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尊名始

伊斯兰教精义
周仲羲著

伊斯兰教精义自序
本人曾对世界各大宗教作了客观地比较与研究，认为各宗教中都有真理存在，而伊斯兰教
教义里，确包容客观世界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真理，它实是今日最完美的宗教。伊斯兰教
一如其它宗教，也有许多宗派，不过这个宗教里面各宗教义大同小异，都以造物的主宰的
《古兰经》为依据，本人于伊斯兰教内各宗派对于伊斯兰教义的阐释，也作了客观地比较
与研究，认为阿哈默底亚会，为伊斯兰教中最完善的一宗，它所阐述的伊斯兰教的一切教
义，完全以《古兰经》与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明证的圣训为根据，
且与中国传统文化与儒教精神更能互相发挥，增益了真理共鸣的范畴。所以如果我们要认
识伊斯兰教的全部真象，多多地沟通伊斯兰教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幷极度地加强趋向
真善美的志趣，达到至高的道德与精神品位，获得学习安拉——宇宙创造者常德的人生目
的，我们必须研究该宗权威学者对伊斯兰教义的论述。本人基于这个信念与意旨，本诸伊
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一宗的创始人，主许的迈喜合，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对伊斯兰
教义的阐释与实践，抽取主许的迈喜合第二继位人，米尔萨·巴禧尔·丁·迈哈姆德·阿哈默
德所著《真正的伊斯兰教》一书的纲要与精华介绍伊斯兰教的精义。我这篇文字，就宗教
理论说，固不是什么创作，但却是我对各宗教作了客观地比较研究后所选择的信仰，希望
钻研宗教的朋友，也能以客观的立场，以这篇文字为参考材料，把伊斯兰教各方面的教
义，细细研究一下。如果大家再能烦扰清神将文里所述的伊斯兰精义与各大宗教的精义作
个比较的研究，那么，你们将更能欣赏真理之所以为真理了，愿造物主帮助我们大家成
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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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的原文是阿拉伯文。为了说明“言而有征，”将引证的阿文经文录入书内，以通
晓阿文的读者作为参考。
为使一般读者易于明了引证的经文意义，故于其译文之字里行间，间而增添必要的注释。
为左证本书阐述的伊斯兰精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儒教精义多有共通之点，颇能互相发挥。
所以将中国诸家学说择要为例，附录书后，以供钻研宗教文化真理者之参考。
本书印刷时，承蒙友人杨毓文先生热心一再指正，校对，教长穆罕默德·赛伊德·安刹利先
生亲手书写阿文经训，阿利·马骏与阿哈默德两位先生多方协助，五中铭感，特此一幷致
谢，幷求安拉多多酬报他们。
拙作题大册小，自多言有未尽，或可收抛砖引玉之效，绝不能无质疑之处，且印刷也难免
遗漏、错误。恭请读者诸君指教与改正。
穆罕默德·欧思曼·周仲羲序
1969 年 6 月 8 日于新加坡

目录
伊斯兰教精益自序
伊斯兰教精益简介

一

2

伊斯兰教怎样完善地建立人与安拉的关系？
伊斯兰教怎样完善地建立人与安拉的关系
？
1.

第一问题——关于安拉的本体与常德

2.

第二问题——安拉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3.

第三问题——人类应以那些行为表示对安拉的关系：人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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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有甚么责任？

4.

第四问题——人可以在这个世界里会遇安拉吗？伊斯兰教声
称使人会遇安拉吗？

二 伊斯兰教怎样培养人类的完善道德、
建立人间的完善关
的完善关
伊斯兰教怎样培养人类的完善道德、建立人间

系？
1.

伊斯兰教认为甚么是好道德？伊斯兰教认为甚么是坏道德？

2.

伊斯兰教认为好道德的等级，伊斯兰教认为坏道德的等级。

3.

伊斯兰教为甚么把一件事情称为好道德，另一件事情命为坏
道德？

4.

伊斯兰教培养好道德的方法，伊斯兰教杜绝坏道德的方法

三 伊斯兰教怎样完善地教导人类建立理想的社会关系
伊斯兰教怎样完善地教导人类建立理想的社会关系？
？

1.

伊斯兰教建立理想的个人与家庭、民族及国家关系的教义

2.

伊斯兰教政府与人民、雇主与雇工，及富人与穷人之间系的
教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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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伊斯兰教建立理想的国际间与宗教间关系的教义

四 伊斯兰教怎样完善地教导人类的死后生活？
伊斯兰教怎样完善地教导人类的死后生活？

1.

人死以后，是否还有生命？如有生命，那生命该是怎样的？

2.

如果有生命，在那生命中是否还有快乐和痛苦？

3.

如果有快乐与痛苦，那些快乐与痛苦究竟是甚么性质？

4.

人死之后，是否尚有迁善改过的途径？如有，它的情形怎
样？

附录
伊斯兰教与中国诸家学说合流之例证
一中国历代诸家对于一个宇宙万物创造者（安拉，上帝）的存

在及其美德的说明

二中国历代诸家对于人类精神道德品质的看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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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精义
伊斯兰教发源于公历第七世纪阿拉伯半岛麦加，这个宗教是创始宇宙万物的主宰，为了使
整个人类完善地效法他的一切常德，做到天人合一而启示给一生不识文字的穆罕默德圣人
（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中国弟兄们常称它为回教或清真教，其实安拉把这个宗教
定名为伊斯兰。在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说：

ﻋﻨْ َﺪ اﻟﱠﻠ ِﻪ اﻟْ ِﺈﺳْﻠَﺎ ُم
ِ ﻦ
َ ن اﻟﺪﱢﻳ
ِإ ﱠ
在安拉（
安拉’是主宰的本名
）
在安拉（在阿拉伯文里
在阿拉伯文里‘安拉
安拉 是主宰的本名）
是主宰的本名）看来，
看来，真正的宗教是伊斯兰。（
真正的宗教是伊斯兰。（3：
。（ ：20）
‘伊斯兰’这个阿文字义是服从 ，安拉定‘伊斯兰’为这个宗教之名，旨在指示：真正的宗教
是完全地服从安拉。伊斯兰教确是世界上最真至善尽美的宗教。安拉在《古兰经》说：

ﺖ َﻟ ُﻜﻢْ اﻟْ ِﺈﺳْﻠَﺎ َم دِﻳ ًﻨﺎ
ُ ﻋ َﻠﻴْ ُﻜﻢْ ِﻧﻌْ َﻤﺘِﻲ َو َرﺿِﻴ
َ ﺖ
ُ ْﺖ َﻟ ُﻜﻢْ دِﻳ َﻨ ُﻜﻢْ َوَأﺗْ َﻤﻤ
ُ ْاﻟْ َﻴﻮْ َم َأآْ َﻤﻠ
今天，
幷满足于伊斯兰教作为你们的
足于伊斯兰教作为你们的
今天，我已经完善了你们的宗教，
我已经完善了你们的宗教，满足了对你们的恩惠，
满足了对你们的恩惠，幷满
宗教。（
宗教。（5：
）
。（ ：4）
这个宗教包容人生各方面的真理，满足人类精神、物质的一切需要，具备一切宗教之特
征，而无任何宗教之流弊。它是安拉对全人类下降的宗教，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没有
民族与国家的拘束。降自造物者的一部《古兰经》，直到今日，从无丝毫更动。言简意
赅，包罗万象。对世界各种科学，都有领导原则；于宇宙一切现象，皆有具体说明。讲尽
宗教法规，概述自然定律。不但教人善事恶事的真像确定其高尚正确之目的，且教人达到
其目的的一切合法、合理的方法。不仅教人们了解行善止恶的事情，而且又赐予人们行善
止恶的力量。不教人迷信盲从任何教条，而劝导他们善用其个人智能，以理解具备充分哲
理的安拉真言与表彰真言之宇宙现象。它不仅为人开启得救的门径，且为人安排成功的道
路。不只给你死后天园的许约，又赐你享受今世天园的幸福。它不说你只要追求无限的精
神生活，而令你也要谋取无止的物质进步。它指出宗教与科学可以彼此发挥，说明精神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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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能以相互为用。主张情欲不应抑制而当正确的培养，善美的运用；理智不可忽视偏废
而须适当的启迪，高度的发展。阐述天道，详论人道。不阻止你入世，以求今世的进步与
幸福，而教你首重出世以谋后世的进步与幸福。它教人效法安拉常德获得他的喜悦；与人
为善，完成世界大同。教导心物一元之道，明万物一主之论。像这样一个源出安拉、具备
一切真理、包括整个人生宇宙万物的经典，要想以人的有限的言语文字给它恰如其分的评
价，当然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事。《古兰经》中安拉说：

ﺟﺌْﻨَﺎ ِﺑ ِﻤﺜْ ِﻠ ِﻪ
ِ ْت َرﺑﱢﻲ َو َﻟﻮ
ُ ت َرﺑﱢﻲ َﻟ َﻨ ِﻔ َﺪ اﻟْ َﺒﺤْ ُﺮ َﻗﺒْ َﻞ َأنْ ﺗَﻨ َﻔ َﺪ َآ ِﻠﻤَﺎ
ِ ن اﻟْ َﺒﺤْ ُﺮ ِﻣﺪَادًا ِﻟ َﻜ ِﻠﻤَﺎ
َ ُﻗﻞْ َﻟﻮْ آَﺎ
َﻣ َﺪدًا
你对他们说：
你对他们说：假使海水成为写我养主的言语的墨水，
假使海水成为写我养主的言语的墨水，即使我把海水再加一倍，
即使我把海水再加一倍，那么，
那么，还
是在我养主的言语尚未完结之前海水就将完结。（
）
是在我养主的言语尚未完结之前海水就将完结。（18：
。（ ：110）
从这节经文可知安拉——创造主的大道，伊斯兰的教义，实在是无法以笔墨作尽善尽
美的形容的，我在这本《伊斯兰教精义》中只能作简单的论述，以便读者们对其有一个基
本而总括的概念。
本人于论述伊斯兰教义之前，要略述人生为甚么需要一个完善的宗教及一个完善宗教
应有甚么目的。
宗教二字在阿拉伯文里是（ﻦ
ُ ）َاَﻟﺪﱢﻳ一字，阿文辞典里记载这字的十二个意义：
（一）报答；（二）服从；（三）审判及末日审判；（四）主权优势；（五）支配、规
律；（六）计划；（七）祈祷；（八）宗教体制与组织；（九）公正；（十）仪式、状
态、容量；（十一）神的命令；（十二）风俗习惯。
由（ﻦ
ُ ）َاَﻟﺪﱢﻳ这十二个字义，可知伊斯兰教所谓宗教一词内含有下列十二个意义：
（一）安拉善恶的计算；（二）服从所属之体制与组织；（三）死后的审判；（四）创造
宇宙万物者之主权与优势；（五）人与安拉及人与人间相交关系之道德与精神规律；
（六）人生计划；（七）向安拉之祈祷；（八）宗教团体或教会；（九）公正之德的人
生；（十）人生礼法；（十一）安拉的宗教律和自然律；（十二）人类社会的一切风俗习
惯。
伊斯兰教既对宗教一词有这样广泛的解释，当然它的教义必然也是这样的广泛，所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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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认为宗教实涉及人类生活之各方面，人类精神与物质之生活，今生与后世之一切
问题，都包括于宗教范围之内。宗教既涉及人类之全部生活，那么，人类之进步与幸福自
然无法与宗教绝缘。你想在人生中求得善的善报、避免恶的恶报吗？你想得到服从安拉、
宗教导师、政府领袖及生活各方面的领导人士、与受人服从的益处吗？你要死后享受精神
进步与幸福吗？你要知道安拉在你个人生活与宇宙间的主权吗？你愿培养天人关系，提高
你的道德品质吗？你想安排合乎安拉意旨的人生计划吗？你渴望安拉满足你的心愿吗？你
想为了与人为善、共享进步、幸福而参加一个宗教团体吗？你想成一个公正的人吗？你乐
意度一个有礼法的人生，享有一个礼法的社会吗？你想明白应用安拉的自然规律与宗教规
律吗？你想移风易俗吗？如果你想解决你的人生中诸如此类的无数问题，得到难以比拟的
无限进步与幸福，那么，请你聪明坦白地承认一个宗教的需要，幷且拿出努力物质生活一
样的精神与时间，选择一个最完善的宗教吧！如果你说信仰一个宗教固是需要的，但何必
非信仰一个完善的宗教不可呢？关于这一点我请你注意：物质界与精神界的道理可以互相
贯通的，物质有高下之分，精神也有高下之分。完善的物质，可以完善地有助于物质生
活；完善的精神也可以完善地有助于精神生活，况且完善的宗教，涉及人生物质与精神两
面，直接影响物质与精神的进步，当然完善的宗教是必要的。尤其是有些宗教忽视物质生
活之教导；有些宗教的经典失其纯真，不能满足人生之一切精神需要，不能提高人类应有
之精神品位，所以慎重地运用自己的理智，选择一个协助我们精神与物质的无止进步与获
得两世无限幸福的完善宗教，是太必要的了。

一个宗教应当有其固定的目的与达到其目的的教义，而一个完善的宗教必须有四大目的：
（一）

完善的宗教要能建立人类与创造宇宙万物者的完善关系；

（二）

完善的宗教应培养人类的完善道德，建立人与人间的完善关系；

（三）

完善的宗教应指导人类建立理想的社会关系；

（四）

完善的宗教应教导人类死后生活。

为了完善地达到这些目的，一个完善的宗教必须有如下的各种教义：
（一）

为达到其第一目的它应教育人们四件事情：
关于创造宇宙万物者的本体与常德（属性）应详实阐述；
说明人类与创造者应建立怎样的关系；
为表现此种关系，人类应做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人类对造物者应有什么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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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指出人类会遇安拉的方法，幷在这个世界的实地生活中达到这个目标，以便
人类对安拉认识由推测与揣度的阶段而进展到确实性的程度。

（二）

为达到其第二目的，必须教育人们下述七事：
什么是好的道德？
什么是坏的道德？
好道德的不同等级？
坏道德的不同等级？
为什么把某件事叫做好道德，把另一件事叫做坏道德？
培养好道德的方法？
杜绝坏道德的方法？

这七件事非常重要，除非一个宗教把它一一说明，那它的第二个目的绝对无法完成
的。

（三）

为达到完善宗教的第三个目的，它应教导下列四件事情：
家庭中的一切事务——亲属之间彼此的关系及其相互的权利与义务；
每个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及其履行的最佳方法；
雇主与雇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及富人与穷人间应有的关系；
不同宗教与不同国家的人彼此应有的关系；

（四）

为达到其第四目的，它指示以下四件事情：
人死以后，是否还有生命？如果有生命，那生命该是怎样的？
如果有生命，在那生命中是否还是快乐和痛苦？
如果有快乐与痛苦，那快乐与痛苦究竟是什么性质？
人死之后，是否尚有除恶扬善的途径？如有，它的情形怎样？

根据本人对伊斯兰教义的研究，认为伊斯兰教确有这四大目的，幷具备达成这四大目
的与达其目的教义。现在让我论述伊斯兰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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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伊斯兰教怎样完善地建立人与安拉的关系
伊斯兰教怎样完善地建立人与安拉的关系？
？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关于人与安拉的关系方面有四个问题，现在即就此四个问题，一一研
究之。
（一）第一问题——关于安拉的本体与常德
关于安拉的本体与常德
第一问题
伊斯兰教述说一个创造宇宙万物者的本体存在，认为这个本体的存在者唯一具有一切完善
的常德，并完全脱离一切想象的缺点。他的本体之名是安拉，他具备一切常德，我们信仰
他的本体是通过对他的常德的认识的。
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ﻦ
َ ب اﻟْﻌَﺎ َﻟﻤِﻴ
ﺤﻤْ ُﺪ ِﻟﱠﻠ ِﻪ َر ﱢ
َ ْاﻟ
一切的赞美都归安拉——养育全世界的主
养育全世界的主。（
）
一切的赞美都归安拉
养育全世界的主。（1：
。（ ：2）
因为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的、养育的，所有万物都仰赖他，万物的优美，都从他那里得
来，所以不论从万物看到什么优美，都应当归属于安拉的。
安拉又在《古兰经》里说：

