é' sù ãΝ èδ šχθà) Å¡≈ x ø9$# 〈 ]آل عمران :

81 – 82.[  
【[81]当时，真主与众先知缔约说：“我已赏赐你们经典和

智慧，以后有一个使者来证实你们所有的经典，你们必须确信

他，必须辅助他。”他说：“你们承认吗？你们愿意为此事而与

我缔约吗？”他们说：“我们承认了。”他说：“那么，你们作证

吧；我也和你们一同作证。[82]此后，凡背弃约言的，都是罪

人。”】① 

阿里·本·艾布塔利布和他的堂弟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

他俩）说：“真主派遣的每一位先知，他都与之缔约，如果真主

派遣了穆罕默德，任何一位先知尚在人间，都必须相信他、支

持他。并命令众先知与自己的民众们缔约，如果穆罕默德被派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81-8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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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了，他们尚在人间，他们都必须相信他和支持他。”① 

清高的真主在引述先知伊布拉欣（ ）的故事时，他说： 

$ ®: َقاَل َتَعاىل uΖ −/ u‘ ô] yèö/ $# uρ öΝ Îγ‹ Ïù Zωθß™ u‘ öΝåκ÷] ÏiΒ (#θè=÷G tƒ öΝÍκ ön= tæ y7 ÏG≈ tƒ# u™ ÞΟßγßϑ Ïk=yèãƒ uρ 
|=≈ tGÅ3ø9 $# sπ yϑõ3Ïtø: $# uρ öΝÍκÏj. t“ ãƒuρ 4 y7̈Ρ Î) |MΡ r& â“ƒÍ• yèø9 $# ÞΟŠ Å3 ysø9   ].129: البقرة[ 〉 #$

【[129]我们的主啊！求您在他们中间派遣一个同族的使

者，对他们宣读您的启示，教授他们天经和智慧，并且薰陶他

们。您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② 

伊本凯西尔说：“清高的真主引证了伊布拉欣为禁地（麦加）

人民的祈祷，祈求真主从他们（伊布拉欣的后裔）中间派遣一

位使者，这个被应答的祈祷与真主已经注定了任命穆罕默德

（ ）是被派往麦加的居民以及其他人类和精灵的文盲的使者

相互一致。”伊玛目艾哈默德引证了阿尔巴杜·本·萨里耶传述

的《圣训》， 

ل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إِينِّ ِعنَْد اهللاِ َلـَخاَتُم النَّبِيَِّني َوإِنَّ آَدَم ملنَْجِدٌل ِيف طِينَتِِه, َوَسُأَنبُِّئُكْم بَِأوَّ
هاُت النَّبِيِّني : َذلَِك  ي الَّتِي َرأْت, َوَكذلِك ُأمَّ ى ِعْيسَى ِيب, َوُرؤَيا ُأمِّ َدعوُة َأيب إِْبَراِهيَم, َوُبْرشَ
  ."َيَرْينَ 

主的使者（ ）说：“在真主跟前，我确是封印的先知。

阿丹是由粘土上被造，我将首先告诉你们：我的先祖伊布拉欣

的祈祷，尔萨以我报喜，我的母亲所看到的光亮，同样，众先

知的母亲们也看到了光亮。”③ 
                                                        

①
《伊本凯西尔注释》（1/493） 

②
《黄牛章》第 129 节 

③
《穆斯奈德》（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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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继续提到其他著名的人物，直至他提到以色列后

裔中 后的一位先知麦尔彦之子尔萨（ ）曾经就这样清楚地

告知了他的名字，尔萨当时站在以色列的后裔中演讲时说： 

ÎoΤ’ ® :َقاَل  Î) ãΑθ ß™ u‘ «!$# /ä3ø‹ s9 Î) $]%Ïd‰ |Á•Β $yϑÏj9 t⎦ ÷⎫ t/ £“y‰ tƒ z⎯ ÏΒ Ïπ1u‘ öθ−G9 $# # MÅe³ t6ãΒ uρ 
5Αθ ß™ tÎ/ ’ÎA ù'tƒ .⎯ ÏΒ “Ï‰ ÷èt/ ÿ…çµ èÿ ôœ$# ß‰ uΗ ÷q r& 〈 ]6: الصف[  

【[6]……我确是真主派来教化你们的使者，他派我来证实

在我之前的《讨拉特》，并且以在我之后诞生的使者，名叫艾哈

默德的，向你们报喜。”】①因此，在这段《圣训》中提到：“我

的先祖伊布拉欣的祈祷，麦尔彦之子尔萨以我报喜。”② 

至于在早期的经典③中提到有关他的优越和美德时，清高真

主的言词足够证明这一点： 

⎪⎦t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Ï% ©!$# šχθãèÎ7−Ftƒ tΑθ ß™ §9 $# ¢©É< ¨Ζ9$# ¥_ÍhΓ W{$# “Ï% ©!$# …çµ tΡρ ß‰ Åg s† 
$¹/θçGõ3 tΒ öΝèδ y‰Ψ Ïã ’Îû Ïπ1u‘ öθ −G9 $# È≅‹ ÅgΥM}$# uρ Ν èδ ããΒ ù'tƒ Å∃ρã ÷èyϑø9 $$Î/ öΝßγ8 pκ÷] tƒ uρ Ç⎯ tã Ì x6Ψßϑø9 $# 

‘≅Ït ä†uρ ÞΟßγ s9 ÏM≈ t6Íh‹ ©Ü9$# ãΠÌh ptä† uρ ÞΟÎγ øŠn= tæ y] Í×̄≈ t6 y‚ø9 $# ßìŸÒtƒ uρ öΝßγ÷Ζ tã öΝèδ u ñÀ Î) Ÿ≅≈n=øñ F{ $#uρ © ÉL ©9 $# 
ôM tΡ% x. óΟÎγøŠ n=tæ 〈 ]157: األعراف.[  

【[157]他们顺从使者——不识字的先知，他们在自己所有

的《讨拉特》和《引支勒》中发现关于他的记载。他命令他们

行善，禁止他们作恶，准许他们吃佳美的食物，禁戒他们吃污

秽的食物，卸脱他们的重担，解除他们的桎梏。】④ 
                                                        

①
《列阵章》第 6节 

②
《伊本凯西尔注释》（1/243） 

③
译者注：这里是指《引支勒——新约》和《讨拉特——旧约》 

④
《高处章》第 15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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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ين َعْن ِصَفِة َرُسوِل : َفُقْلُت  َلِقيُت َعْبَداهللاِ ْبَن َعْمِرو ْبِن الَعاِص : َعْن َعَطاِء ْبِن َيَساٍر َقاَل  َأْخِربْ
  . التَّْوَراةِ ِيف  اهللاِ 

阿塔吴·本·耶萨尔的传述，他说：我遇见阿布杜拉·本·阿

慕鲁·本·阿税（愿主喜悦他），我说：“您为我谈一下在《讨

拉特》中有关主的使者（ ）的描述吧！” 

$  ®َأَجْل َواهللاِ, إِنَّه ملْوُصوٌف يف التَّوَراِة بِِصَفتِِه ِيف الُقْرآنِ : َقاَل  pκš‰ r'̄≈ tƒ © É< ¨Ζ9$# !$ ¯Ρ Î) y7≈ oΨ ù=y™ ö‘ r& 
# Y‰Îγ≈ x© #Z Åe³ t6ãΒ uρ # \ƒÉ‹ tΡ uρ 〈 ]يُتَك ]45: زاباألح يَِّني َأْنَت َعْبِدي َوَرُسويل َسمَّ , َوِحْرًزا لألمِّ

يئَة َولِكْن َيعُفو يَِّئِة السَّ َل َلْيَس بَِفظٍّ َوَال َغِليٍظ َوَال َصّخاٍب ِيف اْألَْسَواِق َوَال ُجيِْزي بالسَّ  املَتَوكِّ
َ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فَيْفَتُح بِه َأْعينًا ُعْمًيا : الَعْوَجاَء; بَِأْن َيُقوُلوا َويْغِفر, وَلْن َيْقبَِضُه اهللاُ َحتَّى ُيِقيَم بِِه امللَّةَ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وآذاًنا ُصام َوُقُلوًبا ُغْلًفا
他说：“好的，指主发誓，在《讨拉特》中描述的在《古兰

经》中也有相同的描述。”【[45]先知啊！我确已派遣你为见证

者，为报喜者，为警告者。】①为文盲人的保护者，你是我的仆

人、也是我的使者，我称你为信托主的人，你绝不是无礼者，

也不是粗鲁者，也不是在市场上的吵闹者。他不是不以怨报怨

者，但他是赦免和宽恕者，真主不会让他死亡，直至他改变已

被歪曲的信仰——人们说：‘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

的’，盲人的眼睛因他而得以光明，聋子的耳朵因他而得以听闻，

封闭的心因他而得以开放。”②  
َوالَِّذي َبَعَثَك بِاحلقِّ : َقِدَم اجلَاُروُد اْبُن َعْبِد اهللاِ َفَأْسَلَم َوَقاَل : َعِن اْبِن َعبَّاٍس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قاَل 

                                                        
①
《同盟军章》第 45 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20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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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جيِل, َوَلَقْد بّرشَ بِك اْبُن الَبُتولِ َلقَ  َالمُ . ْد َوَجدُت َوْصَفك ِيف اْإلِ   .َأْي ِعيَسى ْبَن َمريَم َعليه السَّ
白依哈给的传述，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说：“贾

鲁德·本·阿布杜拉前来加入伊斯兰，他说：‘指以着真理派遣

您的主发誓，我确在《新约》中发现了有关您的描述，伊本白

图鲁（麦尔彦之子尔萨）确已以您而报喜。’”①  

ًدا َرُسوُل اهللا َوَأنَّه الَِّذي َبرشَّ بِِه : َقاَل النََّجاِيشُّ : اَل قَ  َعْن َأِيب ُموسى اْألَْشَعِريِّ  َأْشهُد َأنَّ ُحممَّ
لُت ِمْن َأْمِر النَّاِس, َألََتْيُته َحتَّى َأْمحَِل َنْعلَ  رواه [ْيه ِعيسى, َولْوَال َما َأَنا فِيه ِمْن َأْمِر الـُمْلِك, َوَما َحتمَّ

  ].أبوداود
艾布穆萨·艾勒艾斯阿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奈嘉熙说：‘我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他就是尔萨所报

喜的使者，如果不是我负责国家的事务，以及担负着国人事物，

我一定会去投奔他，甚至我为他提鞋’”② 

 

                                                        
①
《白依哈给圣训集》第 424 段 

②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2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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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座 

仁慈的先知（一） 

他（ ）对敌人的仁慈： 

先知（ ）的仁慈是针对全人类的，清高、伟大的真主就

是这样描述他的，清高的真主说： 

$! ®:قال َتَعاىل tΒ uρ š≈oΨ ù= y™ö‘ r& ωÎ) Zπ tΗôq y‘ š⎥⎫ Ïϑn=≈ yè ù=Ïj9 〈 ]107: األنبياء.[  
【[107]我派遣你，只为慈悯众世界。】① 

  ].رواه مسلم[ "إِنَّام ُبِعْثُت َرْمحَةً ": َقاَل النِّبِيُّ 
先知（ ）说：“我被派遣是为了慈悯众世界。”② 

他（ ）广泛的仁慈，既包含了信士，也包含了非信士，

德法鲁·本·阿慕鲁·艾勒道税对引导他自己道税③部落感到了

绝望，他来对先知（ ）说：“主的使者啊！道税部落确已违

背，并拒绝接受真理，您向真主诅咒他们吧！” 

主的使者（ ）面对朝向，抬起双手，人们都坚信当主的

使者（ ）诅咒道税部落时，他们将遭到毁灭。但仁慈的先知

（ ）却说： 

سوُل اْسَتْقبَ  اْلِقبلَة, َوَرَفَع َيَدْيِه, َفَأْيَقن النَّاُس ِهبَالِك َدْوٍس إَِذا َدَعا َعَلْيِهْم َرُسوُل  ل الرَّ
ِة  ,اهللاِ  ْمحَ   ].ُمتََّفٌق َعَلْيهِ [ "اللُهمَّ اْهِد َدْوًسا وائِت ِهبمْ ": َقاَل  َلكِنَّ َنبِيَّ الرَّ

                                                        
①
《众先知章》第 107 节 

②
译者注：也门的一部落名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470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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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求您引导道税部落吧！求您使他们归顺吧！”① 

先知（ ）为他们祈求引导，而没有以惩罚和毁灭去诅咒

他们，因为他只希望人们幸福，只渴望人们成功和获救。 

先知（ ）去塔依夫号召当地的各部落加入伊斯兰，然而

塔依夫的居民却以石块、讽刺、嘲笑对他，诬蔑他们是愚昧者，

并用石块砸他，直至他（ ）的两脚跟都流血了。 

在那之后，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阿依莎（愿主喜悦

她）的传述， 
ْن َلَقْد َلِقيُت مِ ": َهْل َأَتى َعَلْيَك َيوٌم َكاَن َأَشدَّ ِمْن َيْوِم ُأُحٍد? َقاَل : ُقْلُت لَِرُسوِل اهللاِ 

َيْوَم اْلَعَقبِة, إِْذ َعرْضُت َنْفِيس َعَىل اْبِن َعْبد َيا َلْيَل ْبِن َعْبِد  − َوَكاَن َأشدَّ َما َلِقيُت ِمنُْهم  − َقْوِمِك 
َعالِِب, ُكَالٍل, َفَلْم ُجيِْبنِي إِىل َما َأرْدُت َفاْنَطلْقُت َوَأَنا َمْهُموٌم َعَىل َوْجِهي, َفَلْم َأْسَتِفْق إِال بَِقْرِن الثَّ 

ْتنِي َفنَظْرُت َفإَِذا فِيَها ِجْربيُل    .َفَرفْعُت َرْأِيس, َفإَِذا َأَنا بَِسَحابٍة َقْد َأَظلَّ
她说：“我问主的使者，您遇到过比吴候德战役那天更严

峻的日子吗？”他说：“我从你的民族那里遇到过，我遇到的

严峻的一天是阿格柏之日，当时，我亲自去找伊本阿布杜雅

莱鲁·本·阿布杜库俩利求援，他没有答应我的要求，我忧愁

地不知所向，我也没有注意自己的状况，直至我走到盖尔努勒

色阿利布，我抬头看时，突然发现有一朵云为我遮凉，我看见

吉布笠莱站在云端。” 
وا َعَلْيَك, َوَقْد َبعَث إَِلْيَك : َفنَاَداِين َفَقاَل  إِنَّ اهللاَ َعزَّ َوَجلَّ َقْد َسِمَع َقْوَل َقْوِمك َلك َوَما َردُّ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3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5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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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 َفنَاَداِين َمَلُك اِجلَباِل َفَقاَل : َقاَل .َمَلَك اِجلَباِل; لَِتْأُمَرُه بَِام ِشْئَت فِيِهمْ  إِنَّ اهللاَ َقْد َسِمَع َقْوَل ! َيا ُحمَمَّ
وا َعَلْيَك, َوَأَنا َمَلُك اِجلَباِل َوَقْد َبَعَثنِي اُهللا إَِلْيَك لَِتْأُمَرِين بَِأْمِرك َفام ِش  ْئَت? إِْن َقْوِمك َلك, َوَما َردُّ

ْن ُخيِْرَج اهللاُ ِمْن َأْصَالِهبِْم َمْن َبْل َأْرُجو أَ ": َفَ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شئَت َأْن ُأْطبِق َعَلْيِهم اْألَْخَشَبْنيِ 
ُك بِِه َشْيًئا يَك َلُه, َوَال ُيْرشِ   ].متفق عليه[ "َيْعُبُد اهللاَ َوْحَدُه َال َرشِ

他呼喊我，并对我说：“伟大尊严的真主确已听到你的族人

对你所说的话，以及他们对你的反驳，真主已经给你派来了管

理山岳的天使，你可以随意地命令他。”管理山岳的天使呼喊我，

并向我致以色兰问候，然后说：“穆罕默德啊！真主确已听到你

的族人对你所说的话，我是管理山岳的天使，你的养主派我到

于你，你可以随意地命令我，如果你愿意，我就把艾赫谐柏尼①

压在他们的上面。”主的使者（ ）却对他说：“不，我希望真

主从他们中创造出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不举伴主的后裔。”② 

这是仁慈，它使先知（ ）忘记了自己流血的伤口、破碎、

受伤的心灵，他只记得如何让那些人获得幸福，如何把他们带

出重重黑暗，走向光明，并引导他们遵循正道。 

当先知（ ）光复麦加之时，十万勇士进入麦加城，伟大、

尊严的真主让穆圣自己判决那些曾经虐待、迫害和策划暗杀自

己，把自己从家乡驱逐出境，以及因为伊斯兰而杀害和折磨他

弟子的人们。 

光复麦加之后，有一位圣门弟子说：“今天是一个大屠杀的

                                                        
①
译者注：是指麦加的两座山——艾布古柏斯及其对面的山。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05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79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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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 

 ."َبْل الَيْوَم َيوُم املْرَمحَةِ ": َيُقوُل النَّبِيُّ 
但先知（ ）却说：“不然，今天是一个仁慈的日子。” 

然后，先知（ ）来到那些失败者的跟前，看见他们的眼

中充满了恐惧、心在颤抖、喉咙干枯，他们等待这位胜利的领

袖将如果处治他们。他们已经习惯了背叛、复仇和凌辱穆斯林

的遇害者，就像他们在“吴侯德”等战役中所做的那样。他说： 

. َخًريا; َأٌخ َكريٌم واْبن أٍخ كريمٍ : َقالوا "َرْوَن َأينِّ َفاِعٌل بُِكْم?َيا َمْعَرشَ ُقَرْيٍش َما تَ ": َقاَل 
 "اْذَهُبوا َفَأْنُتُم الطَُّلَقاءُ ": قال

“古莱什人啊！你们认为我将会如何处治你们呢？”他们

说：“你怎么处治都是好的，你是一个慷慨的兄弟，一个慷慨的

侄子。”使者说：“你们走吧！你们都被赦免了。”因此，他们就

像从坟墓中被复活一样迅速离去。 

这样一个包容的宽恕是来自于先知（ ）内心的仁慈，这

是一个如此伟大的宽恕，它包括了宽恕那些伤害他自身及其弟

子们的敌人，如果不是他的这种仁慈，就不会有这种赦免的发

生，主的使者（ ）诚实的言词，他当时说： 

ٌة ُمْهَداةٌ "   ].َرَواه احلاكم[ "إِنَّام َأَنا َرْمحَ
“我只是被赐予仁慈的、引导你们的人。”① 

 

                                                        
①
《哈科目圣训集》第 9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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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座 

仁慈的先知（二） 

他（ ）对动物和植物的仁慈： 

前面我们提到了穆圣（ ）的仁慈包含了否认主的人，又

更何况是认主独一的穆斯林呢？在这里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先

知（ ）的仁慈超出了对人类，也包括了动物和植物。 

َب ": َقال النَّبِيُّ  َبْينََام َرُجٌل َيْمِيش بَِطِريٍق, اْشَتدَّ َعَلْيِه اْلَعَطُش, َفَوَجد بِْئًرا َفنََزَل فِيَها َفَرشِ
ُجُل .ُثمَّ َخَرَج, َفإَِذا َكْلٌب َيْلَهُث, َيْأُكُل الثََّرَى ِمَن اْلَعَطشِ  َلَقْد َبَلَغ َهَذا اْلَكَلَب ِمَن : َفَقاَل الرَّ

ُه َماًء, ُثمَّ َأْمَسَكُه بِِفيِه َحتَّى َرِقَي, َفَسَقى اْلَعَطِش ِمْثُل الَّ  ِذي َكاَن َبَلَغ ِمنِّي, َفنََزَل اْلبِْئَر َفَمَأل ُخفَّ
: َفَقال َوإِنَّ َلنَا ِيف َهذه الَبهاِئِم َألَْجًرا? !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قاُلوا "اْلَكْلَب, َفَشَكَر اهللاُ َلُه, َفَغَفَر َلهُ 

  ].ُمتََّفٌق عليه[ "َكبٍِد َرْطَبٍة َأْجرٌ  ِيف ُكلِّ "
先知（ ）说：“有一男子在途中渴得口干舌燥时，他看

到了一口井，于是他下去喝了水，当他喝完水从井中出来时，

发现有条狗渴得正喘着气用舌头舔湿土，此男子说：‘这条狗像

自己刚才一样口渴到了极点。’于是他再次下去用自己的靴子盛

满水，并用嘴叼着靴子爬了上来，然后他喂狗喝了水。为此真

主恩赐并饶恕了他。” 

大家问：“主的使者啊！我们从这些畜类身上也能获得报

酬？”使者说：“凡肝脏之物均有报酬。”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23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24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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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凡肝脏之物均有报酬”这一原则，对于保护动物的

权利和善待动物，先知（ ）领先于所有的组织和协会，先知

（ ）在他们之前的数百年就曾说： 

ٍة َسَجنَْتَها َحتَّى َماَتْت, َفَدَخَلْت فِيَها النَّاَر َال ِهَي َأْطَعَمْتَها َوَسَقْتَها إِذْ  َبِت اْمَرأٌة ِيف ِهرَّ  ُعذِّ
  ].متفق عليه[ "َحَبَسْتَها, َوَال ِهَي َتَرَكْتَها َتْأُكُل ِمْن َخَشاِش اْألَْرضِ 

“有一女人因为一只猫而受到惩罚，其原因是她把那只猫

拴起来，直至把它活活地饿死，她自己也因此进入火狱。她拴

住那只猫，既不给它吃喝，也不放开让它自己寻找大地上的昆

虫吃。”① 

先知（ ）的这个意思是教导他的弟子们爱护和善待动物，

并为他们阐明无故杀害动物，或无故造成动物死亡，可能是导

致伤害者进入火狱的因素，求真主护佑我们远离火狱。约束人

类的人为的法律，直至今天也不知道这些。  

先知（ ）警告无故地杀害的动物。他（ ）说： 

المُ  الُة َوالسَّ َها, إِالَّ َسَأَلُه اهللاُ  َما ِمنْ ": َقاَل َعَلْيِه الصَّ إِْنَساٍن َيْقُتُل ُعْصُفوًرا َفَام َفْوَقَها بَِغْريِ َحقِّ
ها?!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قيل."َعنَْها َيْوَم الِقَياَمةِ  َها َأْن َيْذَبَحَها َفَيْأُكَلَها َوَال َيْقَطُع ": َقاَل  َوَما حقُّ َحقُّ
ِمي بِهِ    ].ائيُّ رواه النَّس[ "َرْأَسَها َفَريْ

“任何人如果没有根据小鸟或比其更小的动物享有的权利

而宰杀了它，复生日，真主都会因小鸟而拷问他。”有人问：“主

的使者啊！它的权利是什么呢？”使者说：“它的权利就是宰杀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23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24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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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要吃掉它，而不是割断它的头，然后把它丢掉。”① 

先知（ ）还命令人们宰牲时，应当善待牲畜。他（ ）

说： 

المُ  الُة والسَّ ٍء, َفإَِذا َقَتْلُتْم َفَأْح ": َقال عليِه الصَّ ْحَساَن َعَىل ُكلِّ َيشْ ِسنُوا إِنَّ اهللاَ َكَتَب اْإلِ
ْح َذبِيَحَتهُ  ْبَحَة َولُِيِحدَّ َأَحُدُكْم َشْفَرَتُه, فْلُريِ   ]رواه مسلم["اْلِقْتَلَة َوإَِذا َذَبْحُتْم َفَأْحِسنُوا الذِّ

“真主规定当善待万物，当你们杀时，当选择 好的方法；

当你们宰牲时，也当选择 好的方法，让你们中的任何人当磨

快刀，当宰的轻快。”②有位学者提到，当有些西方人了解到伊

斯兰的屠宰礼节时，就加入了伊斯兰，这证明了伊斯兰在各个

方面都是完善的。一切的赞颂和感谢都归于真主。 

وُح َغَرًضا": َقاَل النبيُّ    ]أخرجه مسلم[ "َال َتتَِّخُذوا َشْيًئا فِيِه الرُّ
先知说（ ）：“你们不要把有生命的当作目标。”③既：你

们不要把活着的动物当作是射箭的目标。信士更应当远离这种

与仁慈背道而驰的行为。 

先知（ ）禁止不义和压迫，甚至是对动物也一样，他十

分关注这件事。 

َحنَّ وَذِرَفْت  َمجٌَل َفَلامَّ َرأى النبيَّ  ُبستاًنا لِرُجٍل ِمَن األْنَصاِر َوإِْذ ِيف الُبْسَتانِ  َدخَل النبيُّ 
  .َعْينَاهُ 

先知（ ）走进一位辅士的庄园，在那里有一峰骆驼，当

它看到先知（ ）时，双眼涌出泪水。 
                                                        

①
《奈萨伊圣训集》第4360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55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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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فَجاَء  "َمْن َربُّ َهَذا اَجلَمل?": َفمسَح َعَىل َرْأِسه, َفسَكن ُثمَّ َقاَل  أَتى إِليِه َرُسوُل اهللاِ فَ 
َأَال تتِقي اهللاَ ِيف َهِذِه الَبِهيَمِة الَّتِي ": َفقاَل النبيُّ ! وَل اهللاَِأَنا َيا َرُس : َشابٌّ ِمَن األْنَصاِر َفَقاَل 

ُه َشَكى إَِيلَّ َأنََّك ُجتِيُعُه َوُتْدئُِبه اَها? َفإِنَّ   ].َرواُه َأُبوداود[ "َملََّكَك اهللاُ إِيَّ
主的使者（ ）走近并抚摸它的头部，它才安静下来，使

者问：“谁是这骆驼的主人？”有一辅士青年走过来说：“主的

使者啊！我是这骆驼的主人。”先知（ ）说：“难道你不敬畏

使你掌管这牲畜的真主吗？它向我诉苦，你让它挨饿，并使它

负担太重！”① 

植物也能分享到先知穆罕默德的仁慈。的确，布哈里的传

述，当人们为先知（ ）建造了一座演讲台，先知正在上面演

讲时，有棵椰枣树就像小孩一样大声呼喊，先知（ ）从演讲

台上走下来，并拥抱了它，那孩子般的呻吟逐渐趋于安静；然

后他（ ）说： 

ْكرِ ": اَل قَ    ."َبَكْت َعَىل َما َكاَنْت َتْسَمُع ِمَن الذِّ
“它犹如你们听到的记念真主一样在哭泣。”每当哈桑谈到

这段《圣训》时他都会哭，并说：“穆斯林大众啊！一块木头

都如此期盼能与主的使者（ ）相见，你们更应当渴望能与他

见面。”②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335 段 

②
《法塔哈勒巴利》（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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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仁慈的先知（三） 

先知（ ）对儿童的怜悯： 

主的使者（ ）对儿童是 怜爱的人。艾布胡莱赖（愿主

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وِعنَْده األْقَرُع ْبُن َحابٍِس  َقبَّل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احلسَن ْبَن عيلٍّ
 فنظَر إلْيِه رُسوُل اهللاِ . نَّ ِيل عرشًة ِمَن الَولِد َما َقبَّلُت ِمنُْهم َأَحًداإِ : التِميِميِّ َجالًِسا َفَقاَل األْقَرعُ 

 ].متفق عليه[ "َمْن َال َيْرَحُم َال ُيْرَحمُ ": ُثمَّ َقاَل 
主的使者（ ）亲吻哈桑·本·阿里，当时艾格莱欧·本·哈

比斯·艾勒泰米米坐在他跟前，艾格莱欧说：“我确有十个儿子，

我从没有亲吻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主的使者（ ）看了他

一眼，然后说：“不怜爱他人者，就得不到真主的怜爱。”①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أُتَقبُِّلوَن : َفَقاُلوا َقِدَم َناٌس ِمَن األْعَراِب َعَى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عاِئشَ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 َقاَلْت 
َنَزَع  َأَو َأْملُِك إِْن َكاَن اهللاُ":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لكنَّا واهللاِ َما ُنقبِّل: َقاُلوا. َنعم: ِصبياَنُكْم? َفَقاُلوا

ْمحَةَ   ].متََّفٌق عليه[ "ِمنُْكُم الرَّ
一伙贝都因人来见主的使者（ ），他们说：“你们亲吻你

们的儿童吗？”他们说：“是的。”他们说：“指主发誓，但是我

们不亲。”主的使者（ ）说：“或者是你希望真主从你们的心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5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3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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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除仁爱吗？”① 

这两段《圣训》中注重阐明了先知（ ）对儿童的同情心，

亲吻儿童是怜悯和同情的体现。在他（ ）的话中提到：“不

怜爱他人者，就得不到真主的怜爱。”证据表明报赏是来自于工

作的同类。谁剥夺了对儿童的怜悯和同情，那么，在复生日清

高的真主将会剥夺对他的怜悯和同情。 

先知（ ）对儿童怜悯的例子：他来到自己的儿子伊布拉

欣跟前，当时，伊布拉欣正奄奄一息，主的使者（ ）禁不住

黯然泪下。他说： 

ا بِِفَراِقَك َيا ": َقاَل  نَا َوإِنَّ إِنَّ اْلَعْنيَ َتْدَمُع, َوإِنَّ الَقْلَب َحيَْزُن, َوَال َنُقوُل إِالَّ َما ُيْرِيض َربَّ
 ].متفق عليه[ "إِْبَراِهيُم ملْحُزوُنونَ 

“眼睛止不住地流泪，内心悲苦万分，我们只说我们的养

主喜爱的言语，伊布拉欣啊！我们将要忧伤地与你告别了！”② 

先知（ ）完成对自己养主的崇拜的义务——坚忍、喜悦

和完全地顺服真主的命令。他也给予了自己的儿子享有的权利

——怜悯、同情、眼睛流泪和内心悲痛，这属于对真主 完善

的崇拜。 

当先知（ ）女儿的孩子归真时，先知不觉黯然泪下。赛

尔德· 本· 欧巴德对他说：“主的使者啊！你这是怎么啦？”使

者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5652段，《穆斯林圣训集》第2137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4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23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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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تفق عليه[ "رحم اُهللا من عباده الرحماءإِنها رحمةٌ جعلَها اُهللا في قُلُوبِ عباده، وإِنما ي: "قَالَ
“这是悯恤之心，真主把它赋予仆人的心中。真主慈悯仆

人中有悯恤之心的人。”① 

先知（ ）对儿童怜悯的例子：他（ ）去探望曾经服

务于自己的犹太少年，并对他说： 

. ُغَالمُ َفَقاَهلا ال. َأطِْع َأَبا الَقاِسمِ : َفَقاَل َلهُ . َفنََظَر الُغالُم إَِىل َأبِيه "ُقْل َ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اَل لهقَ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احلْمُد هللاِ الَِّذي َأْنَقَذُه ِمَن النَّارِ ": َفَقاَل النبيُّ 

“你说：‘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少年看

了一下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对他说：“你顺从艾布噶税慕吧！”

然后那少年就说了先知让他说的话。然后先知（ ）说：“一

切赞颂全归真主，他拯救了这位少年免遭火狱之灾。”② 

先知（ ）对儿童怜悯的例子：艾奈斯·本·马立克（愿

主喜悦他）有个年轻的兄弟，名叫欧麦依尔，他曾有一只陪他

玩耍的小鸟，小鸟死了之后，少年很忧伤，然后仁慈的先知（ ）

去看望他，安慰他，并与他玩耍。先知（ ）亲切地他说： 

 ].متفق عليه[ "ما فَعلَ النغير! يا أَبا عميرٍ: "قَالَ لَه
“艾布欧麦依尔，小鸟在干什么呢？”③ 

阿布杜拉·本·善达迪传述，他的父亲说： 

نًا َأْو ُحَسْينًا ِيف إِْحَدى َصَالِيت الِعَشاِء, َوُهَو َحاِمٌل َحَس  َخَرَج َعَلْينَا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أبوه
َم َرُسوُل اهللاِ  اُد  َفَتَقدَّ الِة َفَسَجَد َبْنيَ َظْهراِينِّ َصالتِه َسْجَدًة َأَطاَهلا َفَرَفَع َشدَّ َ لِلصَّ فوَضَعُه ُثمَّ َكربَّ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2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923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56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12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5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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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ة َقاَل ال َفَلامَّ َقَىض َرُسوُل اهللاِ  رأَسُه َفإَِذا الصبيُّ َعَىل َظْهِر َرُسوِل اهللاِ  َيا رسوَل : نَّاُس الصَّ
إنَّك سجْدَت بني ظهراِينِّ صالتَِك َسْجدًة أطلتها َحتَّى َظنَنَّا أنَّه َقْد حدث أمٌر, أو َأنَّه ُيوَحى ! اهللاِ

َلُه َحتَّى َيْقِيضَ َحاَجَته": َقاَل . إَِلْيَك  َلنِي َفَكِرْهُت َأْن ُأَعجِّ  رواه[ "ُكلُّ ذلَك َملْ يُكْن ولكِنَّ اْبنِي اْرَحتَ
 ].النسائي