ن
ِ اﻟ ﱠﺮﺣْﻤَﺎ
凡是人类的一切需要，
的一切需要，不待人类的索求而博爱地恩赐给他们。
不待人类的索求而博爱地恩赐给他们。例如，
例如，宇宙间的日月星
辰，人体的耳目手足，
）
人体的耳目手足，都是安拉本着这个常德赐予的。（
都是安拉本着这个常德赐予的。（1：
。（ ：3）
安拉在再说他的一个常德：

اﻟ ﱠﺮﺣِﻴﻢ
安拉是给予一切工作者奋斗与努力的最好结果的，
安拉是给予一切工作者奋斗与努力的最好结果的，人们做多少努力便得多少收获，
人们做多少努力便得多少收获，绝不
致有耕耘而一无果实的。（
）
致有耕耘而一无果实的。（1：
。（ ：3）
安拉又在《古兰经》里继续说他的另一个常德：

ﻦ
ِ ﻚ َﻳﻮْ ِم اﻟﺪﱢﻳ
ِ ﻣَﺎ ِﻟ
安拉是善恶审判时候的主宰。（
）
安拉是善恶审判时候的主宰。（1：
。（ ：4）
意思是说，安拉依照其创造的自然律给予每一个事物的结果，幷遵循其创造的宗教律，在
工作过程中随时给予赏罚，而且对每一工作都规定了一个终极之点，当它达到它的终极之
点时，便给一个最后的判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过这种赏罚是依循安拉的常德——
善恶判决时候的主宰——进行的，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无限制的赏赐，也可完全宽恕的。
安拉在《古兰经⋅首章》中启示了他的四大常德，《古兰经》其它章节和至圣穆罕默德
（祈真主赐他幸福、平安）的圣训记述了超过一百之数的安拉常德。其实安拉的常德不论
就数量或质量说，都是不可计算的。不过《首章》中的四大常德是一切常德之母，是首要
的常德，而其它的常德都统属于这四大常德，是这四大常德的申述和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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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述的安拉常德，大多数的宗教多少都有些论述，在表面看来，各宗教不应有什么不
同，不过须知宗教间的不同，不在于安拉的常德名称，而在于对其常德的解释，研究宗教
者在这方面不可不加以注意，伊斯兰教对于安拉常德之特征的认识，在《古兰经》里叙述
地甚是详明，可惜在此不能尽述，只能举例说明如下：
（一）在伊斯兰教中安拉依照人类的天赋能力与其今生需要，启示了他自己的很多常德。
其实他的常德是不可胜数的。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ﺤﺴْﻨَﻰ
ُ َْﻓ َﻠ ُﻪ اﻟْ َﺄﺳْﻤَﺎ ُء اﻟ
安拉具备一切好的常德。（
）
安拉具备一切好的常德。（17：
。（ ：111）
（二）从上面所述的安拉常德看来，我们可说，伊斯兰教所教导的安拉知识足以激励人们
对他的两种情感：一是对按拉爱的情感；二是对按拉惧的情感。对按拉的爱和惧，都是产
生与按拉完全的关系所必需的情感。凡是有智能的人都知道完善的服从与完善的结合，常
需要爱和惧两种情感，当然彼此热爱的关系，更是优越，更是完美，但无可否认的，人类
的天赋各异，有些人惟由惧才能使他听命的，所以一个宗教在教导安拉的常德时，如不加
重安拉常德的可爱性和可惧性，使人产生热爱与畏惧这两种情感，它是不能有益于具备不
同天赋的整个人类的。
（三）伊斯兰教固然阐述安拉具有两类常德——爱、惧，但也强调他的热爱确是超过他的
恼怒的，因为他的目的在于改正人类而不在给予人类痛苦。《古兰经》里安拉说：

ﺷﻲْ ٍء
َ ﺳ َﻌﺖْ ُآﻞﱠ
ِ َو َرﺣْ َﻤﺘِﻲ َو
安拉的仁慈是广被一切事物的。（
）
安拉的仁慈是广被一切事物的。（7：
。（ ：156）
（四）关于安拉是‘全世界的养育主宰’的观念的解释，各教不同。伊斯兰教认为依照安拉
的仁慈常德，安拉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团体的安拉，而是整个人类的安拉，他必一视同仁
地供应每个民族精神与物质的一切需要。《古兰经》里安拉说：

ٌَوِإنْ ِﻣﻦْ ُأ ﱠﻣ ٍﺔ ِإﻟﱠﺎ ﺧﻠَﺎ ﻓِﻴﻬَﺎ َﻧﺬِﻳﺮ
每一个民族，
）
每一个民族，都有过传警告者。（
都有过传警告者。（35：
。（ ：25）
由于伊斯兰教对全世界养育主宰的此种认识，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尊敬每一个宗教的圣
贤，认为整个人类都是他们的弟兄。
（五）伊斯兰教的安拉的独一性的教导确是独特的，完善的。伊斯兰教基于对按拉的这种
正确认识，反对创造物与安拉的四种同等的观念：
（一）反对信仰除安拉以外，还有像安拉一样的主宰；
（二）反对任何受造之物与安拉在其全部或部分常德方面是平等的；
（三）反对崇拜安拉以外的。只有安拉是值得崇拜的对象。至于其它的存在者，不论被认
为是安拉或不被认为是安拉，不论其被认为具有安拉的常德或不被认为具有安拉的常德，
都不应受拜。例如，人们拜祖先；
（四）反对把任何人做成创造宇宙 万物的养主，意思是，反对把任何一位宗教领袖当作
没有作为人的错误，凡是他所命令的，不论多坏，必须奉行，幷反对虽没有在信仰上认为
某大人物就是安拉，但行动上确把他的话放在安拉真言的前面。
《古兰经》里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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ﺷﻴْﺌًﺎ َوﻟَﺎ
َ ك ِﺑ ِﻪ
َ ﺳﻮَا ٍء َﺑﻴْ َﻨﻨَﺎ َو َﺑﻴْ َﻨ ُﻜﻢْ َأﻟﱠﺎ َﻧﻌْ ُﺒ َﺪ ِإﻟﱠﺎ اﻟﱠﻠ َﻪ َوﻟَﺎ ُﻧﺸْ ِﺮ
َ ب َﺗﻌَﺎ َﻟﻮْا ِإﻟَﻰ َآ ِﻠ َﻤ ٍﺔ
ِ ُﻗﻞْ ﻳَﺎَأهْ َﻞ اﻟْ ِﻜﺘَﺎ
ن
َ ن اﻟﱠﻠ ِﻪ َﻓ ِﺈنْ َﺗ َﻮﱠﻟﻮْا َﻓﻘُﻮﻟُﻮا اﺷْ َﻬﺪُوا ِﺑ َﺄﻧﱠﺎ ُﻣﺴْ ِﻠﻤُﻮ
ِ ﻀﻨَﺎ َﺑﻌْﻀًﺎ َأرْﺑَﺎﺑًﺎ ِﻣﻦْ دُو
ُ ْﺨ َﺬ َﺑﻌ
ِ َﻳ ﱠﺘ
你说：
有经的人们哪，
让我们在一个基本相同的道理上彼此同意：
：就是我们礼拜在本体
你说：“有经的人们哪
有经的人们哪，让我们在一个基本相同的道理上彼此同意
就是我们礼拜在本体
上绝无任何同等的安拉，
上绝无任何同等的安拉，我们不认为别的存在者与安拉有同样的常德，
我们不认为别的存在者与安拉有同样的常德，我们在人类中不
把任何人的话放在安拉命令的前面。
如果他们不肯，
我要你们见证，
把任何人的话放在安拉命令的前面。”如果他们不肯
如果他们不肯，你们就说：
你们就说：“我要你们见证
我要你们见证，我是
这样的反对为安拉举上述四种同等，
（3：
：65）
）
这样的反对为安拉举上述四种同等，而完全地服从独一的安拉的。
而完全地服从独一的安拉的。”（
注：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书中经节的译文间而附加必要的注释
总而言之，伊斯兰教义在安拉的常德方面，不论原则与细目都是极其完善的。这种教义所
产生人对安拉的倾向与爱慕，是他教望尘莫及的。况且伊斯兰教详细地叙述安拉每一个常
德及其在人类日常生活环境里的必然影响，幷说明一切常德间相互关系及其作用与反作用
之范围，所以这个完全的安拉观念，竟把安拉的存在放置在人类智能之眼的前面，使其内
心充沛对安拉的亲爱。

（一）安拉四大首要的常德
（1)
（2）
）
（3）
）
（4）
）

ﻦ
َ ب اﻟْﻌَﺎ َﻟﻤِﻴ
ر ﱡ养育众世界的主。
َ
。
养育众世界的主
ﻦ
ُ  اﻟﺮﱠﺣْ َﻤ无限博爱的主。
无限博爱的主。
اﻟ ﱠﺮﺣِﻴ ُﻢ永久仁慈的主。
永久仁慈的主。
ﻦ
ِ ﻚ َﻳﻮْ ِم اﻟﺪﱢﻳ
ِ  ﻣَﺎ ِﻟ赏罚日的主。
赏罚日的主。

(二
二）安拉的其它常德

（1）
）

ﻚ
ُ  اﻟْ َﻤ ِﻠ有至高主权的。
有至高主权的。

（2）
）

س
ُ  اﻟْ ُﻘﺪﱡو至圣洁的。
至圣洁的。

（3）
）

ﺴﻠَﺎ ُم
 اﻟ ﱠ和平的源泉
和平的源泉。
的源泉。

（4）
）

ﻦ
ُ  اﻟْ ُﻤﺆْ ِﻣ给予安全的。
给予安全的。

（5）
）

ﻦ
ُ  اﻟْ ُﻤ َﻬﻴْ ِﻤ保护者。
保护者。

（6）
）

 اﻟْ َﻌﺰِﻳ ُﺰ最优胜者，
最优胜者，最有力者，
最有力者，自然律
的主宰。
的主宰。

（7）
）

ﺠﺒﱠﺎر
َ ْ اﻟ最使顺从者，
最使顺从者，最克制者。
最克制者。

（8）
）

 اﻟْ ُﻤ َﺘ َﻜ ﱢﺒ ُﺮ极伟大的主宰，
极伟大的主宰，具有绝对的
伟大性；
伟大性；没有受造物的缺陷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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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圣洁、
圣洁、崇高于所有其他大小的
崇拜对象。
崇拜对象。
（9）
） ﻖ
ُ  اﻟْﺨَﺎ ِﻟ创造者
创造者。
。
（10）
）ئ
ُ  اﻟْﺒَﺎ ِر完善的创造者
完善的创造者。
创造者。
（11）
）ر
ُ ﺼﻮﱢ
َ  اﻟْ ُﻤ塑造型状者。
造型状者。

 اﻟْ َﻐﻔﱠﺎر宽恕所有罪过者；
宽恕所有罪过者；掩护者。
掩护者。

（12）
）

（13）
）ر
ُ  اﻟْ َﻘﻬﱠﺎ最高统治者；
最高统治者；最胜过者。
最胜过者。
（14）
）ب
ُ  اﻟْ َﻮهﱠﺎ最赐予的。
最赐予的。
（15）
）ق
ُ  اﻟ ﱠﺮزﱠا善施主，
善施主，最伟大的供养者。
最伟大的供养者。
（16）
）ح
ُ  اﻟْ َﻔﺘﱠﺎ最开启者。
最开启者。
（17）
） اﻟْ َﻌﻠِﻴ ُﻢ全知的。
全知的。
（18）
）ﺾ
ُ  اﻟْﻘَﺎ ِﺑ管理者，
管理者，限制者。
限制者。
（19）
）ﻂ
ُﺳ
ِ  اﻟْﺒَﺎ增加生计的，
增加生计的，扩大者。
扩大者。
（20）
）ﺾ
ُ  اﻟْﺨَﺎ ِﻓ压抑的，
压抑的，使骄傲者降低地位
的。
（21）
）ﻊ
ُ  اﻟﺮﱠا ِﻓ高举的。
高举的。
（22）
）ﻤ ِﻌﺰﱡ
ُ ْ اﻟ赐予光荣的。
赐予光荣的。
（23）
）ﻤ ِﺬلﱡ
ُ ْ اﻟ使羞辱的；
使羞辱的；羞辱自负的人。
羞辱自负的人。
（24）
）ﻊ
ُ ﺴﻤِﻴ
 اﻟ ﱠ全听的。
全听的。
（25）
）ﺮ
ُ  اﻟْ َﺒﺼِﻴ全视的。
全视的。
（26）
）ﺤ َﻜ ُﻢ
َ ْ اﻟ明智的判决者。
明智的判决者。
（27）
）ل
ُ ْ اﻟْ َﻌﺪ使万物保持平衡者
（28）
）ﻒ
ُ  اﻟﱠﻠﻄِﻴ至神秘的，
至神秘的，最深不可测的；
最深不可测的；
全知一切奥妙的。
全知一切奥妙的。
（29）
）ﺮ
ُ ﺨﺒِﻴ
َ ْ اﻟ最有意识的。
最有意识的。
（30）
）ﺤﻠِﻴ ُﻢ
َ ْ اﻟ至温和的；
至温和的；最忍容的；
最忍容的；最宽厚
者。
（31）
） اﻟْ َﻌﻈِﻴ ُﻢ力量最伟大的；
力量最伟大的；具有最宽泛力
量者，
量者，具有全面力量者。
具有全面力量者。
（32）
）ر
ُ  اﻟْ َﻐﻔُﻮ宽恕每种罪过者。
宽恕每种罪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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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ر
ُ ﺸﻜُﻮ
 اﻟ ﱠ最欣赏者。
最欣赏者。
（34）
）ﻲ
 اﻟْ َﻌ ِﻠ ﱡ崇高的。
崇高的。
（35）
）ﺮ
ُ  اﻟْ َﻜﺒِﻴ无比伟大的
无比伟大的。
伟大的。
（36）
）ﻆ
ُ ﺤﻔِﻴ
َ ْ اﻟ最保护者。
保护者。
（37）
）ﺖ
ُ  اﻟْ ُﻤﻘِﻴ最赐予滋养者。
最赐予滋养者。
（38）
）ﺐ
ُ ﺤﺴِﻴ
َ ْ اﻟ至清算的；
至清算的；至计算的。
至计算的。
（39）
）ﻞ
ُ ﺠﻠِﻴ
َ ْ اﻟ最光荣的养主。
最光荣的养主。
（40）
） اﻟْ َﻜﺮِﻳ ُﻢ最高尚的，
高尚的，最施恩的。
最施恩的。
（41）
）ﺐ
ُ  اﻟ ﱠﺮﻗِﻴ观察者，
观察者，看守者。
看守者。
（42）
）ﺐ
ُ  اﻟْ ُﻤﺠِﻴ回答祈祷者。
回答祈祷者。
（43）
）ﻊ
ُﺳ
ِ  اﻟْﻮَا宽大的。
宽大的。
（44）
）ﺤﻜِﻴ ُﻢ
َ ْ اﻟ最有智能的
最有智能的。
智能的。
（45）
）ﻮدُو ُد
َ ْ اﻟ至爱的。
至爱的。
（46）
）ﻤﺠِﻴ ُﺪ
َ ْ اﻟ最光荣的，
最光荣的，最尊荣的，
最尊荣的，最高尚
的。
（47）
）ﺚ
ُ ﻋ
ِ  اﻟْﺒَﺎ使死而复生的。
使死而复生的。
（48）
）ﺸﻬِﻴ ُﺪ
 اﻟ ﱠ作证者；
作证者；观察者。
观察者。
（49）
）ﻖ
ﺤ ﱡ
َ ْ اﻟ最真实的，
最真实的，真理。
真理。
（50）
）ﻞ
ُ  اﻟْ َﻮآِﻴ最处理事物的。
最处理事物的。
（51）
）ي
 اﻟْ َﻘ ِﻮ ﱡ最大力的。
最大力的。
（52）
）ﻦ
ُ  اﻟْ َﻤﺘِﻴ具有一切极为健全常德者。
具有一切极为健全常德者。
（53）
）ﻲ
 اﻟْ َﻮ ِﻟ ﱡ极佳的支持者。
极佳的支持者。
（54）
）ﺤﻤِﻴ ُﺪ
َ ْاﻟ一切无限美德者；
一切无限美德者；值得一切无
值得一切无
限赞美的主宰。
限赞美的主宰。
（55）
）ﻤﺤْﺼِﻲ
ُ ْ اﻟ完善的纪录者。
完善的纪录者。
（56）
）ئ
ُ  اﻟْ ُﻤﺒْ ِﺪ首次创造者。
首次创造者。
（57）
）ﻤﻌِﻴ ُﺪ
ُ ْ اﻟ重复的创造者。
重复的创造者。
（58）
）ﻤﺤْﻴِﻲ
ُ ْ اﻟ赐予生命者。
赐予生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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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ﺖ
ُ  اﻟْ ُﻤﻤِﻴ统制死因者，
统制死因者，致死者。
致死者。
（60）
）ﻲ
ﺤﱡ
َ ْ اﻟ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
（61）
） اﻟْ َﻘﻴﱡﻮ ُم自己生存者，
自己生存者，也维持万物生存
者。
（62）
）ﺟ ُﺪ
ِ  اﻟْﻮَا发现者。
发现者。
（63）
）ﺟ ُﺪ
ِ  اﻟْﻤَﺎ高尚的，
高尚的，高贵的，
高贵的，卓越的。
卓越的。
（64）
）ﺣ ُﺪ
ِ （ اﻟْﻮَا常德）
常德）独一无偶的。
独一无偶的。
（65）
）ْﺣﺪ
َ （ أ本体）
本体）独一无二的。
独一无二的。
（66）
）ُ ﺼﻤَﺪ
 اﻟ ﱠ永恒的；
永恒的；独立不依而为万物
所依的。
所依的。
（67）
）ر
ُ  اﻟْﻘَﺎ ِد有能力者，
有能力者，有能者。
有能者。
（68）
）ر
ُ  اﻟْ ُﻤﻘْ َﺘ ِﺪ全能者，
全能者，全力者。
全力者。
（69）
）ﻤ َﻘﺪﱢ ُم
ُ ْ اﻟ供应进步方法的。
供应进步方法的。
（70）
）

 اﻟْ ُﻤ َﺆﺧﱢ ُﺮ使退化者；延缓者。
延缓者。
（71）
）ل
ُ  اﻟْ َﺄوﱠ最初的，（
最初的，（第一的
，（第一的）。
第一的）。

（72）
）ﺮ
ُﺧ
ِ  اﻟْﺂ最后的。
最后的。
（73）
）ﺮ
ُ  اﻟﻈﱠﺎ ِه显现者，
显现者，显示的。
显示的。
（74）
）ﻦ
ُﻃ
ِ  اﻟْﺒَﺎ隐蔽的，
隐蔽的，每个事物的隐蔽真像
都由他显现出来。
都由他显现出来。
（75）
）ﻲ
َ  اﻟْﻮَا ِﻟ至高统治者。
至高统治者。
（76）
）ﻤ َﺘﻌَﺎﻟِﻲ
ُ ْ اﻟ最崇高的；
最崇高的；至高无上的，
至高无上的，具

；唯一崇高

有一切最崇高的常德者
的。
（77）
）ﺮ
 اﻟْ َﺒ ﱡ最慈善者。
最慈善者。

（78）
）ب
ُ  اﻟ ﱠﺘﻮﱠا至接受迁悔者；
至接受迁悔者；常常怜悯的
回报者。
回报者。
（79）
） اﻟْ َﻌ ُﻔﻮﱡ赦免者。
赦免者。
（80）
）ف
ُ  اﻟ ﱠﺮءُو最怜悯者。
怜悯者。
（81）
）ﻚ
ِ ْاﻟْ ُﻤﻠ

ﻚ
ُ  ﻣَﺎ ِﻟ主权的主宰。
主权的主宰。

（82）
）وَاﻟْ ِﺈآْﺮَا ِم

ﺠﻠَﺎ ِل
َ ْ ذُو اﻟ伟大、
伟大、光荣的主

宰。
14

Copyright © by Ahmadiyya Muslim Community 1995-2003.
All rights reserved.Islamabad, Sheephatch Lane, Tilford, Surrey. GU10 2AQ, UK
If you have questions,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email at m.o.chou@btinternet.com

（83）
）

ﻂ
ُﺴ
ِ ْاﻟْ ُﻤﻘ

消除侵犯者、
消除侵犯者、压迫者，
压迫者，消
灭暴虐者。
灭暴虐者。
（84）
）ﻊ
ُ  اﻟْﺠَﺎ ِﻣ集合者。
集合者。
（85）
）ﻲ
 اﻟْ َﻐ ِﻨ ﱡ自给自足者。
自给自足者。
（86）
）ﻤﻐْﻨِﻲ
ُ ْ اﻟ使满足者。
使满足者。
（87）
）ﻊ
ُ  اﻟْﻤَﺎ ِﻧ禁止者。
禁止者。
（88）
）ر
 اﻟﻀﱠﺎ ﱡ处罚者。
处罚者。
（89）
）ﻊ
ُ  اﻟﻨﱠﺎ ِﻓ赐予幸福者。
赐予幸福者。
（90）
）ر
ُ  اﻟﻨﱡﻮ光明者。
光明者。
（91）
） اﻟْﻬَﺎدِي指导者，
指导者，领导正道者，
领导正道者，使成
功者。
功者。
（92）
）ﻊ
ُ  اﻟْ َﺒﺪِﻳ新的事物创造者。
新的事物创造者。
（93）
）اﻟْﺒَﺎﻗِﻲ永生不朽者。
永生不朽者。
（94）
）ث
ُ  اﻟْﻮَا ِر万有的继承者；
万有的继承者；万有的真正
所有者。
所有者。
（95）
）ﺮﺷِﻴ ُﺪ
 اﻟ ﱠ指导者，
指导者，在特别情况下、
在特别情况下、极
为困难的时候领导正道者，
为困难的时候领导正道者，使成功
者。
（96）
）ر
ُ ﺼﺒُﻮ
 اﻟ ﱠ最坚忍的
最坚忍的。
。
（97）
）اﻟِﺤﺴﺎب
（98）
）

ب
ِ ﺷﺪِﻳ ُﺪ اﻟﻌِﻘﺎ
َ 严惩者。
严惩者。

（99）
）

ﺳ ُﻊ اﻟْ َﻤﻐْ ِﻔ َﺮ ِة
ِ  وَا极为宽恕者。
极为宽恕者。

(100）
）

ب
ِ  ﻗﺎ ِﺑ ِﻞ اﻟﺘﱠﻮ接受悔罪者。
接受悔罪者。

(101）
）

 ذُو اﻟﻄﱠﻮ ِل最施恩者。
最施恩者。

(102)

 ذُو اﻧْﺘِﻘﺎم惩罚的主宰。
惩罚的主宰。

(103）
）

 اﻟﻤﻮﻟﻰ主宰。
主宰。

(104）
）

 اﻟﻨﺼﻴﺮ最帮助者。
最帮助者。

(105）
） اﻟﻤﻌﺎرج
(106）
）
15

 ﺳَﺮﻳ ُﻊ最迅速的计算者。
最迅速的计算者。

 ذو常升地位的养主。
升地位的养主。

 رﻓﻴﻊ اﻟﺪرﺟﺎت具备一切高尚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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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107）
）
(108）
）
(109）
）

 اﻟﻔﺎﻃﺮ万有的起源。
万有的起源。
ﺐ
ُ  اﻟﻘَﺮﻳ接近者。
接近者。
ﻂ
ُ اﻟْﻤُﺤﻴ

(110）
） اﻟ ُﻘﻮﱠة
(111）
）

毁灭者，
毁灭者，包围者。
包围者。

 ذو有力量的主宰。
有力量的主宰。

ﺐ واﻟﻨﻮى
ﻖ اﻟﺤ ﱢ
ُ  ﻓﺎﻟ使谷粒、
使谷粒、果核
生长者。
生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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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问题——安拉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第二问题
安拉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当简略地叙述了伊斯兰教对于安拉的本体与常德以后，我应当谈谈伊斯兰教认为人
与安拉之间应建立怎样的关系。我觉得我在上面所述安拉的品德，大多数的宗教都会同
意的。可见我们与安拉实有不可分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安适、我们的进步与我们的成功
的条件，都只是安拉安排的。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将来的生活也完全仰赖他的仁慈，世
界上没有任何人与任何事物与我们有这样深厚、密切的关系，所以真正的宗教，必须教
育人们把他们对安拉的崇奉，放在崇奉其它一切人物与所有的统治者之上，要其为了获
得安拉的喜悦，牺牲一切东西，但不可为了任何其它东西牺牲安拉的喜悦。它要求人类
在其内心深处，热爱安拉比爱一切东西更多，思念安拉，比思念其它的事物更多。它不
应把安拉的存在看如异国的山水，与本身无关紧要，而要把他当着每一个生命的源泉，
每一个希望的中心。伊斯兰教便给人类这样伟大的指导。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ﻋﺸِﻴ َﺮ ُﺗ ُﻜﻢْ َوَأﻣْﻮَالٌ اﻗْ َﺘ َﺮﻓْ ُﺘﻤُﻮهَﺎ َو ِﺗﺠَﺎ َرة
َ ﺟ ُﻜﻢْ َو
ُ ن ﺁﺑَﺎ ُؤ ُآﻢْ َوَأﺑْﻨَﺎ ُؤ ُآﻢْ َوِإﺧْﻮَا ُﻧ ُﻜﻢْ َوَأزْوَا
َ ُﻗﻞْ ِإنْ آَﺎ
ﺳﺒِﻴ ِﻠ ِﻪ َﻓ َﺘ َﺮ ﱠﺑﺼُﻮا
َ ﺟﻬَﺎ ٍد ﻓِﻲ
ِ ﺐ ِإ َﻟﻴْ ُﻜﻢْ ِﻣﻦْ اﻟﱠﻠ ِﻪ َو َرﺳُﻮ ِﻟ ِﻪ َو
ﺣ ﱠ
َ ﺿﻮْ َﻧﻬَﺎ َأ
َ ْﻦ َﺗﺮ
ُ ن َآﺴَﺎ َدهَﺎ َو َﻣﺴَﺎ ِآ
َ ْﺸﻮ
َ َْﺗﺨ
ﻦ
َِ ﺳﻘِﻴ
ِ ﻲ اﻟﱠﻠ ُﻪ ِﺑ َﺄﻣْﺮِﻩ وَاﻟﻠﱠ ُﻪ ﻟَﺎ َﻳﻬْﺪِي اﻟْ َﻘﻮْ َم اﻟْﻔَﺎ
َ ﺣﺘﱠﻰ َﻳﺄْ ِﺗ
َ
你（圣人）
若是你们觉得你们的父子
圣人）说：“若是你们觉得
若是你们觉得你们的父子、
你们的父子、兄弟、
兄弟、妻子、
妻子、近亲、
近亲、自己所赚的财产
与惟恐暗淡的营养，
与惟恐暗淡的营养，以及喜爱的住所，
以及喜爱的住所，比安拉和他的使者以及在他的道上奋斗，
比安拉和他的使者以及在他的道上奋斗，更为可
爱，那么，
你们就等候安拉发布有关你们的命令吧！
！安拉不领
那么，你们不是信仰安拉的人，
你们不是信仰安拉的人，你们就等候安拉发布有关你们的命令吧
导违约的人。
（9：
：24）
）
导违约的人。”（
安拉在《古兰经》里又说：

ْﺟﻨُﻮ ِﺑ ِﻬﻢ
ُ ﻋﻠَﻰ
َ ن اﻟﱠﻠ َﻪ ِﻗﻴَﺎﻣًﺎ َو ُﻗﻌُﻮدًا َو
َ ﻦ َﻳﺬْ ُآﺮُو
َ اﱠﻟﺬِﻳ
那般人在站着、
）
那般人在站着、坐着和侧身躺着纪念安拉。（
坐着和侧身躺着纪念安拉。（3：
。（ ：192）
这节经文也指出信仰安拉的人，由于内心热爱安拉，常想会遇他，接近他。人们对
他们的爱人随时地思念着，而他们思念安拉比人们思念爱人更多，不时地思念安拉的常
德与他对他们的恩施，他们的内心热望能常常遇见他，时时接近他，所以工作的时候，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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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的时候及安坐或睡眠的时候，仍然思念着他们的养主。
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ﻋ َﻠﻴْ ِﻬﻢ
َ ْﺟ َﻠﺖْ ُﻗﻠُﻮ ُﺑ ُﻬﻢْ َوِإذَا ُﺗ ِﻠ َﻴﺖ
ِ ﻦ ِإذَا ُذ ِآ َﺮ اﻟﱠﻠ ُﻪ َو
َ ن اﱠﻟﺬِﻳ
َ ِإ ﱠﻧﻤَﺎ اﻟْ ُﻤﺆْ ِﻣﻨُﻮ
ن
َ ﻋﻠَﻰ َر ﱢﺑ ِﻬﻢْ َﻳ َﺘ َﻮ ﱠآﻠُﻮ
َ ﺁﻳﺎ ُﺗ ُﻪ زَا َدﺗْ ُﻬﻢْ إِﻳﻤَﺎ ًَﻧﺎ َو
只有那些人才能算是信仰者：
当安拉被人记念时，
，他们的心便畏惧起来
他们的心便畏惧起来；
；当有人向
只有那些人才能算是信仰者：当安拉被人记念时
他们诵读他的迹象时，
他们信仰自己的养主。（
。（8：
）
他们诵读他的迹象时，他们的信仰就增加起来，
他们的信仰就增加起来，他们信仰自己的养主
。（ ：3）
那就是说，他们认为每一工作的结果，都仰赖安拉的帮助；每一个人的成功，都仰
赖安拉的恩惠。但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伊斯兰教义所谈的“仰赖”的真义是真主现在像以
往一样地帮助信仰他的人，在他面临困难的时候，真主是帮助的。如果安拉发怒，即使
他具备一切成功的条件仍是不能成功的。“仰赖安拉”绝非放弃事情的成功要素，好像仰
赖一词，是一种内心的情感，而不是外表的行为或者苟且偷安无所事事。
同样的，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و ِرﺿْﻮَانٌ ِﻣﻦْ اﻟﱠﻠ ِﻪ َأآْ َﺒ ُﺮ
安拉的喜悦是大于一切、
）
安拉的喜悦是大于一切、先于一切的。（
先于一切的。（9：
。（ ：72）
实际上伊斯兰教育我们人与安拉的关系，不可建基于两世的恩赐之上，而唯一要注
意的，只是获得安拉的喜悦。当安拉为一个人所爱者，如果他把其它的东西放在安拉喜
悦的前面，便是对安拉的喜悦的侮辱。
从以上几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伊斯兰教希望人类应与安拉建立怎样的关
系。我认为凡是实实在在信仰安拉存在的人，必定同意人类应与安拉有这样的关系。

第三问题——人类应以那些行为表示对安拉的关系
人类应以那些行为表示对安拉的关系：
第三问题
人类应以那些行为表示对安拉的关系：人类对安
拉有什么责任？
拉有什么责任？
伊斯兰教认为人类对安拉应尽的责任是，人类应当达到安拉创造人类的目的，意思
是说，人应当努力效法安拉的常德，做安拉的人，成为他的完善的仆人。安拉在《古兰
经》里说：