主的使者（ ）出来带领我们礼宵礼拜，他当时抱着哈桑

或候塞尼，主的使者（ ）走到前面把他放下，然后才念大赞

词开始礼拜，在礼拜中间，有一次使者叩头叩了很长时间，善

达迪抬起头，发现小孩骑在主的使者（ ）的背上，当主的使

者（ ）礼完拜之后，人们说：“主的使者啊！礼拜中间，你

叩头叩了很长时间，甚至我们都以为发生了不测，或启示降临

了你。”使者说： 

َلنِي َفَكِرْهُت َأْن أُ ": َقاَل  َلُه َحتَّى َيْقِيضَ َحاَجَتهُكلُّ ذلَك َملْ يُكْن ولكِنَّ اْبنِي اْرَحتَ رواه [ "َعجِّ
  ].النسائي

“这些都没有发生，但是我的外孙子骑在我背上，我不想

阻止他，以便他完成自己的需要。”① 

先知（ ）对儿童怜悯的例子：他去看望辅士们，向他们

的孩子们致以色兰问候，并抚摸他们的头。② 

先知（ ）对小孩怜悯的例子：曾经有人把小孩抱来，让

先知为孩子祈求福利，并把咀嚼的椰枣泥抹在孩子的上颚上。③ 

让先知为孩子祈求福利的意思是：他用高贵的手抚摸他们，
                                                        

①
《奈萨伊圣训集》第 1075 段 

②
《奈萨伊圣训集》第 1129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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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为他们向真主祈求幸福。 

先知（ ）曾经抱着宰奈布的女儿乌玛麦图礼拜，当他叩

头时，就把她放下来；当他站起来时，就把她抱起来。 

愿真主赐予这位慷慨、仁慈的先知幸福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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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座 

仁慈的先知（四） 

先知（ ）对服务员和奴隶的怜悯： 

在伊斯兰之前，奴隶是没有任何权利、也得不到任何尊重

的。当真主恩赐人类伊斯兰的使命之后，先知（ ）禁止虐待

奴隶，确定了他们的权利，并以痛苦的刑罚警告那些压迫、或

贬低、或诅咒他们的人。 

麦阿鲁尔·本·苏外尔的传述，他说：  

َأْي َأنه يْلبَس ِمثَْل ما  –ة َوَعىل ُغَالِمه ِمثُْلها َرأيُت َأبا ذرٍّ َوعليه ُحلَّ : عِن املْعُروِر ْبِن ُسويٍد َقاَل 
ه, فأَتى  ُيْلبُِس َخاِدَمه وممُلوَكه فسألتُه َعِن َذلك, َفَذَكَر َأنَّه سابَّ َرُجالً َعىل َعْهِد َرُسوِل اهللاِ  ه بأمِّ َفَعريَّ

َك َجاِهلِيٌَّة; إْخَواُنُكْم َخَولُُكْم َجَعَلُهُم إِنََّك اْمُرٌؤ فِي": فقاَل النبيُّ . , فذكر َله ذلكالرجُل النبيَّ 
َّا َيْلبَس َوَال  َّا َيأُْكل َولْيُْلبِْسه ِمم  ُتكلُِّفوهْم َما اهللاُ َحتَْت َأْيِديُكْم َفَمْن َكاَن َأُخوُه َحتَْت َيَدْيِه, َفْليُطِْعْمُه ِمم

 ].متفٌق عليهِ [ "هِ َيْغلِبُُهْم َفإِْن َكلَّْفتُُموُهْم, َفأَِعينُوُهْم َعَليْ 
我看见艾布冉尔穿着一套饰服，他的仆人也穿着同样的饰

服，我就问他为什么主人与仆人穿着同样的衣服，他提到在先

知（ ）时代，他曾经骂过一个人，并以其母亲的奴婢身份来

侮辱他，然后那个人来向先知（ ）提起了这件事，先知（ ）

说：“你这个人有点蒙昧主义的气息，你们的兄弟服侍你们，是

真主给予了你们管理他们的权力；谁手下掌管着自己的一位兄

弟，那么他吃什么，就让他给他也吃什么；他穿什么，就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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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也穿什么，不要让他们做力所不及的事情，如果一定要让

他们做，你们就当帮助他们。”① 

看看先知（ ）是如何对待服务员的，他把服务员提升到

与主人兄弟关系的地位，以便这种制度扎根在穆斯林的心中，

如果他对这个服务员不公正、或伤害了他、或侵吞了他的财产，

那么，他就等于伤害了自己的兄弟。先知（ ）竭尽全力地命

令善待他们、怜悯他们、尊重他们，供给他们类似主人的吃、

喝和穿戴。因此，艾布冉尔供给自己的仆人类似自己的穿着。

在这段《圣训》里，先知（ ）禁止让佣人做力所不及的工作，

这包含了减轻他们的工作，给予他们足够休息的时间。 

艾布麦斯欧德·艾勒安刷里的传述，他说：我曾用鞭子打

我的一个男仆，忽听身后有人说： 

ْوَت ِمَن الَغضِب  "!ْم َأَبا َمْسُعودٍ اْعلَ " , َفَلامَّ َدَنا ِمنِّي إَِذا ُهَو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 . َفَلْم َأْفهْم الصَّ
ْوَط ِمن َيِدي: َقاَل  "!اْعَلْم َأَبا َمْسُعودٍ ": َفإَِذا ُهَو يُقوُل  اْعَلْم َأَبا َمْسُعوٍد َأنَّ اهللاَ ": َقاَل  .فألَقيُْت السَّ

ُب َممْلوًكا بعَده َأبًدا: ُقلُت  "َوَتَعاَىل َأْقَدُر َعَليَْك ِمنَْك َعَىل َهَذا الُغَالمِ َتبَاَرَك   .َال أْرضِ
“艾布麦斯欧德，你当知道！”由于愤怒我没有听出是谁的

声音。他说：“当他接近时，我突然发现他是主的使者（ ）。”

他说：“艾布麦斯欧德，你当知道！”他说：“我丢了手里的鞭子。”

他又说：“艾布麦斯欧德，你当知道！清高伟大的真主比你惩罚

这个奴仆更有能力惩罚你。”我说：“我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打过

奴隶。”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66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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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传述中提到，我说： 

 –َأَما لَْو َملْ َتْفَعل, لََلَفَحتَْك النَّاَر ": َفَ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هو حرٌّ لَِوْجِه اهللاِ: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 ُقْلُت 
تَْك النَّاُر   ].رواه مسلم[" –َأْو ملسَّ

“主的使者啊！为了真主的喜悦，他是自由的人了。”主的

使者（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必受火狱之灾。”① 

先知（ ）还说： 

اَرُتُه َأْن َيْعتَِقهُ َمْن ": َقاَل النبيُّ  َبُه, َفَكفَّ   ].رواه أبو داود[ "لَطََم َممُْلوًكا لَُه َأْو َرضَ
“谁打了仆人耳光，或者是打了他，那么，他的罚赎就是

将其释放。”② 

先知（ ）是一个拯救被压迫者、释放奴隶，以及公平地

对待服务员的人，他会站在那些被羞辱的破碎的心灵立场上，

使他们内心振作起来。 

穆阿威耶·本·苏外迪·本·穆格利尼的传述，他说： 

اقتصَّ ِمنْه, َفإِنَّا : َفَقاَل . ْمُت َموًىل َلنا, َفدعاُه َأِيب َوَدعاينلط: عْن ُمعاويَة ْبِن ُسويِد ْبِن ُمْقِرِن َقاَل 
َفَ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وَليْس َلنَا إِالَّ َخاِدٌم َفلَطمها َرجٌل ِمنَّا معَرش َبنِي ُمْقِرن ُكنَّا سبعًة َعَىل َعْهِد النبيِّ 

 :"َفْلتَْخِدْمُهْم َحتَّى َيْستَْغنُوا َفإَِذا اْستَْغنَْوا ": قال. هاَليَْس َلنَا َخاِدٌم َغْريُ : َقاُلوا "َأْعتُِقوَها
 ].رواه مسلم[ "َفْليَْعتُِقوَها

我打了我们的奴隶一记耳光，然后我的父亲把他叫去，也

喊了我，然后他说：给他自由吧！我们是穆格利尼部族的人，

在先知（ ）时代，我们七个人只有这一个仆人，我们中有人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659 段 

②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6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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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她耳光，”主的使者（ ）说：“你们把她释放了。”他们

说：“她是我们拥有的唯一仆人。” 后主的使者（ ）说：“让

她为他们服务，直到他们富裕，当他们富裕时，让他们把她释

放了。”① 

这就是穆罕默德（ ），这就是他与服务员、以及与奴隶

交往的立场。比起这个立场，当今那些呼吁人权者又在哪里？！ 

看看先知（ ）与服务员实际交往的方式。艾奈斯·本·马

力克（愿主喜悦他）说： 

, َوَال َقاَل . َعْرشَ ِسننيَ  َخَدْمُت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أَنُس ْبُن َمالٍك  واهللاِ َما قاَل ِيل أفٍّ قطُّ
 ْ   ].متفق عليه[ "َأَال فَعْلَت َكَذا?:  أفعْلهليشٍء فعْلتُه مل فعْلتَه, وَال لْيشٍء مل

“我服侍了主的使者（ ）十年，指主发誓，他从未对我

说过喝斥的话，他从未因为我做的某件事情而责备说：‘你为什

么这样做？’他也从未因为我没有做某件事情而责备说：‘你没

有做这件事情吗？’”②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رواه مسلم[ "َوَال َعاَب َعيلَّ َشيْئًا َقطُّ "
“他从来都没有因为任何事情而责备过我。”③ 

主的使者（ ）对服务员说： 

  ].رواه أمحد[ "َألََك َحاَجٌة?": َيُقوُل للَخادِم َكاَن َرُسوُل اهللاِ وَ 
“你有什么需要吗？”④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658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3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309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09 段 

④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549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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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فام َتنِْزُع إِْن َكاَنِت األَمُة ِمْن َأْهِل املِدينَِة لتَْأُخُذ بِيَِد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عْن َأنِس ْبِن َمالٍِك 
  ].رواه ابن ماجه[ "ِمَن املِدينَِة ِيف َحاَجتِهاَيَده ِمْن َيِدَها, َحتَّى تْذَهب بِه َحيُث َشاءْت 

“如果麦地那的某一女仆抓住主的使者（ ）的手，他不

会将自己的手从她的手中挣脱，直到她随意地带着使者在麦地

那城内解决她的需求。”① 

 

                                                        
①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4177段 



 65 先知的生平 讲座

第十三讲座 

先知（ ）的优越 

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先知（ ）的确有很多优点和值得

赞扬的行为。其中有： 

1.真主称赞他具有高尚的品德和优秀的特性，超绝万物的真

主说： 

y7̄Ρ ® :َقاَل ُسْبَحانه Î) uρ 4’ n? yè s9 @, è=äz 5ΟŠ Ïà tã 〈 ]4 :القلم[. 
【[4]你确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① 

َِّم َمَكاِرمَ ": َقاَل  َام ُبِعْثُت ِألَُمت   .]مسند الشهاب القضاعي[ ".اْألَْخَالِق  إِنَّ
穆圣（ ）说：“我被派遣只是为了完善高尚的品德。”② 

2.真主称赞他对自己的民族及全人类都具有仁慈和同情的

美德。清高的真主说： 

$! ®:قال َتَعاىل tΒ uρ š≈oΨ ù= y™ö‘ r& ωÎ) Zπ tΗôq y‘ š⎥⎫ Ïϑn=≈ yè ù=Ïj9 〈 ]107: األنبياء.[  
【[107]我派遣你，只为慈悯众世界。】③ 

清高的真主说： 

%tβ ®:قال َتَعاىل Ÿ2 uρ t⎦⎫ÏΖ ÏΒ ÷σ ßϑø9 $$Î/ $VϑŠÏmu‘ 〈 ]43: األحزاب[ 
【他是怜悯信士的。】④ 

                                                        
①
《笔章》第 4 节 

②
《穆斯奈德谢哈布》第 1080 段，作者：穆罕默德·艾勒古达诶 

③
《众先知章》第 107 节 

④
《同盟军章》第 4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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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真主又说： 

$ ®: قال عز yϑÎ6 sù 7π yϑôm u‘ z⎯ ÏiΒ «!$# |MΖ Ï9 öΝ ßγs9 ( öθ s9 uρ |MΨ ä. $̂à sù xá‹Î=xî É= ù=s) ø9$# 
(#θ‘ÒxΡ ]ω ô⎯ ÏΒ y7Ï9 öθ ym 〈 ]159: آل عمران[  

【[159]只因为从真主发出的慈恩，你温和地对待他们；假

若你是粗暴的，是残酷的，那么，他们必定离你而散。】① 

ٌة ُمْهَداةٌ " :َقاَل  َام َأَنا َرْمحَ   ].َرواُه احلاِكمُ [ "إِنَّ
穆圣（ ）说：“我是被赐予仁慈的、引导你们的人。”② 

3.自从他出身就得到真主的护佑。因为清高的真主说： 

öΝ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s9 r& x8ô‰ Ég s† $ VϑŠÏK tƒ 3“uρ$ t↔ sù ∩∉∪ x8 y‰ y` uρ uρ ~ω!$ |Ê 3“y‰ yγ sù ∩∠∪ 
x8 y‰ y ùρ uρ WξÍ← !% tæ 4© o_ øî r' sù 〈 ]8 – 6: الضحى.[ 

【[6]难道他没有发现你孤苦伶仃，而使你有所归宿？[7]

他曾发现你徘徊歧途，而把你引入正路；[8]发现你家境寒苦，

而使你丰足衣食。】③ 

4.真主开拓他的心胸，提高他的声望。因为清高的真主说： 

óΟs9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r& ÷yu ô³ nΣ y7 s9 x8u‘ ô‰ |¹ ∩⊇∪ $ uΖ÷è |Êuρ uρ šΖ tã x8 u‘ ø—Íρ ∩⊄∪ ü“Ï% ©!$# 
uÙ s)Ρr& x8 tôγ sß ∩⊂∪ $uΖ ÷è sù u‘ uρ y7 s9 x8t ø.ÏŒ 〈 ]4 − 1: الرشح.[ 

【[1］难道我没有为你而开拓你的胸襟吗？[2]我卸下了你

的重任[3]即使你的背担负过重的，[4]而提高了你的声望。】④ 

5.他（ ）是封印的先知。犹如清高的真主说：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59 节 

②
《哈科目圣训集》第 99 段 

③
《上午章》第 6-8 节 

④
《开拓章》第 1-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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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Β tβ% x. î‰ £ϑ ptèΧ !$ t/ r& 7‰ tnr& ⎯ ÏiΒ öΝ ä3Ï9% y Í̀h‘ ⎯ Å3≈ s9 uρ tΑθ ß™ §‘ «!$# zΟ s?$ yz uρ 
z⎯↵ ÍhŠÎ; ¨Ψ9$# 〈 ]40: األحزاب[ 

【[40]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而是真主的

使者，和众先知的封印。】① 

 َمَثِيل َوَمَثُل اْألَْنبَِياِء ِمْن َقْبِيل َكَمَثِل َرُجٍل َبنَى َبْيًتا َفَأْحَسنَُه َوَأْكَمَلُه, إِالَّ َمْوِضَع َلبِنَةٍ ":َقاَل 
َأَال َوَضْعَت َهاُهنَا : ْعَجُبوَن ِمَن الُبنَْياِن َوَيُقوُلونَ ِمْن َزاِوَيٍة ِمْن َزَواَياُه, َفَجَعَل النَّاُس َيُطوُفوَن َويَ 

بِنَةَ   ].ُمتََّفٌق علْيهِ [ "َلبِنًة, َفَيتِمَّ ُبنَْياُنَك? َفُكنُْت َأَنا اللَّ
穆圣（ ）说：“我与我之前众使者的比喻，就像一个人

建造房子，他全部都建造的很好，唯有某个墙角上缺了一块土

坯的位置没有完善，人们围绕着这个建筑，并赞赏之，他们说：

‘真的，如果你在这里补上一块土坯，你的建筑就更完美的。’

我就是那块土坯。”② 

6.穆圣（ ）是封印的先知，因为他（ ）曾说： 

ْلُت َعَىل اْألَْنبَِياِء بِِستٍّ ":َقاَل  ْعِب, َوُأِحّلْت : ُفضِّ ُت بِالرُّ ُأْعطِيُت َجَواِمَع اْلَكلِِم, َوُنِرصْ
ًة َوُخ   "تَِم ِيبَ النَّبِيُّونَ ِيلَ اْلَغنَائُِم, َوُجِعَلْت ِيلَ اْألَْرُض َطُهوًرا َوَمْسِجًدا, َوُأْرِسْلُت إَِىل اْلـَخْلِق َكافَّ

  ].َرواُه مْسلِم[
“我因六件事情而胜过众先知，我获得了警句③；我被赐予

恐惧作为援助；战利品对于我是合法的；大地为我而成为洁净

的礼拜殿；我是针对全人类而被派遣的；我是封印的先知。”④ 

                                                        
①
《同盟军章》第 40 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53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286 段 

③
译者注：这里是指《古兰经》 

④
《穆斯林圣训集》第 5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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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穆圣（ ）是最敬畏、最高贵的人，因为他（ ）说： 

ُد ْبُن َعْبدِ ":َقاَل  َفَجَعَلنِي ِيف اهللاِ اْبِن َعْبِد املطَّلِب; إِنَّ اهللاَ َتَعاَىل َخَلَق اَخلْلَق,  َأَنا ُحممَّ
ِهْم فِْرَقًة ُثمَّ َجَعَلُهْم َقَبائَِل, َفَجَعَلنِي ِيف َخْريِ  ِهْم, ُثمَّ َجَعَلُهْم فِْرَقَتْنيِ َفَجَعَلنِي ِيف َخْريِ ِهْم َقبِيَلًة, َخْريِ

ُكْم َبْيًتا, َوَخْريُ  ِهْم َبْيًتا, َفَأَنا َخْريُ رواه أمحد وصححه [ "ُكْم َنْفًساُثمَّ َجَعَلُهْم ُبُيوًتا, َفَجَعَلنِي ِيف َخْريِ
  ].األلباين

“我是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本·阿布杜勒盟台利部，

的确，清高的真主创造了众生，他使我成为他们中 优秀的人；

然后又使他们分为两伙，他使我成为他们中 优秀的一伙人；

然后又使他们分为许多部落，他使我成为他们中 优秀的部落；

然后又使他们分为家庭，他使我成为他们中 优秀的家庭；我

是你们中 优秀的家庭、是你们中 优秀的人。”
① 

8.在复生日穆圣（ ）是先到池边和具有说情的人，因为

他（ ）曾说： 

 ,َرُطُكْم َعَىل اْلـَحْوِض َأْنَتظُِرُكْم لُِريَفَع ِيل ِرَجاٌل ِمنُْكْم, َحتَّى إَِذا َعَرْفُتُهمْ َأَنا فَ ": َقاَل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إِنََّك َال َتْدِري َما َأْحَدُثوا َبْعَدكَ : َفُيَقاُل ! َربِّ َأْصَحاِيب : اْخُتلُِجوا ُدوِين, َفَأُقوُل 

“我提前来到池边等候你们，以便真主让你们中的人出现

在我面前，直至当我认出他们。在他们到达我之前，却被带向

相反的方向我说：‘主啊！我的弟子们！’有个声音说：‘你不知

道在你之后他们又做的何种异端’。”② 

穆圣（ ）又说：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692 段，谢赫艾勒巴尼校正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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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 َفاْسُتِجيَبْت َلُه َوإِينِّ َقْد اْخَتَبْأُت َدْعَوِيت َشَفاَعًة ": اَل قَ  إِنَّ لُِكلِّ َنبِيٍّ َدْعَوًة َقْد َدَعا ِهبَ
تِي َيْوَم الِقَياَمةِ    .]متَّفٌق عليهِ [ ".ِألُمَّ

“每位先知都有一个被应答的祈祷，他们都已祈祷并获得

了应答，的确，我把祈祷留在复生日为我的民众说情。”① 

9.穆圣（ ）在复生日是全人类的领袖，因为他（ ）

曾说： 

َأَنا َسيُِّد َوَلِد آَدَم َيْوَم الِقَياَمِة َوَال َفْخَر, َوبَِيِدي لَِواُء اْلـَحْمِد َوَال َفْخَر َوَما ِمْن َنبِيٍّ ": َقاَل 
ٍع َوَال َفْخرَ َيْوَمئٍِذ آَدَم َفَمْن ِسَواُه إِالَّ َحتَْت لَِوائِ  ُل ُمَشفَّ ُل شافٍِع َوَأوَّ   ."ي, َوَأَنا َأوَّ

“复生日，我是人类的领袖，绝不是自夸；我手持赞颂的

旗子，绝不是自夸；那天，所有的先知都在我的旗子之下，我

是第一个说情者，是第一个获得说情的人，绝不是自夸。” 

10.复生日他（ ）是第一位进入天堂的人，因为他（ ）

曾说： 

ُل َمْن َيْقَرُع َباَب اجلنَِّة, َفَيُقوُل اَخلاِزنُ ":  َقاَل  ٌد : َت? َفأُقوُل َمْن َأنْ : َأَنا َأوَّ : َفَيُقوُل .َأَنا ُحمَمَّ
  ].رواُه مْسلم[ "َأُقوُم فأْفَتُح َلَك, َفَلْم َأُقْم ِألََحٍد َقْبَلَك, َوَال َأُقوُم ِألََحٍد َبْعَدكَ 

“我是第一个敲开天堂之门的人，看管天堂的天使问：‘你

是谁？’我说：‘我是穆罕默德。’他说：‘我现在起来为你开门，

在你之前我没有为任何人站起来过，在你之后我也不会为任何

人站起来’。”② 

11.他（ ）是所有渴望会见真主、获得天堂的成功与远离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94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200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6，19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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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狱者的楷模，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ô ®: َقاَل ُسْبَحانه s) ©9 tβ% x. öΝ ä3 s9 ’ Îû ÉΑθ ß™ u‘ «!$# îο uθó™ é& ×π uΖ |¡ ym ⎯ yϑÏj9 tβ% x. (#θã_ö tƒ ©!$# 
tΠöθ u‹ø9 $# uρ tÅz Fψ $# t x. sŒuρ ©!$# # ZÏV x. 〈 ]21: األحزاب.[  

【[21]希望真主和末日，并且多多记念真主者，你们有使

者可以作你们的优良模范。】① 

12.他（ ）从不以个人的私欲说话，事实上，他的言语关

系着伊斯兰及其法律，那是来自于没有丝毫虚假的启示，犹如

清高的真主所说： 

tΒ$ ® :َقاَل َتَعاَىل  uρ ß, ÏÜΖ tƒ Ç⎯ tã #“ uθoλù; $# ∩⊂∪ ÷βÎ) uθ èδ ω Î) Ö©ór uρ 4© yrθãƒ 〈 ]3: النَّْجم – 
4.[  

【[3]他未随私欲而言，[4]这只是他所受的启示。】② 

 

                                                        
①
《同盟军章》第 21 节 

②
《星宿章》第 3-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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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座 

他的出生、哺乳、以及真主对他的保护 

先知（ ）出生于伊历三月的星期一，一说是三月的二号，

一说是八号，一说是十号，一说是十二号。伊本凯西尔说：“

正确的传述是他出生于象年，的确，这是布哈里的老师伊布拉

欣·本·梦瑞尔和赫立法·本·韩雅推等所有人的传述。” 

研究先知生平的学者们说：“当艾米娜怀他的时候，她说：

‘我没有感觉到他的沉重，当他出生的时候，与他一起出现的

光照亮了东方和西方’。” 

伊本阿萨科利和艾布奈阿慕传述，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

他俩）曾说：“当先知（ ）出生的时候，阿布杜勒盟台利部

为他宰了一只公绵羊，并为他取名穆罕默德。”有人问他：“艾

布哈里斯啊！是什么促使您给他取穆罕默德这个名字，而您没

有为他取他先祖们的名字呢？”他回答说：“我渴望他能获得真

主在天上的赐福，以及人类在大地上对他赞扬。” 

他（ ）父亲的去世： 

他（ ）的父亲去世时，他还没有出生；有人说：他出生

数月之后，他（ ）的父亲才去世的；但第一种说法是 正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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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哺乳： 

艾布赖海毕的女仆苏外柏喂了他（ ）几天的奶，艾布赖

海毕因为喜爱这位男童而释放了女仆人苏外柏。然后在塞阿德

部落为他找到了奶妈，由塞阿德部落的哈莉麦为他哺乳。他在

塞阿德部落跟随哈莉麦居住了大约五年。在那里发生了破胸事

件，天使取出了他的心进行洗涤，从中清楚了私欲和恶魔，并

且真主使他的心中充满了光明、智慧、怜悯和仁慈，然后又使

其归还原位。 

在发生那个事件之后，哈莉麦非常担心他的安全，于是把

他送回到他母亲的身边，并告诉了她所发生一切，但那并没有

使她感到恐惧。 

苏海里说：“这是发生了两次的净化！” 

第一：是在他的童年，净化他的心灵，远离恶魔的中伤。 

第二：当真主意欲提高他纯洁的地位，以便他带着天上的

众天使礼拜时，就纯化他的内外，并使他的内心充满了智慧和

信仰(伊玛尼)。 

他（ ）母亲的去世： 

当主的使者（ ）成长到六岁时，他的母亲带着他去麦地

那看望欧戴云·本·南贾尔部落的舅舅们时，与她同行的还有

温姆艾依麦奈。她在他们那儿住了一个月，然后在返回麦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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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归真于“艾布瓦依”①。 

光复麦加的那一年，当主的使者（ ）去麦加途径“艾布

瓦依”时，他向养主请求允许他去探望自己母亲的坟墓，真主

许可了他，然后他哭了，他周围的人也都哭了。他（ ）说： 

ُر املْوَت ":َقاَل  ا ُتَذكِّ  ].رواه مسلم[ "ُزوُروا اْلُقُبوَر, َفإِهنَّ
“你们游坟吧！的确，它能使人记忆死亡。”② 

当他的母亲去世之后，温姆艾依麦奈照顾他。她是他从自

己的父亲那里继承的奴隶。然后他的祖父阿布杜勒盟台利部抚

育他，但是当主的使者（ ）成长到八岁时，他的祖父也去世

了。他的祖父临终前嘱托他的叔叔艾布塔利布抚育他，并很好

地照顾他。当真主任命他为先知时，艾布塔利布又全力以赴地

帮助和支持他，即使他至死仍然是一个多神教徒也罢！由于他

对先知的支持和帮助，真主减轻了对他的惩罚，犹如在正确的

《圣训》中所提到的那样。  

清高的真主保护他远离愚昧时代的污染  

清高的真主至始至终保护自己的先知（ ），远离愚昧时

代的污染。他憎恨偶像，从来都没有崇拜过任何一个偶像，也

没有崇敬过任何一个塑像；他从没有喝过酒，更没有参加过古

莱什青年的堕落、淫乱的活动。与此相反，他为人清白，没有

                                                        
①
地名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16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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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缺点，他具备所有的美德和高尚的道德，他在民众中被称

为“值得信赖者”，因为人们亲眼目睹了他的品性纯洁和说话

诚实，他们喜爱他的判断，并遵守他的意见。那在把黑石放回

原位的故事中确已明晰地显露出来，人们都喜爱接受他的建议，

他拿来外衣，把石头放在中间，他让每一个部落的首领各抓住

一个衣角把黑石抬起来，然后他亲自把黑石放回原来的地方，

以此平息了人们心中的愤怒，熄灭了部落之间即将发生的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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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讲座  

他的婚姻  

先知（ ）聘娶了海迪彻为妻，他当时的年龄是二十五岁，

而她已经四十岁了。他曾同海迪彻的仆人一起前往沙姆地区为

她经商，她的仆人在旅行中看到了使自己眼花缭乱的奇迹，以

及他所显示出的诚实和信义。当他返回之后，他告诉了女主人

自己的所见所闻。然后她提出想与先知结婚，先知（ ）就聘

娶了海迪彻为妻。  

海迪彻（愿主喜悦她）是在迁徙前三年归真的。先知与她

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她是先知唯一的妻子，直至她六十五岁

时归真，当时先知（ ）大约为五十岁。在她之后，由于各种

哲理和崇高的宗旨，他又聘娶了几位妻子。这也驳斥了部分东

方学者及其他反对者的指控，他们造谣说先知（ ）是一个寻

求享受的淫乱者。那么，怎么能说他是一位贪图享受的人呢？

他与比自己大十五岁的妻子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直至妻子去

世，他都没有娶过其她任何女人，更何况在他的青春年龄和性

欲失去之后？难道他的性欲隐藏了许多年，直至当他达到五十

岁之后，又突然出现了？没有理智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  

西方的许多学者和思想家自身确已嘲讽这种荒谬的言论，

意大利的研究员鲁拉·斐西雅·法李莉博士说：“在穆罕默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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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时期，应当是他性欲 强盛的时期，尽管在他生活的那

个社会——伊斯兰之前的阿拉伯社会，当时的婚姻犹如或者几

乎是一种遗失的社会机构，多妻是它的基础，离婚非常容易至

极，但是穆罕默德除了一位妻子——就是比他大很多岁的海迪

彻之外，他从没有娶过任何女人。海迪彻二十五年一直忠诚地

爱着自己的丈夫，穆罕默德也从未结过第二次或更多的婚姻，

直至他达到五十岁、海迪彻归真之后。 

他的每一次婚姻都有着一个社会或政治的因素，那是因为

他想通过自己所聘娶的女人赋予妇女具有敬畏真主特点的荣

耀，或者是通过他所聘娶的女人与其他一些部落建立亲属关系，

便利于开辟传播伊斯兰的新途径。 

除了阿依莎（愿主喜悦她）之外，穆罕默德（ ）所娶的

妻室中没有任何一位是处女，或者是年轻的女子，他这是为了

寻找性欲享受吗？  

的确，他也是一个男人，而不是神，他也希望自己能再次

结婚生子，因为海迪彻为他所生的孩子（除了法图麦之外），其

他的都已经去世了。  

尽管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他（ ）负担着一个庞大的家

庭。但他始终坚持完全平等地对待着每一位妻子，从来没有一

次秘密地厚待过她们中的任何一位。  

他自由地效仿从前众先知的圣行，例如：穆萨和其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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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人反对过他们多妻。可能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个

人生活的详情，但是当我们知道穆罕默德（ ）的家庭生活详

情后，就对其进行批评吗？”① 

他（ ）的诸位妻子  

海迪彻去世之后，先知（ ）又聘娶了邵德·宾图·茹迈

阿，其次是阿依莎·宾图·艾布白克尔·舜迪格（愿主喜悦她），

她是先知聘娶的唯一一个处女；然后是哈夫率·宾图·欧麦

尔·本·汗塔布（愿主喜悦她），然后是宰奈布·宾图·胡斋麦·艾

勒黑俩立耶，然后是温姆塞莱迈，她的名字是杏德·宾图·吴

曼耶，然后是宰奈布·宾图·杰哈西，然后是朱外丽耶·宾图·哈

立斯，然后是温姆哈碧柏·莱姆莱图·宾图·艾布苏福杨，然

后在“海拜尔”战役聘娶了索非亚·宾图·候艳冶，然后是麦

依姆奈·宾图·哈立斯（愿主喜悦她），她是主的使者（ ）

娶的 后一位妻子。 

 

                                                        
①
《他们谈论伊斯兰》，作者：阿玛杜丁·赫李利，第 120-120 页，摘自鲁拉·斐西雅·法

李莉博士的《捍卫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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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讲座 

先知与妇女（一）  

伊斯兰的敌人一再声称伊斯兰不公正的对待妇女，压迫她

们，剥夺她们的权利，并把她们当作是男人的服侍者，供男人

享受的媒介。 

然而，这个谎言无法反驳先知（ ）对女人的尊重和提高

她们地位的影响。先知接受女人的建议、关心她们、在所有情

况下支持她们，并给予她们前所未有的、完全的权利。 

阿拉伯人在伊斯兰之前不喜欢女孩，甚至他们把女孩当作

是一种耻辱，部分愚昧的阿拉伯人甚至以活埋女婴而著称。在

《古兰经》中这样描述他们： 

® # sŒÎ) uρ t Ïe± ç0 Ν èδ ß‰ ymr& 4© s\Ρ W{ $$Î/ ¨≅ sß …çµ ßγô_ uρ # tŠuθó¡ ãΒ uθ èδuρ ×Λ⎧ Ïàx. ∩∈∇∪ 3“u‘≡ uθ tGtƒ z⎯ ÏΒ 
ÏΘ öθs) ø9 $# ⎯ÏΒ Ï™ þθß™ $tΒ u Åe³ç0 ÿ⎯Ïµ Î/ 4 … çµä3 Å¡ôϑ ãƒr& 4’ n? tã Aχθèδ ôΘ r& … çµ”™ ß‰ tƒ ’Îû É># u —I9 $# 3 Ÿω r& u™ !$y™ 
$ tΒ tβθ ßϑä3 øts† 〈 ]59 – 58: النَّْحل.[  

【[58]当他们中的一个人听说自己的妻子生女儿的时候，

他的脸黯然失色，而且满腹牢骚。[59]他为这个噩耗而不与宗

族会面，他多方考虑：究竟是忍辱保留她呢？还是把她活埋在

土里呢？真的，他们的判断真恶劣。】① 

蒙昧时代的女子，如果她的丈夫死了，她丈夫的儿子和亲

                                                        
①
《蜜蜂章》第 58-5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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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就继承了她，如果他们愿意，他们中的某个人就可以与她结