ﺲ ِإﻟﱠﺎ ِﻟ َﻴﻌْ ُﺒﺪُوﻧِﻲ
َ ﻦ وَاﻟْﺈِﻧ
ﺠﱠ
ِ ْﺖ اﻟ
ُ ْﺧ َﻠﻘ
َ َوﻣَ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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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创造精纳（
无非是为了使他们侍奉我，
，朝拜
我创造精纳（非普通的人）
非普通的人）和人们（
和人们（普通的人），
普通的人），无非是为了使他们侍奉我
），无非是为了使他们侍奉我
我，服从我，
）
服从我，以便他们效法我的常德
以便他们效法我的常德。（
我的常德。（51：
。（ ：56）
在《古兰》里安拉又说：

ن
َ ﻦ َﻟ ُﻪ ﻋَﺎ ِﺑﺪُو
ُ ْﺻﺒْ َﻐ ًﺔ َو َﻧﺤ
ِ ﻦ ِﻣﻦْ اﻟﱠﻠ ِﻪ
ُﺴ
َ ْﺻﺒْ َﻐ َﺔ اﻟﱠﻠ ِﻪ َو َﻣﻦْ َأﺣ
ِ
（信仰的人们啊！你们对他们说：）（我们已采择）安拉的宗教。在教导宗教方
面，谁比安拉更好？我们只是崇拜他的。（2：139）

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ﺻ َﻮ َر ُآﻢْ َو َر َز َﻗ ُﻜﻢْ ِﻣﻦ
ُ ﻦ
َﺴ
َ ْﺻ ﱠﻮ َر ُآﻢْ َﻓ َﺄﺣ
َ ﺴﻤَﺎ َء ِﺑﻨَﺎ ًء َو
ض َﻗﺮَارًا وَاﻟ ﱠ
َ ْﺟ َﻌ َﻞ َﻟ ُﻜﻢْ اﻟْ َﺄر
َ اﻟﱠﻠ ُﻪ اﱠﻟﺬِي
-ﻦ
َ ب اﻟْﻌَﺎ َﻟﻤِﻴ
ك اﻟﱠﻠ ُﻪ َر ﱡ
َ ت َذ ِﻟ ُﻜﻢْ اﻟﱠﻠ ُﻪ َر ﱡﺑ ُﻜﻢْ َﻓ َﺘﺒَﺎ َر
ِ ﻄ ﱢﻴﺒَﺎ
اﻟ ﱠ
安拉为你们把地作为休息所，
赐给你们形象，
，使你们的形
安拉为你们把地作为休息所，把天作为保护的建筑物，
把天作为保护的建筑物，赐给你们形象
象完美，
这就是你们的养主，
，安拉。
象完美，而且供给你们美好的食物。
而且供给你们美好的食物。这就是你们的养主
安拉。所以安拉，
所以安拉，众世界的养
主多么有福啊！
主多么有福啊！

ﻦ
َ ب اﻟْﻌَﺎ َﻟﻤِﻴ
ﺤﻤْ ُﺪ ِﻟﱠﻠ ِﻪ َر ﱢ
َ ْﻦ اﻟ
َ ﻦ َﻟ ُﻪ اﻟﺪﱢﻳ
َ ﻲ ﻟَﺎ ِإ َﻟ َﻪ ِإﻟﱠﺎ ُه َﻮ ﻓَﺎدْﻋُﻮ ُﻩ ُﻣﺨْ ِﻠﺼِﻴ
ﺤﱡ
َ ُْه َﻮ اﻟ
他是有生命且赐予生命的主宰。
除他以外，
再没有值得崇拜的对象。
他是有生命且赐予生命的主宰
。除他以外
，再没有值得崇拜的对象
。所以你们要真
挚地服从他，
祈求他。
一切赞颂都归安拉，
众世界的养主。（
。（40：
挚地服从他
，祈求他
。一切赞颂都归安拉
，众世界的养主
。（
：65-66）
）

上述的《古兰经》说明了伊斯兰教认为安拉造人的目的在令人侍奉他，崇拜他，服
从他，以便效法他的常德，达到天人合一之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必须在实际生
活中服从安拉的一切命令。在《古兰经》中安拉赐予了我们不同种类的命令，而其总数
约达六百之多。现在于此简略叙述崇奉安拉的命令即涉及我们自己与安拉而不直接涉
及与他人关系的旨示。
崇奉安拉的命令共有五种：（一）礼拜；（二）纪念；（三）斋戒；（四）朝觐；
（五）宰牲。这五种崇奉安拉的功课，完全是安拉自己命定，直到今天有关五种功课的
律令，没有任何人工的改变。我可惜在这不能详加论述，只能略提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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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认为精神与物质有不可分的关系，心灵与肉体互有影响，所以它规定的崇
奉功课是内心与外形兼顾的。人与安拉的关系的基础本来建立在心灵之上。如果心灵不
洁，那么，爱必不被接受，不论他的外表显示的如何真诚，仍然没有什么好处，幷且认
为这种行为，将遭受安拉的惩罚。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ن
َ ن اﻟْﻤَﺎﻋُﻮ
َ ﻦ ُهﻢْ ُﻳﺮَاءُون َو َﻳﻤْ َﻨﻌُﻮ
َ ﺻﻠَﺎ ِﺗ ِﻬﻢْ ﺳَﺎهُﻮن اﱠﻟﺬِﻳ
َ ْﻋﻦ
َ ْﻦ ُهﻢ
َ ﺼﻠﱢﻴﻦ اﱠﻟﺬِﻳ
َ َﻓ َﻮﻳْﻞٌ ِﻟﻠْ ُﻤ
那些礼拜的人也将遭受惩罚：
那些礼拜的人也将遭受惩罚：
他们忽视自己的拜功。
他们忽视自己的拜功。
他们只喜欢 向人显示自己的行为，
向人显示自己的行为，
他们甚至制止自己和别人作细小的善举。
他们甚至制止自己和别人作细小的善举。
（107：
：5-8）
）

不过伊斯兰教同时也认为口舌与身体，也必须参与崇奉安拉的功课。根据《古兰
经》与穆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训谕，明显地知道完善的信仰是从心灵与
肉体的工作合一才能产生出来的。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ب
ِ ﺷﻌَﺎ ِﺋ َﺮ اﻟﱠﻠ ِﻪ َﻓ ِﺈ ﱠﻧﻬَﺎ ِﻣﻦْ َﺗﻘْﻮَى اﻟْ ُﻘﻠُﻮ
َ ْﻈﻢ
ﻚ َو َﻣﻦْ ُﻳ َﻌ ﱢ
َ َذ ِﻟ
（事实就是这样的）
）
事实就是这样的）凡尊敬安拉的神圣迹象的，
凡尊敬安拉的神圣迹象的，这确是出自内心的敬畏。（
这确是出自内心的敬畏。（22：
。（ ：33）
这节经文便表示内心的纯洁，自然地在外界产生出来。关于外部行为影响内心，
《古兰经》里安拉说：

ن
َ ﺴﺒُﻮ
ِ ْﻋﻠَﻰ ُﻗﻠُﻮ ِﺑ ِﻬﻢْ ﻣَﺎ آَﺎﻧُﻮا َﻳﻜ
َ ن
َ َآﻠﱠﺎ َﺑﻞْ رَا
绝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绝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其实他们所做的，
其实他们所做的，已使他们的心锈蚀。（
已使他们的心锈蚀。（83：
）
。（ ：15）

同时外形的崇拜与侍奉确能培养民族精神，如果一个民族对主宰的爱，在外形上没
有具体的规定，人们对主宰的常德和地位的认识，不作任何仪式的表示，那么，他们的
子孙当然无法继承热爱主宰的仪式。这样民族的子孙心中所承受其先代对真主常德和地
位的热爱和真诚，绝不如有热爱主宰仪式可供继承而又不断奉行的民族的子孙的热爱和
真诚，况且人类的身体得到安拉的仁慈，外形的崇拜，使身体的全部也得到感谢主宰的
20

Copyright © by Ahmadiyya Muslim Community 1995-2003.
All rights reserved.Islamabad, Sheephatch Lane, Tilford, Surrey. GU10 2AQ, UK
If you have questions,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email at m.o.chou@btinternet.com

机会。一个包括灵魂与肉体的崇拜，总比单独灵魂的崇拜为完全。现在我将伊斯兰教天
道方面五种功课的哲理，分别论述于后：

（一）伊斯兰教崇奉安拉的第一种仪式——礼拜的哲理
伊斯兰教崇奉安拉的第一种仪式
礼拜的哲理
伊斯兰教崇奉安拉第一种仪式是礼拜，礼拜的功课，包容很多的哲理。现在略述几
点：
思念安拉常德，使人心增益向他的真诚与热爱，以加强向他的力量。
在礼拜中人可以体会人类的一切进步，都需要安拉的帮助，因而认识了个人微弱
无力，进而注意改造自己。
由于认识安拉伟大的常德，及个人的微弱，油然地产生向安拉祈祷帮助的心情和
动作，藉此种祈祷帮助的心情与动作，吸收安拉的热爱与仁慈。
伊斯兰教礼拜的外形仪式，也相当合乎哲理。正立、鞠躬、叩头及静坐，包括各
国人们表示向对方卑恭的一切仪式。
伊斯兰教着重聚礼，它对皈依者一般性的命令便是共同礼拜，以期产生教友皆兄
弟的感情。一个国王与一个平民同班礼拜伟大的安拉的时候，会忘记自己的王位之尊
的。
伊斯兰教的拜功，不在教人借此图谋世俗贪欲的满足，而有两个伟大的目的：
一、感谢安拉对人的恩德，二、追求精神的进步。《古兰经》中安拉说：

ﻓَﺎذْ ُآ ُﺮوﻧِﻲ َأذْ ُآﺮْ ُآﻢْ وَاﺷْ ُﻜﺮُوا ﻟِﻲ َوﻟَﺎ َﺗﻜْ ُﻔﺮُوﻧِﻲ
你们应当记着我，
你们应当记着我，我也就记着你们；
我也就记着你们；你们必须感谢我，
你们必须感谢我，不要对我忘恩负义。
不要对我忘恩负义。
（2：
：153）
）
《古兰经》里安拉说：

ﻋﻦْ اﻟْ َﻔﺤْﺸَﺎ ِء وَاﻟْ ُﻤﻨْ َﻜ ِﺮ
َ ﺼﻠَﺎ َة َﺗﻨْﻬَﻰ
ن اﻟ ﱠ
ِإ ﱠ
礼拜确能阻止下流的言行和显著的罪恶。（
）
礼拜确能阻止下流的言行和显著的罪恶。（29：
。（ ：46）
安拉又说：

ب
ُ ﻦ اﻟْ ُﻘﻠُﻮ
ﻦ ُﻗﻠُﻮ ُﺑ ُﻬﻢْ ِﺑ ِﺬآْ ِﺮ اﻟﱠﻠ ِﻪ َأﻟَﺎ ِﺑ ِﺬآْ ِﺮ اﻟﱠﻠ ِﻪ َﺗﻄْ َﻤ ِﺌ ﱡ
ﻦ ﺁ َﻣﻨُﻮا َو َﺗﻄْ َﻤ ِﺌ ﱡ
َ اﱠﻟﺬِﻳ
实在，惟记念安拉，心中才能得到安宁。（
。（13：
）
。（ ：29）

（二）伊斯兰教崇奉安拉的第二种仪式——纪念安拉的常德的哲理
纪念安拉的常德的哲理。
伊斯兰教崇奉安拉的第二种仪式
纪念安拉的常德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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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的礼拜，有一定的仪式和条件，人们不便随时随地地遵循那些仪式和条件
崇拜安拉，可是人类有灵魂的干渴，正像他们有身体的干渴，为了解救身体的干渴，他
们要不时地喝一点水，以恢复身体的舒适，同样地，为了解救灵魂的干渴，需要喝些精
神的水，以恢复其灵魂的舒适。本来一般人为了物质生活，终日奔走于世俗的工作，无
缘获得精神的饮食，所以伊斯兰教人们随时随地纪念安拉的常德，使他们不致完全沈陷
于世俗社会，且由于他们思念安拉的常德，安拉也就思念他们，这种爱的情感交流，必
然产生一如礼拜的益处。

（三）伊斯兰教崇奉安拉的第三种仪式——斋戒
斋戒——的哲理
伊斯兰教崇奉安拉的第三种仪式
斋戒
的哲理
斋戒为各宗教所共有的崇奉按拉的功课，不过在仪式上有不同之处。伊斯兰教的斋
戒仪式，是安拉自己规定的，且从无任何更改，不失其中庸之道。它规定每一个成人必
须在每年斋月里斋戒一月。在斋戒的日子里白天要完全戒除一切饮食和房事，但病人旅
客及老弱的人，可以例外。他们可在其它时日里，补足这个为期一月的斋戒。至于完全
不能斋戒者，也可完全免除。伊斯兰斋戒的哲理很多，这里只能叙述最重要的：
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ﺐ َﻋﻠَﻰ اﱠﻟﺬِﻳ َﻦ ِﻣﻦْ َﻗﺒِْﻠ ُﻜﻢْ َﻟ َﻌﱠﻠ ُﻜﻢْ َﺗﱠﺘﻘُﻮ َن
َ ﺼﻴَﺎ ُم َآﻤَﺎ ُآ ِﺘ
ﺐ َﻋَﻠﻴْ ُﻜﻢْ اﻟ ﱢ
َ ﻳَﺎَأﱡﻳﻬَﺎ اﱠﻟﺬِﻳ َﻦ ﺁ َﻣﻨُﻮا ُآ ِﺘ
信仰的人啊！
正像为你们以前的人规定了斋戒一样，
，以便你们
信仰的人啊！为你们规定了斋戒，
为你们规定了斋戒，正像为你们以前的人规定了斋戒一样
：184）
）
敬畏。（2：

在《古兰经》中敬畏一词有三个意义：（1）免除痛苦，（2）避免罪过，（3）提
高精神品位。人们由斋戒确能获得这三种好处：

（1）
）免除痛苦——当一个人因斋戒而受到饥渴的痛苦，自然能实地体会贫穷弟兄们
的饥渴的痛苦，产生同情心境，激发博施济众的力量，保护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当一
个人的民族生存没有问题，他的民族有了发展，那么，他个人与民族都自然可以免除痛
苦了。且伊斯兰教不愿人类过怠惰疏忽的生活，无忍受艰难困苦的习惯，它想使人们在
必要的时候，有负担艰苦的能力，通过每年继续地斋戒一月，这种能力是可以养成和保
持的。凡是遵从安拉这个命令的人，绝不致死于安乐，这不是斋戒免除痛苦吗？
（2）
）避免罪恶——罪恶就是屈服于物质嗜欲的名字。一般的现象是当人对某事成为
习惯的时候，便不容易把它脱离，但当一个人有控制嗜欲的力量，那它再也不能制服
他，再也不能自由地指挥他的理智去违法犯纪。请想一下，一个斋戒的人，在持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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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把合法的物质需要，为了安拉竟能放弃，再像这样继续一月之久，自然可以培养控
制嗜欲的能力，使其容易地对抗一切使其作奸犯科的物欲。
（3）
）提高精神品位——在持斋期间，夜里多得礼拜与纪念主宰的机宜；日里又因为
不忙于饮食，不注意物质方面的需要，也可多多纪念主宰的常德；幷由于感受饥渴之
苦，人们的内心，产生感谢安拉厚赐一切饮食的感情。当人们为了安拉放弃自己的安
适，安拉一定赐予报酬，使其与自己接近，提升其精神品位。

（四）伊斯兰教崇奉安拉的第四种仪式——朝觐
朝觐—的哲理
伊斯兰教崇奉安拉的第四种仪式
朝觐 的哲理
朝觐的目的与封斋、礼拜的目的相似，凡是有能力的人，须到麦加朝觐天房及附近
圣地，在那里举行各种仪式，在此无法详加阐述。略论其哲理于后：
（1）追念安拉以往的异征——在麦加圣地有许多安拉的异征，吾人亲临其境，可以
增强对安拉常德的信仰。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ب
ِ ﺷﻌَﺎ ِﺋ َﺮ اﻟﱠﻠ ِﻪ َﻓ ِﺈﱠﻧﻬَﺎ ِﻣﻦْ َﺗﻘْﻮَى اﻟْ ُﻘﻠُﻮ
َ ْﻈﻢ
ﻚ َو َﻣﻦْ ُﻳ َﻌ ﱢ
َ َذِﻟ
（这确是事实）
）
这确是事实）凡尊敬安拉的神圣迹象者，
凡尊敬安拉的神圣迹象者，这是出自其内心的敬畏。（
这是出自其内心的敬畏。（22；
。（ ；33）
圣地麦加有为崇奉安拉所造的世界第一所房子，伊布拉欣圣人（祝安拉赐其平安）
及他的儿子伊司马仪圣人（祝安拉赐他平安）为安拉牺牲的遗迹，与其它诸多圣人（祝
安拉赐其平安）的遗事，可供瞻仰，以便追忆安拉的恩惠与往圣的常德懿行，增加对他
们的信仰与热爱。
（2）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每年在麦加有一次会合的机会，藉以增加世界各地教胞之
间的认识、感情与团结，解决伊斯兰教世界的一切问题。
（3）培养为安拉而遗弃家人及离乡背井的习惯。

（五）伊斯兰教崇奉安拉的第五种仪式——宰牲
宰牲—的哲理
伊斯兰教崇奉安拉的第五种仪式
宰牲
的哲理
伊斯兰教的宰牲，不是为了除去个人罪过，而是要以宰牲的行动，在个人情感上产
生一种牺牲的精神。就为了产生这种牺牲精神，把宰牲当作崇奉安拉。宰牲者似乎以宰
牲的行动作自己的指示言语：向安拉许诺今天这比他低下的动物，为了他作了牺牲，同
样地，当为了比他高贵的东西，要他牺牲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将要很快地牺牲它。
请想一想，当一个人懂得这个牺牲哲理而作牺牲，他的精神上必然产生一种忘我为他的
影响，念念不忘自己的天职，当为了真理、为了解除人类的痛苦，需要他的时候，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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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立时作必要的自我牺牲。安拉在《古兰经》说：

ْل اﻟﱠﻠ َﻪ ُﻟﺤُﻮ ُﻣﻬَﺎ َوﻟَﺎ ِدﻣَﺎ ُؤهَﺎ َوَﻟ ِﻜﻦْ َﻳﻨَﺎُﻟ ُﻪ اﻟ ﱠﺘﻘْﻮَى ِﻣﻨْ ُﻜﻢ
َ َﻟﻦْ َﻳﻨَﺎ
它的肉和它的血，
只有你们的敬畏能达到他。
。
它的肉和它的血，绝达不到安拉，
绝达不到安拉，只有你们的敬畏能达到他
（22：
：39）
）
这节经文，明显地指示着：如果我们能为完成这个敬畏安拉的目的而宰牲，那么，
这宰牲便有代价；如果不是这样，那是没有真正的用处的。

第四问题——人可以
人可以在这个世界里会遇安拉吗
第四问题
人可以在这个世界里会遇安拉吗？
在这个世界里会遇安拉吗？伊斯兰教声称
使人会遇安拉吗？
使人会遇安拉吗？
伊斯兰教认为人是可以会遇安拉的，它幷宣称它的教义，是促使人们在这个世界里
达到会遇安拉的目的的，它已经使无数的人，在这个世界里会见了安拉，假如人们真诚
地寻求安拉，遵循伊斯兰教所指示的道路，他们是可以满足他们的愿望的。
在我没有叙述伊斯兰教怎样使人们会遇安拉之前，我觉得，先说明会遇安拉的真
义，是必要的。
请留意！我所谓会遇安拉，不是意味着安拉是一个有形的物体，我们可以用肉眼看
到他，而是说人们以精神的眼睛看见安拉。当我说用精神的眼光，看见安拉，也不是指
用空想的眼睛看见安拉，于是便认为他们正看着安拉。我的意思是以精神的眼力，真实
的看见安拉，其真实的程度，正如我们用肉眼看见太阳或月亮或其它的物体一样。当我
们看见它，我们丝毫不怀疑它的存在。如果成千上万的人告诉我们，太阳真实地幷未到
我们的前面，而是我们空想的太阳在我们的前面，那么，我们必定以为那成千上万的人
都是疯狂的，而绝不会想着我们没有看见太阳，因为我们业已经由无可怀疑的途径看见
它，那里再会有什么怀疑呢？
想象（空想）与事实是不同的。一般说来，想象只是一种感官动作的结果；真知是
多于一种感官的共同活动的定论。一个人可以有什么幻想，在其幻想里，他可以看见些
东西，但他不能使别人也看见那些东西，不过，假如那些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他也
可以令别人看见。当我说伊斯兰教使人看见安拉，那绝不是某些宗教信徒们的空想工
作，我的意见是，一如人们看见其它客观存在的真实东西，真实地看见安拉，这种真实
地看见，不仅是个人的各种天赋能力的共同觉察，而且是可以把他指示给别人看的，不
过这种视觉，总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为证明伊斯兰教有这个主张，请参考下列几
节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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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ﺐ ﻓِﻴ ِﻪ ُهﺪًى ِﻟﻠْ ُﻤﱠﺘﻘِﻴ َﻦ
َ ْب ﻟَﺎ َرﻳ
ُ ﻚ اﻟْ ِﻜﺘَﺎ
َ َذِﻟ

这是一部受约的经典，
在以前的经典中早有许约。
。在这部经典中，
这是一部受约的经典，它的下降，
它的下降，在以前的经典中早有许约
在这部经典中，毫无
可疑之处，
提高他们的精神地位。
。这节经
可疑之处，它的证据是，
它的证据是，它指示敬畏者走向安拉的道路，
它指示敬畏者走向安拉的道路，提高他们的精神地位
文是说：
文是说：伊斯兰教不只说它可以使通俗的人成为敬畏安拉的人，
伊斯兰教不只说它可以使通俗的人成为敬畏安拉的人，且声称使敬畏安拉者上
升精神品位；
升精神品位；它不只告诉人们履行其应尽的职责，
它不只告诉人们履行其应尽的职责，还在人们尽其全力实行伊斯兰教以
后，令其获得精神的升腾，
令其获得精神的升腾，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安拉要关心他们，
安拉要关心他们，热爱与兴奋不只见于一面，
热爱与兴奋不只见于一面，而
要在双方表现出来。（
）
要在双方表现出来。（2：
。（ ：2）

（2）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ﺸ َﻬﺪَا ِء
ﻦ وَاﻟ ﱡ
َ ﺼﺪﱢﻳﻘِﻴ
ﻦ وَاﻟ ﱢ
َ ﻋ َﻠﻴْ ِﻬﻢْ ِﻣﻦْ اﻟ ﱠﻨ ِﺒﻴﱢﻴ
َ ﻦ َأﻧْ َﻌ َﻢ اﻟﻠﱠ ُﻪ
َ ﻚ َﻣ َﻊ اﱠﻟﺬِﻳ
َ ﻄﻊْ اﻟﱠﻠ َﻪ وَاﻟ ﱠﺮﺳُﻮ َل َﻓُﺄوْ َﻟ ِﺌ
ِ َو َﻣﻦْ ُﻳ
ﻚ َرﻓِﻴﻘًﺎ
َ ﻦ ُأوْ َﻟ ِﺌ
َﺴ
ُﺣ
َ ﻦ َو
َ وَاﻟﺼﱠﺎ ِﻟﺤِﻴ
完全听从安拉及穆罕默德圣人（
祝安拉赐他幸福、
平安）
的人们，
完全听从安拉及穆罕默德圣人
（祝安拉赐他幸福
、平安
）的人们
，安拉将按照其服
从等级，
从等级，恩赐其应得的四种精神品位。
恩赐其应得的四种精神品位。凡是服从安拉及穆罕默德圣人
凡是服从安拉及穆罕默德圣人（
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
福、平安）
平安）到最高等级者，
到最高等级者，他们将获得“圣人
他们将获得 圣人”的品位
圣人 的品位；
的品位；服从的程度较次者，
服从的程度较次者，他们将获得
“正人
正人”的品位
正人 的品位，
的品位，就是接近安拉者的品位；
就是接近安拉者的品位；服从程度又次者，
服从程度又次者，他们将获得“烈士
他们将获得 烈士”的品位
烈士 的品位，
的品位，
意指这些人虽然在其与安拉之间，
没有什么遮掩，
可是尚未进入安拉特别朋友的一群；
意指这些人虽然在其与安拉之间
，没有什么遮掩
，可是尚未进入安拉特别朋友的一群
；
服从程度再次者，
他们将得到“善人
善人”的品位
的品位，
这就是说，
服从程度再次者
，他们将得到
善人
的品位
，这就是说
，这种品格的人正在改善个人行
为，但安拉还没替他们开启精神的窗户
但安拉还没替他们开启精神的窗户。
。这些人们是最好的伴侣，
这些人们是最好的伴侣，如果人们与这些人们
为伴，
他们也能改善其精神状况的。
这四种受安拉允诺的精神品位，
是他的特别恩惠，
为伴
，他们也能改善其精神状况的
。这四种受安拉允诺的精神品位
，是他的特别恩惠
，
安拉对他的仆人是全知的。
安拉对他的仆人是全知的。意思是说
意思是说：
是说：安拉知道他业已给人一种无限进步的能力与愿
望，他已经把寻求所爱的安拉的渴望
他已经把寻求所爱的安拉的渴望，
，放置在人们的心中，
放置在人们的心中，满足这种欲望是安拉必要的
事情，
事情，所以安拉本着他的一贯恩惠大德作了这些精神的安排，
所以安拉本着他的一贯恩惠大德作了这些精神的安排，让每个人能以如愿谋取。
让每个人能以如愿谋取。
（4：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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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ن
َ ﻋﻦْ ﺁﻳَﺎ ِﺗﻨَﺎ ﻏَﺎ ِﻓﻠُﻮ
َ ْﻦ ُهﻢ
َ ﺤﻴَﺎ ِة اﻟ ﱡﺪﻧْﻴَﺎ وَاﻃْ َﻤ َﺄﻧﱡﻮا ِﺑﻬَﺎ وَاﱠﻟﺬِﻳ
َ ْن ِﻟﻘَﺎ َءﻧَﺎ َو َرﺿُﻮا ﺑِﺎﻟ
َ ﻦ ﻟَﺎ َﻳﺮْﺟُﻮ
َ اﱠﻟﺬِﻳ
的确，
一般不希望遇见我而喜爱物质进步的人，
，他们以今生为满足。
的确，一般不希望遇见我而喜爱物质进步的人
他们以今生为满足。认为获得了物
质，便算他们业已获得了应得的一切，
便算他们业已获得了应得的一切，再不需要什么东西，
再不需要什么东西，幷且那些人忽略了我们的表
征。他们的归宿是火狱，
因为他们自己远离安息的源泉，
，而且由于
他们的归宿是火狱，不会有真正的安息，
不会有真正的安息，因为他们自己远离安息的源泉
他们行为的结果，
）
他们行为的结果，常感受精神的痛苦。（
常感受精神的痛苦。（10：
。（ ：8-9）

（4）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ن
ِ ﺟ ﱠﻨﺘَﺎ
َ َو ِﻣﻦْ دُو ِﻧ ِﻬﻤَﺎ
认识安拉的地位而惧怕他，
享有两个天园，
，一个是
认识安拉的地位而惧怕他，幷遵照他的意旨力行善功的人，
幷遵照他的意旨力行善功的人，享有两个天园
在今世，
在今世，另一个是在死后的世界里。（
另一个是在死后的世界里。（55：
）
。（ ：47）

（5）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ﻇ َﺮة
ِ ( ِإﻟَﻰ َر ﱢﺑﻬَﺎ ﻧَﺎ23)ٌﺿ َﺮة
ِ ُوﺟُﻮﻩٌ َﻳﻮْ َﻣ ِﺌ ٍﺬ ﻧَﺎ
在那天天园的人们面貌是喜悦的，
，24）
）
在那天天园的人们面貌是喜悦的，因为他们看见他们的养育主宰。（
因为他们看见他们的养育主宰。（75：
。（ ：23，

在这个世界里享有天园之乐的意思，是在这个世界里他们便看见主宰，以他们的精
神的眼力，认识安拉的常德，幷见那些常德作用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之中。
（6）安拉在《古兰经》说：

ﻓَﺎذْ ُآﺮُوﻧِﻲ َأذْ ُآﺮْ ُآﻢْ وَاﺷْ ُﻜﺮُوا ﻟِﻲ َوﻟَﺎ َﺗﻜْ ُﻔ ُﺮوﻧِﻲ
你们当思念我，
你们当思念我，我就思念你们；
我就思念你们；你们当感谢我，
你们当感谢我，你们不要对我忘恩
负义。（
）
负义。（2：
。（ ：153）

这节经文安拉指示我们，为了我们的物质需要与安适，他已经安排了这么多的东
西，那么，为了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与进步，他能没有任何安排吗？只要我们记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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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定给我们看见他的精神地位。
至于会遇安拉的实际情况，那是一个相当微妙的真理，固不是人类语言可以表达，
但能由内心加以了解。只有亲临其境的人，才能确实明白底细，因为对人类说，那是一
种新的情况，除非身临其境界的人，无法知道那种境界的真情。例如：一个人吃了一种
糖果，我们可以使他体会那种糖果是怎样的甜蜜。当我们说某种东西很甜，那种从吃那
东西所得到的亲身体验，马上将会达到他的脑海，如一个人永远没有吃过糖果，要使他
了解糖果的情况，是不可能的，除非向他做些表示，但无论什么表示都不能使他好好地
了解的。我们固然可以糖果与某种可吃的东西如盐在性质方面的区别，令他获得糖果的
性质一些不完全的概念，但真正的方法，是把一块糖果放在他的口里，告诉他说这是糖
果。同一道理，会晤安拉的实况，不是以言语文字可以表达的，不过由于这个问题与人
类的信仰有关，为人类全部精神进步的基础，安拉把与其会晤的事实创造些征象或特
质，我们通过那些征象或特质，每个人都可体认到会晤了安拉，与安拉有了精神上的关
系。这种情形，正如一个机器一样，当它与电流接触的时候，立时生热发光，人们借着
热与光，便可知道有一种大力通过了它。
从古至今，人们会遇安拉与安拉发生精神关系，都是由安拉的常德通过他们的实际
生活显现，得到证明。实际上安拉的本体是精神的，一个人与他会晤，与他的精神关
系，只是从安拉的常德在那个人身上所起的反射作用，才能够表现出来。所以穆罕默德
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说：
如果你要会遇安拉，
使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受其同化
化。
如果你要会遇安拉，你必须吸收他的常德，
你必须吸收他的常德，使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受其同
敬请留意，我们与精神界的存在者建立关系，是靠我们对他的认识。依照《古兰
经》的训示，认识共有三种或三个阶梯：
（一）第一阶梯的认识，称为