婚；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阻止她再婚，并将她监禁起来，

直到她死亡。伊斯兰通过公正的法律，废除了这所有一切，保

障了男女平等的权利。  

先知（ ）还告知在人性方面女子与男子是同等的，他

（ ）说： 

المُ ق الُة َوالسَّ َرواُه َأْمحُد وَأبو داوَد [ "َجالِ إِنَّام النَِّساُء َشَقائُِق الرِّ ":  َال َعليِه الصَّ
ِمِذيُّ  ْ   ]والرتِّ

“女人是男人的姐妹。”① 

在伊斯兰中男性与女性之间是没有冲突的，并不像伊斯兰

的敌人所想象的那样。然而，两性之间是手足般的相辅相成的

关系。  

尊贵的《古兰经》确定了男女在信仰、工作和赏罚方面是

平等的，清高的真主说： 

¡βÎ) š⎥⎫ÏϑÎ=ó¨ ®: اَل َتَعاَىل قَ  ßϑø9 $# ÏM≈yϑ Î=ó¡ ßϑø9 $# uρ š⎥⎫ ÏΖ ÏΒ÷σ ßϑø9 $# uρ ÏM≈ oΨ ÏΒ÷σ ßϑø9 $# uρ 
t⎦⎫ ÏGÏΖ≈ s) ø9$# uρ ÏM≈tF ÏΖ≈s) ø9 $# uρ t⎦⎫Ï% Ï‰≈¢Á9 $# uρ ÏM≈s%Ï‰≈ ¢Á9 $# uρ t⎦⎪ Î É9≈ ¢Á9 $# uρ ÏN≡ u É9≈¢Á9 $# uρ 
t⎦⎫ ÏèÏ±≈ y‚ø9 $# uρ ÏM≈yè Ï±≈ y‚ø9 $#uρ t⎦⎫Ï% Ïd‰ |ÁtFßϑ ø9$# uρ ÏM≈s%Ïd‰ |Á tFßϑø9 $# uρ t⎦⎫ ÏϑÍ×̄≈ ¢Á9 $# uρ ÏM≈ yϑÍ×̄≈ ¢Á9 $# uρ 
š⎥⎫ÏàÏ≈ ptø: $# uρ öΝ ßγ y_ρ ãèù ÏM≈sà Ï≈ys ø9$# uρ š⎥⎪Ì Å2≡©%! $#uρ ©!$# # ZÏV x. ÏN≡ tÅ2≡©%! $# uρ 

£‰ tã r& ª!$# Μçλ m; Zο tÏ øó̈Β # ·ô_ r& uρ $ Vϑ‹Ïà tã 〈 ]35: اْألَْحَزاب.[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4999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236段，《提勒秘日圣训集》

第1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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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顺服的男女、信道的男女、服从的男女、诚实的男

女、坚忍的男女、恭敬的男女、好施的男女、斋戒的男女、保

守贞操的男女、常念真主的男女，真主已为他们预备了赦宥和

重大的报酬。】① 

清高的真主又说： 

⎯ô ® :َقاَل َتعاىل tΒ Ÿ≅Ïϑ tã Zπ y∞ÍhŠy™ Ÿξsù #“t“ øg ä† ωÎ) $ yγ n=÷WÏΒ ( ô⎯ tΒ uρ Ÿ≅Ïϑ tã $[sÎ=≈ |¹ ⎯ ÏiΒ 
@Ÿ2 sŒ ÷ρ r& 4†s\Ρ é& uθèδ uρ Ñ∅ÏΒ ÷σ ãΒ y7 Í×̄≈ s9 'ρé' sù šχθè=äz ô‰ tƒ sπ ¨Ψ pg ø: $# tβθ è% y—ö ãƒ $ pκÏù Î ö tóÎ/ 

5>$ |¡ Ïm 〈 ]40: غافر.[  
【[40]作恶者只受同样的恶报；行善而且信道的男子和女

子，将入乐园，受无量的供给。】② 
先知（ ）还告知了他对女人的喜爱，他（ ）说： 

المُ  َالُة َوالسَّ ُة َعْينِي ِيف  ُحبَِّب إَِيلَّ ِمْن ُدْنَياُكُم النَِّساُء َوالطِّيُب, َوُجِعَلْت ": َقاَل َعَلْيِه الصَّ ُقرَّ
َالةِ    ].َرواُه َأْمحُد والنسائيُّ [ "الصَّ

“今世里受我喜爱的是女人和香料，礼拜使我感到赏心悦

目。”③ 

先知（ ）喜爱女人，他又怎么会不公正的对待她们、或

轻视她们、或压迫她们呢？  

犹如清高的真主废除了仇恨女孩和活埋女婴的恶习一样，

先知（ ）也废除了各种恶习，他（ ）鼓励人们教育和善

待女孩。他（ ）说： 
                                                        

①
《同盟军章》第 35 节 

②
《赦宥者章》第 40 节 

③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1845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3878 段 



 81 先知的生平 讲座

المُ  َالُة َوالسَّ  – َحتَّى َتْبُلَغا, َجاَء َيْوَم الِقَياَمِة َأَنا َوُهَو َمْن َعاَل َجاِرَيَتْنيِ ": َقاَل َعَلْيِه الصَّ
  ]رواه مسلم[ "–َوَضمَّ َبْنيَ َأَصابِِعِه 

“谁抚养两个女孩，直至她俩成年，在复生日，他来时，

我和他就像这样。”他把自己的手指并拢在一起。①这表明善待

女儿者能获得崇高的地位、接近先知（ ）的地位，那只是因

为他照顾和保护自己的女儿，直到她们达到成年、和承担法律

责任。 

先知（ ）又说： 

َبنَاٍت َأْو َثَالُث َأَخَواٍت َأْو بِنَْتاِن َأْو ُأْخَتاِن َفَأْحَسَن ُصْحَبَتُهنَّ  َمْن َكاَن َلُه َثَالُث ": َقاَل 
  ."َواتََّقى اهللاَ فِيِهنَّ َفَلُه اجلنَّةُ 

“谁有三个女儿或三个姐妹；或两个女儿或两个姐妹，他

善待她们，并因她们而敬畏真主，那么，他必进天堂。” 

先知（ ）非常关注妇女教育，甚至还专门为她们安排了

一天集体学习的日子，他去教导她们真主所教导自己的。② 

先知（ ）并没有像伊斯兰的敌人所妄言的那样把女人囚

禁在家中。而事实上，他允许女人出去处理自己的需要、探望

她的亲属和看望病人。他（ ）还允许女人在市场上进行经商

买卖，但是她必须行为端正，以及穿戴法定的服饰。同样，他

还允许女人去清真寺，并杜绝任何人阻止女人去清真寺。他

（ ）曾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31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3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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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رواه أمحد وأبو داود[ "َال َمتْنَُعوا نَِساَءُكُم املَساِجَد ": َقاَل 
“你们不要阻止你们的女人去清真寺。”① 

他（ ）还嘱托要善待女人，他曾说： 

ااْسَتْوُصوا بِالنَِّس ": َقاَل   ]متَّفٌق علْيهِ [ "اِء َخْريً
“你们当善待女人。”②这涉及到良好的与她们交往，尊重

她的权利，关心她的情感，避免以任何形式对她们所造成的伤

害。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4802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567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489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46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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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讲座 

先知与妇女（二） 

先知（ ）鼓励做丈夫的应当担负妻子们的费用。他（ ）

说： 

المُ  الُة َوالسَّ ا َوْجَه اهللاِ إِالَّ ُأِجْرَت َعَلْيَها, ": َقاَل عليِه الصَّ َحتَّى إِنََّك َلْن ُتنِْفَق َنَفَقًة َتْبَتِغي ِهبَ
َعُلُه ِيف ِيفّ اْمَرَأتَِك    ].متفٌق علْيهِ [ "َما َجتْ

“只要你是为了获得真主的喜悦而施舍，那么，你都有施

舍的报偿，甚至于你把食物喂到妻子的嘴里。”① 

先知还指出对家庭的费用是 好的费用，他（ ）说： 

ُجُل َعَىل ِعَيالِهِ : َأْفَضُل ِدينَارٍ ": اَل قَ    ].رواه مسلم[ "ِدينَاٌر ُينِْفُقُه الرَّ
“ 好的金币：就是一男子把它花费到赡养家人上。”② 

他（ ）还曾说： 

ُجَل إَِذا َسَقى اْمَرَأَتُه ِمَن اْلـَامِء ُأِجرَ ": اَل قَ    .]رواه أمحدُ [ "إِنَّ الرَّ

“男子供给妻子饮水，也能获得回赐。”③ 

当阿尔巴杜·本· 萨利耶听到这段《圣训》之后，他赶紧

带着水来到自己的妻子跟前让她喝水，并告诉她自己从主的使

者（ ）那儿所听到的一切。 

先知（ ）这是这样教授自己的弟子们良好地善待妇女，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628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994 段 

③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65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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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和关怀她们，为她们提供各种福利，合法地为她们费用。 

同样，先知（ ）还明确指出善待妇女是男子内心纯洁、

品德高尚的证据。他（ ）说： 

المُ  الُة َوالسَّ    ]رواه أمحد[ "ِخَياُرُكْم ِخَياُرُكْم لِنَِسائِِهمْ ": قال َعليِه الصَّ
“你们 优秀者就是你们对妻子 好的人。”①先知（ ）

禁止男子仇恨自己的妻子，他（ ）曾说： 

المُ    "رَ َيْفَرُك ُمْؤِمٌن ُمْؤِمنًَة إِْن َكِرَه ِمنَْها ُخُلًقا, َرِيضَ ِمنَْها آَخ  َال ": قال عليِه الصالُة والسَّ
“男信士不要恼怒女信士，如果他不喜爱她的某一品性，

那么，他会喜爱她的另一品性。”② 

先知（ ）就这样命令男子应当寻找妇女积极的一面和值

得赞赏的行为，尽量忽略她们的错误和消极面。因为经常挑剔

不好的行为，会导致夫妻之间反目为仇。 

先知（ ）禁止殴打妇女，他（ ）曾说： 

المُ  الُة والسَّ ُبوا إَِماَء اهللاِ ": قاِل عليه الصَّ   ].َرَواُه َأُبو َداودَ [ "َال َتْرضِ
“你们不要殴打真主的女仆。”③他并且还警告那些伤害妇

女的人，他（ ）说： 

ِعيَفْنيِ ": َقاَل  ُج َحقَّ الضَّ   ]َرواه َأْمحُد واْبن َماجهْ [ "اْلَيتِْيِم َواملْرَأةِ : اللُهمَّ إِينِّ ُأَحرِّ
“主啊！我确已禁止侵犯两种弱者的权利——孤儿和妇

女。”④ 这意味着谁不公正地对待这两种人，谁就得不到真主的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9725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1469 段 

③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834 段 

④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9289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67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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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谅，不然，他确已犯罪，并将遭到今后两世的惩罚。 

先知（ ）还禁止丈夫揭露自己妻子的私人秘密，同时也

禁止妻子揭露丈夫的私人秘密。他（ ）说： 

المُ َقال َعَليِه ال الُة َوالسَّ ُجُل ُيْفِيض إَِىل ": صَّ إِنَّ ِمْن َأَرشِّ النَّاِس َمنِْزَلًة ِعنَْد اهللاِ َيْوَم الِقَياَمِة الرَّ
َها   ].َرواُه ُمْسِلم[ "اْمَرَأتِِه َوُتْفِيض إَِلْيِه ُثمَّ َينُْرشُ ِرسَّ

“复生日，在真主看来地位 卑贱的人，就是丈夫把秘密

告诉妻子，妻子也把秘密告诉丈夫，然后丈夫把妻子的秘密宣

扬出去。”① 

先知（ ）对妇女的尊重还有，禁止丈夫歹猜自己的妻子，

探寻她们的过失。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هنُْم, َأْو َيْلَتِمُس  َهنَى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عْن َجابٍِر  ُجُل َأْهَلُه َلْيًال; َيَتَخوَّ َأْن َيْطُرَق الرَّ
  ].ُمتفق عليه[ "َعَثَراِهتِمْ 

“主的使者（ ）禁止男子怀疑妻子背叛而在夜间敲她的

门，或者是查找她们的过失。”② 

至于主的使者（ ）与自己妻室们的行为，他是极为怜爱

和亲切的。据艾斯沃德的传述，他说： 

 :َيصنَُع ِيف أهلِه? َقاَلْت  َما َكان النبيُّ : َسألُت َعائشَ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 عِن األْسَوِد َقال
الِة  الُة َقاَم إِىل الصَّ   ].رواه البخاري[َكاَن ِيف ِمهنِة َأهلِه  َفإَِذا َحرضِت الصَّ

“我曾问阿依莎（愿主喜悦她），先知（ ）为他的妻子

都做些什么？”她说：“他（ ）帮助妻子做家务，当礼拜的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437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494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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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他就去礼拜。”① 

他（ ）会取得妻子的欢心和满意，他温柔地用愉快和甜

美的语言与她们交谈。其中有一个例子，他（ ）曾对阿依莎

（愿主喜悦她）说： 

َكيف َتعِرُف َذلك : َقاَلْت  "إِينِّ َألَْعِرُف َغَضَبِك َوِرَضاكِ ": لِعائِشَ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 َقاَل 
ٍد َوإِْن ُكنِْت َساِخَطًة ُقْلِت َبَىل : إِنَِّك إَِذا ُكنِْت َراِضَيًة ُقْلِت ": َقاَل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ال :  َوَربِّ ُحمَمَّ
  ].متفٌق عليه[.َأَجْل َواهللاِ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إِينِّ َال َأْهُجُر إِالَّ اْسَمَك : َفَقاَلْت  "َوَربِّ إِْبَراِهْيمَ 

“我知道你的生气和喜悦。”她说：“主的使者啊！您怎么

知道这些的呢？”他说：“当你的喜爱时，你会说：‘指穆罕默

德的主发誓，是的。’但是当你生气时，你会说：‘指伊布拉欣

的主发誓，不是的’。”她说：“是的，主的使者啊！指主发誓，

我再不会放弃您的名字。”②她的意思是：爱您在我的心中永远

不会改变。 

在海迪彻（愿主喜悦她）去世之后，先知（ ）也从来没

有忘记过他的这位妻子。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ة َقال َكاَن النبيُّ  ا َكاَنْت َصِديَقًة َخلِدَجيةَ ": إِذا ُأَيت باهلِديَّ ا إَِىل ُفَالَنٍة, َفإِهنَّ   "اْذَهُبوا ِهبَ
每当有人给先知（ ）送礼物时，他（ ）会说：“你们

把它送给某某女士吧！她确是海迪彻的朋友。”③这是先知穆罕

默德（ ）对妇女的尊重，那些“解放妇女”的呼吁者，你拿

什么与此相比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92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493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439 段 

③
《泰柏拉尼圣训集》第 1855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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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讲座 

他( )被派遣与对族人的宣传 

先知穆罕默德（ ）在年满四十岁时被任命为圣；天使在

“赖麦丹”月十七号星期一的夜晚于“希拉”山洞降临他，每

当启示下降时，他都感到非常的艰难，他面色改变，大汗淋漓。 

当天使降临他，并对他说：“你读吧！”他回答说：“我不

会诵读。”然后天使就紧紧地抱着他，然后对说：“你读。”他说：

“我不会读。”就这样连续发生了三次，然后他说： 

&ù ® :قال tø%$# ÉΟó™ $$Î/ y7 În/ u‘ “ Ï%©! $# t, n= y{ ∩⊇∪ t, n=y{ z⎯≈ |¡Σ M}$# ô⎯ ÏΒ @, n= tã ∩⊄∪ ù& tø% $# y7 š/ u‘ uρ 
ãΠt ø.F{ $# ∩⊂∪ “Ï% ©!$# zΟ̄= tæ ÉΟn= s) ø9$$Î/ ∩⊆∪ zΟ ¯=tæ z⎯≈ |¡ΣM}$# $tΒ óΟ s9 ÷Λ s> ÷ètƒ 〈 ]5 – 1: العلق.[  

【［1］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2]他曾用血块

创造人。[3]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 尊严的，[4]他曾教人用

笔写字，[5]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① 

主的使者（ ）惊恐不安地返回到妻子海迪彻·宾图·呼

外赖德（愿主喜悦她）跟前，并告诉她自己所看见的一切，海

迪彻安慰了他，并对说：“绝不然，指主发誓，真主永远都不会

使你受辱，因为你接济近亲，帮助弱者，关心穷人，款待客人，

主持正义。”然后海迪彻将使者带到她的堂兄沃莱盖图·本·脑

法理·本·艾塞德·本·阿布杜勒欧扎那里，沃莱盖图是蒙昧

                                                        
①
《血块章》第 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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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信奉基督教的，他精通希伯来文，并根据《新约》用希伯

来语编写了许多著作。然而他当时却已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者，

海迪彻对他说：“堂兄啊！你听听你侄儿的叙述吧！”沃莱盖图

对他说：“我的侄儿啊！你看见什么啦？”先知（ ）向他讲

述了自己所见的一切。 

沃莱盖图对主的使者说：“这是真主降示给穆萨的教义，但

愿在你宣传之日我仍年轻力壮，但愿在你的族人驱逐你之时我

尚健在。”使者（ ）说：“他们会驱逐我吗？”沃莱盖图说：

“是的，像你所带来的信息，无论任何人，都会遭到反对。在

你为圣之日，如果我还健在，我一定会竭力相助你。”然而不久，

沃莱盖图就去世了。 

真主意欲，启示也中断了一段时间，主的使者（ ）没有

遇到任何事情，他为此非常忧愁，渴望启示能再次下降。 

然而当天使坐在天地间的椅子上出现在他的面前，鼓励并

向先知报喜：他（ ）就是真正的主的使者（ ）。但是当主

的使者（ ）看见天使时，非常害怕，于是返回到海迪彻那儿，  

ُلوين َدثُِّروِين ":  َقال   "َزمِّ
他说：“快给我盖上被子，快给我盖上被子。”然后真主

给他降示了以下经文，清高的真主说： 
® $ pκš‰ r'̄≈ tƒ ãÏoO £‰ ßϑø9 $# ∩⊇∪ óΟè% ö‘ É‹Ρ r' sù ∩⊄∪ y7 −/ u‘ uρ ÷ Éi9 s3 sù ∩⊂∪ y7 t/$u‹ÏO uρ öÎdγ sÜ sù 〈 ]ثِّرْ امل  1: دَّ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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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盖被的人啊！[2]你应当起来，你应当警告，[3]你

应当颂扬你的主宰，[4]你应当洗涤你的衣服。】① 

在这些经文里，清高的真主命令他警告他的族人，号召他

们信仰真主、敬重清高伟大的真主，净化自身，远离一切违背

与罪恶。 

先知（ ）准备履行这项伟大的任务，因为他（ ）知

道自己是真正的使者。他完全地顺从真主，以 大限度地号召

人们信仰真主——无论是老年人、年轻人、自由人、奴隶、男

人、女人、黑人和白人。从每一个部落中都有一些人应答他的

号召，他们是真主意欲在今后两世获得成功与脱离者，他们凭

借光明和智慧而加入伊斯兰，但是麦加的那些愚昧无知者们对

他们进行虐待和伤害。真主以使者的叔叔艾布塔利布保护主的

使者（ ），他当时在人们中拥有高贵和服从的权力，因为他

们都知道艾布塔利布非常爱护先知，所以他们不敢冒然伤害主

的使者（ ）。此外，艾布塔利布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这

迫使他们对先知加以宽容，以及不公开的敌对他。 

伊本焦瑞说：先知（ ）秘密地宣传了三年，直至当真主

降示了以下经文： 

® ÷í y‰ ô¹$$ sù $ yϑÎ/ ãtΒ ÷σ è? 〈 ]94: احلْجر[  
【[94]你应当公开宣布你所奉的命令……。】②然后先知

                                                        
①
《盖被的人章》第 1-4 节 

②
《石谷章》第 9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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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公开地宣传。 

 ® ö‘ É‹Ρ r& uρ y7 s? uÏ± tã š⎥⎫Î/ tø% F{$# 〈 ]َخَرَج َرُسوُل اهللاِ  ]214: الشعراء  َحتَّى
َفا, َفَهتَف  د: َمْن َهَذا? َقالوا: َفَقاُلوا "َيا َصَباحاهُ ": َصِعد الصَّ : َفَقاَل َفاْجَتَمُعوا إَِلْيِه, ! ُحممَّ

ِقّي?َأَرَأْيُتم إِْن َأْخَربُتكْم " َنَعْم َما : َقاُلوا "َأنَّ َخْيًال بِالَواِدي ُتِريُد َأْن ُتِغَري َعَلْيُكْم, َأُكنُْتْم ُمَصدِّ
ْبنَا َعَلْيَك إِالَّ ِصْدًقا   ].متفق عليه[ "َفإِينِّ َنِذيٌر َلُكْم َبْنيَ َيِدي َعَذاٍب َشِديدٍ ": َقاَل .َجرَّ

当【[214]你应当警告你的亲戚】①这节经文下降时，主的

使者（ ）登上赛发山，高呼：“注意啦！”人们都说：“谁在

喊？”有人说：“是穆罕默德。”于是大家都集聚到他跟前，然

后他说：“某某人的后裔啊！某某人的后裔啊！阿布杜勒麦纳斐

的后裔啊！阿布杜勒闷泰利布的后代啊！”这些人都集合在跟前，

他说：“假若我告诉你们这个山脚下有一对人马来侵犯你们，你

们相信我吗？”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相信你，因为我们没

有发现你撒过谎。”他说：“的确，我是严厉惩罚前对你们的警

告者。”他的叔叔艾布赖海毕说：“该死，你就是为这个集合我

们？”说完之后他就站了起来离去了，然后清高的真主就降示

了《火焰章》： 

® ôM ¬7s? !# y‰ tƒ ’Î1 r& 5=yγ s9 ¡=s? uρٍ  〈... 
【［1］愿焰父两手受伤！他必定受伤。】

②直至《火焰章》

的 后。③ 
 

                                                        
①
《众诗人章》第 214 节 

②
《火焰章》第 1节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467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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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讲座 

他（ ）忍受伤害 

的确，先知（ ）专门去找人群进行宣传，他走在忠告的

道路上，他进入各种场合进行教导。他（ ）号召人们崇拜独

一无二的真主，放弃他们祖先的遗教——举伴真主、否认、崇

拜偶像、以及向偶像祈求；命令他们抛弃所有不道德的行为，

远离非法的事情。只有极少数人相信了他，但大多数人都否认

了他。 

虽然真主以先知（ ）的叔叔艾布塔利布来保护先知，但

是先知还是遭到了迫害和限制， 严重是在他为圣之后的第七

年，当先知（ ）和他的叔叔艾布塔利布、哈希姆的后裔、以

及闷泰利布的子孙（其中有穆斯林，也有非穆斯林，但艾布赖

海毕除外）进入“西阿柏”之后，古莱什人决定强行把他们围

困起来，他们不接受任何和解的条件，阻止他们进入市场，并

掐断他们的生活来源，直到交出主的使者（ ）让他们杀之。

他们把这种不公正的、暴虐的行为写成书面文件挂在“卡尔白”

（天房）内。鉴于对穆斯林的迫害更加严厉，先知（ ）在进

入“西阿柏”之后，就命令弟子们迁徙到阿比西尼亚，这是第

二次迁徙，当时迁徙的大约有八十三名男子和十八名女子，也

门的部分穆斯林也加入他们迁徙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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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端艰苦的条件和饥饿中，先知（ ）在“西阿柏”被

围困了将近三年，他们只有通过秘密的渠道才能得到一点援助，

直到 后他们饿得吃树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十年，当时

有一些古莱什的男人站起来废除了那些条文，主的使者（ ）

和与他在一起的人才走出“西阿柏”。 

在同一年，先知（ ）的妻子海迪彻去世了，在她归真大

约两个月之后，先知的叔叔艾布塔利布也相继去世。当艾布塔

利布去世之后，古莱什人更是肆无忌惮地迫害使者（ ），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地对他进行伤害和虐待。① 

在《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中提到： 

ُيصيلِّ ِعنَْد البْيِت َوَأُبو َجهٍل َوَأصحاٌب َلُه ُجلوٌس, َوقد ُنحِرْت َجُزوٌر باألْمِس,  َكان 
ٍد إذا سجد? : َفقاَل أُبو جهلٍ  ُكْم يقوُم إَِىل َسال َجُزوِر َبني ُفالٍن فيأُخَذُه, َفَيَضَعُه َعَىل َظْهِر حممَّ َأيُّ

َوضعُه َبْنيَ َكتَِفْيِه, َفاْسَتْضَحُكوا َوجعَل َبعُضُهْم  فأَخَذُه, َفَلامَّ َسجد النبيُّ  فاْنبعَث َأشقى الَقْوِم,
َصالَتُه َرفع  َفَلامَّ َقَىض النبيُّ .َفَجاءْت َفاطَِمُة َفطَرَحْته َعنه, ثم أقبلْت َتشتُِمهمْ .َيميُل َعَىل َبْعضٍ 

ُهمَّ ": َفقال َصْوَته, ُثمَّ دعا َعليِهمْ  اٍت  "َعَلْيَك بُِقَرْيشٍ  اللَّ فلامَّ َسِمُعوا َصْوته َذَهَب عنُهُم .َثالَث َمرَّ
ِحُك, َوخاُفوا َدْعَوَته, ُثمَّ  ُهمَّ َعَلْيَك بَِأِيب َجْهِل اْبِن ِهَشاٍم, َوُعْتَبَة ْبِن َربِيعَة, َوَشْيَبَة ": قاَل الضَّ اللَّ

: ْبُن َمْسعودٍ عبد اهللا َقاَل ."َة ْبِن َخَلٍف, َوُعْقَبَة ْبِن َأِيب ُمَعْيطٍ ْبِن َربِيَعَة َواْلَولِيِد ْبِن ُعْتَبَة, َوُأَميَّ 
عى َيوَم بْدٍر, ُثمَّ ُسِحبوا إِىل الَقِليِب,  َفَوالَِّذي َبعَث ُحممًدا  ى َرصْ ِذين َسمَّ , لقْد رأْيُت الَّ باحلقِّ

  ].متفق عليه[ ".َقِليِب َبْدرٍ 
正当主的使者在天房跟前礼拜时，艾布劫赫利及其同党们

                                                        
①
《先知生平精粹》第 37-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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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那附近，他们头一天刚宰了一峰骆驼，艾布劫赫利说：“你

们谁去某家族那儿将死亡的驼胎取来，乘穆罕默德叩头时把驼

胎放在他的背上！”他们中 可耻之徒很快就找来了，当先知

（ ）叩头的时候，他就把驼胎放在使者的两臂之间，然后他

们笑得东倒西歪。（先知（ ）从叩头中一直都没能抬起头）

直到法图麦来拉掉他背上的驼胎，然后她面对着他们诅咒。当

先知（ ）礼完拜之后，他高声诅咒他们，并说了三遍：“主

啊！求您惩罚古莱什人吧！”当他们听到使者（ ）诅咒时，

他们都停止了笑声，因为他们害怕他的诅咒。然后使者继续说：

“主啊!你惩罚艾布劫赫利·本·黑侠墓、欧特拜·本·莱比阿、

谢依白·本·拉比阿、沃立德·本·欧特拜、伍麦叶·本·海

莱福、欧格白·本·艾比穆阿忆特等人吧！”阿布杜拉·本·麦

斯欧德说：“指以真理派遣穆罕默德的主发誓，我看到那些遭到

使者诅咒的人，在‘白德尔’战役之日，全部被杀死后扔进白

德尔的一口古井里。”① 

在《布哈里圣训集》还提到，有一天欧格白·本·艾比穆

阿忆特抓住先知（ ）的肩膀，把衣服缠在他的脖子上，企图

以此用劲死勒他，然后艾布白克尔走过来推开他，并说：“你们

要杀死一位宣称‘我的主是真主’的男子吗？” 

当主的使者（ ）遭到更加恶劣的伤害时，他就去塔依夫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3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79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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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当地的各部落加入伊斯兰，然而塔依夫的居民却以顽固、

嘲笑和伤害对他，并用石块砸他，直至他（ ）的两脚跟都被

砸破流血了。然后他决定返回麦加，在途经盖尔努勒色阿利布

时，先知（ ）抬起头，发现有一朵祥云为他遮凉，然后他又

看见吉布笠莱站在云中。吉布笠莱呼喊他，并对他说：“真主确

已听到你的族人对你所说的话，以及他们对你的反驳，真主已

经给你派来了管理山岳的天使，你可以随意地命令他惩罚他

们。”管理山岳的天使呼喊他，并向他致以色兰问候，然后说：

“穆罕默德啊！真主确已听到你的族人对你所说的话，我是管

理山岳的天使，你的养主派我到于你，你可以随意地命令我，

如果你愿意，我就把艾赫谐柏尼①压在他们的上面。” 

ُك بِِه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بْل َأْرُجو َأْن ُخيِْرَج اهللاُ ِمْن َأْصَالِهبِْم َمْن َيْعُبُد اهللاَ َوْحَدُه َال ُيْرشِ
  ].متَّفٌق َعَلْيهِ [."َشْيًئا

主的使者（ ）却说：“不，我希望真主从他们中创造出

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不举伴主的后裔。”② 

 

                                                        
①
译者注：是指麦加的两座山——艾布古柏斯及其对面的山。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05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79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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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讲座 

真主保护他的先知（ ） 

清高的真主说： 

$ ® :َقاَل َتعاىل pκš‰ r' ¯≈ tƒ ãΑθ ß™§9 $# õÏk= t/ !$tΒ tΑ Ì“Ρ é& šø‹ s9 Î) ⎯ ÏΒ y7Îi/ ¢‘ ( βÎ) uρ óΟ ©9 ö≅yè øs? $yϑ sù 
|M øó̄=t/ …çµ tG s9$y™ Í‘ 4 ª!$# uρ š ßϑÅÁ÷è tƒ z⎯ ÏΒ Ä¨$̈Ζ9   ].67: املائدة[ 〉 #$

【[67]使者啊!你当传达你的主所降示你的全部经典。如果

你不这样做，那么，你就是没有传达他的使命。真主将保佑你

免遭众人的杀害。】① 

伊本凯西尔说：“意思是你当传达我所赋予你的使命，我会

保护你，支持和援助你战胜你的敌人，我会援助你战胜他们的，

所以你不要害怕，也不要忧愁，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

丝毫。在这节经文下降之前，先知（ ）曾经是受专人保护的。” 

在真主保护自己先知（ ）的形式中有：艾布胡莱赖（愿

主喜悦他）的传述，艾布劫赫利曾说： 

ر حممٌد َوجَهُه َبني َأْظُهِرُكْم? َفِقيل َلهُ : نَّ َأَبا َجْهٍل َقالأَ  ِت : اَل َفقَ .َنَعمْ : َهل ُيعفِّ والالَّ
ى اِب فأَتى رسوَل اهللاِ  وأإْن رأيُته يفعُل َذلك َألََطأنَّ َعىل رقَبتِه ! والُعزَّ رنَّ وْجَهه ِيف الرتُّ  ألَُعفِّ

َفام َفَجأُهْم ِمنُْه إِالَّ َوُهو َينْكُِص َعَىل َعِقَبْيِه, َويتَِّقي : َقاَل .لَِيَطَأ ُعنَقه –َزَعم  –َوُهَو ُيَصيلِّ 
: َفَ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إِنَّ َبْينِي َوَبْينَُه خلنْدًقا ِمْن ناٍر وَهْوالً, وأْجنِحةً : َما لَك? َقال: فقاُلوا َله.بيِده

  ].رواُه مسلِم[ "َلْو َدَنا ِمنِّي الْخَتَطَفْتُه املَالئَِكُة ُعْضًوا ُعْضًوا"
                                                        

①
《筵席章》第 6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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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罕默德在你们中间礼拜叩的满脸都是灰尘吗？”有人

说：“是。”他说：“指拉特和欧萨发誓，如果我看到他那样做，

我一定踩踏他的脖子，或者我一定使他的脸沾满灰尘。”但是，

当他来于主的使者（ ）时，使者正在礼拜，因为他曾妄言要

踩踏使者的脖子。他说：“人们突然只看到他在倒退，并用他的

双手提防着。”他们问他：“你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我和

他之间是一个火坑、一个可怕的场面和一些翅膀！”主的使者

（ ）说：“如果他敢接近我，那么，众天使会将他的四肢一

个接一个地卸掉。”①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艾布劫赫利曾说：“如

果我看到穆罕默德（ ）在克尔白跟前礼拜，我一定会踩踏他

的脖子。” 当先知（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说：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 "َلْو َفَعَلُه, َألََخَذْتُه املَالئَِكةُ ": النبّي فقاَل 
“如果他敢那样做，那么，众天使一定会把他擒获。”②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的传述，他说： 
ارَب خصفًة, َفرَأْوا ِمَن املْسِلمني ِغرًة, حم, َقاَتَ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جابِر ْبِن َعْبِد اهللاِ َقاَل 

فقاَل  َمْن َيمنَُعَك ِمنِّي?: َفَقاَل  َرُث ْبُن احلَاِرِث َحتَّى َقاَم َعَىل َرُسوِل اهللاِ َغوْ : َفَجاَء َرجٌل ُيقاُل َلهُ 
ُكْن : َقاَل  "َمْن َيْمنَُعَك ِمنِّي?": َفَقاَل  فأَخذُه النبيُّ  َفَسَقَط السْيُف ِمن يِده,."اهللاُ": النَّبيُّ 