ﻋِﻠ ُﻢ اﻟﻴَﻘﻴﻦ推论确实性的知识，意思是，对于事物的

认识是从其影响与迹象得来，而不是亲见那件事物。例如：见烟雾而知有火，但没有亲
眼见火。
（二）第二阶梯的认识，称作اﻟﻴَﻘﻴﻦ

ﻦ
ُ ﻋَﻴ观察确实性的知识，意思是，自己亲眼看

到一件事物，即亲眼看到一件事物，但尚未知其全部真象。例如：眼见有火，可是尚没
有亲身临火。
（三）第三阶梯的认识，名为اﻟﻴَﻘﻴﻦ

ﻖ
ﺣﱡ
َ 体验确实性的知识，意思是，对一件事物

完全的认识，那就是说，人类对它的认识业已到人类可能达到的程度，这种认识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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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不但自己亲身体验，而别人也可见其认识与经验的征象。例如：把手放在火中亲身
感受燃烧的情形，别人也可见其受燃烧的外部状况。
伊斯兰教认为人对安拉认识三个阶梯的简况如下：
（一）认识安拉的第一阶梯——祈祷的接受，当一个人听到人们述说安拉的常德及
那些常德在人类生活里的实际表现，于是他的心中便产生某种程度的信念，认为必然实
有其事，但这种信仰，只能产生一时的兴奋，而不能持久。如果他借着这种初步信念与
一时兴奋，向安拉作适当的祈祷，那么，安拉将接受其祈祷。不过经由这种祈祷而获得
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因为这时他心中仍会怀疑。事由祈祷告成者，或许不祈祷也可成
功；困难经祈祷消除者，或许不祈祷也能消除；有时行将告成之事终告失败；难成之
事，未经祈祷反而成功；且祈祷之结果与某些自然律之结果相似。例如：催眠术可以医
治疾病，人们可以怀疑经祈祷而痊愈之疾病，或为精神集中或其它因素使然，幷非由于
安拉之襄助与治疗。不过此一阶梯祈祷之总合，对有祈祷经验者言总是获得某种程度认
识安拉的媒介。
（二）认识安拉的第二阶梯——安拉的启示，伊斯兰教认为安拉一如从前，与他的
信仰者会话，因为他的常德是不变更的。如果他与信仰者的会话的常德，有了变动，不
再谈话，那么，他的其它常德，是不是也有变更，不再存在呢？《古兰经》说：

ﺸﺮُوا
ِ ْﻋ َﻠﻴْ ِﻬﻢْ اﻟْ َﻤﻠَﺎ ِﺋ َﻜ ُﺔ َأﻟﱠﺎ َﺗﺨَﺎﻓُﻮا َوﻟَﺎ َﺗﺤْ َﺰﻧُﻮا َوَأﺑ
َ ﻦ ﻗَﺎﻟُﻮا َر ﱡﺑﻨَﺎ اﻟﻠﱠ ُﻪ ُﺛﻢﱠ اﺳْ َﺘﻘَﺎﻣُﻮا َﺗ َﺘ َﻨ ﱠﺰ ُل
َ ن اﱠﻟﺬِﻳ
ِإ ﱠ
ن
َ ﻋﺪُو
َ ﺠ ﱠﻨ ِﺔ اﱠﻟ ِﺘﻲ ُآﻨْ ُﺘﻢْ ﺗُﻮ
َ ْﺑِﺎﻟ
至于那些说：
我们的养主是安拉”而且固守正道的人
有天使降至他们，
，说：“不
不
至于那些说：“我们的养主是安拉
我们的养主是安拉 而且固守正道的人，
而且固守正道的人，有天使降至他们
要害怕，
你们接受许给你们的天园的好消息吧！
！在今世和在后世我们都是
要害怕，也不要忧愁，
也不要忧愁，你们接受许给你们的天园的好消息吧
你们的朋友，
你们的朋友，在那里你们将获得你们自己所愿望的，
在那里你们将获得你们自己所愿望的，在那里你们将获得你们所祈求
的。”（
（41：
：31-32）
）
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证明，伊斯兰教认为安拉幷没有开闭他与人会话之门。
伊斯兰教不只是声称安拉与其信者会话，而事实上从一千三百余年来，信仰伊斯兰
教的人群中，常有与安拉会话的人物，关于这一方面，有足够的史实可供参考，无可怀
疑。在这个时代里，安拉的言语会下降于主许的迈喜合——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创始
人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且由于他的精神修养，感
召了数不可计的人群接近了安拉，而那些人们也亲自获得了安拉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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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认为安拉的言语绝不是人们内心的想象，而实是从安拉那里来的启示。安
拉的言语多种，例如：
（1）安拉把他的言语，传送到人的耳里，使他听到；
（2）安拉将他的言语，下降给人的心中或口里，使人不能自主地讲出来；
（3）安拉的启示，以文字的方式显现，使人阅读记忆；
（4）安拉赐予梦境，在梦境中他以象征的语文以示其意；
（5）安拉安排精神景象，这种也是象征性的言语，但不在睡梦而在醒悟中。
如坐立工作时，忽然见到死去的人或见一遥远地方的情景，可惜在这里不能详加申述。
（三）认识安拉的第三阶梯——在人的实际生活中安拉一切常德的表现，伊斯兰教
不但声称可以令人获得对安拉第三阶梯的认识，而且相当加重这个阶梯的认识。每一个
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每天礼五时拜功。在这些拜功里，依照《古兰首章》的训示，多次向
安拉祈求那曾受过安拉恩惠的人们的正道，在《古兰经》中另一处安拉曾说明安拉曾经
施过恩惠的人们，便是那些具有“圣人”（先知）、“正义的人”、“牺牲的人”、“善人”四种
品位者。这就是说，那些人中，有的具有“圣人” （先知）品位，或具有近于“圣人” （先
知）的品位，或虽不具有近于“圣人”的品位，但已获得些安拉的常德，可以从自己的生
活里将安拉常德的实际征象表示给人类，依照个人经验，可以领导人类，认识安拉的常
德，或正在培养“牺牲的人”品位的精神能力中。在这四种精神品位里，当人们达到前三
种品位的时候，他们对安拉的认识，便毫无怀疑之处了。
实际上，人类认识安拉，通过对其常德的认识，但如空谈安拉的常德，而没有实际
明证，是无多大益处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常有达到能表明安拉常德的精神高位者，他
们首先在其个人生活中获得安拉常德的反应，而后把安拉的那些常德，在其生活中的作
用介绍给大家，以领导他们获得安拉完善的学问与认识。在这个时代里，人多对安拉无
足够的认识，安拉为使整个人类重新获得安拉的存在与其一切常德的每个阶梯的认识，
欢度毫无怀疑的生活，便遣送了应许的迈喜合，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祝安拉
赐其慈悯、平安）。这位受命者是因十分完全地遵循伊斯兰教义，力行善功，而获得像
从前圣人们所得的精神品位的人。他以他由安拉得到的崇高的精神力量，向人们将安拉
的存在与常德，证实到相当肯定的程度。凡听到见到他的人，无不觉得惊奇。无数的人
经由他获得了精神的复生；建立了与安拉的关系。他对于安拉的认识已达到无可怀疑的
地步；他很近地看见了安拉；他获得了与安拉有进无退的接近地位；他毫不保留地杜绝
了个人私欲；他培养了人类可能获得的安拉常德；完全放弃物质世界而成为安拉的。总
之，他亲身体验了伊斯兰教的全部教规，认识了伊斯兰教的真理，享受了伊斯兰教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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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果，获得了安拉常德的精神衣冠，于是他就在其精神衣冠中来到人间，指导人类朝
向安拉。在他的一生中，安拉的每一常德，都曾明显地从他表现出来，由于安拉的各种
常德在他生活里的实际显现，他使无数的人们认识了安拉，接近了安拉，与安拉建立了
应有的关系。可惜我在这里限于篇幅与时间，不能举例说明。希望有心研究的朋友，参
考他的著述，及有关他的生活与宗教事业的记录。

（二）伊斯兰教怎样培养人类的完善道德、
伊斯兰教怎样培养人类的完善道德、建立人间的
完善关系
培养人类的完善道德、建立人间的完善关系，是伊斯兰教的第二目的。不过如果我
们细细研究一下，便会了解这第二目的，原来附属于第一目的，因为凡是对安拉有完善
认识的人，绝不接近罪恶，不做不好的事情。人们越是远离安拉，便越做坏事。安拉在
《古兰经》里说：

ﺠﻬَﺎ َﻟ ٍﺔ
َ ن اﻟﺴﱡﻮ َء ِﺑ
َ ﻦ َﻳﻌْ َﻤﻠُﻮ
َ ﻋﻠَﻰ اﻟﱠﻠ ِﻪ ِﻟﱠﻠﺬِﻳ
َ ِإ ﱠﻧﻤَﺎ اﻟﺘﱠﻮْ َﺑ ُﺔ
那些人因为无知而作恶。（
：18）
）
那些人因为无知而作恶 （4：
意思是说，罪恶的真正原因，便是对安拉没什么认识。人类的理智，也容易同意这
种说法，没有一个有正确理智的人，会把自己的手放在烈火里，所以很明显地可以知
道，凡是给予人类对安拉完善认识的宗教，便等于它替它的信仰者开启了完善道德的门
户。但由于这个道德问题特别重要，多数人对此问题，都感兴趣，所以我虽然不能在这
里详细地论述伊斯兰教的道德教义，但须把它做个简单择要地说明。
世界上每一个宗教都提倡高尚道德，没有一个宗教教人奸淫、邪、盗、对人不要诚
实、温良、不须谦虚、忍让、和平与仁爱等等。所以宗教家谈道德，是一个通常而共同
的现象，没有什么稀奇，我们要比较与研究各宗教的道德教义，应注意其所谈道德
的内容与解释，道德或（好道德）的来源与其培养的方法及不道德（坏道德）的来
源与其改善的方法等等。现在我们便就这个观念，看一看伊斯兰教的德教。
伊斯兰教认为人以自己的理智，因时，因地制宜地运用自己的天赋本能，便是道
德。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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ﻦ
َ ﺤﺐﱡ اﻟﻈﱠﺎ ِﻟﻤِﻴ
ِ ﻋﻠَﻰ اﻟﱠﻠ ِﻪ ِإﻧﱠ ُﻪ ﻟَﺎ ُﻳ
َ ﺢ َﻓ َﺄﺟْ ُﺮ ُﻩ
َ ﻋﻔَﺎ َوَأﺻْ َﻠ
َ ْﺳ ﱢﻴ َﺌﺔٌ ِﻣﺜُْﻠﻬَﺎ َﻓ َﻤﻦ
َ ﺳ ﱢﻴ َﺌ ٍﺔ
َ ﺟﺰَا ُء
َ َو
恶的还报，
但宽恕与改正的人，
，他的报酬
他的报酬，
，由安拉担负。
恶的还报，是要和其所作者相等，
是要和其所作者相等，但宽恕与改正的人
由安拉担负。安
拉实不爱不义的人。（
）
拉实不爱不义的人。（42：
。（ ：41）
这节经文说明伊斯兰教道德教育的真义，首先伊斯兰教给作恶者恶行相等的报复，
这是基本的命令。本来这是一个自然需要，谁对别人作多少罪恶，谁就应当受多少惩
罚。但是安拉说，凡是想进修自己道德的，他必须考虑，那对他作恶的人，将因惩罚改
正，还是由宽恕改正。如果由他的宽恕，可以改正那人的罪恶，他应当向他宽恕；如果
惩罚有改正那人的可能，他千万不能因为心软而宽恕他，因为他这样做，使那人失去改
正的机会，这不是仁慈，而是残忍。凡是知道其宽恕或报复可以改善他人，但仍然不那
样去做而做相反的，即使他宽恕了别人，安拉也以为他是不义的人。因为实际上，这不
是宽恕，而是有意地毁坏他的弟兄的道德。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
说：

依照自己的意向与心志而做的事情，才能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的行为，凡是因临时自
然的情感冲动，而做出来的事，绝不能算做人的行为，而是一般动物共通的情感动作。
从这段圣训，也可以知道一切不经理智各方面考虑去做的事情，都不能称为道德或
人的行为。
（注 ：道德这个名词可以作中性词，
也可作用褒义词有褒扬的含义。
。当用作中
道德这个名词可以作中性词，没有褒贬的含义，
没有褒贬的含义，也可作用褒义词有褒扬的含义
性词时，
性词时，那么，
那么，与好道德相对的是坏道德一词；
与好道德相对的是坏道德一词；当用作褒义词时，
当用作褒义词时，则与道德一词是相对的词是不道德一
词。）

（1）
）伊斯兰教认为什么是好道德？
伊斯兰教认为什么是好道德？ 什么是坏道德？
什么是坏道德？
在知道了伊斯兰教的道德定义之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研究伊斯兰教认为什么是好
道德与什么是坏道德，伊斯兰教认为好的道德就是，人依照其个人的理智，因时、因地
制宜地适当运用其个人的天赋本能，坏的道德就是，不经理智思考时空之宜，错误使用
个人的天赋本能。
伊斯兰教把道德分成两部分：一、内心的道德；二、外形的道德。安拉在《古兰
经》里说：

ﻦ
َﻄ
َ ﻇ َﻬ َﺮ ِﻣﻨْﻬَﺎ َوﻣَﺎ َﺑ
َ ﺶ ﻣَﺎ
َ ﺣ
ِ َوﻟَﺎ َﺗﻘْ َﺮﺑُﻮا اﻟْ َﻔﻮَ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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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接近明显的和隐微的恶事。（
不要接近明显的和隐微的恶事。（6：
）
。（ ：152）
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 ﺳﺒْ ُﻜﻢْ ِﺑ ِﻪ اﻟﱠﻠ ُﻪ
ِ ﺴ ُﻜﻢْ َأوْ ُﺗﺨْﻔُﻮ ُﻩ ُﻳﺤَﺎ
ِ َوِإنْ ُﺗﺒْﺪُوا ﻣَﺎ ﻓِﻲ َأﻧ ُﻔ
如果你们把你们内心里的，
依照自己所想的做出来），
），或把它隐藏起来
如果你们把你们内心里的，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依照自己所想的做出来
），或把它隐藏起来
（只限于内心的思想而无行动），
）
只限于内心的思想而无行动），安拉都将追问你们
），安拉都将追问你们。（
安拉都将追问你们。（2：
。（ ：285）
伊斯兰教又把一切内心与外形的道德，作道德好坏之分，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ت
ِ ﺴ ﱢﻴﺌَﺎ
ﻦ اﻟ ﱠ
َ ْت ُﻳﺬْ ِهﺒ
ِ ﺴﻨَﺎ
َ ﺤ
َ ْن اﻟ
ِإ ﱠ
实在，
）
实在，善的行为，
善的行为，可以去掉恶的行为。（
可以去掉恶的行为。（11：
。（ ：115）
伊斯兰教就道德的影响说，再把好坏道德各分为两类：（一）影响本身的道
德；（二）影响他人的道德。
总而言之，伊斯兰教的道德范围，相当广泛，它不仅涉及一人影响他人的一切行止
动静，且包括影响其自己的一切行止、动静。
关于伊斯兰教的道德细目，我本很想在此逐一论述，但这一个论题，很是广泛，在
这本《伊斯兰教精义》里，无法详加论述，只能举例说明。前面我曾说过道德就是人以
自己的理智，因时、因地制宜地运用自己的天赋本能，我现在就以这个道德定义为起
点，举几个德目作例，论述如下：
（一）怜悯与报复——在人类的天赋本能里原有怜悯与报复两种特性，其它动物也
有，这两种天赋本能，一般说来，人都避免使别人遭受痛苦，见到别人痛苦，他们的心
里，便产生异常的影响，自己感觉痛苦，但有时有人见到别人处于痛苦环境而感觉痛
快，这种心境叫做报复。这是天赋的本能之一。这种报复的天赋本能可以使人做出各种
行为，把那些行为加以理智的控制，不任其自由活动便叫做道德。为了将这种本能动作
变成道德行为，伊斯兰教定了几个限制：
（1）报复的第一限制：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ﻦ
َ ﻋﻠَﻰ اﻟﻈﱠﺎ ِﻟﻤِﻴ
َ ن ِإﻟﱠﺎ
َ ﻋﺪْوَا
ُ ﻦ ِﻟﱠﻠ ِﻪ َﻓ ِﺈنْ اﻧ َﺘ َﻬﻮْا َﻓﻠَﺎ
ُ ن اﻟﺪﱢﻳ
َ ن ِﻓﺘْ َﻨﺔٌ َو َﻳﻜُﻮ
َ ﺣﺘﱠﻰ ﻟَﺎ َﺗﻜُﻮ
َ َْوﻗَﺎ ِﺗﻠُﻮ ُه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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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以侵略行为敌对你们，
谁以侵略行为敌对你们，你们只能按照他所加害于你们的，
你们只能按照他所加害于你们的，加害于他。（
加害于他。（2：
。（ ：
195）
）