, َوَأينِّ َرُسوُل اهللاِاْشَهْد َأْن َال إِلَ ": فقاَل النبيُّ  َخري آخٍذ, ال ولكنِّي ُأعاِهُدك َأالّ : َقال "َه إِالَّ اهللاُ
  .ِجْئُتُكْم ِمْن ِعنِْد َخْريِ النَّاسِ : ُأَقاتَِلك َوَال َأُكوَن َمع قوٍم ُيقاتُِلوَنك, َفَخىلَّ سبيَله, فَرجع فقاَل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797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467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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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 ）在“穆哈莱布·赫率法”战役中，他们突

然看到穆斯林军队中来了一名人称奥莱素·本·哈里斯的男子，

直到他站在主的使者（ ）跟前，他说：“是谁阻止你杀我的？”

先知（ ）说：“真主。”他的剑从手中跌落，然后先知（ ）

拣起他的剑，并问：“是谁阻止你杀我的？”他说：“是 好的

赎金。”先知（ ）说：“你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

崇拜者，我是真主的使者’。”他回答说：“我不作证，但是我向

你承诺我不会与你交战，我也不会与任何同你交战的人在一

起。”然后先知放他一条生路，他回去之后说：“我是从 优越

的人那儿到于你们的。” 

艾奈斯的传述，他说： 

اِينٌّ فأْسَلمَ : َعْن أنٍس َقاَل  , َوَكاَن يقَرُأ الَبقرَة وآَل ِعْمَران, َوكان يكُتب للنبيِّ َكان رجٌل َنْرصَ
 انيا َوَكاَن يُقول , فدفنُوه فأْصَبَح َوَقْد : فعاَد َنْرصَ ٌد إِالَّ ما كتبُت َله, فأماَتُه اهللاُ َما يْدِري حممَّ

ٍد وأْصَحابِه; ملَّا هرَب ِمنُهمْ : َفَقاُلوا.َلفَظْته األْرُض  َنَبُشوا َعْن صاحبِنا فألَقْوه,  َهَذا فِْعُل حممَّ
ٍد وأصَحابِه, َنبُشوا عن : َفَحَفُروا َلُه وَأْعَمُقوا فأْصَبَح وقْد لفَظْته األْرُض, َفقالوا َهَذا فِْعُل حممَّ

صاحبِنا َفحَفُروا َله وأْعَمُقوا ما اْسَتطاُعوا َفأْصَبُحوا َوَقْد َلفَظْته األْرُض, َفعِلُموا أنَّه ليس ِمَن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لنَّاِس, فألَقْوه ا

曾有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男子加入了伊斯兰，他还诵读了《黄

牛章》和《伊姆兰的家属章》并且为先知（ ）当书写员。然

后又背叛了伊斯兰，返回了基督教，他曾扬言说：“穆罕默德只

知道我为他记录的而已。”当真主使他死亡之后，基督徒们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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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埋葬了，但到了早上，大地把他抛了出来。他们说：“这就是

穆罕默德和他的弟子们做的，因为他离开了他们，他们就把我

们的同伴挖出来，抛在地上。”然后他们为他挖了一个更深的坟

坑，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地又把他抛了出来。他们说：“这

就是穆罕默德和他的弟子们做的，他们又把我们的同伴挖了出

来。”然后他们尽其所能再次为他挖了一个更深的坟坑，然而到

了早上，大地又一次把他抛了出来。他们知道这不是人为的，

然后他们也就把他抛弃不管了。① 

在真主保护他的先知（ ）中还有：拯救他（ ）免遭

古莱什人企图在夜间对他进行的暗杀。当时，古莱什人一致决

定从每个部落中挑选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每人各持一把利

剑，让他们所有的人各刺主的使者（ ）一剑，以此杀害他，

将他的血债分散到各个部落中，因为阿布杜麦纳斐的后裔没有

能力向所有的阿拉伯人挑战。但吉布笠莱天使为主的使者（ ）

带来了清高真主的命令，告诉他多神教徒的阴谋，命令他在那

天晚上不要睡在自己的床上，并告知他清高的真主已经允许他

迁徙了。 

其中还有：真主保护自己的先知（ ）在迁徙的途中免遭

苏拉库·本·马利克 的阴谋。 

此外，在真主保护自己的先知（ ）中还有：他当时在山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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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里，忠实的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对他说：“主的使者啊！

假若他们中的任何人往自己的脚下看看，他一定就会发现我

们。”使者（ ）回答说： 

يُق  دِّ َما َظنَُّك ! َيا َأَبا َبْكرٍ " ُدهم إِىل َمْوِضع قدَميِْه َلَرآناَلْو َنَظر َأح!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 َلُه الصِّ
  ."بِاْثنَْنيِ اهللاُ َثالُِثُهَام 

“艾布白克尔啊！你不要认为这里只有俩个人，真主（真

主的援助）是我们俩的第三者。”① 

伊本凯西尔说：“真主保护他的使者（ ），保护他免遭麦

加人的伤害：在极度敌意和仇恨的同时，他们的凶狠、嫉妒、

反对与傲慢，昼夜不停地对他宣战，他凭借真主为他创造的伟

大因素：他的能力、和超人的智慧而受到保护，在他接受使命

的初期是通过他的叔叔艾布塔利布对他进行保护，因为艾布塔

利布是古莱什族中一个非常突出和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真主并

在他心中创造了喜爱主的使者（ ）的本性，但不是法定的喜

爱。假若他加入了伊斯兰，那么，麦加的否认者和贵族们将对

他有恃无恐，但当他仍然属于他们否认者中的一员时，所以他

们尊敬和尊重他。 

当先知（ ）的叔叔艾布塔利布去世之后，多神教徒们更

是轻而易举地伤害先知（ ），然后真主 为他注定了辅士们，

他们加入了伊斯兰，并向先知宣誓效忠。同时，还邀请先知转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5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38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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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他们那里，即：麦地那，当他（ ）抵达麦地那之后，他

们保护他免遭任何人的伤害。虽然，所有的多神教徒、犹太人

或基督徒都企图伤害他，真主挫败了他们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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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讲座 

喜爱先知（ ） 

的确，喜爱人类的领袖穆罕默德（ ）属于伊斯兰信仰的

基本之一。穆斯林又如何能不喜爱自己的先知呢？是他指导自

己走上光明和信仰之道的媒介，是他拯救自己脱离否认和专横

跋扈的媒介。先知（ ）说： 

 َال ُيْؤِمُن َأَحُدُكْم َحتَّى َأُكوَن َأَحبَّ إَِلْيِه ِمْن َوَلِدِه َوَوالِِدِه َوالنَّاسِ ":َقاَل النبيُّ 
  ].ُمتَّفٌق علْيهِ ["َأْمجَِعنيَ 

“你们中任何人都不算真正归信，除非他喜爱我胜过喜爱

他的父亲、他的儿子，以及所有的人。”① 

事实上，喜爱先知（ ）必须超出人类对自身的喜爱，犹

如欧麦尔·本·罕塔布（愿主喜悦他）曾对先知（ ）说： 

َألَْنَت َأَحبُّ إِيلَّ ِمْن ُكلِّ يشٍء إِالَّ ِمْن !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للنَّبِيِّ  َقاَل ُعَمُر ْبُن اخلطَّاِب 
: فقاَل َلُه ُعَمر "َال َوالَِّذي َنْفِيس بَِيِدِه َحتَّى َأُكوَن َأَحبَّ إَِلْيَك ِمْن َنْفِسَك ": اَل النَّبيُّ َفقَ  َنْفِيس,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 "اْآلَن َيا ُعَمرُ ": َفَقاَل النبيُّ  َألَْنَت َأَحبُّ إِيلَّ ِمْن َنفِيس, –َواهللاِ  –إِنَّه اآلَن 

“主的使者啊！除了我自己，我喜爱您胜过一切。”先知

（ ）说：“指亲手掌管我生命的主发誓，你的信仰并不完美，

除非你喜爱我胜过你自己。”然后欧麦尔对他说：“指主发誓，

现在我喜爱您胜过我自己。”先知（ ）说：“欧麦尔呀！现在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4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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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信仰才算完美。”①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了，也说了你应该

说的。 

的确，每个人都声称喜爱先知（ ）：异端邪说之徒声称

自己喜爱先知，“古布利耶”声称自己喜爱先知，魔术师声称自

己喜爱先知，甚至是许多堕落的、作恶的人也声称自己喜爱先

知，然而事情并非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那并非是真正的喜爱。

因为喜爱先知（ ）的基础是服从他的命令，远离他的禁止，

根据符合他的崇拜方式去崇拜真主，而不是凭着异端和私欲。

为此，先知（ ）曾说： 

تِي َيْدُخُلوَن اجلنََّة إِالَّ َمْن َأَبى": َقاَل النبيَّ  : َقاَل  َوَمْن يْأَبى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قاُلوا "ُكلُّ ُأمَّ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مْن َأَطاَعنِي َدَخَل اجلنََّة, َوَمْن َعَصاِين َفَقْد َأَبى"

“除了拒绝者，我的民众都能进入天堂。”他们（众圣门弟

子）说：“主的使者啊！谁会拒绝进天堂呢？”先知说：“顺从

我者，进天堂；违背我者，确已拒绝。”② 

的确，喜爱先知（ ）并不是以举行庆祝诞辰、也不是以

悼念仪式、更不是以诵念过分夸张的诗歌等活动来表达的。然

而，喜爱先知（ ）就是遵循他的圣行，尊重他的法律和复兴

他的指导；保卫他和他的圣行，坚信他的信息，谨记谈到先知

时应当严肃，每当提到他时应当祝福，避免在他的法律中制造

新生异端；并且喜爱他的弟子们，援助他们，承认他们的美德，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57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85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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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恨那些敌视他的圣行、或那些违背他的法律、或那些贬低圣

训学者与传述者的人们。任何人违反了这其中的任何一项，他

都是根据违反的程度而远离了喜爱先知（ ）。例如，先知（ ）

曾说： 

  ].متَّفٌق علْيهِ [ "َمْن َأْحَدَث ِيف َأْمِرَنا َهَذا َما َلْيَس ِمنُْه َفُهَو َردٌّ ": َيُقول النبيُّ 
“谁在我们的教门中创新了一件并不属于它的事情，那么，

他与他的创新都是被驳斥的。”① 

اُكْم َوُحمَْدَثاِت اْألُُموِر, َفإِنَّ كُ ": يُقول نن[ "لَّ ُحمَْدَثٍة بِْدَعةٌ إِيَّ   ].َرَواُه َأْهُل السُّ
“你们当警惕创新事物，的确所有的创新都属于异端。”② 

尽管有这些对异端创新的警告，警告那些在清高真主的制

度中添加并不属于它的东西的人、他们还以为自己正在做的一

件好事，甚至声称这些东西是用来表达对先知（ ）的喜爱。

他们这纯属是对先知的造谣，他们假造《圣训》，然后把它归于

先知（ ），并说：“我们是为他说谎，而不是对他说谎。”这

是 严重的谬误， 可耻的误导，因为清高真主法律的是完美

的，不需要他们的谎言和虚假。 

在这方面还有：先知（ ）禁止辱骂他的弟子们，他曾说： 

َال َتُسبُّوا َأْصَحاِيب, َفَلْو َأنَّ َأَحَدُكْم َأْنَفَق ِمْثَل ُأُحٍد َذَهًبا, َما َبَلَغ ُمدَّ َأَحِدِهْم َوَال ": َقاَل 
  ].ُمتَّفٌق علْيه[ "َنِصيَفهُ 

“你们不要辱骂我的弟子们，即使你们任何人施舍了类似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55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718 段 

②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991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1560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

第 4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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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侯德山一样多的黄金，也赶不上他们所施舍一捧、或半捧的

回赐。”① 

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人辱骂主的使者（ ）的弟子们，

诅咒艾布白克尔、欧麦尔，诽谤纯洁的、被纯洁的信士之母阿

依莎（愿主喜悦她），真主在他的经典中已经宣布她是无辜的。

他们还妄称之所以那样做是他们出于对先知（ ）的喜爱，以

及对他家人的保护。 

在这方面还有：先知（ ）还禁止过度地推崇他，他（ ）

曾说： 
المُ  َام َأَنا َعْبُده, َفُقوُلوا ": َقاَل عليِه الصالُة والسَّ َال ُتْطُروِين َكَام َأْطَرِت النََّصاَرى اْبَن َمْرَيَم إِنَّ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 "ُد اهللاِ َوَرُسوُلهَعبْ 
“你们不要像基督教徒过度地推崇麦尔彦之子那样过度地

推崇我；我只是真主的仆人，你们应当说：‘真主的仆人、真主

的使者’。”② 

尽管如此清楚明了地禁止过度地推崇先知（ ），但还是

有些人追随基督教徒的方式，以只适合超绝万物的创造主的属

性来描述先知（ ）。他们向先知寻求给养、求他治疗疾病和

脱离危境等等，但这些都只能向清高的真主祈求。然后他们还

妄称那都是出于对先知（ ）的喜爱，而事实上，这属于愚昧、

举伴主、违背真主及其使者（ ）命令的行为。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7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541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4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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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讲座 

最大的迹象 

的确，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的 大的迹象就是伟大

的《古兰经》。清高的真主以此挑战阿拉伯人和其他的人，直到

复生日，让他们拟作类似的。清高的真主说： 
(βÎ ® :َقاَل َتَعاَىل  uρ öΝ çFΖ à2 ’Îû 5= ÷ƒu‘ $£ϑÏiΒ $ uΖø9 ¨“ tΡ 4’n? tã $tΡ Ï‰ ö7tã (#θè? ù' sù ;ο u‘θÝ¡ Î/ ⎯ ÏiΒ 

⎯Ï&Î# ÷V ÏiΒ (#θãã ÷Š$# uρ Ν ä. u™!# y‰ yγ ä© ⎯ ÏiΒ Èβρ ßŠ «!$# χÎ) öΝçFΖ ä. t⎦⎫ Ï%Ï‰≈   ].23: البقرة[ 〉 ¹|
【[23]如果你们怀疑我所降示给我的仆人的经典，那么，

你们试拟作一章，并舍真主而祈祷你们的见证，如果你们是诚

实的。】① 

清高的真主又说： 

Πr& tβθ÷ ®: َوَقاَل َتَعاَىل   ä9θà) tƒ çµ1u tIøù$# ( ö≅ è% (#θè? ù' sù ;ο u‘θÝ¡ Î/ ⎯Ï& Î#÷V ÏiΒ (#θãã ÷Š$# uρ Ç⎯ tΒ 
ΟçF÷è sÜtG ó™$# ⎯ ÏiΒ Èβρ ßŠ «!$# βÎ) ÷Λ ä⎢Ψ ä. t⎦⎫ Ï%Ï‰≈  ].38: يونس[ 〉 ¹|

【[38]难道他们说他伪造经典吗？你说：“你们就试拟作一

章吧！”如果你们是诚实的。】② 

伊本焦瑞说：“《古兰经》具有多方面独特的奇迹： 

第一：它包含了言简意赅、雄辩、简明扼要、全面性。有

时长篇叙述一个故事，然后又言语简练地重复之，并且不会忽

视第一次的宗旨。 

                                                        
①
《黄牛章》第 23 节 

②
《优努斯章》第 3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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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包含了各不相同的散文和诗歌的风格，并以此向

阿拉伯人挑战。然而，他们没有能力、更不知所措，并且他们

也承认它的优势。甚至沃利德·本·姆艾莱也曾说：“指主发誓，

它确是甜美的，它更是优雅的。” 

第三：它包含了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所知道的古代各个民

族的信息，以及众先知的生平事迹，与此同时，它是由一个既

不会读、也不会写的文盲转达的，他更没有参加过学者或僧侣

的讲座。 

事实上，那些既能阅读、又能书写、并且参加学者讲座的

阿拉伯人，也并不知道《古兰经》中所记载的资料。 

第四：告知未来幽玄的知识，证明了它是绝对正确的，因

为它所告知的确已发生了。如在谈到犹太人时《古兰经》中说： 

#) ®: َقاَل  âθ̈Ζ yϑ tFsù |Nöθ yϑø9 $# βÎ) ÷Λ ä⎢Ψ à2 š⎥⎫Ï%Ï‰≈ ⎯ ® :, َقاَل ]94: البقرة[ 〉 ¹| s9 uρ 
çν öθ̈Ψ yϑ tG tƒ # J‰ t/ r& 〈 ]95: البقرة.[  

【你们若是诚实的，你们就希望早死吧！】
①然后又接着说：

【他们绝不希望早死。】②清高的真主说： 

?θè#) ® :َقاَل  ù' sù ;ο u‘θÝ¡ Î/ ⎯ÏiΒ ⎯ Ï&Î# ÷V ÏiΒ 〈 ]َقاَل ] 23: البقرة :® ⎯ s9 uρ (#θè=yèø s? 〈 ]24: البقرة [  
【你们试拟作一章。】③然后又接着说：【你们绝不能作。】④

他们永远都无法做到。清高的真主说： 

                                                        
①
《黄牛章》第 94 节 

②
《黄牛章》第 95 节 

③
《黄牛章》第 23 节 

④
《黄牛章》第 2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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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قاَل  è% š⎥⎪Ï% ©# Ïj9 (#ρ ãx x. šχθç7 n=øóçG y™ 〈 ]12: آل عمران.[  
【[12]你对不信道者说：你们将被克服。】①他们确已被克

服了。清高的真主说： 

⎯£ ®: َقاَل  è=äz ô‰ tG s9 y‰ Éfó¡ yϑø9 $# tΠ# t ysø9 $# β Î) u™!$ x© ª!$# š⎥⎫ÏΖ ÏΒ# u™ 〈 ]27: الفتح.[  
【如果真主意欲，你们必定平安地进入禁寺。】② 他们确已

平安地进入了禁寺。 

在谈到艾布赖海毕时《古兰经》中说： 

’4 ® :َقاَل  n? óÁu‹ y™ # Y‘$ tΡ |N# sŒ 5= oλm; ∩⊂∪ … çµè? r&tøΒ $# uρ s' s!$£ϑym É= sÜysø9 $# ∩⊆∪ ’Îû $yδ Ï‰‹ Å_ 
×≅ö7 ym ⎯ ÏiΒ ¤‰ |¡ ¨Β 〈 ]5 – 3: املسد.[ 

【[3]他将入有焰的烈火[4]他的担柴的妻子也将入烈火[5]

她的颈上系着一条坚实的绳子。】③这证明了他俩将死于否认主，

事情后来确已如此发生。 

第五：《古兰经》是受到保护、远离分歧和相互矛盾的。清

高的真主说： 

öθ ®:َقاَل  s9 uρ tβ% x. ô⎯ ÏΒ Ï‰ΖÏã Îö xî «!$# (#ρß‰ y ùθ s9 ÏµŠÏù $Z≈ n=ÏF÷z $# # ZÏWŸ2 〈 ]82: النَِّساء[ 
【假如它④不是真主所启示的，他们必定发现其中有许多差

别。】⑤  

$ ® :َوَقاَل َتَعاىل  ¯Ρ Î) ß⎯ øtwΥ $ uΖ ø9 ¨“ tΡ t ø. Ïe%! $# $̄Ρ Î) uρ …çµ s9 tβθ Ýà Ï≈pt m: 〈 ]9: احلجر.[  
清高的真主又说：【[9]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教诲的保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2 节 

②
《胜利章》第 27 节 

③
《石谷章》第 9节 

④
指《古兰经》 

⑤
《妇女章》第 8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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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者】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 ）曾说： 

َما ِمَن األْنبِياِء ِمْن َنبِيٍّ إِالَّ َوَقْد ُأْعطِي ِمَن اْآلَياِت َما ": قاَل  َأنَّ النَّبِيَّ  َرَة َأِيب ُهَريْ  َعنْ 
َام َكاَن الَِّذي ُأوتِيُت َوْحًيا َأْوَحى اهللاُ َعزَّ َوَجلَّ إِيلَّ َفَأْرُجو َأْن َأُكوَن أَ  ْكَثَرُهْم َتابًِعا آَمَن َعَلْيِه الَبَرشُ َوإِنَّ

  ].متفٌق عَلْيه[ "ْوَم الِقَياَمةِ يَ 
“每一位先知都获得了人们见之足以相信他的迹象，我获

得的迹象就是伟大尊严的真主赐予我的启示——《古兰经》，我

渴望复生日我的追随者是 多的。”② 

伊本阿给鲁说：“从《古兰经》的奇迹中：没有人可以举出

其中的任何一节经文是取自于前人言语的意思，人类一直在互

相研究它，因为有人说：‘它是先知收集的零散的信息’。” 

伊本焦瑞说：我推出两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众先知的奇迹是因他们的死亡而失去。因此，即使

今天一名无神论者说：‘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穆罕默德（ ）

和穆萨（ ）是诚实的先知呢？’ 

那么，会有人告知他‘月亮为穆罕默德（ ）而分裂，海

水为穆萨而分开。’他一定会说：‘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真主让《古兰经》成为穆罕默德（ ）留下的一个

永恒的奇迹，以便在他去世之后，证明他的真实性，也以他证

明众先知的真实性。当他证实他们的真实性，就必须告知关于

                                                        
①
《石谷章》第 9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469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5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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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信息。 

第二：《古兰经》告诉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在他们跟前的圣

经和福音——《旧约》和《新约》中都记载着对穆罕默德（ ）

的描述。证明了哈推布的信仰，也证明了阿依莎是清白无辜的，

这些都是证明幽玄知识的证据。如果在《古兰经》和《新约》

中没有记载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描述，那么，这将使他们远离

相信他；假若哈推布和阿依莎各自内心知道的不同于为他俩所

证实的，那么，他俩也会放弃信仰。① 

 

                                                        
①
摘自《沃法素》第 267-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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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讲座 

先知的功修 

先知（ ）用许多礼拜、封斋、记念真主等其它的各种功

修来崇拜真主。当他（ ）工作时，他喜爱坚持，并持之以恒。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الُة مِ  َكاَ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عائشَ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 َقاَلْت  يِل ِمْن َوجٍع َأْو إَِذا َفاَتْته الصَّ َن اللَّ
َة َرْكعًة    ].َرواُه ُمْسلِم[غِريِه, َصىلَّ ِمَن النَّهاِر ثِنْتْي َعْرشَ

“如果主的使者（ ）由于疼痛或其它的因素而错过了夜

间拜，那么，他就会在白天礼十二拜。”① 

先知（ ）从未放弃过夜间拜。他曾因礼夜间拜而把双脚

都站裂了，当有人为此问他时，他（ ）回答说： 
 ].عَلْيه متَّفٌق [ "َأَفَال ُأِحبُّ َأْن َأُكوَن َعْبًدا َشُكوًرا?": قاَل 

“难道我不喜爱成为一个感谢的仆人吗？”② 

侯热法·本·艾勒叶玛尼（愿主喜悦他俩）传述，他说： 
َذاَت ليلٍة فافتَتَح البقَرَة,  صلَّْيُت َمَع النَّبِيِّ : َعْن ُحذْيَفَة ْبِن الَيامِن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قاَل 

افتَتح النَِّساء فقَرَأها ُثمَّ ُيصيلِّ ِهبا يف رْكَعٍة, فمَىض ثم : فقْلُت .ُثمَّ َمَىض .يْرَكُع ِعنْد املائةِ : فقْلُت 
ًال; إِذا مرَّ بآيٍة فِيها تسبيٌح سبَّح, َوإَِذا مرَّ بسؤاٍل َسأَل, َوإَِذا مرَّ   افَتتح آَل ِعْمَراَن فقرَأَها َيْقرُأ ُمَرتسِّ

َذ, ُثمَّ ركَع فجَعل يقوُل  ٍذ تعوَّ َ اْلَعظِيمِ ": بتعوُّ : ِقياِمه ُثمَّ قال َفكان ُركوُعه َنحًوا ِمنْ  "ُسْبَحاَن َريبِّ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46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4557段，《穆斯林圣训集》第28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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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ا َلَك الـَحْمُد " : ُثمَّ قاَم ِقياًما َطِويًال َقِريًبا مما َرَكَع, ُثمَّ َسَجَد َفَقاَل  "َسِمَع اهللاُ لِـَمْن َمحَِدُه َربَّ
َ اْألَْعَىل "   ]رواُه مْسلِم[ "َفَكاَن ُسجوُده َقريًبا ِمْن ِقياِمهِ  "ُسْبَحاَن َريبِّ

“有一天夜晚，我同先知（ ）礼夜间拜，他由《黄牛章》

开始念，我想他可能念到第一百节时鞠躬，然而他念过去了，

我想他可能在这一拜中念全部《黄牛章》，然而他又念过去了；

然后他开始念《妇女章》；然后他又开始缓慢地念《伊姆兰的家

族章》；当他念到赞颂真主的经文时，他就赞颂；当他念到祈祷

的经文时，他就祈求；当他念到求护佑的经文时，他就求护佑；

然后他鞠躬，并说：“赞颂我伟大的主超绝。”他当时鞠躬的时

间类似于站立的时间；起身时他说：“真主确已应答了赞颂者，

我们的主啊！一切赞颂全归于你。”然后他又站了很长的时间，

接近他鞠躬的时间才叩头，他说：“赞颂我清高无上的主超绝。”

他叩头的时间接近站立的时间。
① 

他（ ）居家时始终坚持礼十拜圣行拜：他在家中礼晌礼

前的两拜和晌礼后的两拜、昏礼后的两拜、宵礼后的两拜，及

其晨礼拜前的两拜。 

他坚持礼晨礼拜前的两拜超过其它所有的副功拜，无论是

居家、还是旅行时，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威特尔（基数）拜。

除了晨礼拜前的两拜圣行和威特尔拜，并没有任何传述记载他

（ ）在旅行期间礼过其它的副功拜。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7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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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时会在晌礼前礼四拜圣行。礼夜间拜时，有时他会不

断重复地念诵一节《古兰经》文，直到黎明。 

ى َصْوم اِإلْثنَْنيِ وَ  كان    ].َرواُه الرتمِذيُّ [.اَخلِميسيتَحرَّ
他（ ）曾经选择封星期一和星期四的斋戒。① 

他（ ）曾说： 
 "ُتْعَرُض اْألَْعَامُل َيْوَم اِإلْثنَْنيِ َواْلـَخِميِس َفُأِحبُّ َأْن ُيَعَرَض َعَمِيل َوَأَنا َصائِمٌ ": َقاَل 

  ].َرواه الرتمِذيُّ [
“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星期一和星期四被呈献给真主，我喜

爱我封着斋时我的工作被呈献给真主。”② 

他（ ）曾经每月封三天斋。据穆阿斋图·艾勒阿德维耶

的传述，她曾经询问阿依莎（愿主喜悦她）： 
ا سألْت َعائشَ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 ِة َأهنَّ َيُصوُم ِمن ُكلِّ  َأَكاَن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مَعاَذَة الَعَدِويَّ

اٍم? َقاَلْت  ْهِر َكان يصوُم? َقاَلْت : َقاَلْت .َنَعمْ : َشهٍر ثالثَة أيَّ الشهِر َمل يُكْن ُيَبايل ِمن أيِّ : ِمْن أّي الشَّ
  ].رواه مْسِلم[.َيُصومُ 

“主的使者（ ）每个月都封三天斋吗？”阿依莎回答说：

“是的。”她又问：“他从哪一个月开始封斋？”阿依莎说：

“他封斋不考虑从哪一个月开始。”③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اَم البِيِض ِيف َحَرضٍ َوَال  َكاَن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اْبِن عباٍس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قاَل  َال ُيْفطُِر َأيَّ

  ].لنِّساِئيُّ َرواُه ا[ "َسَفرٍ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589 段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591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116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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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 ）无论居家、还是旅行时都会封圆月之日

的斋。”① 

  ].متَّفٌق علْيهِ [ َيُصوم َعاُشوَراَء َوَيْأُمر بِصياِمه كان 
“他（ ）曾经封‘阿苏拉’日的斋，并命令众圣门弟子

也封之。”②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إِنَّه َكاَن َيصوُم ِمْن َشهٍر َأْكثَر ِمْن َشْعبان فَ  َمل يكْن النبيُّ : َعْن َعائشَ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 قالْت 

  ].ُمتَّفٌق َعَلْيه[.َكاَن يصوُم َشعباَن إِالَّ َقليالً  :َوِيف ِروايةٍ .َيُصوُم َشْعَباَن ُكلَّه
“先知（ ）没有封过比伊历八月天数更多的斋戒，他曾

封过伊历八月整月的斋。”另一传述中记载：“他曾经封伊历八

月的斋戒，只有几天没封。”③ 
至于记念真主，先知（ ）的舌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记念

真主，他在各种状况下都会记念真主。每当他礼完拜的时候，

他都会向真主求饶三次，然后说： 

ْكَرامِ  مَّ َأْنَت اللهُ ":قال الُم َتَباَرْكَت َيا َذا اَجلَالِل َواْإلِ الُم َوِمنَْك السَّ   ].َرَواُه ُمْسِلم[ "السَّ
“主啊！您是和平之主，平安来自于您；您真吉祥，至尊

的、伟大的主啊！”④ 
每当礼完拜的时候，他（ ）都会说： 

ْيَك َلُه َلُه املْلُك, َوَلُه الـَحْمُد َوُهوَ ": َقاَل  ٍء َقِديٌر,  َ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وْحَدُه َال َرشِ َعَىل ُكلِّ َيشْ
                                                        

①
《奈萨伊圣训集》第 2305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79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30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6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2 段 

④
《穆斯林圣训集》第 59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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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تََّفٌق َعَلْيهِ [ "اللُهمَّ َال َمانَِع لِـَام َأْعَطْيَت َوَال ُمْعطَِي ملا َمنَْعَت َوَال َينَْفُع َذا اَجلدِّ ِمنَْك اَجلدُّ 

“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一切权

力及赞颂只归于他，他是大能于万物的主。主啊！没有人能阻

止您所恩赐的，也没有人能给予您所禁止的；有权势者的财富

在您跟前均无济于事。”① 

他（ ）在鞠躬和叩头时说： 
وِح ": َقاَل  وٌس, َربُّ املَالئَِكِة َوالرُّ   ].َرَواُه مْسلِم[ "ُسبُّوٌح ُقدُّ

“赞美真主、圣洁的主，众天使和吉布笠莱的养主。”②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نَيا َحَسنًة َوِيف اْآلِخَرِة َحَسنًَة, ": َكاَن َأْكَثُر ُدَعاِء النبيِّ  :َقاَل  َعْن َأَنٍس  اللُهمَّ آتِنا ِيف الدُّ
  ].متفٌق عَلْيه[ "نَا َعَذاَب النَّارِ َوقِ 

“先知 多的祈祷就是‘主啊！求您赐予我们今后两世的

幸福！求您保护我们免遭火狱的惩罚！’”③ 
他（ ）常常向真主祈求饶恕。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

俩）的传述，他说： 

ةٍ  ُكنَّا َنُعدُّ لِ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اْبِن ُعَمَر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قاَل  : يف املْجِلس الَواِحد ِمائَة َمرَّ
ِحيمُ َربِّ اْغِفْر ِيل وَ " اُب الرَّ َرواه َأُبوداود والرتِمذيُّ وقال َحَسٌن [ "ُتْب َعيلَّ إِنََّك َأْنَت التَّوَّ

  ].َصِحيٌح 
“我们曾经在一个场合中计算主的使者（ ）念了一百次：

‘我的主啊！求您饶恕我吧！求您接受我的仟悔吧！您确是至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80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593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487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425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69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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宥的至慈的主’。”① 
先知（ ）禁止极端、并严厉警告过度地崇拜。他（ ）

曾说： 

يِن إليِه َما داوَم  "ُهللا َحتَّى َمتَلُّواَعَلْيُكْم بَِام ُتطِيُقوَن َفَواهللاِ َال َيَملُّ ا": يقوُل  َوَكاَن َأحبُّ الدِّ
  ].متفٌق عليهِ [.عليِه صاحُبه

“你们当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指主发誓，真主不会厌烦，

除非你们自身厌烦。” 受真主喜爱的信仰就是仆人持之以恒的

崇拜真主。②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295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356 段，他说：“优良正确

的《圣训》。”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4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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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讲 

伊斯兰最初的传播 

在先知（ ）去塔依夫宣传伊斯兰遭到当地居民的蔑视和

嘲笑之后，他返回了麦加，然后他去找穆图阿姆·本·阿迪云

的保护。 

在这拒绝、封锁、迫害等紧张的气氛之中，清高、吉庆的

真主意欲帮助他的使者（ ），所以赐予了他夜行和登霄的荣

幸，让他亲眼目睹了部分伟大的迹象，观看真主的伟大和大能

的明证，以便加强他面对昧恩之徒及其否认的能力。 

至于夜行：就是先知（ ）在一夜之间由麦加的禁寺前往

耶路撒冷的远寺，并在当夜返回。 

至于登霄：就是先知（ ）上升到天境，会见众先知，亲

眼目睹幽玄的世界，并在登霄的过程中，真主为他规定了每昼

夜的五次礼拜。 

这个事件正是使部分人失去信仰的因素，部分确已归信的

人，又因此而背叛了伊斯兰。有些人去找艾布白克尔（愿主喜

悦他），并对他说：“您的朋友声称他在夜间到了耶路撒冷。”艾

布白克尔·舜迪格说：“他真的是这样说的吗？”他们说：“是

的。” 

他说：“如果他真说了这话，他确是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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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你相信他在夜间去了耶路撒冷，并在黎明之前返

回的？”  

他说：“是的，事实上，我相信他能去比这更遥远的地方；

我还相信他能在早上或傍晚带来有关天机。”为此，艾布白克尔

被称为“舜迪格”，即：忠实者。 

古莱什人拒绝先知（ ），并阻挠他完成自己的使命，致

使先知（ ）转向其他的阿拉伯部落进行宣传。当他（ ）

从塔依夫返回之后，他（ ）开始在朝觐季节向各个部落介绍

自己，向他们解释伊斯兰，并寻求他们的支持和援助，以便传

达真主的信息。 

他们中有些人恶意地拒绝，有些人善意地拒绝。其中 敌

对的就是白尼哈尼发——大骗子沐赛仪赖麦的部落。 

其中他也向一伙来自于“耶斯莱布”①的奥斯部落的阿拉伯

人介绍自己，当先知（ ）与他们谈话时，他们知道他的特征

——犹太人曾经描述有关他的特征。他们之间相互说：“指主发

誓，他就是犹太人预言的那位先知，他们不要在我们之前到于

他。”然后他们中有六个人皈依了伊斯兰，他们也正是伊斯兰在

麦地那传播的媒介。他们六人是：艾斯阿杜·本·汝拉莱、奥

菲·本·哈里斯、拉菲阿·本·马立克、古图白·本·阿米尔·本·哈

迪德、欧格白图·本·阿米尔、赛阿杜·本·莱比阿。 

                                                        
①
译者注：即后来的麦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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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们离开了，并结约下一年再来。 

第二年，也就是先知为圣的第十二年，发生了第一次“阿

格白”结约，其中有十二名男子向先知（ ）宣誓效忠，十人

来自于奥斯部落，另外两人来自于海兹莱基部落，他们中有五

人来自于原来加入伊斯兰的那六个人，他们在“阿格白”加入

了伊斯兰，他们向先知（ ）承诺喜爱信仰、诚信、放弃多神

崇拜与犯罪、多行善事、只说好话。当他们回到了麦地那之后，

真主就让伊斯兰显现在其中，麦地那的家家户户都在提及主的

使者（ ）。 

在第一次“阿格白”结约的第二年，也就是先知为圣的第

十三年，发生第二次“阿格白”之约。其中有七十名男子和两

名女子来见主的使者（ ），他们宣布了加入伊斯兰，并在“阿

格白”结约，无论他们精神充沛与否都听从使者的，无论他们

富裕与否，都会为主道付出，并且命人行善，止人作恶，他们

为了真主的事业而奋斗，为了真主的事业他们不怕任何责难者

的谴责，并承诺支持和保护先知（ ）。 

然后，先知（ ）要求从他们中任命十二名男子为领导人，

以便他们教导各自的族人，他们为他任命了九个人来自于海兹

莱基部落，三个人来自于奥斯部落，然后先知（ ）对他们说： 

َأْنُتم ُكفالُء َعىل قوِمُكْم ككفالِة احلواريَِّني لِعيَسى ْبِن َمْريَم َوإِين َكِفيٌل : يُّ َقال هلُم النب
 َعَىل َقْوِم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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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你们的族人担保者，就像麦尔彦之子尔萨（ ）

的门徒担保的那样，我是我族人的担保者。”然后他们返回了麦

地那，伊斯兰在麦地那的居民之间得到了传播。愿真主喜悦他

们。① 

 

                                                        
①
《先知生平精粹》第 4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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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讲 

迁徙麦地那 

当主的使者（ ）的弟子们遭到了更加严厉的伤害时，主

的使者（ ）允许他们迁徙到麦地那，使伊斯兰在麦地那的宣

传得迅速地到传播，先知（ ）感到非常欣慰。麦地那已经准

备好了迎接迁士们。 

信士们迅速迁徙，一批接一批地迁往麦地那。 

先知（ ）仍然留在麦加，与他一起留守的还有艾布白克

尔和阿里，以及另外一些被强行扣留的穆斯林。 

古莱什人知道先知（ ）的弟子们确已迁徙到了一个安全

的地方，他们害怕伊斯兰在那里得到传播， 终他们决定暗杀

主的使者（ ）。 

在他们计划谋杀先知（ ）的那个夜晚，真主告诉了自己

的先知（ ）有关古莱什人的阴谋，命令他迁徙，去追赶已经

迁徙到麦地那的信士们，并命令他那个夜晚不要睡在他的床上。 

先知（ ）让阿里睡在自己的床上，包括先知的服装也挂

在屋里，并命令他将别人的委托物交还给委托者。阿里服从命

令，睡在先知（ ）的床，而阴谋杀人的剑就在门外。 

主的使者（ ）离开了这伙计划杀害他的人，清高的真主

使他们都成为聋子和瞎子，并击败了他们。先知（ ）拿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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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土撒在他们的头上，然后就去了他的朋友艾布白克尔的家中，

他们一起趁着夜色匆匆地离开了。 

先知（ ）和艾布白克尔一起来到“稍尔”山洞，并住在

其中，直到搜寻他们行动放松。 

当古莱什人得知他们的阴谋已经失败，他们被激怒了，于

是派兵四处搜索，并许诺谁能带来先知穆罕默德（ ）或指出

他的所在地，就赏他一百峰骆驼。他们查找先知（ ）时确已

到过“稍尔”山洞，他们站在山洞的外面，但是真主把他们的

目光转移到另一方向，真主保护自己的先知（ ）免遭他们的

阴谋。艾布白克尔说：“主的使者啊！假若他们中的任何人观看

自己双脚的位置，他一定就会看到我们。”使者（ ）回答说： 

يُق  دِّ َما ! َيا َأَبا َبْكرٍ " َلْو َنَظر َأحُدهم إِىل َمْوِضع قدَمْيِه َلَرآنا!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قاَل َلُه الصِّ
  ."َظنَُّك بِاْثنَْنيِ اهللاُ َثالُِثُهَام 

 “艾布白克尔啊！你不要认为这里只有俩个人，真主（真

主的援助）是我们俩的第三者。”① 

三天之后，他们聘请的向导带着两峰骆驼到达，根据先前

的计划，他们开始向麦地那进发了。 

先知（ ）途径温姆穆阿白德·艾勒何扎诶耶的帐篷，并

在她的山羊中为她带来了吉庆。她有一只脱水的山羊，在得到

她的许可之后，先知使那只羊的乳房充满了奶水，他让她喝了，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5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38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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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让与自己同行的那些人也喝了， 后他（ ）自己也喝了羊

奶。然后他又挤满了一容器羊奶，才上路前往麦地那。 

苏拉盖图·本·马立克听说先知（ ）已经登上前往麦地

那的路，他因为贪婪古莱什人的奖赏，而骑上马，拿着标枪，

前去寻找他们，当他接近他们时，先知（ ）向真主祈求，苏

拉盖图的马的四蹄陷入泥土之中，他知道这是因为先知（ ）

的祈祷，因为先知是受到保护的，所以，他以着信誉呼喊先知

（ ），并承诺档回追赶他的人们，然后主的使者（ ）为他

向真主祈求，他坐骑的蹄子才从泥土中拔出来。然后他返回麦

加，并欺骗了向主的使者（ ）的方向追寻的人。 

辅士们每天都去麦地那的入口等待先知（ ）的到来，直

到天气炎热时他们才返回家中。在先知为圣的第十三年初的三

月十二日星期一这一天，忽听有人高呼：“主的使者（ ）来

了。”顿时，到处都充满了欢呼声、赞主声，所有的人都出来迎

接主的使者（ ）。 

先知（ ）首先住在古巴，并在那里建造了古巴清真寺，

它是伊斯兰史上所建造的第一座清真寺。 

主的使者（ ）在古巴住了几天后，就动身前往麦地那，

在途中赶上了主麻拜的时间，他带着所有陪同他的穆斯林礼了

主麻拜，那是先知（ ）礼的第一次主麻拜。礼完拜之后，先

知（ ）从城南进入了麦地那，从那天起，它的名字就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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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 ）的城市”。整个麦地那城都因为先知（ ）的到

来而充满了喜悦和欢乐。为此，它也因伊斯兰而成为了一座平

安的乐园，众穆斯林把真主所赋予的使命从其中传到世界的各

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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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讲 

先知的生活方式 

的确，先知（ ）知道今世生活的实质——迅速地失去与

终结，因此，他（ ）在今世中像一个贫困的人那样生活，而

不像一个奢侈的富人那样生活。如果某一天遇到饥饿，他会坚

忍；如果某一天吃饱了饭，他会感谢真主的恩典。 

的确，他（ ）已为自己的民族阐明了警惕今世的诱惑，

以及谨防沉湎于世俗的各种欲望的危险之中。他（ ）说： 

ال الُة َوالسَّ ٌة َوإِنَّ اهللاَ ُمْسَتِخَلُفُكْم فِيَها, َفنَاظِر َما ": مُ َقاَل َعلْيِه الصَّ ْنَيا ُحْلَوٌة َخِرضَ إِنَّ الدُّ
ائِيَل َكاَنْت ِيف النَِّساءِ  َل فِْتنَِة َبنِي إِْرسَ ُقوا النَِّساَء َفإِنَّ َأوَّ ْنَيا َواتَّ ُقوا الدُّ   .]رواه مسلم[ "َتْعَمُلوَن َفاتَّ

“今世确是甜美的、翠绿的，真主让你们继承了大地，然

后他要观看你们是怎样工作的；故你们当谨防今世的诱惑，当

谨防女色；的确，以色列人所遭到的第一个灾难就是来自于女

色。”① 

先知（ ）知道今世属于后世没有家园者的居所，后世没

有福分者的乐园。他（ ）曾说： 

ُهمَّ َال َعْيَش إِالَّ َعْيَش اآلِخَرةِ ": يقوُل  َكاَن    ].ُمتََّفٌق َعَلْيهِ [ "اللَّ
“主啊！生活只是后世里的生活。”②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742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280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67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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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 关心的是后世，他对于今世毫不贪恋。今世迅

速地来临他，他避开之。他（ ）曾说： 

ْنَيا إِالَّ َكَراكٍِب اْسَتَظلَّ َحتَْت َشَجَرٍة, ُثمَّ َراَح َوَتَرَكَهامَ ": يُقوُل  ْنَيا, َما َأَنا ِيف الدُّ  "اِيل ولِلدُّ
  ].َحسٌن صحيٌح : َرواُه الرتمِذيُّ وقال[

“今世对于我来说又有什么呢？我在今世，就像是在树荫

下乘凉的乘客，然后弃它而去。”① 

先知（ ）的妻子朱外丽耶的哥哥——阿姆鲁·本·哈里

斯说： 

ِعنَْد َمْوتِِه ِدينَاًرا  َما َتَرَك َرُسوُل اهللاِ ": و ُجوْيِريَة زوِج النبيِّ َقاَل َعْمُرو ْبُن احلاِرِث َأُخ 
َأْرًضا َجَعَلَها َوَال ِدْرًمها َوَال َعْبًدا َوَال َأَمًة َوَال َشْيًئا إِالَّ َبْغَلَتُه الَبْيَضاَء الَّتِي َكاَن َيْرَكُبَها َوِسَالَحُه وَ 

بِيِل َصَدَقةً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 "ِالْبِن السَّ
“主的使者（ ）归真时，除了他曾经乘骑过的一匹白骡

子、他的兵器，以及一块作为施舍给贫穷的旅行者的土地之外，

他没有遗留下任何东西；他更没有遗留下一枚金币或一枚银币，

也没有遗留下一个奴隶或一个女仆。”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امِء, َفإَِذا َمَلٌك َيْنِزُل, فَ  َجلَس ِجْربْيُل إَِىل النبيِّ : َقاَل  َعْن َأِيب ُهرْيَرَة  َقاَل َلُه َفنََظر إِىل السَّ
اعةِ : ِجْربيُل  ُد : َفَلامَّ َنَزَل َقاَل .َهذا املََلُك َما َنزَل ُمنُْذ ُخلَِق َقْبَل َهِذِه السَّ َأْرَسَلنِي إِلْيَك َربَُّك; ! َيا ُحممَّ

يُل  ُد : َأَملًِكا َأْجَعُلَك, َأْم َعْبًدا رسوالً? َفَقاَل َله ِجْربِ َال ": ُسوُل اهللاِ َفَقاَل رَ ! َتواضْع لَِربَِّك َيا حممَّ
  .]رواُه ابُن حبَّان[ "َبْل َعْبًدا َرُسوالً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377 段，他说：“这是一段优良正确的《圣训》。”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419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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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笠莱坐在先知（ ）跟前，然后他向天空观看，突

然一位天使下降，吉布笠莱对他说：‘这位天使自从被创造直至

此前从未下降过。’当他降临之后，他说：‘穆罕默德啊！你的

养主派遣我来临你，我应让你成为一位国王、一位使者呢？还

是让你成为一位仆人、一位使者呢？’吉布笠莱对他说：‘穆罕

默德啊！应当对你的养主谦恭。’主的使者（ ）说：‘不，我

要成为一位仆人、一位使者’。”① 

因此，先知（ ）的生活是建立在谦虚、不贪婪今世的基

础上。阿依莎（愿主喜悦她）曾说： 
َ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ت َعائشُ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 ٍء َيأُكُله ُذو َكبٍِد إِالَّ  ُتَويفِّ َوَما ِيف َبْيتِي ِمْن َيشْ

, َفكِْلُته َفَفنِي   ].متََّفٌق علْيهِ [ "ِشْطُر َشَعٍري ِيف َرفٍّ ِيل, َفأكْلُت ِمنْه َحتَّى َطاَل َعيلَّ
“主的使者（ ）归真时，我的家中除了柜子里的一点大

麦之外，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那点大麦我吃了很长的时间，

后来我称了一下重量，很快就吃完了。”② 

在提到人们贪婪今世时，欧麦尔·本·韩塔布（愿主喜悦

他）说： 

ْقِل َما  َلَقْد َرَأْيُت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مُر ْبُن اخلطَّاِب  قاَل  َيظلُّ اْلَيْوَم َيْلَتِوي َما َجيُِد ِمَن الدَّ
  ].ِلمَرواُه مْس [ "َيْمَألُ بِِه َبْطنَهُ 

“我看见主的使者（ ）由于饥饿而常常整天弯着腰，找

不到一点烂枣充饥。”③ 
                                                        

①
《伊本罕巴尼圣训集》第 6471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293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2973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7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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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لَقْد ُأِخْفُت ِيف اهللاِ َوَما َخيَاُف َأَحٌد, َوَلَقْد ُأوِذيُت ِيف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أنٍس  َعنْ 
َلْيَلٍة; َوَما ِيل َولِبَِالٍل َطَعاٌم يِْأُكُلُه ُذو َكبٍِد إِالَّ اهللاِ َوَما ُيْؤَذى َأَحٌد, َوَلَقْد َأَتْت َعيلَّ َثَالُثوَن ِمْن َبْنيِ َيْوٍم وَ 

ٌء ُيواِريه إِبُِط بَِاللٍ  مِذيُّ َوَقاَل [ "َيشْ   ].حسٌن صحيٌح : َرواه الرتِّ
主的使者（ ）说：“我为真主（的道路）遭到任何人都

不曾遭遇过的威胁，我为真主受到任何人都不曾受过的迫害，

我经历过三十个昼夜，除了比俩利腋下隐藏的一点食物之外，

我和比俩利没有可供食用的东西。”①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ياَيل املَتَتابِعَة َوأهُله طاويَن  َكاَن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اْبِن َعبَّاٍس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قاَل  َيبيُت اللَّ
عريَ    ].َحَسٌن صحيٌح : رواُه الرتمذيُّ َوَقال[ "َال َجيُِدون َعشاًء وإنَّام َكان أكثُر ُخبِزِهُم الشَّ

“主的使者（ ）曾经连续几夜都是空腹过夜，他的家人

们也几夜都没有晚饭。他们吃的面包通常都是大麦饼。”②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يْأُكِل النَّبِيُّ ": َقاَل  َأَنٍس  َعنْ  ًقا َحتَّى  َمل ْ َيْأُكْل َخْبًزا ُمَرقَّ َعَىل ِخَواٍن َحتَّى َماَت َوَمل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 "َماَت 

“先知（ ）直至他归真都没有在餐桌上吃过饭，他直至

他归真也没有吃过细面饼。”③ 

他（ ）曾经用一个草垫来坐和睡觉。欧麦尔·本·罕塔

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106 段，他说：“这是一段优良正确的《圣训》。”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997 段，他说：“这是一段优良正确的《圣训》。”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8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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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فجَلْسُت : َقاَل .َوُهَو َعَىل َحِصريٍ  َدخْلُت َعَىل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عَمَر ْبِن اخلطَّاِب  َعنْ 
, َوإِذا َأَنا بقْبَضٍة ِمن َشعٍري َنحِو َفإَِذا َعليِه إَِزاُره, َوَلْيس َعَلْيِه َغُريه َوإَِذا احلِصُري َقْد َأثَّر ِيف َجنْبِه 

اِع, وَقرَ  َما ": َفَ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معلٌَّق, َفابَتَدرْت َعْينَاَي  ٍظ ِيف َناِحيٍة ِيف الُغْرَفِة َوإَِذا إَِهاٌب الصَّ
َوَما ِيل َال أْبِكي َوَهَذا احلِصُري َقْد أثَّر يف َجنْبَِك َوَهِذِه ! َيا نبيَّ اهللاِ: َفُقلُت  "ُيْبكِيَك َيا اْبَن اَخلطَّاِب?

يها إِالَّ َما أَرى, َوذاك ِكْرسى َوقْيُرص ِيف الثِّامِر واألْهناِر, َوأنَت نبيُّ اهللاِ وَصْفوُته ِخزانُتك َال َأرى فِ 
ْنَيا?! َيا اْبَن اَخلطَّاِب ": َفَقاَل !َ َوَهِذِه خَزانُتك ُم الدُّ رواُه [ "َأَما َتْرَىض َأْن َتُكوَن َلنَا اْآلِخَرُة َوَهلُ

  .]اْبن َماَجه

我来看望主的使者（ ），他正侧卧在草垫上，（欧麦尔说：）

然后我坐下来，我发现他只穿着一条裤子，并没有其它的衣服，

草垫的痕迹印在他（ ）的软肋上，我看见大约有一沙阿大麦

和墙角的扁豆，以及挂着墙上的一张皮子，我的俩眼中充满了

泪水。主的使者（ ）说：“伊本罕塔布啊!什么原因让你哭泣

呢？”我说：“真主的先知啊！我为何不哭呢？这个草垫的痕迹

确已印在您的软肋上了，这就是您的储藏，除了这些，我没有

看见其它的任何东西，科斯鲁①以及其他的国王拥有各种水果和

河流，而您是真主的先知，是他的精英，这就是您的储藏！”他

（ ）说：“伊本罕塔布啊!你不喜爱我们拥有后世，他们拥有

今世吗？”② 

 

                                                        
①
古波斯国王的称号 

②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41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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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讲座 

建立国家的基础 

当先知（ ）进入麦地那时，麦地那的居民们以着喜悦和

热诚欢迎他。当他经过每一家居民时，人们都握住他骆驼的缰

绳，恳请他住在自己的家中。但他（ ）请人们谅解，并对他

们说：“你们放开它，因为它是奉命行事的。”骆驼一直前行，

直至到达清真寺（圣寺）的地方，它卧下了。然后它又站起来

往前走了一会，然后它又再次返回到第一次卧下的地方卧下了。

先知（ ）住在南贾尔部落的舅舅们那里，他（ ）问：“我

们亲人中哪家住的 接近这儿？”艾布安优布说：“主的使者啊！

我家离这儿 近。”然后先知（ ）就下榻在艾布安优布·艾

勒安刷利（愿主喜悦他）的家中。 

主的使者（ ）到达麦地那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

他的骆驼停卧的地方建立了麦地那的圣寺，那块土地属于两个

孤儿所拥有的，他从他俩那里购买了它。他（ ）亲自参加了

清真寺的建造，然后他在圣寺的旁边建造了他各位妻子的房屋。

当所有的房屋都建成之后，他（ ）离开了艾布安优布的家，

搬到那里的房屋中去住。并且制定了当到礼拜的时间时聚集人

们的宣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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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先知（ ）让迁士们和辅士们结为兄弟。他们当时有

九十名男子，一半是来自于迁士，另一半是来自于辅士。他们

之间结为包括相互支持、互相继承遗产的非血亲的兄弟关系，

这种继承法一直持续到“白德尔”战役时，当真主降示了以下

这节经文： 

ô Ï#θä9'ρ ®: قال تعاىل é& uρ ÏΘ% tnö‘ F{ $# öΝ åκÝÕ÷è t/ 4†n<÷ρ r& <Ù÷è t7Î/ ’Îû É=≈ tFÅ2 «!$#   ِمَن
  ]6: األحزاب [ 〉َواْملَُهاِجِريَن  اُملْؤِمنِنيَ 

【血亲与血亲相互间的权利，依真主的经典，是重于信士

和迁士的权利的……。】①才将继承权恢复给亡人的血亲，而非

结义的兄弟。 

主的使者（ ）与居住在麦地那的犹太人言和，并亲自与

他们之间制定了一项书面协定，他们中的学者阿布杜勒色俩姆

迅速地进入了伊斯兰，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都是否认的。② 

先知（ ）协调了麦地那居民——迁士、辅士与犹太人之

间的关系。在部分有关先知传记的书籍中还提到协议中的条件，

其中有： 

*迁士和辅士中的信士是一个共同体，不包含其他的人。 

*信士不能放弃他们当中任何有困难的人，但应善意地帮助

他。 

*正义的信士应当立场坚定，反对他们中任何为非作歹者，

                                                        
①
《同盟军章》第 6节 

②
《归途的干粮》3/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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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向往不义的力量、或罪恶、或敌视、或信士之间的堕落。他

们所有的人都应对其立场一致，即使是他们中某人的儿子也罢。 

*任何信士都不允许因为非信士而杀害其他的信士，也不能

帮助非信士对付信士。 

*真主的保障是唯一的，他们 谦虚的 能获得他们保护，

信士相互之间都是保护者，而非其他的人。 

*追随我们的犹太人，他们将获得援助和同等的待遇，不会

遭受委屈，也不会援助敌人战胜他们。 

*信士的和平确是统一的，信士为了主道的战斗，只有凭借

公正、平等的和平协议，才能与他人和解。 

*如果你们有什么分歧，那么，必须以真主的经典和穆罕默

德（ ）的圣行进行裁决。 

*奥菲部落的犹太人与信士是一个民族，犹太人有他们的信

仰，穆斯林也有他们的信仰。必须保护他们和他们的生命，但

自身不义并且犯罪者例外，因为那样做他只能毁灭自身及其家

人。 

*犹太人的家属如同他们自身，任何人都不能把他们赶出

去，除非是得到穆罕默德（ ）的许可。 

*邻居犹如自家人，不能伤害他们，也不能对他们犯罪。 

*不得为任何女人提供保护，除非是得到其主人的同意。 

等等一些条文，该条约确立了麦地那居民之间和平共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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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确定了伊斯兰的概念，它包括所有的穆斯林。伊斯兰国

家就是当时的麦地那市，它规定 高的权威归于真主及其使者

（ ），特别是在发生分歧和争端的案件时。 

这份文件还保证了各项自由，如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以

及每个人安全的权利。 

同样，它证实了全人类之间平等和公正的原则。 

任何人思考这些条约，他就会从中发现许多呼吁重视人权

的文明原则。先知（ ）是第一个根据清高真主的法律而塑造

出这些权利的规范和制度者，正如在《古兰经》和《圣训》中

所提到的那样。这就是公正的人权与那些国际组织自称为人权

之间鲜明的对照。而实际上，他们所自称是一种压迫和不公正，

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和偏见，以牺牲别人而偏向某些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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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讲座 

先知的勇敢 

先知（ ）是 勇敢的人。事实证明，他独自一人站起来

面对否认者，号召人们认主独一、真诚的崇拜清高的真主。所

有的否认者都反对他，并同流合污地向他宣战，他们用 残酷

的方法伤害他，并多次策划要杀害他，但那些并没有恐吓或阻

止了他；相反，更增加了他坚持号召人们认主独一、崇拜真主，

以及坚持真理的决心。他公然地挑战大地上的暴君，并说： 

ْمَس ِيف َيِمينِي َواْلَقَمَر ِيف َيَساِري َعَىل َأْن َأْتُرَك َهَذا اْألَْمَر َما ":َقاَل  َتَرْكُتُه َواهللاِ َلْو َوَضُعوا الشَّ
, َأْو َأْهلَِك ُدوَنهُ   ."َحتَّى ُيْظِهَرُه اهللاُ

“指主发誓，即使他们把太阳放在我的右手上，把月亮放

在我的左手上，然后让我放弃这项使命，我也决不会放弃的，

直至真主使其成功，或者是我为其奋斗而亡。”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

使者（ ）是 高尚、 慷慨、 勇敢的人。有天夜里，麦地

那的居民遇到惊险，人们闻声而逃，主的使者（ ）已核实情

况后对着人们迎面而来，他骑着艾布泰来哈·欧尔依的马，脖

子上挂着宝剑，对人们说： 

َأْحَسَن النَّاِس, َوكاَن َأجوَد النَّاِس َوكاَن  َكاَن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أنِس ْبِن مالٍِك  َعنْ 
اُهْم َرسوُل اهللاِ   أْشَجع النَّاِس, ولَقْد َفِزَع أهُل املِدينِة َذاَت ليلٍة َفاْنطَلق ناٌس ِقَبل الصْوِت فتل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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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ت وَ  : يُقولُهو َعىل َفَرٍس ألِيب َطْلحَة ُعْرٍي, ِيف ُعنِقه السيُف, َوُهَو َراِجًعا, َوَقْد َسبقُهْم إَِىل الصَّ
 ]ُمتَّفٌق عليه[ "َملْ ُتَراُعوا, َلـْم ُتراُعوا"

“你们不要惊慌害怕，你们不要惊慌害怕。”① 

脑威说：“其中有许多裨益，阐明了他（ ）的勇敢，他

迅速地在其他所有的人之前走出去对付敌人，他调查情况，并

在人们抵达之前返回。”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فجاُءوا بالنبيِّ .َشِديدةٌ  َم اخلَنَْدِق َنْحِفُر, إْذ َعرَضْت ُكديةٌ ُكنَّا يو: َقاَل  َعْن َجابٍِر 

ُثمَّ َقام, وبطنُه معصوٌب بحَجٍر,  "َأَنا َناِزٌل ": َفقاَل .َهِذِه ُكدَيٌة َعرَضْت ِيف اخلَنْدِق : َفَقاُلوا
اٍم ال نُذوُق َذَواًقا فأخَذ النبيُّ  يف الُكديِة, َفعاد كثيًبا َأْهَيل َأْو  املْعَوَل, َفرضَب  ولبْثنَا ثالثَة َأيَّ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 "َأْهيمَ 
“‘壕沟战役’之日，我们都在挖战壕，遇到了一块坚硬的

巨石，他们来对先知（ ）说：‘壕沟里出现了一块巨石阻碍

了挖战壕。’先知（ ）说：‘我下去看看。’然后他站起来，

他的腹部绑着石块。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尝过食物了。先知（ ）

拿起镐猛击了巨石一下，巨石立即变为松软的沙子一样浇注了

下来。”②这块坚硬的巨石的意思是：众圣门弟子都无将其打碎，

先知（ ）用力猛击使其变成了沙粒，这是证明他（ ）强

大的力量。 

面对 可怕的情况下，他（ ）拥有的勇气、自信和毅力，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90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307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3875、387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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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其他的任何人能接近这种崇高的地位，只有获得它的人才

知道其高贵的程度。 

为此，先知（ ）参加了许多的战役，他所有的生活都充

满了为主道奋斗。没有任何记载，他有过一次想到退后丝毫，

这也正是他的弟子们对他充满钦佩和爱戴的因素，他是一位受

到老幼皆听从其指挥的领袖，这不仅因为他是主的使者（ ），

更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他的勇敢，他们再观看自己所做的，似乎

微不足道，虽然他们中也有许多英雄，以他们的英勇事迹树立

了光辉的榜样。① 

为此，阿里·本·艾布塔里布（愿主喜悦他）说： 

قْينا برُسوِل اهللاِ  :قاَل َعيلُّ بْن أيب طالٍب  , َفام ُكنَّا إَِذا امحرَّ البْأُس, وَلِقَي القوُم القوَم اتَّ
 ].َرَواُه أْمحدُ . [َيُكوُن ِمنَّا أحٌد َأْدَنى إَِىل العدوِّ ِمنْهُ 

“每当两军相见、战斗激烈时，我们就会保护主的使者

（ ），然而，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接近敌人。”② 

阿里（愿主喜悦他）也曾说： 

, َوَكاَن ِمــْن َأَشدِّ النَّاِس َرَأْيُتنَا َيوَم َبْدٍر َوَنْحُن َنلوُذ بَِرُسوِل اهللا  َلَقْد  , َوُهَو َأْقَرُبنَا إَىل الَعُدوِّ
 .أخرجه أمحد.َيوَمئٍِذ َبأسـاً 

“‘白德尔’战役之日，我们都围绕在主的使者（ ）的

身后，我们确已看见他是 接近敌人者，是那天战争中 勇敢

的人。”③ 
                                                        

①
《穆罕默德（ ）是完人》第 188-189 页 

②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276 段 

③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65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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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侯德”战役中，被诅咒的欧班耶·本·海莱福骑马

上前企图杀害先知（ ），并高喊：“穆罕默德！如果你要逃跑！

你也无法逃避我。”穆斯林说：“主的使者啊！让我们中的一名

男子迎战他？”主的使者（ ）回答说：“不要管他。”当他来

到附近时，主的使者（ ）拿过哈里斯·本·孙麦的标枪，然

后用劲抖了抖，众圣门弟子（愿主喜悦他们）都分别散开。然

后，他（ ）面对欧班耶，并用标枪击中了他的颈部，使他在

马上屡次受到重挫。当他返回到古莱什人时说：“穆罕默德杀害

了我。”他们说：“但是你安然无恙呀！”他说：“假若他的标枪

击中了所有的人，那么，它一定会杀死他们，难道他不是说：‘我

要杀了你吗？’指真主发誓，即使他对我吐口唾液，也一定会

杀死我。”然后他死于返回麦加的途中。① 

在“侯奈尼”战斗中，当穆斯林遭遇海娃闰的袭击而逃离

时，先知（ ）却勇敢果断地对着敌人说： 

 َأَنــا اْبـُن َعْبـِد املطَّلِْب           َنـا النَّبِيُّ َال َكـِذْب أَ 
“我是先知绝非谎言，我是阿布杜勒盟台利部的子孙。”② 

主啊！求您赐予您的先知、您的爱仆穆罕默德（ ）幸福、

平安吧！求您使我们与他相聚在您荣耀的乐园中吧！求您让我

们愉快地饮用他跟前那饮后永远不会感到干渴的池水吧！ 

 

                                                        
①
《先知生平》3/174，作者：伊本黑侠慕 

②
《经训中有关先知（ ）的美德》3/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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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讲座 

“白德尔”战役 

在迁徙后的第二年斋月里，发生了伟大的“白德尔”战役。

其原因是先知（ ）带着与他一起的三百一十三名男子去拦截

古莱什人的一个从沙姆地区返回的商队。艾布苏福杨非常警惕

和谨慎地带领着这个的商队，他向所有遇见的人询问有关穆斯

林的动向。当他得知众穆斯林已经离开麦地那，他当时就在“白

德尔”附近，然后他把商队改向西方走沿海路线，避免“白德

尔”的危险路段。并且他还派人提前告知麦加的居民，他们的

钱财遇到了危险，穆斯林确已准备了袭击这个商队。 

当麦加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就出去援助艾布苏福

杨。除了艾布赖海毕，他们的首领都参与了，然后他们聚集了

周围的各个部落；除了白尼阿迪依，古莱什的后裔都参与了。 

当这支军队到达祝哈发时，他们得知艾布苏福杨已经逃脱

了危害，并要求他们返回麦加。 

人们都想返回，但是艾布结核离鼓励他们继续前进去杀穆

斯林。白尼宰海尔的三百人返回了，其余的一千人继续前进，

直至驻扎在白德尔外的一个背后是围绕白德尔的群山的场地。 

主的使者（ ）征询弟子们的意见，他发现了他们愿意为

主道事业征战和献身的意愿和决心。这使主的使者（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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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他对弟子们说： 

وا َوَأْبِرشُ ": قاَل  , َواهللاِ َلَكَأينِّ َأْنُظُر اآلَن ِسْريُ وا, َفإِنَّ اهللاَ َتَعاَىل َقْد َوَعَدِين إِْحَدى الطَّائَِفَتْنيِ
 ."إَِىل َمَصاِرِع اْلَقْومِ 

“你们前进吧！你们高兴吧！清高的真主确已答应我两伙

人中的一伙，指真主发誓，我现在确已看见这伙人已经消亡了。” 