这是对一般无多少知识与智能的普通人们的一般性的命令。至于对那些比较有智
能、认识的人安拉在报复方面另外又加上些限制，《古兰经》里安拉说：

ﻦ
َ ﺤﺐﱡ اﻟﻈﱠﺎ ِﻟﻤِﻴ
ِ ﻋﻠَﻰ اﻟﱠﻠ ِﻪ ِإﻧﱠ ُﻪ ﻟَﺎ ُﻳ
َ ﺢ َﻓ َﺄﺟْ ُﺮ ُﻩ
َ ﻋﻔَﺎ َوَأﺻْ َﻠ
َ ْﺳ ﱢﻴ َﺌﺔٌ ِﻣﺜُْﻠﻬَﺎ َﻓ َﻤﻦ
َ ﺳ ﱢﻴ َﺌ ٍﺔ
َ ﺟﺰَا ُء
َ َو
侵害的赔偿应与所侵害者相同；
但凡是恕过而求改正者，
，他的回报都在安拉那
侵害的赔偿应与所侵害者相同；但凡是恕过而求改正者
里。他确不爱不义的人。（
）
他确不爱不义的人。（42：
。（ ：41）
这节经文说明，为了正人成已，可以宽恕对待侵略，不过谁如当宽恕足以增加某人
罪恶而宽恕了他，或当报复足以增加某人罪恶而报复了他，那么，他的行为便是不义，
安拉是不喜爱的，好像出自怜悯情感的宽恕，来自报复情感的惩罚，都是有其条件的。
当宽恕能使作奸犯科者改正的时候，应当运用怜悯同情的情感，对他宽恕；当惩罚对他
有益，可使他改正的时候，应当运用报复的情感，给他惩罚。
（2）报复的第二限制：当侵略者势大，受害者无力报复，或为了某种原因不愿报
复的时候，人们常用言语向他詈骂和寻找他的错误。关于这方面，在《古兰经》里安拉
说：

ب
ِ ﺴ ُﻜﻢْ َوﻟَﺎ َﺗﻨَﺎ َﺑﺰُوا ﺑِﺎﻟْ َﺄﻟْﻘَﺎ
َ َوﻟَﺎ َﺗﻠْ ِﻤﺰُوا أَﻧ ُﻔ
你们不要在同类中寻求错处，
也不要相互污蔑詈骂。（
。（49：
你们不要在同类中寻求错处
，也不要相互污蔑詈骂
。（
：12）
）
伊斯兰教认为这类行为，足以损害自己的诚实道德，及别人的羞耻心情，不但不能
矫正侵害者的行为，反会促进他的侵害，所以是应禁止的。
（3）报复的第三限制：人们有时以断绝言语关系去报复对其侵略的人，这种报复
方式也是伊斯兰教所不赞成的。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说：

任何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任何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不应越过三天不同其弟兄谈话。
不应越过三天不同其弟兄谈话。
（4）报复的第四限制：报复的另一种方式是心中怀恨。安拉不喜欢这种报复的方
式。他在《古兰经》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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ﻦ
َ ﺳ ُﺮ ٍر ُﻣ َﺘﻘَﺎ ِﺑﻠِﻴ
ُ ﻋﻠَﻰ
َ ﻏ ﱟﻞ ِإﺧْﻮَاﻧًﺎ
ِ ْﺻﺪُو ِر ِهﻢْ ِﻣﻦ
ُ َو َﻧ َﺰﻋْﻨَﺎ ﻣَﺎ ﻓِﻲ
我消除他们胸中的仇恨。（
）
我消除他们胸中的仇恨。（15：
。（ ：48）
这节经文指出，信仰安拉的人不应胸怀仇恨。
从伊斯兰教对报复的这些限制，我们可知它只规定一种报复为合法。那就是报复到
受损害的程度，但对这种报复也规定了条件，在有政府的地方，应当通过政府寻求报
复，自己不可从事报复。如果认为他人可以经宽恕改正，还应当把宽恕放在前面。至于
其它的报复方式，完全定为非法，因为那些方式的报复，只能增加罪恶、混乱，不可达
到报复的真正目的——改正。
（二）爱恶——爱也是人类的天赋本能。这种爱的本能是人与其它动物共有的，与
爱相对的一个本能是恶，爱恶这两种本能，都可把它变成道德。我们不能叫人喜爱每一
个东西，也不能劝人憎恶每一个东西，为了对其加以节制，必须有些规律。伊斯兰教认
为爱必须遵守三个规律，方可称为道德：
（1）爱的第一规律——爱必须有等次。愈接近谁，愈爱谁；对较疏远的人，爱的
程度也必较少。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ﻋﺸِﻴ َﺮ ُﺗ ُﻜﻢْ َوَأﻣْﻮَالٌ اﻗْ َﺘ َﺮﻓْ ُﺘﻤُﻮهَﺎ َو ِﺗﺠَﺎ َرة
َ ﺟ ُﻜﻢْ َو
ُ ن ﺁﺑَﺎ ُؤ ُآﻢْ َوَأﺑْﻨَﺎ ُؤ ُآﻢْ َوِإﺧْﻮَا ُﻧ ُﻜﻢْ َوَأزْوَا
َ ُﻗﻞْ ِإنْ آَﺎ
ﺳﺒِﻴ ِﻠ ِﻪ َﻓ َﺘ َﺮ ﱠﺑﺼُﻮا
َ ﺟﻬَﺎ ٍد ﻓِﻲ
ِ ﺐ ِإ َﻟﻴْ ُﻜﻢْ ِﻣﻦْ اﻟﱠﻠ ِﻪ َو َرﺳُﻮ ِﻟ ِﻪ َو
ﺣ ﱠ
َ ﺿﻮْ َﻧﻬَﺎ َأ
َ ْﻦ َﺗﺮ
ُ ن َآﺴَﺎ َدهَﺎ َو َﻣﺴَﺎ ِآ
َ ْﺸﻮ
َ َْﺗﺨ
ﻦ
َ ﺳﻘِﻴ
ِ ﻲ اﻟﱠﻠ ُﻪ ِﺑ َﺄﻣْ ِﺮ ِﻩ وَاﻟﻠﱠ ُﻪ ﻟَﺎ َﻳﻬْﺪِي اﻟْ َﻘﻮْ َم اﻟْﻔَﺎ
َ ﺣﺘﱠﻰ َﻳﺄْ ِﺗ
َ
你说：
若是你们觉得你们的父子、
近亲、
、自己所赚的财产
自己所赚的财产、
、惟恐黯
你说：[若是你们觉得你们的父子
若是你们觉得你们的父子、弟兄、
弟兄、妻室、
妻室、近亲
淡的营业以及喜爱的住宅比安拉、
淡的营业以及喜爱的住宅比安拉、他的使者与在他的道上奋斗更为可爱，
他的使者与在他的道上奋斗更为可爱，你们就等候安
拉发表命令吧，
）
拉发表命令吧，安拉不指导不服从的民族。（
安拉不指导不服从的民族。（9：
。（ ：24）
这节经文说明伊斯兰教主张，爱要有差等，按照等级施爱，才可称为道德，否则，
只算一个本能的自然表现罢了。
（2）爱的第二规律——爱应多基于别人对自己过去的恩德感觉，少出于从别人得
到当前或将来的愉快和希望，在这个规律下，爱父母是道德，爱子女（意指单纯的，如
其它动物对其下代的本能的爱）不算道德，伊斯兰为了这个道理，命令人们孝敬父母，
说明天园在母亲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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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爱的第三个规律——爱的表示，不应只顾近的好处，而忽略了远的损害。例
如：不惩戒子女的过错，不是道德；为教育子女而处罚他们是道德，安拉在《古兰经》
里说：

َ ﺴ ُﻜﻢْ َوَأهْﻠِﻴ ُﻜﻢْ ﻧَﺎرًا
َ ﻦ ﺁ َﻣﻨُﻮا ﻗُﻮا أَﻧ ُﻔ
َ ﻳَﺎَأ ﱡﻳﻬَﺎ اﱠﻟﺬِﻳ
信仰的人阿！
）
信仰的人阿！你们要从火里救出你们自己与家属。（
你们要从火里救出你们自己与家属。（66：
。（ ：6）
恶是一种天赋的本能，人见了不喜欢的东西，便憎恶它；见了无益有害的东西，便
希望远离它。这种恶的本能，如果运用自己的理智，因时、因地制宜地将其加以规范，
不但不坏无害，而且是好事，是好道德。当然运用这种本能到过有不及的程度，这本能
便变为坏的，如果过度，则称为敌意；如果不及，则叫做缺乏自尊心。《古兰经》里安
拉说：

ﻋﻠَﻰ َأﻟﱠﺎ َﺗﻌْ ِﺪﻟُﻮا
َ ن َﻗﻮْ ٍم
ُ ﺷﻨَﺂ
َ ْﻂ َوﻟَﺎ َﻳﺠْ ِﺮ َﻣ ﱠﻨ ُﻜﻢ
ِ ْﺷ َﻬﺪَا َء ﺑِﺎﻟْ ِﻘﺴ
ُ ﻦ ِﻟﱠﻠ ِﻪ
َ ﻦ ﺁ َﻣﻨُﻮا آُﻮﻧُﻮا َﻗﻮﱠاﻣِﻴ
َ ﻳَﺎَأ ﱡﻳﻬَﺎ اﱠﻟﺬِﻳ
ن
َ ﺧﺒِﻴﺮٌ ِﺑﻤَﺎ َﺗﻌْ َﻤﻠُﻮ
َ ن اﻟﱠﻠ َﻪ
ب ﻟِﻠ ﱠﺘﻘْﻮَى وَا ﱠﺗﻘُﻮا اﻟﱠﻠ َﻪ ِإ ﱠ
ُ اﻋْ ِﺪﻟُﻮا ُه َﻮ َأﻗْ َﺮ
不要因恼恨一伙人，
那是最近于敬畏的。
。就是对
不要因恼恨一伙人，激动你们做事不公平。
激动你们做事不公平。做事公平，
做事公平，那是最近于敬畏的
敌人，
敌人，也不应当有敌意，
也不应当有敌意，必须就事论事，
必须就事论事，因为憎恶的是可恶的事，
因为憎恶的是可恶的事，而不是人的本身。
而不是人的本身。
（5：
：9）
）
（三）希望进步——希望走在同伴的前面，也是人类与其它动物共同具有的天赋本
能，但人类由于此种天赋之多少不同，在不经理智控制的时候，便形成多种不好的道
德，而其合理的运用，就产生多种良好的道德。例如在善事上竞向进步，实有很多好
处。所以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ت
ِ ﺨﻴْﺮَا
َ ْﻓَﺎﺳْ َﺘ ِﺒﻘُﻮا اﻟ
（你们的目的）
）
你们的目的）当是争先恐后地行善。（
当是争先恐后地行善。（2：
。（ ：149）
由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伊斯兰教把这个本能加上一个向善的条件，使其变成一个
良好的道德。
这种本能的不良运用，可以形成嫉妒。这是伊斯兰教所不喜欢的。安拉在《古兰
经》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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ﺴ َِﺪ
َ ﺣ
َ ﺳ ٍﺪ ِإذَا
ِ ﺷ ﱢﺮ ﺣَﺎ
َ َْو ِﻣﻦ
以免除嫉妒者嫉妒时的损害。（
：5）
）
以免除嫉妒者嫉妒时的损害。（113：
。（
这种本能的不良运用，还使人们产生对他人轻视的感觉，伊斯兰教人防止这个不良
道德，在《古兰经》里安拉说：

ﺧﻴْﺮًا ِﻣﻨْ ُﻬﻢْ َوﻟَﺎ ِﻧﺴَﺎءٌ ِﻣﻦْ ِﻧﺴَﺎ ٍء
َ ﻋﺴَﻰ َأنْ َﻳﻜُﻮﻧُﻮا
َ ﺨﺮْ ﻗَﻮمٌ ِﻣﻦْ َﻗﻮْ ٍم
َ ْﻦ ﺁ َﻣﻨُﻮا ﻟَﺎ َﻳﺴ
َ ﻳَﺎَأ ﱡﻳﻬَﺎ اﱠﻟ ِﺬﻳ
َ ﺧﻴْﺮًا ِﻣﻨْ ُﻬﻦﱠ
َ ﻋﺴَﻰ َأنْ َﻳ ُﻜﻦﱠ
َ
信仰的人们啊！
信仰的人们啊！不要让一个民族嘲笑另一个民族，
不要让一个民族嘲笑另一个民族，也许那一个民族比他们还好，
也许那一个民族比他们还好，也
不要让一伙女子嘲笑另一伙女子，
不要让一伙女子嘲笑另一伙女子，也许那伙女子比她们还好。（
也许那伙女子比她们还好。（49：
）
。（ ：12）

这种希望进步本能的过度发展，也可产生自夸的毛病，因为过强的前进欲，使人会
慢慢地忘却自己的弱点与欠缺，常觉着自己比人家强而夸张起来，伊斯兰教对此也加以
禁止。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ن ُﻣﺨْﺘَﺎﻟًﺎ َﻓﺨُﻮرًا
َ ﺤﺐﱡ َﻣﻦْ آَﺎ
ِ ن اﻟﱠﻠ َﻪ ﻟَﺎ ُﻳ
ِإ ﱠ
安拉不爱骄傲自夸的人。（
安拉不爱骄傲自夸的人。（4：
）
。（ ：37）
（四）种族繁殖——这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在这方面伊斯兰教也定下了规范，教
人拿理智去控制它。在这方面，伊斯兰教有两个基本命令。
法定男女结婚。《古兰经》里安拉说：

ﻚ
َ ْﻋ َﻠﻴ
َ ﻚ ِﻣﻤﱠﺎ َأﻓَﺎ َء اﻟﻠﱠ ُﻪ
َ ﻦ َوﻣَﺎ َﻣ َﻠ َﻜﺖْ َﻳﻤِﻴ ُﻨ
ﺖ ُأﺟُﻮ َر ُه ﱠ
َ ْﻚ اﻟﻠﱠﺎﺗِﻲ ﺁ َﺗﻴ
َﺟ
َ ﻚ َأزْوَا
َ ﻲ ِإﻧﱠﺎ َأﺣْ َﻠﻠْﻨَﺎ َﻟ
ﻳَﺎَأ ﱡﻳﻬَﺎ اﻟ ﱠﻨ ِﺒ ﱡ
先知啊！
我把你已交付聘礼的妻子对你定为合法的。（
。（33：
）
先知啊！我把你已交付聘礼的妻子对你定为合法的
。（ ：50）
（2）禁止奸淫。《古兰经》里安拉说：