先知（ ）在白德尔提前驻扎于敌人的附近，侯巴布·本·孟

瑞尔劝他提前驻扎在比敌人更接近水源的地方，让穆斯林把自

己的容器里都装满水，然后填平所有的井，使敌人没有水可用。

先知（ ）接受了侯巴布的建议。 

主麻日前夕（白德尔前夕）即：“赖麦丹”月十七日的夜晚，

先知（ ）站着礼拜、哭泣、祈求真主援助自己战胜敌人，就

这样度过整个夜晚。 

在《穆斯奈德》中提到：阿里·本·艾布塔里布的传述，

他说： 

َحتَت َشَجَرٍة ُيَصيلِّ  َلَقْد رأيتُنَا َوَما فِينَا إِالَّ َنائٌِم إِ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عّيل ْبن َأِيب طالٍب َقاَل 
  .ى َأصبََح ويبْكِي َحتَّ 

“的确，我看见每个人都在睡觉，唯独主的使者（ ）在

树下礼拜、哭泣，直到早晨。” 

在其中还提到：阿里说：“白德尔前夕，我们都被雨淋得感

冒了，然后我们转移到树下，或以皮革盾牌挡雨，主的使者（ ）

在夜间祈求自己的养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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لَِك هذه الفئُة َال ُتْعَبد": رسول اهللاِ  قاَل  الة ": َناَدى, َفَلامَّ َأْن َطَلَع الفجُر "إْن َهتْ الصَّ
 !"ِعباَد اهللا

“如果您毁灭了这一伙人，您将不会受到崇拜。”当黎明升

起时，他喊道：“真主仆人们啊！礼拜了。”人们都从树木与盾

牌下走出来，主的使者（ ）带着我们礼了拜，然后鼓励我们

战斗。 

真主以着自己跟前的援助和军队支持他的先知（ ）和信

士们。犹如清高的真主所说： 
øŒÎ) tβθ ®:َقاَل َتَعاىل èW‹Éó tGó¡ n@ öΝ ä3−/ u‘ z>$ yf tFó™ $$sù öΝà6 s9 ’ÎoΤ r& Νä. ‘‰ ÏϑãΒ 7#ø9 r' Î/ z⎯ ÏiΒ 

Ïπ s3Í× ¯≈ n=yϑø9 $# š⎥⎫Ïù ÏŠóß∆ ∩®∪ $ tΒ uρ ã&s# yè y_ ª!$# ωÎ) 3“ t ô± ç/ ¨⎦ È⌡ yϑôÜtFÏ9 uρ ⎯Ïµ Î/ öΝä3 ç/θè=è% 4 $tΒ uρ 
ç óÇ̈Ζ9$# ωÎ) ô⎯ ÏΒ Ï‰Ψ Ïã «!$# 4 χÎ) ©!$# î“ƒÍ• tã íΟŠ Å3ym 〈 ]10− 9:األنفال.[  

【[9]当时，你们求援于你们的主，他就答应了你们：“我

要陆续降下一千天使去援助你们。”[10]真主只以这个答覆向你

们报喜，以便你们的心境因此而安定。援助只是从真主那里发

出的。真主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① 
清高的真主说： 

‰ô ®: اىلَقاَل َتعَ  s) s9 uρ ãΝä. u |Ç tΡ ª!$# 9‘ ô‰ t7Î/ öΝçFΡ r& uρ ×'©!ÏŒ r& 〈 ]123: آل عمران[ 
【[123]白德尔之役，你们是无势力的，而真主确已援助了

你们。】②又说： 
öΝ ®: قال n=sù öΝèδθ è=çFø) s?  ∅Å3≈ s9 uρ ©!$# óΟßγ n=tG s% 4 $ tΒ uρ |Mø‹ tΒ u‘ øŒÎ) |M ø‹tΒ u‘  ∅Å3≈ s9 uρ ©! $# 

                                                        
①
《战利品章》第 9-10 节 

②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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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Γ u‘ 〈 ]17: األْنَفال.[  
【[17]你们没有杀戮他们，而是真主杀戮了他们；当你射

击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射击，而是真主射击了。】① 
战争开始了决斗，哈姆宰杀死了谢依白·本·莱比阿，阿

里杀死了沃立德·本·欧特拜。多神教徒方面的欧特拜·本·莱

比阿受伤，穆斯林方面的欧柏依德·本·哈里斯也受了伤。 

然后战斗变得开始更加激烈了，真主以众天使援助穆斯林

与他们的敌人战斗，并坚定他们的心。在一小时内多神教徒们

被打败而逃走。穆斯林乘胜追击，杀死与俘虏他们，其中有七

十名多神教徒被杀死，他们中有：欧特拜、谢依白、沃立德·本·欧

特拜、伍麦叶·本·海莱福与他的儿子阿里、韩瑞来·本·艾

布苏福杨和艾布劫赫利·本·黑侠墓等等。另有七十人被俘虏。 

“白德尔”战役的结束大增了穆斯林的勇气，他们在麦地

那及其周边名声大振，更增加了他们对清高的真主的信任，他

们知道真主援助自己归信的仆人，尽管他们的人数很少，而多

神教徒的人数众多也罢！其结局还是穆斯林掌握了战斗的胜利

权，他们学习了加强和持续面对新的战术、进攻、撤退、围困

和阻止敌人的技巧。 

 

                                                        
①
《战利品章》第 1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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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讲座 

“吴侯德”战役 

“吴侯德”战役发生在迁徙之后第三年的十月，在“白德

尔”战役中，真主杀死了古莱什人的贵族之后，他们遭受了一

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古莱什人执意要报复，以恢复他们失去的

威信。因此，艾布苏福杨开始煽动人们反对主的使者（ ）和

穆斯林，聚集各个部落，从古莱什族与他们的盟友、以及埃塞

俄比亚的奴隶中聚集了将近三千名男子，带着他们的家眷，以

便防止他们逃走，并督促他们保护各自的家眷，然后他带着他

们向麦地那进军，他们驻扎在吴侯德山附近。 

主的使者（ ）征询他的弟子们是应该出去迎战他们，还

是驻留麦地那？他当时的意见是不应该离开麦地那，以麦地那

城为堡垒，如果他们进入，穆斯林就杀死他们。但是大多数优

越的圣门弟子们主张出去对付敌人。因此，主的使者（ ）带

着一千名圣门弟子出发，当天是星期五主麻日，但是当他们到

了麦地那与吴侯德山之间时，伪信者阿布杜拉·本·欧班耶与

大约三分之一的士兵返回了，使者对他说：“你反对我而听从别

的人吗？” 主的使者（ ）继续前进，直到停止在吴侯德山

的一个山口处，背向吴侯德山，他禁止人们战斗，直至听到他

的命令。到了星期六早上，他开始布置战斗，随同的有七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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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其中他们只有五十骑兵。 

他命令阿布杜拉·本·祝拜尔及其指挥的五十名弓箭手，

坚守岗位，绝不能擅离职守，即使他们看到猛禽要抢食士兵也

罢！他们当时在军队的后面，并且他命令他们用箭射击多神教

徒，使他们不能从后面攻击穆斯林。 

战争开始了，上午穆斯林大获全胜，打败了多神教徒，敌

人们撤退到他们的妇女那里。当弓箭手们看到敌人大败，他们

也离开了主的使者（ ）命令他们看守的岗位，他们高喊：“人

们啊！战利品！”他们的指挥官提醒他们先知的（ ）嘱托，

但他们不听，以为该多神教徒们不会回来了，于是他们都去寻

找战利品，防护线上留下了一个缺口。 

当敌人的骑兵返回时，发现弓箭手防护线是空的，于是他

们冲过防护线，包围了穆斯林。真主使穆斯林中的部分人荣幸

地获得烈士的品级，圣门弟子们撤退了，多神教徒们直取主的

使者（ ），他们打伤了他的脸，打碎了他的右牙，打碎了他

的头盔，并且用石块砸他的头部，直到他（ ）跌倒在作恶的

艾布阿米尔为穆斯林大众所挖的陷阱里，阿里抓住了他的手，

泰莱哈·本·欧白丁拉把他抱在怀里。穆素阿布·本·欧麦依

尔在他的面前被杀，他把旗帜交给了阿里·本·艾布塔里布，

两个盔甲上的铁环猛地刺入他的脸颊，艾布欧柏依德·本·洁

拉哈帮他取出了铁环，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里的父亲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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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本·西纳尼帮他吸出血液，清洁他的脸颊。多神教徒又过

来企图把他与穆斯林大众隔离开，不让任何穆斯林接近他。一

伙大约有十人的穆斯林小队过来阻止敌人伤害他， 终全部杀

身成仁，然后泰莱哈不断地与敌人拼杀， 终阻止了敌人伤害

他，艾布杜嘉奈盾牌般地挡在他的背部，箭射到身上他都丝毫

不动。盖塔德·本·奴阿曼的眼睛也是在那一天受伤的，然后

他带着伤来见主的使者（ ），使者亲手使他的眼睛康复，此

后，他的眼睛是 健康、 美丽的眼睛。 

恶魔高声呼喊：“穆罕默德（ ）已被杀死了。”许多穆斯

林心灰意冷，他们大多数人都逃走了，但真主的法令是已经注

定的。 

因此，当主的使者（ ）面对剩余的穆斯林时。第一个从

头盔下认出他的人是凯阿布·本·马立克，于是，他高声呼喊

道：“穆斯林大众！好消息！这里是主的使者（ ）！”但使者

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穆斯林都聚集到了他的身边，他们与他

一起冲向营地，他们中间有：艾布白克尔、欧麦尔、阿里和辅

士哈里斯·本·孙麦等人。当他们靠近山的时候，欧班耶·本·海

莱福骑在马上看到了主的使者（ ），他企图杀害使者，因此，

主的使者（ ）用矛打在他的锁骨上，他失败地返回他的族人

那里，然后他死于返回麦加的途中。 

主的使者（ ）洗去自己脸上的血，他由于伤势而坐着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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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韩瑞来也已被杀害，他因与妻子同房而失去了大净，当听

见召唤时，他没有来得及洗大净就应答召唤而去参战了，然后

众天使清洗了他。穆斯林杀死了多神教徒的旗手。温姆阿妈莱

——奈遂柏·宾图·凯阿布·艾勒马瑞尼耶奋力厮杀，然后她

被阿姆鲁·本·盖米昹用剑刺中了，她的伤势非常严重。 

穆斯林中有七十多人被杀害，多神教徒也死了二十三人。

古莱什人凶残地损害阵亡的穆斯林的尸体。在这些阵亡的穆斯

林中有使者（ ）的叔叔哈姆宰。① 

                                                        
①
《归途的干粮》3/192，《先知生平精粹》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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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讲座 

“吴侯德”战役的教训 

伊本盖依慕（愿主怜悯他）在他的《归途的干粮》一书中

举出了许多来自于“吴侯德”战役的崇高哲理和宗旨，其中包

括： 

第一：信士们知道了违抗命令的恶果，丧失了勇气，引发

了纠纷，以及他们由此所遭到的不幸。犹如清高的真主所说： 

‰ô ®: اَل َتعاىلقَ  s) s9 uρ ãΝ à6s% y‰ |¹ ª!$# ÿ…çν y‰ ôã uρ øŒÎ) Ν ßγ tΡθ ¡ ßs s? ⎯Ïµ ÏΡ øŒÎ* Î/ ( #_̈L ym # sŒÎ) 
óΟçFù=Ï± sù öΝ çFôã t“≈ oΨ s? uρ ’Îû Ì øΒF{ $# ΜçG øŠ|Á tã uρ .⎯ÏiΒ Ï‰ ÷èt/ !$tΒ Ν ä31 u‘ r& $̈Β šχθ™6 Åsè? 4 Ν à6ΨÏΒ ⎯ ¨Β 

ß‰ƒÌ ãƒ $ u‹÷Ρ ‘‰9$# Ν à6ΨÏΒ uρ ⎯ ¨Β ß‰ƒÌ ãƒ nο tÅz Fψ $# 4 §Ν èO öΝ à6 sù t|¹ öΝ åκ÷] tã öΝ ä3uŠ Î=tFö; uŠÏ9 ( ô‰ s) s9 uρ $x tã 
öΝ à6Ψtã 〈 ]152: آل عمران[ 

【[152]你们奉真主的命令而歼灭敌军之初，真主确已对你

们实践他的约言；直到了在他使你们看见你们所喜爱的战利品

之后，你们竟示弱、内争、违抗（使者的）命令。你们中有贪

恋今世的，有企图后世的。嗣后，他使你们离开敌人，以便他

试验你们。他确已饶恕你们。】① 

当他们尝试了违抗使者（ ）命令的恶果之后，他们丧失

了勇气，以及引发了纠纷，使他们变得更加谨慎和清醒。 

第二：真主的智慧，和他对众使者及其追随者们的常规，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5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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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他们都是胜利的，有时也会有战败的，但结局总是对他们

有利的。因为如果他们一直的胜利，那么，信士与非信士就会

一起加入他们的行列，诚实者也就无法有别于其他的人。 

第三：真诚的信士有别于伪信者。因为当真主使穆斯林在

“白德尔”战役中战胜了他们的敌人，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时，

一些别有动机的人表面上与他们一起进入了伊斯兰，但内心并

非如此。所以真主的哲理认为有必要测试人们，以区分信士和

伪信者。在这场战役中，伪信者们显出了他们的真面目，说出

了他们以前曾隐藏的。信士们因此知道了他们内部的敌人，从

而为他们做好准备，警惕他们的伤害。 

第四：真主在他们安乐与困苦中、在他们喜欢的与厌恶的

状况下、在胜利与失败的状况下考验自己的仆人。无论在他们

喜欢与否的状况下，当确定了他们的服从和崇拜时，他们就是

主的真正仆人。 

第五：假若超绝万物的真主一直赐予他们胜利，在任何地

方始终能制服他们的敌人，那么，他们就会过度和高傲自大。

真主的仆人，只有通过安乐与困苦，困难与容易才能得到不断

的改善。 

第六：当真主以挫折、损失和失败考验他们时，使他们成

为谦卑和顺从的，使他们知道应当向真主祈求荣誉和胜利。 

第七：超绝万物的真主确已给归信的仆人们准备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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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工作达到天堂的品级，他们只有通过困难

和考验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因此，真主为他们注定了各种达到

这个境界的媒介——考验和磨难。 

第八：如果一直享受健康、援助和富有，那么，人性就会

暴虐、急不可耐。这是一种阻碍灵魂奔向真主与乐园的疾病。

当真主意欲使人的灵魂荣誉时，就为它注定了考验和艰辛，作

为对这种疾病的治疗；这些考验和艰辛就像一个医生，让病人

喝令人厌恶的苦药，用药消除他痛苦的根源。假若放弃任其发

展，那么，欲望就会控制他， 终将其摧毁。 

第九：烈士在真主跟前属于他爱仆中 高的级别之一，烈

士属于 特殊、 接近真主的仆人。忠诚的级别之后就是烈士

的级别了，获得这个级别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注定达到这一

级别的因素——战胜敌人。 

第十：当超绝万物的真主意欲毁灭他的敌人，就为他们注

定了各种足以使之灭亡的因素。在否认主之后，其中 大因素

就是他们的压迫、专制和伤害真主的爱仆，对他们发动战争，

控制他们，他就这样以此消除爱仆的罪过和不足。从而增加他

的敌人应遭毁灭的原因。
① 

 

                                                        
①
摘自《归途的干粮》3/21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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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讲座 

先知（ ）对民众是宽厚的（一） 

先知（ ）对自己的民众是宽厚的，如果让他为民众在两

件事情之间选择，他就会选择 容易的，他渴望消除民众的困

难。他（ ）曾说： 
ا": َقاَل  ً ًام ُمَيرسِّ   ].رواه مسلم[ "إِنَّ اهللاَ َملْ َيْبَعْثنِي ُمَعنِّتا َوَال ُمَتَعنًِّتا َوَلكِْن َبَعَثنِي ُمَعلِّ

“的确，真主并没有派遣我为使人艰难的、也没有派遣我

为顽固的，但是他派遣我为一名导师、一位使人容易者。”① 

他（ ）说： 
ْفَق َوُيْعطِي َعَلْيِه َما َال ُيْعطِي َعَىل اْلُعنِْف إِنَّ اهللاَ َتَعاَىل َرفِيٌق ": َقاَل  متفق [ "ُحيِبُّ الرِّ

  ].عليه
“的确，清高的真主是宽厚的，他喜爱宽厚，他赐予宽厚

的而没有给予严厉的。”②他（ ）说： 

ٍء إِالَّ َشانه": َوَقاَل  َع ِمْن َيشْ ٍء إِالَّ َزاَنُه, َوَما ُنزِّ ْفُق ِيف َيشْ   ].َرواُه مْسلِم[ "َما َكاَن الرِّ
“任何事情有了宽厚就等于装饰了它，任何事情失去了宽

厚就会变得丑陋不堪。”③ 

清高的真主形容自己的先知（ ）是具有同情和怜悯的。

他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478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92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593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59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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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 ® :َقاَل  s) s9 öΝ à2u™ !% y` Ñ^θß™ u‘ ô⎯ ÏiΒ öΝ à6 Å¡ àΡr& î“ƒÍ• tã Ïµ ø‹n=tã $tΒ óΟšG ÏΨ tã 
ëÈƒÌ ym Ν à6 ø‹n= tæ š⎥⎫ÏΖ ÏΒ ÷σßϑø9 $$Î/ Ô∃ρâ™ u‘ ÒΟŠ Ïm   ].128: التَّوبة[ 〉 ‘§

【[128]你们本族中的使者确已来教化你们了，他不忍心见

你们受痛苦，他渴望你们得正道，他慈爱信士们。】① 

在他（ ）对民众的宽厚中有： 
  !َهلْكُت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فَقاَل  َأنَّ َرجًال َجاء إِىل النَّبِيِّ 

曾有一个人来见先知（ ），他说：“主的使者啊！我受

伤了。” 
 ."َوَما َأْهَلَكَك?": َقاَل 

使者说：“你怎么受伤了？” 
  .وقْعُت عَىل اْمرأِيت ِيف َرمضانَ : َقال

他说：“我封着‘赖麦丹’月的斋与妻子同房了。” 
  ."ُق َرَقبةً َهْل َجتُِد َما َتْعتِ ": َقاَل 

使者说：“你有可以释放奴隶吗？” 
  .َال : َقاَل 

他说：“没有。” 
?": َقاَل    ."َفَهْل َتْسَتطِيُع َأْن َتُصوَم َشْهَرْيِن ُمَتَتابَِعْنيِ

使者说：“你有能力连续封两个月斋的吗？” 
  .َال : َقاَل 

他说：“没有。” 

                                                        
①
《忏悔章》第 128 节 



 150 先知的生平 讲座

  ."َفَهْل َجتُِد َما ُتْطِعُم ِستَِّني ِمْسكِينًا": َقاَل 
使者说：“你有供给六十个穷人吃饭的能力吗？” 

  .َال : َقاَل 
他说：“没有。” 

َذا": فقال فِيه متٌر, بَِعَرٍق  ُثمَّ َجَلَس فُأِيت النبيُّ : َقاَل  ْق ِهبَ   ."َتَصدَّ
他说：然后他坐了下来，这时有人给使者送来一筐椰枣，

使者说：“你把这筐椰枣拿出去施舍了吧！” 
جل َحتَّى  فضِحَك النبيُّ . َأَأْفَقُر ِمنَّا? َفام بني الَبَتْيها أهُل بيٍت أحوُج إَِلْيِه ِمنَّا: َقاَل الرَّ

  ].متفٌق عَلْيه[ "اْذَهْب َفَأْطِعْمُه َأْهَلَك ": نياُبه ُثمَّ َقاَل بدْت أ

他说：“给比我们更穷的人施舍？在麦地纳城内再也找不到

比我们更穷的人了。”使者听后大笑起来，甚至连大牙都露了出

来，然后说：“那好吧，拿去供给你的家人吧！”①
 

看看先知（ ）对这个犯错误的男子——在“赖麦丹”月

的白天与妻子发生房事——的宽厚处理。先知（ ）一直不断

地宽厚这个犯错误的男子，从严重的处罚逐渐减轻，鉴于他的

贫困和需要， 终达到先知（ ）允许他拿自己错误的罚赎回

去供给他的家人。这是先知多么伟大的宽厚之心！这是穆罕默

德多么完美的同情之心！ 

穆阿威耶·本·哈科姆·艾勒素来米（愿主喜悦他）曾说： 

َلِميُّ  , إِْذ َعطَس َرجٌل ِمَن َبينام َأَنا ُأَصيلِّ َمع رُسوِل اهللاِ : يُقول ُمعاِويُة ْبُن احلََكِم السُّ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3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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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ياهواُثْكَل ُأمِّ : َفَرماين القْوُم بأْبصاِرِهْم فقْلُت . يْرَمحَُك اهللاُ: القْوِم َفقْلُت  َما شْأُنكم َتنُظُروَن إيلَّ
, َفَلامَّ َصىل النبيُّ   توَنني َلِكنِّي َسكتُّ ُبون بأيِدهيْم َعَىل أْفخاِذِهْم, َفَلامَّ رأيُتهم ُيَصمِّ , فَجعُلوا يْرضِ

َبني َوَال َفبِأيب ُهو وأمِّي, َما رأيُت ُمعلًِّام قْبَله وال بْعَده َأحسَن َتْعِليًام ِمنْه, َفَواهللاِ َما  َكهرين, َوَال َرضَ
َام ُهَو التَّْسبِيُح َوالتَّْكبُِري, ": َقاَل  َشتمنِي ٌء ِمْن َكَالِم النَّاِس, إِنَّ الَة َال َيْصُلُح فِيَها َيشْ إِنَّ َهِذِه الصَّ

 ].َرَواُه ُمْسلِم[ "َوِقَراَءُة اْلُقْرآنِ 
正当我跟着主的使者（ ）一起礼拜时，突然礼拜的人中

有人打了个喷嚏，我说：‘愿真主慈悯你。’人们都将目光投向

我。我又说：‘该死的！你们为什么都这样看着我？’然后他们

都用手拍打自己的大腿，当我看他们时，他们暗示我不要再说

话了，事实上我已经停止了说话。当先知（ ）礼完拜之后，

愿我的父母做他的献身！我从来没有见过、以后也不可能再见

到有比他更好的教学导师了。指主发誓，他既没有叱责我，也

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他只是说：“礼拜中不能说话，因为礼

拜中只能赞主超绝，赞主至大和诵念《古兰经》。”① 

脑威说：“这其中说明了主的使者（ ）具备伟大的品德，

真主已作证他具备伟大的品德，他宽厚地对待无知者，并善待

和同情他。在他宽厚地对待无知者的秉性中：善意地教导他、

温和地对待他，使其正确地理解他的意思。” 

在先知（ ）对民众的宽厚中有：他禁止不分昼夜地连续

封斋，因为他害怕连续封斋成为对人们的定制。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537段 



 152 先知的生平 讲座

在先知（ ）对民众的宽厚中有：他曾于“赖麦丹”月在

清真寺中礼三夜或三夜以上的夜间拜，直至后来聚集的人越来

越多，先知（ ）就没有再去清真寺礼夜间拜，因为他害怕“赖

麦丹”月的夜间拜成为对人们的定制。 

在先知（ ）对民众的宽厚中有： 

َهذا : َقاُلوا "َما َهَذا اَحلْبُل?": َفَقاَل . َيَتْنيِ املْسجَد, َفإَِذا َحْبٌل َممُْدوٌد بَِني َسارِ  دَخل النبيِّ 
, ": فقال النبي َحْبٌل لِزينََب, َفإَِذا َفرتْت تعلَّقْت بِه,  وُه, لُِيَصلِّ َأَحُدُكْم َنَشاَطُه, َفإَِذا َفَرتَ ُحلُّ

 ].ُمتََّفٌق َعَلْيهِ [ "َفْلَيْقُعْد 
当他进入清真寺，突然发现有条绳子拉在两根柱子之间。

于是他（ ）问道：“这绳子是干什么用的？”人们说：“这是

宰奈布的绳子，当她疲倦时，她抓着它。”先知（ ）说：“你

们解除它，以便让你们每个人都能精力充沛地礼拜，当他疲倦

时，让他坐下来休息。”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9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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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讲座 

先知（ ）对民众是宽厚的（二）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إِْذ َجاء أعرايبٌّ َفَقام  َبينَام َنْحُن ِيف املْسِجد مع َرُسوِل اهللاِ : , َقاَل َعْن َأنِس ْبِن َمالٍك 

  .َمْه َمهْ : ل أصحاُب َرسوُل اهللاِ يُبوُل يف املْسِجد, َفَقا
正当我们与主的使者（ ）在圣寺里坐着时，突然进来一

个贝都因人，站在清真寺里就尿尿，主的使者（ ）的弟子们

喊道：“不要尿，不要尿。” 
  .َفرتُكوه َحتَّى بال "َدُعوُه َال ُتْزِرُموهُ " َفَ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主的使者（ ）说：“你们不要管他，让他尿吧！”众圣

门弟子就没有再管他，直至他尿完。 
ٍء ِمْن َهَذا الَبْوِل ": َلهُ  َدَعاُه َفَقاَل  ُثمَّ إِنَّ رسوَل اهللاِ  إِنَّ هذِه املَساِجَد َال تصُلُح لَِيشْ

  ."َواْلَقَذِر, إِنَّام ِهَي لِِذْكِر اهللاِ َعزَّ َوَجلَّ َوِقَراَءِة اْلُقْرآنِ 
然后主的使者（ ）把他喊过来，对他说：“这是清真寺，

不允许在其中尿尿或丢不洁净的东西，它只是记念伟大尊严的

真主、礼拜和诵读《古兰经》的地方。” 
  ].ُمتََّفٌق َعَلْيهِ . [َفَجاَء بِدلٍو ِمْن َماٍء فشنَّه َعليه فأمَر َرُجًال ِمَن الَقْومِ : َقاَل 

他（传述人）说：“使者命人拿来一桶水，泼在上面。”① 

在类似这种宽厚的例子还有：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1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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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ا!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فَقاَل  َأنَّ فًتى َشابا َأَتى النبيَّ    !!ائَذْن ِيل بالزِّ
有一个年轻的男子来对先知（ ）说：“主的使者啊！请

允许我通奸吧！！” 
  .َفَدَنا ِمنُْه قريًبا "اْدُنهْ ": َفَقاَل النبيُّ َمْه َمْه : ُروُه, َوقاُلواَفَأْقبَل َعَلْيِه القوُم َفَزَج 

人们都谴责他，并说：“站住，站住。”先知（ ）说：

“让他走过来。”当他来到先知的附近时。 
َك ": َقال   ?"َأُحتِبُُّه ِألُمِّ

先知问他：“你想与你的母亲通奸吗？” 
  .َال واهللاِ َجعَلني اهللاُ فِداَءك: َقال

他回答说：“决不，指主发誓，愿真主使我作为您的献身。” 
َهاِهتِْم َأَفُتِحبُّه الْبنَتَِك?َوَال ": َقاَل    ."النَّاُس ُحيِبُّوَنُه ِألُمَّ

先知说：“人们都不喜欢与他们的母亲通奸，你想与你的

女儿通奸吗？” 
  .َال واهللاِ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جعلنِي اهللاُ فَِداَءك: َقاَل 

他回答说：“决不，指主发誓，主的使者啊！愿真主使我

作为您的献身。” 
  ."ْختَِك?َوَال النَّاُس ُحيِبُّوَنُه لَِبنَاِهتِْم َأَفُتِحبُُّه ألُ ": َقاَل 

先知说：“人们都不喜欢与他们的女儿通奸，你想与你的

姐妹通奸吗？” 
  .َال واهللاِ َجعلنِي اهللاُ فِداَءك: َقاَل 

他回答说：“决不，指主发誓，愿真主使我作为您的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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تَِك?": َقاَل    ."َوَال النَّاُس ُحيِبُّوَنُه ِألََخَواِهتِْم َأَفُتِحبُّه لَِعمَّ
先知说：“人们都不喜欢与他们的姐妹通奸，你想与你的

姑姑通奸吗？” 
, َجَعلِني : َقاَل    .اهللاُ فِداَءكَ َال َواهللاِ

他回答说：“决不，指主发誓，愿真主使我作为您的献身。” 
ِهتِْم َأَفُتِحبُّه ِخلاَلتَِك?": َقاَل    "َوَال النَّاُس ُحيِبُّوَنُه لَِعامَّ

他（ ）说：“人们都不喜欢与他们的姑姑通奸，你想与

你的姨母通奸吗？” 
, َجَعلِني اهللاُ فِداَءكَ : َقاَل    .َال َواهللاِ

他回答说：“决不，指主发誓，愿真主使我作为您的献身。” 
ْر ": , ُثمَّ َوَضَع َيَدْيِه َعَلْيِه َوَقاَل "بُّوَنُه لِـَخاَالِهتِمْ َوَال النَّاُس ُحيِ ": َقاَل  ُهمَّ اْغِفْر َذْنَبه, َوَطهِّ اللَّ

ْن َفْرَجهُ  ءٍ  ,"َقْلَبُه, َوَحصِّ   ].َرواه َأْمحد. [َفَلْم َيُكْن َبْعَد َذلَِك اْلَفَتى َيْلَتِفُت إِىل َيشْ
他（ ）说：“人们都不喜欢与他们的姨母通奸。”然后，

他（ ）把自己的双手放在那个青年的身上，并说：“主啊！

求您饶恕他的罪过！求您净化他的心灵！求您保护他的贞洁！”

在此之后，那个青年再没有受到这方面的诱惑。”① 

先知（ ）能够用这种温柔的方式去影响青年男子的心，

并让他看到自己要求的通奸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从而成为改善

这个青年、并使其正直和纯洁的因素。 

在他（ ）对民众的宽厚中有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118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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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述的《圣训》，他说： 

قائٍم, َفسأَل َعنُْه  خيُطُب, إَِذا ُهو برُجلٍ  بْينَام النبيُّ : َعبَّاٍس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قاَل  عن اْبنِ 
اِئيَل َنَذَر َأْن يقوَم ِيف الشْمِس َوَال يقعَد, َوَال يستظلَّ وال يتكلَم َويُصوَم : َفَقاُلوا فقاَل النبيُّ َأُبو إِْرسَ
 :" ُْم َوْلَيْسَتظِلَّ َوْلَيْقُعْد, َوْلُيتِمَّ َصْوَمه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 "ُمُروه َفْلَيَتَكلَّ

正当先知（ ）演讲时，忽然发现一个男子站着，他询问

此人时，人们说：“他叫艾布伊斯拉伊赖，他曾许过愿要封着斋

站在太阳下不坐，不乘凉，也不说话。”先知听后说：“你们告

诉他，让他说话，让他乘凉，让他坐，让他完美斋戒。”① 

其中还有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本·阿税（愿主喜悦他

俩）的传述，他说： 

واهللاِ َألصوَمنَّ : َأينِّ أقوُل  ُأْخِرب النبيُّ : َعبُداهللاِ ْبُن عمِرو ْبن العاِص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قال
قد : فقْلُت له"َأْنَت الَِّذي َتُقوُل َذلَِك? ": َفَ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الليَل َما ِعْشُت  النَّهاَر, وَألقومنَّ 

َفإِنََّك َال َتْسَتطِيُع َذلَِك, َفُصْم َوَأْفطِْر, َوَنْم َوُقْم َوُصْم ِمَن ": َقال .قلُته بَِأِيب أنَت َوُأمِّي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اٍم َفإِنَّ  ْهِر َثَالَثَة َأيَّ ْهرِ  الشَّ ا َوَذلِك ِمْثُل ِصَياِم الدَّ   ."احلَسنََة بَِعْرشِ َأْمَثاِهلَ

“我告诉先知（ ）我确说过：‘指主发誓，只要我活着，

我一定白天封斋，晚上礼夜间拜。’”主的使者（ ）说：“你

是这样说的吗？”我对他说：“主的使者啊！愿我的父母作为您

的赎身，我确已说了。”使者说：“你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你可

以封斋，也可以开斋；你可以睡觉，也可以礼夜间拜；每月你

可以封三天的斋，的确，一件善功可以获得十倍的报酬，这样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632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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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类似于你封了终生的斋。”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使者（ ）说： 

ْيَل?" َفَال َتْفَعْل, ": َقاَل  !َبَىل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قلُت  "َأَلـْم ُأْخَربْ َأنََّك َتُصوُم النََّهاَر َوَتُقوُم اللَّ
َك َحقا, يْ ُصْم َوَأْفطِْر, َوَنْم َوُقْم َفإِنَّ َجلَسِدَك َعَلْيَك َحقا, َوإِنَّ لُِعْينَْيَك َعَلْيَك َحقا َوإِنَّ لَِزْوِجَك َعلَ 

اٍم, َفإِنَّ َلَك بُِكلِّ  َة َوإِنَّ لَِزْوِرَك َعَلْيَك َحقا َوإِنَّ بَِحْسبَِك َأْن َتُصوَم ِيف ُكلِّ َشْهٍر َثَالَثَة َأيَّ َحَسنٍَة َعْرشَ
ْهرِ  ا َفإِنَّ َذلَِك ِصَياُم الدَّ د َعيلَّ : َقاَل عبُد اهللا "َأْمَثاِهلَ إِينِّ َأِجُد ! َل اهللاِيا رسو: قْلُت . فشدْدُت, فُشدِّ

ةً  نِْصَف ": قالَوَما َكاَن ِصياُم َداوَد? : ُقلُت . "ُصْم ِصَياَم َنبِيَّ اهللاِ َداوَد, َال َتِزْد َعَلْيهِ ": َقاَل . ُقوَّ
ْهرِ    ].متفٌق عليهِ . [ليَتني قبِلُت رخصَة رسوِل اهللاِ : فكاَن َعبُد اهللاِ َيقوُل َبعد ما َكُربَ  "الدَّ

“有人告诉我说你白天封斋，夜间礼拜，是吗？”我说：

“是的真主的使者！”他说：“你不要这样做，你封斋，也要开

斋；你睡觉，也可以礼夜间拜，因为你对你的身体负有责任，

你对你的眼睛负有责任，你对你的妻子负有责任，你对你的客

人负有责任。的确，你每个月可以封三天的斋，每一件善功对

你都有十倍的回赐，这样等于你封了终生的斋。” 阿布杜拉说：

“我要求增加，后来使我感到沉重。”我又说：“主的使者啊！

我还有能力。”他说：“那么你封主的先知达吾德的斋戒吧！别

再增加了。”我说：“达吾德的斋戒是怎样的呢？”使者说：“半

生的斋戒。”
①当阿布杜拉年老之后，他说：“但愿我当初接受了

主的使者（ ）的建议!”② 

 

                                                        
①
注：即封一天，开一天。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75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15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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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讲座 

“同盟军”战役 

根据两种 正确的说法，在伊历第五年的十月，发生了以

“壕沟战役”而著称的“同盟军”战役。 

这一战役的原因是由于在伊历第四年先知（ ）从麦地那

驱逐了一伙企图杀害先知的白尼奈堆尔的犹太人。因此，他们

中的一些贵族前往麦加去怂恿和煽动古莱什人反对主的使者

（ ），并结约协助他们对付主的使者（ ），古莱什人积极

地答应了他们。并与他们集合起来反对使者，接着他们又去煽

动阿德番与白尼素来米部落，他们也同意他们， 后他们又在

阿拉伯各个部落中到处游说，呼吁他们反对主的使者（ ）。 

古莱什人出动了四千名战士，为首的是艾布苏福杨。他们

带有三百匹战马和一千五百峰骆驼。在经过瑞荷兰时，白尼素

来米的七百名战士加入他们的行列，另有一千名战士来自于白

尼阿萨德和法扎拉，四百名战士来自于艾希捷阿，白尼穆拉也

出动了四百名战士，来自各个部落聚集在“壕沟”的共有一万

名战士，他们都属于同盟军。 

当主的使者（ ）得知他们从麦加出发了，于是他向人们

谘询对策。赛勒马努·艾勒法尔西建议挖壕沟，以阻止敌人进

入麦地那；主的使者（ ）下令接受他的建议，穆斯林开始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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壕沟，主的使者（ ）也亲自参加了挖壕沟。当时的壕沟就挖

在“塞勒阿”山的前面，穆斯林背靠着山，壕沟就在他们与敌

人之间。 

穆斯林用六天的时间挖成了壕沟，先知（ ）和那些与他

一起的三千名穆斯林在“塞勒阿”山与壕沟之间建造了堡垒。

先知（ ）下令让妇女和儿童进入麦地那的城堡里。 

侯严耶·本·艾赫泰部去找白尼古来瑞的犹太人，他们与

主的使者（ ）之间结有约会，但他们仍然是恶性不改，直至

他们破坏了与主的使者（ ）之间的约会，他们参加多神教徒

对主的使者（ ）的战争，这更加大了穆斯林的困难，也促使

伪信者的出现。白尼哈里斯的部分人向主的使者（ ）请求返

回麦地那，他们向先知告假说： 
® ¨β Î) $uΖ s?θã‹ç/ ×ο u‘ öθtã $tΒ uρ }‘ Ïδ >ο u‘ öθ yèÎ/ ( β Î) tβρ ß‰ƒÌ ãƒ ω Î) #Y‘# tÏù 〈 ]13: األحزاب [ 

【‘我们的房屋，确是破烂的。’其实他们的房屋并不是破

烂的，他们想要逃走。】①白尼赛莱麦也想过放弃，然后真主坚

定了两伙人的心。 

白拉乌·本·阿兹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بحْفِر اخلنَْدِق َعَرَضْت َلنا ِيف َبْعِض  ُل اهللاِ ملَّا َأَمَرَنا َرُسو: َقاَل  َعِن الَرباِء ْبِن َعاِزٍب 
, َفَجاَء َرسوُل اهللاِ اخلنَْدِق َصخَرٌة َعظيمٌة َشِديدٌة, َال تأُخُذ فِيها املَعاِوُل َفَشَكْوَنا َذلَِك إَِىل النَّبِيِّ 

 َبًة َفَكَرس ُثُلَثها  ,"بِْسِم اهللاِ": َوَقاَل , َفَلامَّ َرآها أْلَقى َثوَبُه, َوَأَخَذ املِْعَوَل َب َرضَ : َوَقاَل ُثمَّ َرضَ

                                                        
①
《同盟军章》第 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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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عةَ " اِم, َواهللاِ إِينِّ َألُْبِرصُ ُقُصوَرَها اُحلْمَر السَّ , ُأْعطِيُت َمَفاتِيَح الشَّ , ُثمَّ رضَب الثانِيَة "اهللاُ َأْكَربُ
, ُأْعطِيُت َمَفاتِيَح َفاِرٍس وَ ": َوَقاَل َفَقطَع ُثُلَثها اآلخَر  اهللاِ إِينِّ َألْبِرصُ الَقْرصَ اْألَْبَيَض ِمَن اهللاُ َأْكَربُ

, ُأْعطِيُت ": َوَقاَل َفَقَطَع بقيََّة احلَجِر  "بِْسِم اهللاِ ": وقاَل ُثمَّ رضَب الثَّالثَة  ,"املَدائِنِ  اهللاُ َأْكَربُ
اعةَ َمَفاتِيَح الَيَمِن َواهللاِ إِينِّ َألُْبِرصُ َأْبَواَب َصنَْعاَء ِمْن َمَكاِينَ َهِذِه    ."السَّ

当主的使者（ ）命令我们挖战壕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一

个坚不可摧的巨石，于是我们去向先知（ ）诉说，当先知看

到巨石时，他丢下自己的衣服，拿起镐，说道：“以真主的尊名。”

然后猛击了巨石一下，击碎了它的三分之一。然后他说：“真主

至大，我获得了沙姆地区的钥匙，指主发誓，我现在确已看到

了它的红色宫殿。”然后他又猛击了巨石第二次，击碎了巨石的

另外三分之一，然后他说：“真主至大，我获得了波斯的钥匙，

指主发誓，我确已看到了它的白色宫殿。”然后他又猛击了巨石

第三次，打碎了巨石的剩下三分之一。然后他说：“真主至大，

我获得了也门的钥匙，指主发誓，我现在在这里确已看到了率

纳阿市的大门。” 

多神教徒围困了主的使者（ ）一个月，他们之间并没有

发生战争，那是因为真主用战壕阻碍在他们与穆斯林之间。 

先知生平的学者们说：“‘壕沟战役’之日的恐惧非常骇人

听闻，人们都气馁了，担心他们的子女和财产，多神教徒们寻

找狭窄一点的战壕，以便他们的马可以跨过去，他们中有一伙

人穿过了。其中有阿姆鲁·本·温迪，虽然他当时已经七十多



 161 先知的生平 讲座

岁了，但是要求决斗，阿里接受了他的挑战并将他打死。” 

他们上午都聚集在一个庞大的大军营里，其中有哈立

德·本·沃立德。然后他们一直战斗到晚上，那天主的使者（ ）

没有按时礼晌礼和晡礼拜。使者说： 
ْم َوُقُبوَرُهْم َناًرا": َقاَل  َالِة الُوْسَطى, َمَألَ اهللاُ ُبُيوَهتُ  "َشَغُلوَنا َعِن الصَّ

“他们使我们忙碌的没有礼成中间的拜功，愿真主使他们

的房屋和坟墓里充满大火。”① 

然后伟大尊严的真主制造了促使战败敌人、粉碎他们团体

的事件。奴阿姆·本·麦斯欧德已经加入了伊斯兰，但是多神

教徒和犹太人并不知道他加入伊斯兰之事。他来回走动在古莱

什人和白尼古来瑞之间，是促使他们之间失败的因素。然后天

空刮起了剧烈的暴风，艾布苏福杨说：“你们绝不是在一个安全

地方，骆驼和马匹已遭毁灭，白尼古来瑞已离开了我们，正如

你们所见我们遇到了暴风，所以你们都离开吧！因为我也要离

开。”那天有三名多神教徒被打死，有六名穆斯林阵亡。
②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39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27 段 

②
《沃法》第 713-714 页，《归途的干粮》3/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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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讲座 

先知（ ）的公正 

伊斯兰带来了绝对的公正，犹如清高的真主所说： 

β¨ ®:تعاىل قال Î) ©!$# ããΒ ù' tƒ ÉΑ ô‰ yèø9 $$Î/ Ç⎯≈|¡ ôm M}$# uρ Ç›!$tGƒÎ) uρ “ÏŒ 4†n1 öà) ø9 : النحل[ 〉 #$
90.[  

【[90]真主的确命人公平、行善、施济亲戚……。】①清高

的真主还说： 

Ÿω ®: قال تعاىلوَ  uρ öΝ à6̈Ζ tΒÌ ôf tƒ ãβ$ t↔ oΨ x© BΘ öθ s% #’ n? tã ωr& (#θä9 Ï‰ ÷ès? 4 (#θä9 Ï‰ôã $# uθ èδ 
Ü> t ø%r& 3“uθ ø)−G=Ï9 〈 ]8: املائدة.[  

【你们绝不要因为怨恨一伙人而不公道，你们当公道，公

道是 近于敬畏的。】② 

从先知（ ）公正的事件中还有：白尼麦赫祖米中一个有

地位的女人犯了偷盗罪，古莱什人都非常重视这个女人的事件，

并希望能在先知（ ）跟前找到媒介，以阻止法律对她的惩罚。

他们说：“除了主的使者（ ）喜爱的欧萨麦·本·宰德，谁

敢向使者说情呢？”当主的使者（ ）让人把她带来时，欧萨

麦·本·宰德为她向使者求情。主的使者（ ）面色大变，并

对他说： 

                                                        
①
《蜜蜂章》第 90 节 

②
《筵席章》第 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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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 َوْجُه َرُسوِل اهللاِ  اسَتْغِفْر : َفَقاَل َله ُأَساَمةُ  "َأَتْشَفُع ِيف َحدٍّ ِمْن ُحُدوِد اهللاِ?": َوَقاَل  َفتلوَّ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يل 

“你敢在真主的法律面前说情吗？!”欧萨麦说：“主的使

者啊！请您为我向真主求饶吧！” 
ا َبْعُد, ": فاْختطَب, َفَأْثنَى َعَىل اهللاِ بِام ُهَو َأهُله, ُثمَّ َقاَل  َفَلامَّ َكاَن العيشُّ َقاَم َرسوُل اهللاِ  َأمَّ

َق  ُْم َكاُنوا إَِذا َرسَ ِعيُف  َفإِنَّام َأْهَلَك َمْن َكاَن َقْبَلُكْم َأهنَّ َق فِيِهُم الضَّ يُف َتَرُكوُه, َوإَِذا َرسَ ِ فِيِهُم الرشَّ
َقْت, َلَقَطْعُت يَ  ٍد َرسَ , َوإِينِّ َوالَِّذي َنْفِيس بَِيِدِه, َلْو َأنَّ َفاطَِمَة بِنَْت ُحمَمَّ ُمتََّفٌق [ "َدَهاَأَقاُموا َعَلْيِه اَحلدَّ

  ].َعَلْيهِ 
当晚主的使者（ ）站起来讲话，他根据适合真主的赞词

赞颂真主，然后他说：“你们以前的民众遭到毁灭，其原因就是：

如果是他们中有地位的人偷盗了，他们就让其逍遥法外；如果

是他们中普通的人偷盗了，他们就对其执行法律。指掌管我生

命的主宰发誓，即使穆罕默德的女儿法图麦偷盗了，我也一定

会把她的手砍下来。”① 

这就是先知（ ）的公正，不分地位贵贱、不分贫富、不

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真理和公正的天平面前，人人平等。 

在另一个例子中提到，努阿曼·本·白锡尔（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 

َال أْرَىض : يًة, َفَقاَلْت أّمي ُعَمرُة بِنُْت َرواَحةَ َأْعَطاِين َأيب َعطِ : َقاَل  َأنَّ النُّعامَن ْبَن َبشٍري 
إِينِّ َأعَطْيُت اْبنِي ِمْن َعمرَة بِنَْت َرَواَحَة َعطِيًة : َفَقاَل  , َفَأَتى َرسوَل اهللاِ َحتَّى يشَهَد َرسوُل اهللاِ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4053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688 段 



 164 先知的生平 讲座

: َقاَل  "َت َسائَِر َوَلِدَك ِمْثَل َهَذا?َأْعَطيْ ": َفَ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فأمَرْتنِي َأن ُأشِهَدَك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قوا اهللاَ َواْعِدُلوا َبْنيَ َأْبنَائُِكمْ ": َقاَل . َال   ].متفٌق علْيهِ . [َفَرَجَع َبشٌري فردَّ عطيََّتهُ  "فاتَّ

我的父亲给了我一些礼物，但我的母亲欧麦莱图·宾图·莱

娃哈说：“我不同意，除非得到主的使者（ ）见证。”所以他

（我的父亲）来见主的使者（ ）说：“主的使者啊！我给了

我与阿姆拉·宾图·莱挖哈所生的儿子一些礼物，她让我来找

您见证。”主的使者（ ）说：“你给了你其他的孩子类似的礼

物吗？”他说：“没有。”使者说：“你们当敬畏真主，你们当公

平地对待自己的孩子。”然后白锡尔返回之后，收回了自己的礼

物。”①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先知（ ）说： 
ُهْم َأْعَطْيَت ِمْثَل َهَذا?": َقاَل . َنَعمْ : َقاَل  "َأَلَك َبنُوَن ِسَواُه?": قَال : َقاَل . َال : َقاَل  "َفُكلُّ

  ].ُمتفٌق علْيهِ [ "َفَال َأْشَهُد َعَىل َجْورٍ "
“你还有其他的儿子吗？”他说：“是的。”使者说：“你给

了他们每个人都类似这个的吗？”他说：“没有”使者说：“我

是不会给一个不公正者见证的。”② 

汝勒呼外率拉·泰米米来时，先知（ ）正在分发战利品。

他说：“主的使者啊！你应当公正。”主的使者（ ）说： 

ْ َأُكْن ! َوْيَلَك ": 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قَ  ُت إَِذا َمل ْ َأْعِدْل? َقْد ِخْبُت َوَخِرسْ َوَمْن َيْعِدُل إَِذا َمل
 ] متفٌق َعَلْيهِ [ "ِدُل َأعْ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44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623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250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6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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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可怜啊！如果我不公正，还有谁是公正的呢？如果

我不是公正的，我确已亏折与失败。”① 

因为真主选择了他（ ），使其公正，并且信任他，所以

他怎么会不公正呢？他自己（ ）曾说： 

إِنَّ املْقِسطَِني ِعنَْد اهللاِ َعَىل َمنَابَِر ِمْن ُنوٍر, الَِّذيَن َيْعِدُلوَن ِيف ُحْكِمِهْم ": القائُِل  َوُهَو 
 ].َرَواُه ُمْسلِم[ "َوَأْهلِيِهْم َوَما ُوّلوا

“公正者在真主那里享受富丽住宅。他们公正地裁决、对

待家人，以及公正地对待他们所负责的。”② 

至于在妻室之间的公正，先知（ ）曾经坚持维护在众妻

室之间的公平对待。无论居家或者是旅行，他都会尽量公平地

在她们之间分配与费用等等。他轮流在每位妻室那里过夜，并

根据他所拥有的对每位妻室公平地花费。他给每位妻子建造居

所，当他旅行时，他就在她们之间抓阄，然后带着抓中的人旅

行。他从来都没有疏忽这一点，即使在他 后病危时，他让人

带着他周游在每一个妻子跟前。但是，当他病情加重时，他的

众妻室都知道他想住在阿依莎的屋里——愿主喜悦她们，她们

允许他留在阿依莎的家中接受护理，于是他住在她的屋里直到

归真。尽管他完全公平地对待她们，但他还是祈求清高的真主

原谅自己，并祈求说： 
رواه أبوداود [ "اللُهمَّ َهَذا َقَسِمي فِيَام َأْملُِك, َفَال َتُلْمنِي فِيَام َمتْلُِك َوَال َأْملُِك ": َيُقوُ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1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063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18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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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الرتمذيُّ 
“主啊！这是我能掌握的分配，对于您能掌握而我不能掌

握的，求您不要责备我。”① 

先知（ ）警告偏向其中某一位妻子的人，他说： 

المُ  ُه ": َقاَل َعليه الصالُة َوالسَّ ا َجاَء َيْوَم الِقَياَمِة َوِشقُّ َمْن َكاَنْت َلُه اْمَرَأَتاِن َفَامَل إَِىل إِْحَداُمهَ
  ].أبوداود وابن ماجهرواه [ "َمائٌِل 

“谁有两位妻子，而他偏向其中一位，复活日，他将半边

倾斜地被带来。”②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134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149 段，译者注：这里指

的是心。 
②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2133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96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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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讲座 

犹太人的图谋和先知的态度 

我们前面已提到，先知（ ）与麦地那的犹太人制定了一

项互不侵犯的条约。但是犹太人很快就破坏了这项协议，并开

始从事他们臭名昭著的破坏约会，制造阴谋的行为。 

在犹太人白尼盖奴噶阿的阴谋中：他们利用先知（ ）与

众穆斯林都忙于“白德尔”战役时，白尼盖奴噶阿的部分犹太

人骚扰一名穆斯林妇女，并在市场上当众脱光她的衣服。当这

名女子大声呼救时，来了一名穆斯林男子杀死了其中的一个犹

太人。然后犹太人围住他将其打死。当先知（ ）从“白德尔”

战役返回之后，他传唤犹太人，并质问他们所发生的恶劣事件。

他们对先知言语苛刻，并且派人送回条约书，准备战斗。因此，

先知（ ）包围了他们，当他们看到无法战胜穆斯林时，他们

向先知（ ）请求放他们一条生路，让他们带着自己的妻室子

女离开，他们的财物归穆斯林。然后先知接受了他们的请求，

把他们从麦地那驱逐出去。穆斯林从他们的堡垒中没收了许多

武器。 

至于白尼奈堆尔的犹太人，他们破坏了协议，并企图暗杀

先知（ ）。在迁徙后的第四年，先知（ ）去他们那里，寻

求他们帮助支付补血金。而与此同时，他们正在幔帐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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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要杀害他，由阿姆鲁·本·鉴哈西执行杀害先知（ ）的

手令。 

主的使者（ ）获得了真主的启迪，所以他站起来又回到

麦地那。 

然后先知（ ）以流放惩罚他们，让他们离开麦地那，前

往海依白尔①。他们亲手摧毁了自己的房屋，然后用六百峰骆驼

担负着着物品，离开麦地那前往海依白尔。 

至于白尼古来瑞的犹太人，他们确已抢先破坏了条约，并

与多神教徒和联盟军结约在“壕沟”向主的使者（ ）宣战。

当真主打败驱散了同盟军之后，他们已离开，然后先知（ ）

带领三千名士兵去惩罚白尼古来瑞的犹太人，他围困了他们，

并对他们加紧封锁。 后他们请求先知（ ）让塞阿德·本·穆

阿兹进行裁决。塞阿德对他们的裁决是：他们中能够战斗的男

子全部杀掉，俘虏他们的妇女和儿童，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对

于这个裁决，除了他们中的少数人之外，其余的男子均被杀掉。 

这是犹太人自己选择的裁决，因为他们要求塞阿德·本·穆

阿兹为他们进行裁决，由于他们与奥斯部落的关系，他们认为

塞阿德将会倾向他们。但是，犹太人处罚俘虏的方式比此更加

残酷。在《旧约》的许多篇章中都确已提到过，在《依苏哈赫》

（31/6-35）中提到以下的惩罚：以色列俘虏了麦德彦人的妇女

                                                        
①
 译者注：地名，麦地那北约一百五十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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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抢夺了他们所有的家禽和财物，并用大火烧毁了他们

所有的城市和城堡。穆萨非常生气，他说：“你们让所有女人都

活着？现在你们要杀死所有的男孩，把所有认识与自己同房男

人的女人都杀死，但是把所有淫妇生的孩子，以及她们中不知

道孩子的父亲是谁的女人，都为你们留着。”求真主保护。事实

上，穆萨（ ）绝不会做出这种大规模灭绝人性的裁决。但他

们就是这样篡改《旧约》，这是他们自己曾经对俘虏的处罚。① 

 

                                                        
①
 《慈悯众世界》第 125-126 页，《先知生平精粹》第 59、67、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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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讲座 

为什么战争成为定制？ 

先知（ ）并没有拿过剑迫使他人加入伊斯兰，《古兰经》

非常清楚地拒绝了这种概念。清高的真主说： 

#Iω oν ®: َقاَل َتعاىل t ø.Î) ’Îû È⎦⎪ Ïe$! MΡ| ®: , وقال]256: البقرة[ 〉 #$ r' sùr& çν Ìõ3è? }¨$̈Ζ9 $# 
4© ®L ym (#θçΡθ ä3 tƒ š⎥⎫ÏΖ ÏΒ ÷σãΒ 〈 ]وقال]99: يونس , :® ö/ ä3s9 ö/ä3ãΨƒÏŠ u’ Í<uρ È⎦⎪ ÏŠ 〈 ]الكافرون :

6[.  
【信仰绝无强迫。】①又说：【难道你要强迫世人都做信士

吗？】②又说：【[6]你们有你们的信仰，我也有我的信仰。】③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面对内忧外患的侵略时应保持着

无能为力，清高的真主确已允许信士们保护自身，并根据自己

被欺压的程度夺回他们的权利，不允许增加，或过分。 

清高的真主说： 

⎯Ç ®:َعاىلَقاَل تَ  yϑ sù 3“ y‰ tG ôã $# öΝ ä3ø‹n= tæ (#ρß‰ tFôã $$sù Ïµ ø‹ n=tã È≅÷VÏϑÎ/ $ tΒ 3“ y‰ tGôã $# öΝ ä3ø‹n= tæ 〈 
≈θè=ÏG#) ®: وقال] 194: البقرة[ s% uρ ’Îû È≅‹ Î6 y™ «!$# t⎦⎪ Ï% ©!$# óΟ ä3tΡθ è=ÏG≈ s) ãƒ Ÿω uρ (# ÿρ ß‰ tG÷è s? 〈 ]البقرة :

β ®: , وقال]190 Î* sù öΝ ä.θè=tG≈ s% öΝ èδθ è=çFø%$$sù 〈 ]191: البقرة.[  
【谁侵犯你们，你们可以同样的方法报复谁。】④又说：【[190]

                                                        
①
《黄牛章》第 256 节 

②
《优努斯章》第 99 节 

③
《不信道的人们章》第 6节 

④
《黄牛章》第 19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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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①又说：

【如果他们进攻你们，你们就应当杀戮他们。】② 

这表明在伊斯兰中战争的合法性，是为了自卫和保护伊斯

兰民族免遭侵略，以及对付内外的阴谋和诡计。当我们回顾伊

斯兰的战争史，它已为我们确定了这个事实。 

当麦加的人增加迫害，在他们策划要杀害先知（ ）之后，

他们迫使先知离开自己的家园，这是他们对穆斯林非正义的侵

略，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因此，在迁徙之后，真主允许

迁士们抵抗古莱什族的多神教徒。在《朝觐章》中提到，清高

的真主说： 

⎪⎦tβÏŒé& t ®:قال تعاىل Ï%©# Ï9 šχθè=tG≈ s) ãƒ öΝ ßγ̄Ρ r' Î/ (#θßϑÎ= àß 4 ¨βÎ) uρ ©!$# 4’ n? tã óΟÏδ Î óÇtΡ 
íƒÏ‰ s) s9 ∩⊂®∪ t⎦⎪ Ï%©! $# (#θã_Ì ÷z é& ⎯ ÏΒ ΝÏδ Ì≈ tƒ ÏŠ Î ötóÎ/ @d, ym HωÎ) χ r& (#θä9θà) tƒ $ oΨš/ u‘ ª!$# 〈 ... 

【[39]被进攻者，已获得反抗的许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

的。真主对于援助他们，确是全能的。[40]他们被逐出故乡，

只因他们常说：“我们的主是真主。”】③因此，先知（ ）首先

反抗的就是古莱什人，而非其他的阿拉伯人。 

但是，当麦加之外其他的阿拉伯多神教徒合谋、团结起来

敌对穆斯林时，真主命令他们抵抗所有的多神教徒。在《忏悔

章》中提到，清高的真主说： 

≈θè=ÏG#) ®:قال تعاىل s%uρ š⎥⎫Å2Î ô³ßϑ ø9$# Zπ ©ù!% x. $ yϑŸ2 öΝ ä3tΡθ è=ÏG≈ s)ãƒ Zπ ©ù!$ Ÿ2 〈 
                                                        

①
《黄牛章》第 190 节 

②
《黄牛章》第 191 节 

③
《朝觐章》第 39-4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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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التوبة[
【以物配主的人群起而进攻你们，你们也就应当群起而抵

抗他们。】① 

因此，为主道战斗当时是针对所有没有天启经典的多神教

徒，先知的（ ）言词证实了这一点，他说： 

المُ  , َفإِْن َقاُلوَها ": َقاَل َعليه الصالُة َوالسَّ ُأِمْرُت َأْن ُأَقاتَِل النَّاَس َحتَّى َيُقوُلوا َ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ها َوحِ  ْم َعَىل اهللاَِعَصُموا ِمنِّي ِدَماَءُهْم َوَأْمَواَلـُهْم إِالَّ بَِحقِّ  ."َساُهبُ

“我奉命同人们战斗，直到他们说：除真主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的主；如果他们说了，那么，我就负责保护他们的

生命和财产；除非是因为他们触犯了伊斯兰的法律，真主负责

清算他们。”② 

当穆斯林发现犹太人背叛条约，并帮助多神教徒向他们发

动战争时，真主命令他们打击犹太人。在《战利品章》中提到，

清高的真主说： 

Β̈$ ®:قال تعاىل Î) uρ  ∅ sù$sƒ rB ⎯ ÏΒ BΘ öθs% Zπ tΡ$uŠÅz õ‹ Î7/Ρ $$ sù óΟÎγ ø‹s9 Î) 4’ n? tã >™!# uθ y™ 4 ¨βÎ) ©!$# Ÿω 
=Ït ä† t⎦⎫ ÏΨÍ← !$ sƒø:  ].58: األنفال[ 〉 #$

【[58]如果你怕某部落不忠于盟约，你就应当公开地把他

们的盟约掷还他们。真主确是不喜欢欺诈者的。】③ 
打击他们是义不容辞的，直到他们归信，或他们自甘下贱

地交纳人头税，以便穆斯林相信他们。 
                                                        

①
《忏悔章》第 36 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2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2 段 

③
《战利品章》第 5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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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先知（ ）开始并没有与基督徒发生战争。伊斯兰

大学者伊本泰依米耶说：“他没有杀过任何一个基督教徒，而是

在“侯德比耶”条约之后，他向所有的统治者派遣使者，号召

他们加入伊斯兰，他把使者派往盖苏尔①，派往科斯鲁②、穆诰

给斯③和奈嘉西④，以及阿拉伯东部地区和沙姆地区的统治者那

里。 

部分基督教徒和其他的一些人加入了伊斯兰，但沙姆地区

的基督徒蓄意杀害了他们中的一些确已加入伊斯兰的杰出者。 

基督徒首先向穆斯林挑战，他们暴虐地、非正义地杀害他

们中那些确已加入伊斯兰的人们。但先知（ ）派遣的众使者

号召他人自愿地、而非强迫地加入伊斯兰。他从来没有强迫过

任何人接受伊斯兰。”⑤ 

因为主的使者（ ）就是根据下列原则与敌人战斗的： 

1-古莱什的多神教徒被视为敌方，因为他们首先发起的侵

略，所以他们成为穆斯林的斗争对象。 

2-无论何时看到犹太人背叛，倾向于多神教徒，当反抗之。 

3-任何一个阿拉伯部落侵犯穆斯林，或者是帮助古莱什对

付穆斯林，当反抗之，直到该部落加入伊斯兰。 

4-任何有经典者首先发起侵略，如基督徒，当反抗之，直

                                                        
①
指罗马及沙俄的皇帝 

②
指古波斯国王的称号 

③
指伊斯兰之前埃及与亚历山大国王的称号 

④
指埃塞俄比亚古代皇帝的称号 

⑤
《简述与非穆斯林战争及和解的原则》第 135-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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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该部落加入伊斯兰，或交纳人头税。 

5-任何人加入了伊斯兰，他的生命和财产都是受到保护的，

除非他侵犯了伊斯兰的禁忌；伊斯兰消除他以前所有的错误。① 

 

                                                        
①
《坚信之光》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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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讲座 

“侯德比耶”条约 

在迁徙后的第六年，主的使者（ ）动员穆斯林去副朝，

人们迅速地响应，当时有一千四百名男子参加，除了旅行必需

的装备之外，他们手无寸铁。他们的箭在鞘中、乘有坐骑，以

及众圣门弟子所带的献牲品。当古莱什人得知穆斯林来副朝，

他们就聚集了起来，以便阻止穆斯林进入禁寺。 

然后主的使者（ ）礼了恐惧拜，当接近麦加时，先知的

骆驼卧下了，穆斯林大众说：“它已经疲惫的不听使唤了。”但他

（ ）回答说： 
َام َحَبسَها َحابُِس الِفيِل, َأَما َواهللاِ َال َيْسَأُلوِين اْلَيْوَم ُخّطًة فِيَها َتْعظِيُم ": َقاَل  َما َخَألْت َوإِنَّ

اَها ُحُرَماِت    ."اهللاِ إِالَّ َأْعَطْيُتُهْم إِيَّ
 “它没有疲惫的不听使唤了，但阻止象军的主阻止了它。

指主发誓，为了尊重真主的禁忌，今天无论古莱什人向我提出

什么要求，我都会给予他们的。”  

先知（ ）驱赶着自己的骆驼站了起来，然后他返回驻扎

在几乎没有水“侯德比耶”，他从自己的箭筒里抽出一支箭，插

入地下，大地为他们流出源源不断地淡水，直至他们每个人都

从中获得了足够的水。 

布德尔返回之后，告诉了古莱什人这一切，然后他们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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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欧尔沃·本·麦斯欧德，使者对他说了曾对布德尔所说的类

似的话，并且先知（ ）的弟子们还让他注意到他们是多么地

喜爱先知，和顺服他的命令。当他返回之后，告诉了古莱什人

自己的所见所闻，然后他们又派出了尅纳奈部落名为侯莱

素·本·阿格莱麦的一名男子，在其之后，他们又派遣了米克

莱兹·本·哈弗苏的男子，正当他同主的使者（ ）说话时，

苏海鲁·本·阿米尔来了，先知（ ）说： 
ل َلُكْم ِمْن َأْمِرُكمْ " َقاَل النبيُّ   ."َقْد ُسهِّ

“你们的事情确已成为容易的了。” 

然后双方之间制定了一项和平条约，如果穆斯林选择了在

这个时间抗击他们的敌人，他们一定会胜利的，但是，他们坚

持要保护禁寺的禁忌。和平条约的条款如下： 

1.双方之间将停战十年。 

2.相互遵守信用。 

3.先知（ ）在这一年返回麦地那，但来年可以进入麦加。 

4.任何古莱什的男子都不能跟随先知（ ），即使他已加

入了伊斯兰，也要将其送回；但他跟前的任何人返回了古莱什

那里，都不会被送回。 

5.古莱什之外的任何部落想加入穆罕默德（ ）的联盟，

都可以自由地加入，任何部落想与古莱什人结盟，也都可以自

由地加入。① 
 

                                                        
①
《沃法素》第 716 页，《《先知生平精粹》第 8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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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德比耶”条约的成果 

当时有许多圣门弟子反对这一条约，他们认为该条款是对

穆斯林大众的欺辱和歧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察觉

到了它的积极影响和有效的成果。其中包括： 

1.这是古莱什人承认穆斯林国家的一项协议，制定了两国

平等的条约，因为这个承认对其它的部落中间有着很大的作用。 

2.恐惧进入多神教徒和伪信者的心中，他们中的许多都坚

信伊斯兰确已胜利。部分迹象确已清楚地呈现了，那就是部分

勇敢的古莱什人争先加入伊斯兰，如哈立德·本·沃立德和阿

姆鲁·本·阿税。 

3.停战增加了伊斯兰传播的机会，让人们知道有许多部落

的人确已全部加入了伊斯兰。 

4.穆斯林不再受到古莱什的威胁，他们可以专注于对付犹

太人和其它敌视的部落。因此，在“侯德比耶”条约之后发生

了“海依白尔”战役。 

5.该条约谈判导致许多古莱什的同盟理解并倾向于穆斯林

的立场。当侯莱素·本·阿格莱麦亲眼目睹穆斯林大众的集体

精神之后，他回去对他的对族人说：“我亲眼看见挂着牌子、打

着标记的牲，所以我认为不应阻止他们来朝觐天房。” 

6.“侯德比耶”条约加强了先知（ ）对“穆阿特”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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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备，这是把伊斯兰宣传转向阿拉伯半岛以外的一个新的起

点。 

7.“侯德比耶”条约使先知（ ）有时间给波斯人、罗马

人和科普特人的统治者写信，号召他们加入伊斯兰。 

8.“侯德比耶”条约是光复麦加的前奏和媒介。① 

 

                                                        
①
《先知生平》第 683-6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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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讲座 

先知的忠诚守信 

伊斯兰是一个忠诚守信和尊重承诺、约会和公约的民族。

清高的真主说： 

 ,]1: املائدة[ 〉 /yγ•ƒr'̄≈tƒ š⎥⎪Ï%©!$# (#þθãΨtΒ#u™ (#θèù÷ρr& ÏŠθà)ãèø9$$Î$ ®: َقاَل َتَعاَىل 

【［1］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履行各种约言。】① 

清高的真主说： 

  ].34: اإلرساء[ 〉 θèù÷ρr&uρ Ï‰ôγyèø9$$Î/ ( ¨βÎ) y‰ôγyèø9$# šχ%x. Zωθä↔ó¡tΒ#) ® :َتَعاَىل  َقاَل 

【你们应当履行诺言；诺言确是要被审问的事。】②真主说： 

  ].20: الرعد[ 〉 t⎦⎪Ï%©!$# tβθèùθãƒ Ï‰ôγyèÎ/ «!$# Ÿωuρ tβθàÒà)Ζtƒ t,≈sWŠÏϑø9$# ®: َقاَل 

【[20]他们是实践真主的誓约而且不破坏盟约的。】③ 

先知（ ）说： 

َها َحتَّى َيْمِيضَ َأَمُدُه, َأْو  َمْن َكاَن َبيْنَُه َوَبْنيَ َقْوٍم َعْهٌد; َفَال َحيُلَّنَّ ": قاَل النَّبيُّ  ُعْقَدًة َوَال َيُشدَّ
  ].رواه أبو داود والرتمذي[ "َينْبَِذ إلَيِْهْم َعَىل َسَواءٍ 

“谁与其它的部落之间定有盟约，在约会结束之前他绝不

                                                        
①
《筵席章》第 1节 

②
《夜行章》第 34 节 

③
《雷霆章》第 2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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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破坏盟约；或者是他因对方破坏盟约而公开地向其宣战。”① 

当大骗子沐赛赖麦的两个使节来见先知（ ）时，他俩说

了与沐赛赖麦一样的话。先知（ ）说： 

ْبُت َأْعنَاَقُكَام لَْوَال  َأنَّ الرُّ ": النبيِّ   َقاَل  . "َفَجرت سنتُه َأال ُيْقتَل َرُسوٌل  "َسَل َال ُتْقتَُل لَرضَ
  ].رواه أبوداود[

“假若不是因为双方交战不杀来使，我必砍掉你俩脑袋。”

因此，按照圣行双方交战，不杀来使。② 

从先知（ ）遵守与否认者之间协定的例子中提到了“侯

德比耶”条约的故事，就是先知（ ）与古莱什的代表苏海

鲁·本·阿米尔所制定的，该和约的条文指出：在此合约期间，

古莱什的任何人投奔先知（ ），即使他加入了伊斯兰，也必

须将其送回。正当他们在书写和约的其它条款时，艾布江德

鲁·本·苏海鲁·本·阿米尔为了加入伊斯兰，而带着脚镣从

麦加 低的山谷中缓步走来了。苏海鲁说：“穆罕默德啊！按照

我和你签订的协约的第一条，你应该把他交给我。”先知（ ）

说：“我们尚未完成的协约！”他说：“如果是这样，我绝不会与

你制定其它的任何协议。”先知（ ）说：“把他让给我吧！”

他说：“我不会把他让给你的。”先知（ ）说：“是的，你会

这样做的。”苏海鲁说：“我不会这样做的。”艾布江德鲁高呼道：

“穆斯林大众啊！我已是穆斯林了，难道因为我的信仰还要把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2759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1629 段 

②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276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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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送回多神教徒那儿去遭受他们的酷刑吗？”主的使者（ ）

对他说： 
اْصِربْ َواْحتَِسْب, َفإِنَّ اهللاَّ َجاِعٌل لََك َوملِْن َمَعَك ِمن ! َيا َأَبا َجنَْدلٍ ": َقاَل َلُه َرُسوُل اهللاِ 

َذلَِك, َوَأْعطُوَنا َعْهَد  املْستَْضَعِفَني َفَرًجا َوَخمَْرًجا, إِنَّا َقْد َعَقْدَنا َبيْنَنَا َوَبْنيَ الَْقْوِم ُصْلًحا, َوَأْعطَيِنَاُهْم َعَىل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 "اهللاِ, َفال َنْغِدُر ِهبِمْ 

“你当坚忍，并渴望真主的报赏。真主会为你和与你一起

遭受压迫的那些人开辟一条出路。我们与他们之间已经签订了

和平条约，我们必须按照协约给予他们，他们也必须按照真主

的约会给予我们，所以我们不能欺骗他们。”① 

同样地，当与古莱什结盟的赛给福部落的男子艾布白穗尔

逃跑之后，他来投奔先知（ ），然后古莱什派两名男子来索

要他，由于尊重“侯德比耶”和约的协定，先知（ ）把他送

回了。在这些明确的证据中显示先知（ ）完全地忠诚守信，

遵守协定和条约，即使是在对穆斯林不公平的情况下也罢！ 

另一个例子，也说明了先知（ ）遵守与非穆斯林之间的

协议。白拉乌的传述，当先知（ ）打算去副朝时，他首先派

人去向麦加的居民请求允许穆斯林进城。他们为他规定的条件

是：只能在麦加停留三夜，他们只能带着兵器袋进入，他们不

能向任何人宣传伊斯兰。 

阿里·本·艾布塔利布书写这些条款，他写道：这是真主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581，2582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815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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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者穆罕默德（ ）所决定的。他们说：“如果我们知道你

是真主的使者，我们不会阻止你，并且会跟随你，但你应该这

样写：这是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决定的。”主的使者（ ）

说：“指主发誓，我是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指主发誓，我

是主的使者。”然后他对阿里说：“你擦掉‘主的使者’这句话。”

阿里说：“指主发誓，我绝不会擦掉它。” 

他说：“拿给我看看。”先知（ ）亲手擦掉了它。然后他

们进入麦加，三天过后，他们来对阿里说：“告诉你的同伴，让

他离开吧！”阿里向主的使者（ ）转达了他们所说的话，使

者说：“是的。”然后他就离开了。① 

先知（ ）遵守了与他们的约会，并没有逗留超过三晚。 

主的使者（ ）严厉地警告奸诈和违反约会的行为。他

（ ）说： 

َن َرُجًال َعَىل َنْفِسِه َفَقتََلُه, َفأََنا بريٌء ِمَن الَقاتِِل َوإِْن َكاَن املْقتُوُل َكافًِرا":اَل قَ  رواه [ "َمْن َأمَّ
  ].بيهقيال

“谁承诺保护一名男子的人生安全，然后又杀死他，我与

杀人者无关，即使被杀者是一个否认主的人也罢。”②他（ ）

还说： 

  ].رواه احلاكم[ "نَُهمْ اَن الَْقتُْل َبيْ َما َنَقَض َقْوٌم الَعْهَد إِالَّ كَ ":  َاَل ق
“破坏约会者，他们之间只有战争。”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3013段 

②
《白衣哈给圣训集》第 2830 段 

③
《哈克木圣训集》第353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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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 ）祈求真主保护远离背信弃义的欺骗行为，他说： 

ا بِئَْسِت البِطَاَنةُ ": َقاَل    ].رواه أبوداود[ "َأُعوُذ بَِك ِمَن اِخليَاَنِة َفإِهنَّ
“我求您保护我远离背信弃义，它确是 恶劣的习性。”① 

先知（ ）禁止人背信弃义与欺骗，他说： 

  ].متفق عليه[ "َرُف بِهِ لُِكلِّ َغادٍِر لَِواٌء َيْوَم الِقيَاَمِة ُيعْ ": َقاَل 
“复生日，对于每一个背信弃义者都有一面众所周知的旗

子。”② 

同时，先知（ ）还明确表示自己不会破坏任何约会，他

（ ）说： 

المُ  الُة والسَّ   ].رواه أمحد وأبوداود[ "إِينِّ َال َأِخيُْس بِالَْعْهدِ ": قاَل عليِه الصَّ
“我不会违背约会。”③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1547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5373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301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736段 

③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2737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275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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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讲座 

最伟大的光复战役 

的确，在一致通过的“侯德比耶”条约中提到胡扎阿部落

与主的使者（ ）结盟，白克拉部落与古莱什结盟。当胡扎阿

部落的一名男子听到白克拉部落一名男子朗诵侮辱先知（ ）

的诗歌时，他打伤了那名男子。这造成他们之间的战争，白克

拉部落决心打击胡扎阿部落。他们请求古莱什的奈基德帮助，

古莱什为他们供应了武器和坐骑，并且还有一些古莱什人偷偷

与他们一起参战，其中包括：率福娃奴·本·伍麦叶，阿克赖

麦·本·艾布结核离和苏海鲁·本·阿米尔，胡扎阿部落到麦

加的禁地寻求庇护，但是白克拉部落并不遵守禁地的禁忌，他

们在其中共杀害了胡扎阿部落的杀害二十多人。 

因此，当古莱什人协助白克拉部落对付先知（ ）的盟友

胡扎阿部落时，他们就已经违反了他们与主的使者（ ）之间

签订的和平条约。当胡扎阿部落告诉先知（ ）他们所遭遇的

一切时，他说： 
َّا َأْمنَُع ِمنُْه َنْفِيسْ ": َقاَل    ."َألَْمنََعنَُّكْم ِمم

 “我一定会像保卫我自己一样保卫你们。” 

古莱什人开始为他们的行为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他们

派出艾布苏福杨去找先知（ ），企图更新并延长“侯德比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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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但是遭到了先知（ ）的拒绝，并没有答应他。然后他

试图求助于一些有影响力的圣门弟子，作为他与主的使者（ ）

中间的媒介，但是均遭到了拒绝。 后艾布苏福杨一无所获地

返回了麦加。 

面对古莱什违反了与穆斯林之间的和平条约，主的使者

（ ）决定光复麦加，教训否认者。 

当主的使者（ ）对光复麦加的事准备停当之后，他隐瞒

了这件惊人的事情，因为他想出其不意地把多神教徒堵在家中。 

主的使者（ ）派人告知邻近的阿拉伯部落：艾斯莱姆，

阿法尔，穆瑞奈，朱海奈，艾西洁阿和苏莱姆，直到穆斯林战

士达到一万人。先知（ ）任命艾布鲁赫米·艾勒阿法力主管

麦地那的事务。先知在“赖麦丹”月中的后十天、星期三出征

的。他们用粗布绑扎了战旗。 

古莱什人不知道先知（ ）行军的事，于是他们告诉艾布

苏福杨打探消息。他们对他说：“如果你遇到穆罕默德，你从他

那里为我们寻求安全的保障。” 

然后艾布苏福杨、哈尅慕·本·哈扎姆和布德鲁·本·沃

尔噶就出来了，当看到军营时，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惊。阿巴斯

听见了艾布苏福杨的声音，于是喊道：“艾布韩瑞来！”他说：“是

的。”阿巴斯说：“这是在一万大军中的主的使者。”艾布苏福杨

加入了伊斯兰，然后阿巴斯陪同他和他的两个同伴来见主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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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他的两个同伴也加入了伊斯兰。 

先知（ ）让阿巴斯带艾布苏福杨出去，沿途观看伊斯兰

的军队，以便让他亲眼看到伊斯兰和穆斯林军队的力量。阿巴

斯向先知（ ）建议给予艾布苏福杨创造一点让他引以为荣的

事情，因为他是一个喜爱荣耀的人。因此先知（ ）说： 

َمْن َدَخَل َداَر َأِيب ُسْفَياَن َفُهو آِمٌن, َوَمْن َدَخَل املْسِجَد َفُهَو آِمٌن َوَمْن َأْغَلَق ": قاَل النبيُّ 
 ."َعَلْيِه َباَبه َفُهَو آِمنٌ 

“谁进入艾布苏福杨的家中，谁就是平安的；谁进入清真

寺，谁就是平安的；谁关上家门，谁就是平安的。”① 

主的使者（ ）禁止厮杀，并命令将领们不要杀死任何人，

除非是企图杀害他们的人。除了哈立德·本·沃立德，穆斯林

军队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的确，哈立德在韩德麦遇到率福娃

奴·本·伍麦叶、苏海鲁·本·阿米尔和阿克赖麦·本·艾布

结核离等一伙古莱什人，他们阻止他进入麦加，他们拔出武器，

并用箭射他，哈立德呵斥他们，并与他们打了起来，哈立德杀

了大约十三个多神教徒，然后他们就被打垮了。穆斯林方面阵

亡的有凯尔汝·本·贾比尔和侯白西·本·哈立德·本·莱比

阿。 

有人在“侯军”为先知（ ）支起了帐篷，他强制性地进

入了麦加，人们自愿地、非自愿地接受了伊斯兰。他骑着骆驼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780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0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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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游了天房，在天房的四周有三百六十座偶像，每当他经过其

中的一座偶像时，他都用手杖指着偶像说： 

® u™ !% y` ‘, ysø9 $# t, yδ y— uρ ã≅ÏÜ≈ t6 ø9$# 〈 81: اإلرساء 
【真理已来临了，虚妄已消灭了。】①偶像就脸朝下摔了下

去，当时 大的偶像正是对着天房的“胡柏鲁”。先知（ ）

来到伊布拉欣（ ）的站立处，并在它的后面礼了两拜，然后

他说： 

. َخًريا; َأٌخ َكريٌم واْبن أٍخ كريمٍ : َقالوا "َيا َمْعَرشَ ُقَرْيٍش َما َتَرْوَن َأينِّ َفاِعٌل بُِكْم?": َقاَل 
 "اْذَهُبوا َفَأْنُتُم الطَُّلَقاءُ ": قال

“古莱什人啊！你们认为我将会如何处治你们呢？”他们

说：“你怎么处治都是好的，你是一个慷慨的兄弟，一个慷慨的

侄子。”使者说：“你们走吧！你们都被赦免了。” 

在真主恩赐他征服敌人之后，他又宽恕了他们。对已被征

服的罪犯，做出了一个大赦和宽恕的楷模，然后先知（ ）坐

在萨法山上，接受人们宣誓加入伊斯兰，以及他们尽力地听从，

人们陆续不断地来向他宣誓效忠。 

光复麦加是在“赖麦丹”月后十天的主麻日，他在麦加住

了十五个夜晚，然后去了侯奈因，他让文塔布·本·欧塞德留

在麦加带领人们礼拜，让穆阿兹·本·杰百里教授人们圣行和

法律。② 

                                                        
①
《夜行章》第81节 

②
《沃法素》第 718-720 页，《正确的生平》第 4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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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讲座 

先知的宽恕 

的确，真主命令他的先知（ ）要宽恕他人。超绝万物的

真主说： 

yϑÎ6$ ®: َقاَل ُسبحاَنهُ  sù 7π yϑ ômu‘ z⎯ ÏiΒ «!$# |MΖ Ï9 öΝ ßγs9 ( öθs9 uρ |MΨä. $̂à sù xá‹Î= xî É=ù= s)ø9 $# 
(#θ‘ÒxΡ ]ω ô⎯ÏΒ y7Ï9 öθ ym ( ß# ôã $$sù öΝåκ ÷] tã öÏ øótG ó™ $#uρ öΝçλm; öΝ èδ ö‘Íρ$x© uρ ’ Îû Íö∆ F{$# 〈 ]آل عمران :

159[ 
【[159]只因为从真主发出的慈恩，你温和地对待他们；假

若你是粗暴的，是残酷的，那么，他们必定离你而散；故你当

恕饶他们，当为他们向主求饶，当与他们商议公事。】①清高的

真主还说： 

ß#ôã ®:  َاَل َتَعاَىل ق $$ sù öΝåκ÷] tã ôxx ô¹$# uρ 4 ¨βÎ) ©!$# =Ïtä† š⎥⎫ ÏΖ Å¡ ósßϑø9  ]13: ائدةامل[〉 #$
【你当饶恕他们，原谅他们。真主确是喜爱行善者的。】②先

知（ ）喜欢宽大处理事情，偏向于赦免。除非是没有办法、

无法避免的，否则，他都不会提前惩罚的。在先知（ ）的生

平传记中，提到了许多著名的赦免实例。其中有：在伟大的光

复战役之后，他优先赦免了麦加的居民。艾布胡莱赖（愿主喜

悦他）的传述，他说： 
فَة َخْيًال ِقَبَل َنْجٍد, َفَجاءْت بِرُجٍل ِمْن َبنِي َحنِي َبَعَث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عن أيب هريرة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59 节 

②
《筵席章》第 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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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فَخَرَج إليِه َرُسوُل اِهللا ُثَاممُة ْبن ُأثاٍل َسيُِّد َأْهُل الَيامَمِة َفربُطوُه بِساِرَيٍة ِمن َسواِري املْسِجِد, : ُيقاُل َله
  ُُد خٌري; إِْن تقتْل تقتْل َذا دٍم, وإْن ُتنِْعمْ : َقاَل  "َماَذا ِعنَْدَك َيا ُثَامَمُة?": َفَقاَل َله ُتنِْعْم  ِعنِْدي َيا حممَّ

 َحتَّى َكاَن ِمن الَغدِ  فرتَكُه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ىل شاِكٍر , َوإِْن ُكنَت ُتريُد املاَل, َفسْل ُتعَط ِمنْه ما شئَت 
كٍر, ما ُقْلُت َلك; إْن َتْقُتْل َتْقُتْل َذا َدٍم, َوإِْن ُتنِْعْم ُتنِْعْم َعَىل شا: َقاَل  "َماَذا ِعنَْدَك َيا ُثَامَمُة?": َقال َله

: َفَقاَل َلهُ َحتَّى َكاَن ِمَن الَغِد  َوإِْن ُكنَت ُتِريُد املاَل َفَسْل ُتعَط ِمنه ما ِشئَت َفَرتَكُه َرُسوُل اهللاِ 
إِْن ُتنِْعْم ُتنِعْم َعىل شاكٍر, وإْن َتقُتْل تقتْل َذا دٍم َوإِْن : ما ُقْلُت َلَك : َقاَل  "َماَذا ِعنَْدَك َيا ُثَامَمُة?"

   "َأْطلُِقوا ُثَامَمةَ ": َفَ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ريد املاَل, َفَسْل ُتعط ِمنْه ما ِشئَت ُكنَت تُ 
主的使者（ ）派遣了一支骑兵到奈吉德方向，他们回来

时，从哈尼法部落带回了一名男子，名叫苏玛麦·本·欧萨鲁，

是也玛麦人的领袖，他们把此人绑在清真寺里的—根柱子上。

然后主的使者（ ）出来对他说：“苏玛麦啊！你认为我将会

如何处治你呢？”他说：“穆罕默德啊！我认为是好的，如果你

杀了我，你确已杀了一个生命受到保护的人；如果你施恩放了

我，我将感恩不尽；如果你想要钱，你要多少，就可以获得多

少。”然后主的使者（ ）便离开了苏玛麦，到了第二天，使

者对他说：“苏玛麦啊！你认为我将会如何处治你呢？”他说：

“就像我对你所说，如果你杀了我，你确已杀了一个生命受到

保护的人（就会有人为我报仇）；如果你施恩放了我，我将感恩

不尽；如果你想要钱，你要多少，就可以获得多少。”然后主的

使者（ ）再次离开他，又到了次日，使者对他说：“苏玛麦

啊！你认为我将会如何处治你呢？”他说：“就像我对你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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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杀了我，你确已杀了一个生命受到保护的人；如果你施

恩放了我，我将感恩不尽；如果你想要钱，你要多少，就可以

获得多少。”主的使者（ ）说：“你们给苏玛麦松绑!”  

َأْشهُد َأنَّ َال إلَه إِالَّ : َفانَطَلَق إِىل نخٍل َقريٍب ِمَن املْسِجد فاغَتسَل, ُثمَّ َدَخَل املْسِجَد َفَقاَل 
د , وأْشهُد َأنَّ حم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يا حممَّ من وْجِهَك  واهللاِ َما كاَن ِيف األْرِض َوجٌه أبغَض إِيلَّ ! اهللاُ

َفَقْد أصَبح وجُهك أحبَّ الوُجوِه ُكلِّها إّيل, واهللاِ َما كاَن ِمن ِديٍن أبغَض إِيلَّ ِمن دينِك فأصبَح 
يِن كلِّه إيلَّ  واهللاِ ما كاَن ِمن بلٍد أبغَض إيلَّ ِمْن َبَلِدَك فأصَبَح بلُدَك أحبَّ البِالِد . دينُك أحبَّ الدِّ

ه رُسوُل اهللاِ  أخَذْتنِي َوَأَنا ُأريُد الُعْمَرَة َفَامَذا َترى? وإنَّ خيَلك. ُكلِّها إيلَّ   .وأَمره أْن يْعتِمرَ  َفبرشَّ
َة َقاَل له قائٌل  َوَال واهللاِ ال  َال, ولكْن َأْسَلمُت َمع َرُسوِل اهللاِ : أصَبوَت? َقاَل : فلامَّ قِدم َمكَّ

  ].متفق عليه. [يأَذَن فِيها َرُسوُل اهللاِ  َتْأتِيُكْم ِمَن الَيامَمِة َحبَُّة ِحنَْطة َحتَّى
当苏玛麦被松绑之后，他去到清真寺附近的一个椰枣林里

洗了大净后又返回到寺里，然后说：“我作证：‘除真主之外，

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

使者’；穆罕默德啊！指主发誓，原来在大地上没有任何人的面

目比您更使我厌恶了，但现在您的尊荣变得比任何人都更受我

的喜爱；指主发誓，原来没有信仰比您的信仰更使我厌恶了，

但现在您的信仰是我 喜爱的；指主发誓，原来没有地方比您

这儿更使我厌恶了，但现在您这儿是我 喜爱的地方；您的骑

兵把我抓来了，我现在想去副朝，您看如何？”然后主的使者

（ ）向他报喜，并命令他去副朝。当他到达麦加之后，有人

问他：“你偏离了你与你祖先的宗教？”他说：“不是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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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皈依了真主的使者（ ）穆罕默德；指主发誓，除了主

的使者（ ）许可，今后也玛麦的一粒小麦籽也不会到你们这

里来。”① 

看看宽恕是如何改变人心，改善状况，开拓心胸，以及驱

散否认主和迷误的重重黑暗。 

在先知（ ）宽恕的例子中还有：他赦免在羊肉里对他下

毒的犹太女子。当时先知（ ）吃了羊肉，但并没有咽下去。

比希尔·本·白拉乌·本·麦阿鲁尔因吃下了放毒的羊肉而被

毒死，后来先知（ ）因比希尔被毒死的事情而处决了她。 

先知（ ）宽恕的另一个例子，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 

, َقَفل َمَعه, ِقَبَل نجٍد, فلامَّ َقَفل َرُسوُل اهللاِ  َأنَّه َغَزا َمَع َرُسوِل اهللاِ  جابُر  ىَرو
ُق النَّ  فأْدرَكْتهم الَقاِئلُة ِيف واٍد َكثِري العَضاِه, َفنَزَل َرُسوُل اهللاِ  اُس ِيف العَضاِه, َيستظلُّوَن َوتفرَّ

  .حتَت َسُمرٍة, فعلَّق ِهبا سيَفهُ  بالشَجِر, َوَنَزَل َرُسوُل اهللاِ 
他曾经与主的使者（ ）一同出征奈吉德方向，当主的使

者（ ）返回时，他与使者一起返回了，午睡时间，他们到了

一个满地都是荆棘树的山谷，主的使者（ ）下了坐骑，人们

都分开荆棘坐在树荫下乘凉；主的使者（ ）也坐到树下，并

把自己的剑挂在树上。 
َفَقاَل يْدُعوَنا َفجْئنَاُه َفإَِذا ِعنَْدُه َأْعَرايبٌّ َجالٌِس  ُسوُل اهللاِ فنِْمنَا َنْومًة َفإَِذا رَ : َقال َجابِرُ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11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76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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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ط َسْيِفي َوَأَنا َنائٌِم, َفاْسَتْيَقْظُت َوُهَو ِيف َيِدِه َصْلًتا, َفَقاَل ِيل ": َرُسوُل اهللاِ  َمْن : إِنَّ َهَذا اْخَرتَ
, َفَها ُهَو َجالِ : َيْمنَُعَك ِمنِّي? ُقْلُت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 .ُثمَّ َمل يعاِقْبه َرُسوُل اهللاِ  "ٌس اهللاُ

贾比尔说：“我们都睡着了，突然听到主的使者喊我们，我

们来到他跟前时，突然发现有个贝都因人坐在他的身边。”主的

使者（ ）说：“我睡觉的时候，这名男子拔出了我的剑，我

醒来了，我的剑在他手中，他对我说：‘是谁阻止你杀我的？’

先知（ ）说：‘真主。’然后他就坐在这里了。”然而主的使

者（ ）并没有惩罚他。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7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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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讲座 

先知的慷慨 

至于慷慨、宽宏大量和宽容，先知（ ）在这些尊贵的美

德方面是无与伦比的。 

他（ ）的慷慨是全面的，包括所有等次的慷慨， 高尚

的就是他把自己的生命费用在真主的道路上。 

他（ ）慷慨地亲身与真主的敌人战斗，在每次战役中他

都是 接近敌人的，只有勇敢的士兵才敢站在他的身旁。 

他（ ）曾慷慨地教人知识，他把清高伟大的真主教授自

己的知识传授给弟子们，他渴望教导他们一切善行，并在教学

中温和地对待他们。他（ ）说： 

اإِنَّ اهللاَ َملْ َيْبَعْثنِي ُمَعنِّتا َوَال ُمَتَعنًِّتا َوَلكِْن َبَعثَ ": َقاَل  ً ًام ُمَيرسِّ   ].رواه مسلم[ "نِي ُمَعلِّ
“的确，真主并没有派遣我为使人艰难的、也没有派遣我

为顽固的，但是他派遣我为一名导师、一位使人容易者。”① 

他（ ）并且还说： 

 ].رواه أمحد وأبوداود[ "إِنَّام َأَنا َلُكْم بَِمنِْزَلِة الَوالِِد َأُعلُِّمُكمْ ": َقاَل 
“我对你们就像一位父亲一样在教授你们。”② 

当有人询问他某项裁决时，往往他的答复会超出答案，这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478段 

②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7064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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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慷慨地传授知识。的确，有人曾经请教他有关用海水洗大

小净时，他（ ）说： 

المُ  لُّ ِمَيُتُته": َقاَل َعَلْيِه الصالُة َوالسَّ نَنِ [ "ُهَو الطَُّهوُر َماُؤُه اْحلِ  ].رواه أمحُد وأصحاب السُّ
“海水是洁净的，海里的死物是合法的。”① 

他（ ）慷慨地把自己的时间和休息用在解决人们的需求、

致力于他们的利益上，在这方面他也是 慷慨的人。前面的例

子足够证明这一点：麦地那的某一女仆抓着主的使者（ ）的

手，直到她随意地带着使者在麦地那城内解决她的需求。”② 

证明先知（ ）无比的慷慨还有：贾比尔·本·阿布杜拉

（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متَّفٌق علْيهِ [. "َال : َشْيًئا َقطُّ َفَقاَل  َما ُسئَِل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جابُِر ْبُن َعْبِد اهللاِ 
“只要有人向主的使者（ ）寻求帮助时，他都决不会说：

‘不’。”③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عَىل اإلْسالِم َشْيئًا إالَّ َأْعَطاُه, َقاَل   َما ُسئَِل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نس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دًا ُيـْعطِي : َفَجاَءُه َرُجٌل َفَأْعَطاُه َغنًَام َبَني َجَبَلِني, َفَرَجَع إَىل َقوِمِه َفَقاَل  َيا َقوِم َأْسلِـُموا َفإنَّ ُمـَحـمَّ

 .أخرجه مسلم. َعطاًء ال َيـْخَشى الَفاَقةَ 
“任何人因为伊斯兰向主的使者（ ）寻求时，他都会给

予他。”他又说：“有人来于他，他给了那个人充满两山之间的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8380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83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

第 69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59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87 段 

译者注：这里专指生活在海里的动物。 
②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4177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3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3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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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群，然后那个人回到他的族人那里说：‘族人们啊!你们归信

伊斯兰吧!的确，穆罕默德会不怕贫穷地给予你们’。”① 

艾奈斯说：“即使某人是因为获得今世的利益而加入伊斯

兰，但不久他就会变得喜爱伊斯兰超过今世及其中的一切。” 

在“侯奈尼”战役之后，主的使者（ ）给予了率福娃

奴·本·伍麦叶三百峰骆驼，后来他说： 

ُه َألَ  َواهللاِ َلَقْد َأْعَطاِين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بَغُض النَّاِس إِيلَّ َفَام َبِرَح ُيْعطِينِي َما َأْعَطاِين َوإِنَّ
  ].رواه مسلم[ "َحتَّى إِنَّه َألََحبُّ النَّاِس إِيلَّ 

“指主发誓，真主的使者（ ）确已给了我他所给予的，

他曾经是我 讨厌的人，他一直给予我，直到他成为我 喜爱

的人。”②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 َوَكاَن َأْجوَد َما َأْج  َكاَن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اْبِن َعبَّاٍس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قاَل  َوَد النَّاِس باخلْريِ
الُم  –يُكوُن ِيف َشْهِر َرمَضاَن, ِحَني َيْلَقاُه ِجْربيُل  َأْجوُد  فُيَداِرُسه الُقْرآَن, َفلَرُسوُل اهللاِ  –َعَلْيِه السَّ

ْيِح املْرَسلِة    ].متفٌق َعَلْيهِ [باخلْريِ ِمَن الرِّ
“主的使者是 慷慨行善的人，他 慷慨的时候是在‘赖

麦丹’月中，当吉布笠莱天使来见他，并与他研习《古兰经》

时，主的使者（ ）的行善比春风送暖还要慷慨。”③ 

朱拜勒•本•穆图阿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وَمَعُه النَّاُس َمْقَفله ِمْن ُحنَْنيٍ َعِلقْت بِِه  اهللاِ  َرُسولِ  معَبينَا : َقاَل  َعْن ُجَبْريِ ْبِن ُمْطِعٍم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12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12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30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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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ه إِىل َسُمرة, َفَخَطفت ِرداَءهُ  وا ": َفَ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فَوَقَف  األْعراُب يْسَألوَنُه َحتَّى اضَطرُّ ُردُّ
اًبا َوَال َعَيلَّ ِرَدائِي َفَواِهللا َلْو َكاَن يل َعَدُد َهِذه العَضاه َنَعًام, لَقَسْمُته َبْينَُكْم ُثمَّ َال َجتُِدْوِين َبِخْيًال  َوَال َكذَّ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 "َجَباًنا
正当我们和主的使者（ ）从‘侯奈尼’战役中返回的途

中，一群游牧人缠住使者向他讨要东西，甚至一直将他逼到一

棵树下，树枝挂住了他的斗蓬。主的使者（ ）站住说：“你

们把我的斗蓬还给我，指主发誓，假若我拥有像这些树枝一样

多的牲畜，我一定把它分配给你们，你们会发现我不是一个吝

啬者、或说谎者、或怯懦者。”① 

我们的先知（ ）具有慷慨的品性，甚至是在他为圣之前，

当他在希拉山洞中办功时，吉布笠莱天使来临他， 然后他惊恐

不安地返回到妻子海迪彻那里，海迪彻安慰他说：“绝不然，指

主发誓，真主永远都不会使你受辱，因为你接济近亲，帮助弱

者，关心穷人，款待客人，主持正义。”② 

艾奈斯说： 
ِخُر َشْيًئا لِغدٍ  َكان النبيُّ : َأَنٌس َقاَل    ].َرواُه الْرتِمِذيُّ . [َال يدَّ

“先知（ ）从不为明天储备东西。”③ 

艾布赛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فَأْعَطاُهْم َما َسأُلوه ُثمَّ َسأُلوه َسَأل َناٌس ِمَن األْنَصاِر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عْن َأِيب سعيٍد 
َما َيُكوُن ِعنِْدي ": َقاَل أُلوه فأْعطاُهْم َما َسأُلوه, َحتَّى إَِذا َنِفَد َما ِعنَْده َفأْعَطاُهْم َما َسأُلوه ُثمَّ َس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2665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60 段 

③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246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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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يَصربِّ , َوَمْن َيَتَصربَّ , َوَمْن َيْسَتْغِن ُيْغنِِه اهللاُ ِخَرُه َعنُْكْم َوَمْن َيْسَتْعِفْف ُيِعّفُه اهللاُ , َوَما َفَلْن َأدَّ ُه اهللاُ
ْربِ ُأْعطَِي َأَحٌد َعطاًء    ].متفٌق َعَلْيهِ [ُهَو َخْريٌ َلُه َوَأْوَسُع ِمَن الصَّ

有一些辅士向主的使者（ ）要东西，他就给予他们所要

的，然后他们又要，他又给予他们，然后他们再次要，他就再

次给，直到他给予完自己跟前的一切。然后他说：“如果我有任

何东西，我都会把它分给你们，绝不储存它；克己奉公者，真

主就使其更加廉洁；意图富足者，真主就使其富足；坚忍克己

者，真主就使其更有毅力，任何人都没有获得比忍耐更美好、

更丰厚的恩惠了。”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40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0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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