َوﻟَﺎ َﺗﻘْ َﺮﺑُﻮا اﻟ ﱢﺰﻧَ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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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接近奸淫。（
）
不要接近奸淫。（17：
。（ ：33）
意思是说：除去自己的太太以外，不可与其它人满足自己的色欲，因为这样便失去
了这本能的真正目的。
（五）物权运用——人类对自己所有物的消费与存储，也是一种天赋本能。人在这
个本能的驱使下消费或保存自己的财产。伊斯兰教对这种本能，也作了几个限制。
（1）物权运用的第一限制。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ﺴﺒْﺘُﻢ
َ ت ﻣَﺎ َآ
ِ ﻃ ﱢﻴﺒَﺎ
َ ْﻦ ﺁ َﻣﻨُﻮا أَﻧ ِﻔﻘُﻮا ِﻣﻦ
َ ﻳَﺎَأ ﱡﻳﻬَﺎ اﱠﻟﺬِﻳ
你们使用你们自己赚来的好的财物（
：268）
）
你们使用你们自己赚来的好的财物（2：
这就是说不能把别人的财产占据、使用。
（2）物权运用的第二限制。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ﺴﺒِﻴ ِﻞ َوﻟَﺎ ُﺗ َﺒ ﱢﺬرْ َﺗﺒْﺬِﻳﺮًا
ﻦ اﻟ ﱠ
َ ْﻦ وَاﺑ
َ ﺣﻘﱠ ُﻪ وَاﻟْ ِﻤﺴْﻜِﻴ
َ ت ذَا اﻟْ ُﻘﺮْﺑَﻰ
ِ َوﺁ
你要给亲属、
）
你要给亲属、穷人和旅行的人其所应得的，
穷人和旅行的人其所应得的，幷不要浪费。（
幷不要浪费。（17：
。（ ：27）
这节经文说明了三个命令：
（1）凡负责自己亲戚的福利者，应从自己的财产中给予他们应得的权利。
（2）应当以其个人的财产施济贫穷与行路的人们。
（3）施济他人的时候，应守中庸之道，固不可一毛不拔，把所有的完全用在自己
身上，也不可过分多予别人而自己失去一切经济能力，且施不望报，也是消费者应有的
精神。
伊斯兰教对道德的每个细目，都有完善的教导。例如：在好道德（道德）方面，诚
实、贞操、温良、恭敬、良善、勇毅、忍耐、感恩、行善、中庸、信赖、忠信、保密、
周济、和解、惧怕、希望、牺牲、知足、照顾孤寡、增进人间彼此友情、大公、兄弟之
情、谦让、守约、正直、和悦、庄重、款待家人、看望病人及知耻等；在坏道德（不道
德）方面，如忧虑、造谣中伤、诽谤、虚伪、伤害、侦探、窃听、都别人信件、暴露别
人弱点、欺骗、沽名钓誉、伪善、空谈、随便立誓、诌媚、盗窃、杀害、压迫、叛逆、
曲解、干涉、懦弱等。都有完美的教义，足以使人类升高道德品位。可惜在这篇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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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范围内不能对所有这些德目的每个品质详细论述。
总而言之，伊斯兰教将人类每一个本能，都加上了适当的限制，而使其变成高尚的
道德，每一个本能，都不能越过其自己的限制，而到另外一个本能的领域之内。报复不
能到怜悯的界限之内，怜悯也不到报复的界限之内；爱不能到恶的范围之内，恶也不能
入到爱的范围之内。人的每一本能，都在其自己的范围内转动，正如星球沿着其轨道运
转，一个不阻止另一个的活动，每一个限于其轨道之内，好像人的大脑是一个政府，各
部本能是它的公民，道德是维持它们安宁的法律。

（2）
）伊斯兰教认为好道德的等级与坏道德的等级
道德应当规定等级，正如普通教育应当规定等级，所以世界不但需要道德的教育，
而且需要实际有等级的道德教育，以便使人类达到道德完善的地步。
伊斯兰教给予人们两种道德教义，一种是原则性的道德教义；另一种是细目性的道
德教义。在原则性的道德教义里，它把好坏道德都分成不同的等级。在这样分立等级的
道德教义中，每一个人都可依照自己的道德状况，安排进修道德的步骤，努力行善止
恶。在它的细目性的道德教义中，每一个事情，都个别地叙述，每一个道德的次第都明
白的记载。我在这篇拙作里，只能论述其原则性的教义，不过从其原则性的道德教义
里，也可看出它的一切德教的梗概与精义了。
关于伊斯兰教道德方面的原则性的教义，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ﻲ
ِ ْﻋﻦْ اﻟْ َﻔﺤْﺸَﺎ ِء وَاﻟْﻤُﻨ َﻜ ِﺮ وَاﻟْ َﺒﻐ
َ ن َوإِﻳﺘَﺎ ِء ذِي اﻟْ ُﻘﺮْﺑَﻰ َو َﻳﻨْﻬَﻰ
ِ ن اﻟﱠﻠ َﻪ َﻳﺄْ ُﻣ ُﺮ ﺑِﺎﻟْ َﻌﺪْ ِل وَا ِﻹﺣْﺴَﺎ
ِإ ﱠ
ن
َ ﻈ ُﻜﻢْ َﻟ َﻌﱠﻠ ُﻜﻢْ َﺗ َﺬ ﱠآﺮُو
ُ َﻳ ِﻌ
的确，
厚待他人一如自己的亲属。
。他禁止你们做
的确，安拉命你们严守公道
安拉命你们严守公道，向人行善，
向人行善，厚待他人一如自己的亲属
不为人家知道的一切隐蔽的罪恶，
不为人家知道的一切隐蔽的罪恶，为人家憎恶的一切明显罪恶及实际有害他人的一切罪
恶。他劝你们
他劝你们，
，希望你们留意。（
）
希望你们留意。（16：
。（ ：91）
在这节经文里，安拉把好道德分成三个等级，坏道德也分成三个等级，一切好坏道
德都可列入这些等级之中：

（甲）好道德的三个等级
（1）好道德的第一等级——公平，就是同等的对待，人家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待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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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好道德的第二等级——向人行善，当受到别人对你在财物、身体或知识等方
面善待的时候，你要努力报答那人的善待，给他比他给你更多的好处。如果别人给你不
好的待遇，除非宽恕足以形成扰乱不安，不能改善别人，你应尽量地宽恕他。这个等级
比第一等级为高。只有业已培育了第一阶级的道德修养，把公平待人造成自己习惯的
人，才能进展到第二等级的道德，不然的话，它将只是表皮上的改变，稍一疏忽，便会
堕落下来。
（3）好道德的第三等级——厚待他人一如自己的亲属，就是说：在善待世界所有
人时，根本不想他们将要还报你的善待，就像父母兄长对其子弟善待，认为是一个自然
的责任，而不望有任何报答。人们的这种行为，只因为对其子弟的天然慈爱，甚至于根
本不想这是对其行善，而是尽责。这个阶级的好道德比第二阶级的道德颇为高尚，因为
第二阶级的道德——向人行善——总还有行善的感觉，常体会着自己在做好事，但当你
的好道德达到第三阶级的时候，你将完全不觉着你在行善，而是这样做来你觉得内心的
安慰，所以第三阶级的道德是最高尚的道德。人达到这个道德品位的时候，觉着惟有在
这个高尚道德的生活中才有人生的趣味。他认为人们如果给他行善的机会是对他行善，
如同人们家中生了儿子，不觉得是一种负担，而感到快乐，因而感谢安拉的恩德。这种
人好像业已为人类的幸福而捐献了自己，他们确可称为先天下之忧为忧，后天下之乐为
乐的人。他们虽是这样行善，仍然不觉得他们对人类行善，而且五中感谢安拉给予他们
做善事的机会，幷进而希望有更多的服务机会，好像父母渴望自己多有财物，以便更好
的养育自己的子女。

（乙）坏道德的三个等级
（1）坏道德的第一等级——别人不知道的隐微的罪恶。例如：内心的不洁或坏意
念。当人受不良环境与教育影响时，内心先行感受，产生恶念，倾向于罪恶的事情，但
天赋的良善本能，仍然抑制着它。
（2）坏道德的第二等级——他人憎恶的一切明显罪恶。当恶念逐渐增长坚固起
来，最后占据优势，不受任何抑制，达到坏道德的第二等级，做起坏事来。这种坏事，
人们见到憎恶，但这种罪恶，多只与其本身的不洁有关，如说谎、谩骂等等。不过，这
时候他仍只做少数罪恶，惧怕大多数罪恶。他们的心还没有大的胆量，公开去做自己已
染成的恶事，他的内心尚有些羞耻，当指出他的错误时，还能承认它。
（3）坏道德的第三等级——实际有害他人的道德。当人们对自己的堕落道德满
意，而不求改正时，他们便到了第三阶级。人们到了这个阶级的时候，便伤害他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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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与道德规律挑战，放弃一切道德约束，对自己堕落的道德现状，感到骄傲，觉得快
乐，内心没有丝毫自责的感觉。
伊斯兰教把好坏道德共分成六大等级，为的使每个人可以很容易地依照这个标准来
衡量自己的道德现况，而求按部就班地提高它。

（3）
）伊斯兰为什么把一件事情称为好道德（
伊斯兰为什么把一件事情称为好道德（道德），
道德），另一件
），另一件
事情称为坏道德（
事情称为坏道德（不道德）？
不道德）？
伊斯兰教对为什么把某一件事情称为好道德，另一件事情称为坏道德的问题，也作
了原则与细目性的解答：
（甲）原则性的解答
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ﺲ ِإﻟﱠﺎ ِﻟ َﻴﻌْ ُﺒﺪُوﻧِﻲ
َ ﻦ وَاﻟْﺈِﻧ
ﺠﱠ
ِ ْﺖ اﻟ
ُ ْﺧ َﻠﻘ
َ َوﻣَﺎ
我造化ﻦ
ﺠﱠ
ِ ْاﻟ精纳（
َ َاﻟْﺈِﻧ人（普通的人），
精纳（非普通的人）
非普通的人）和ﺲ
普通的人），其目的就在他们
），其目的就在他们效法我
其目的就在他们效法我
的常德。（
）
的常德。（51：
。（ ：57）
由这节经文，我们可以明白伊斯兰教培养人类高尚道德的第一目的，就是建立人与
安拉的密切关系，没有高尚道德，不能达到人生目的——效法安拉的常德。安拉不喜欢
坏道德，他想人们培养他的一切常德，成为安拉的人（天人），以便接近他，与他精神
合一。因此，好道德之所以称为好道德，是因为它是安拉常德的反映；坏道德之所以叫
做坏道德，是为了它与安拉的常德互相矛盾。
（乙）细目性的解答
关于好道德之所以称为好道德，坏道德之所以叫做坏道德，伊斯兰教也有细目性的
教导。详细地论述每一好道德被称为好道德的原因，每一个坏道德被称为坏道德的理
由，以发动行善止恶的热情。不过我在这里没有机会一一叙述，只能举例说明了。
宽恕是好道德的原因
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ﻋﺪَا َوةٌ َآ َﺄ ﱠﻧ ُﻪ
َ ﻚ َو َﺑﻴْ َﻨ ُﻪ
َ ﻦ َﻓ ِﺈذَا اﱠﻟﺬِي َﺑﻴْ َﻨ
ُﺴ
َ ْﻲ َأﺣ
َ ﺴ َﻨ ُﺔ َوﻟَﺎ اﻟﺴﱠﻴﱢ َﺌ ُﺔ ادْ َﻓﻊْ ﺑِﺎﱠﻟﺘِﻲ ِه
َ ﺤ
َ َْوﻟَﺎ َﺗﺴْ َﺘﻮِي ا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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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ﺣﻤِﻴﻢ
َ ﻲ
َو ِﻟ ﱞ
善恶不会是一样的。
善恶不会是一样的。要以最好的品德防止罪恶。
要以最好的品德防止罪恶。看哪！
看哪！那对你有敌意的人会马上变成好
那对你有敌意的人会马上变成好
像你旧日的密友。
像你旧日的密友。
（41：
：35）
）
请想一下，这节经文怎样合情合理地诱人培养高尚的宽恕常德。
助人行善是好道德的原因
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ﻦ اﻟﱠﻠ ُﻪ
َﺴ
َ ْﺴﻦْ َآﻤَﺎ َأﺣ
ِ ْﻚ ِﻣﻦْ اﻟ ﱡﺪﻧْﻴَﺎ َوَأﺣ
َ ﺲ َﻧﺼِﻴ َﺒ
َ ﺧ َﺮ َة َوﻟَﺎ ﺗَﻨ
ِ ك اﻟﻠﱠ ُﻪ اﻟﺪﱠا َر اﻟْﺂ
َ وَاﺑْ َﺘ ِﻎ ﻓِﻴﻤَﺎ ﺁﺗَﺎ
ﻚ
َ ِْإ َﻟﻴ
要善待人类，
权势、
、与别人共同享用
与别人共同享用，
，因为安拉已向你行
要善待人类，要拿财物、
要拿财物、学问、
学问、地位、
地位、权势
善了。
）
善了。你要报答安拉的恩德，
你要报答安拉的恩德，你的责任是与人共享安拉的恩德。（
你的责任是与人共享安拉的恩德。（28：
。（ ：78）
嫉妒是坏道德的原因
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说：

不要嫉妒，
好像烈火吞食木柴一样。
。
不要嫉妒，因为嫉妒吞食人的安适，
因为嫉妒吞食人的安适，好像烈火吞食木柴一样
人类嫉妒，因为看见别人比自己安适。不知道由于嫉妒，自己已有的安适，也将要
消失。自己把自己放在痛苦里，嫉妒有什么好处呢？
侵略是坏道德的原因
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ﺣﻬَﺎ
ِ ض َﺑﻌْ َﺪ ِإﺻْﻠَﺎ
ِ ْﺴﺪُوا ﻓِﻲ اﻟْ َﺄر
ِ َْوﻟَﺎ ُﺗﻔ
他实不喜爱过度的人，
你们不要再制造混乱。（
。（7：
，57）
）
他实不喜爱过度的人，当大地上和平了，
当大地上和平了，你们不要再制造混乱
。（ ：56，
这节经文指示侵略与过当，不能建立和平，因为侵略与过当的行动，引起别人的反
抗，自然破坏和平。
轻视别人是坏道德的原因
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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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ﺧﻴْﺮًا ِﻣﻨْ ُﻬﻢ
َ ﻋﺴَﻰ َأنْ َﻳﻜُﻮﻧُﻮا
َ ﺨﺮْ ﻗَﻮمٌ ِﻣﻦْ َﻗﻮْ ٍم
َ ْﻟَﺎ َﻳﺴ
一个民族不应轻视另一个民族，
因为时代是常变的。
。今天一个民族是大的，
一个民族不应轻视另一个民族，因为时代是常变的
今天一个民族是大的，明天另
一民族也会大的；
一民族也会大的；今天一个家庭进步了，
今天一个家庭进步了，明天另一个家庭也会进步的。
明天另一个家庭也会进步的。如果一个民族或
家庭轻视别一个民族或家庭，
被轻视的民族或家庭一旦兴起有势的时候，
，也必试图羞
家庭轻视别一个民族或家庭，那被轻视的民族或家庭一旦兴起有势的时候
辱他们。
社会混乱将永没有尽日了。（
。（49：
）
辱他们。像这样，
像这样，彼此轻视，
彼此轻视，互相羞辱，
互相羞辱，社会混乱将永没有尽日了
。（ ：11）
吝啬是坏道德的原因：
吝啬是坏道德的原因：
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ﺴ ِﻪ
ِ ْﻋﻦْ َﻧﻔ
َ ﺨ ُﻞ
َ ْﺨﻞْ َﻓ ِﺈ ﱠﻧﻤَﺎ َﻳﺒ
َ ْﺨ ُﻞ َو َﻣﻦْ َﻳﺒ
َ َْﻓ ِﻤﻨْ ُﻜﻢْ َﻣﻦْ َﻳﺒ
但是你们里面有的人吝啬。
吝啬的人只是伤害自己。（
。（47：
）
但是你们里面有的人吝啬。吝啬的人只是伤害自己
。（ ：38）
因为吝啬的人，不善理自己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只想保藏财物。其实，那些财
物，除了使他烦恼以外，别无什么用处。
总而言之，伊斯兰教对每一个道德的命令或禁止，都叙述其命令或禁止的因由，开
启了行善止恶的大门。

（4）
）伊斯兰教培养好道德与杜绝坏道德的方法
宗教的工作，不仅在告诉人们什么道德应当避免，什么道德必须培养，而它的责
任，且是提供培养高尚的道德，杜绝卑劣道德的有效方法，如果它不能完成这个目的，
那么，它的一切努力，都将没有什么结果。伊斯兰教确已美满地完成这个目的，现在我
把伊斯兰教提供的提高道德的方法，约略叙述一下：
伊斯兰教改善道德的第一个方法：
伊斯兰教改善道德的第一个方法：
伊斯兰教认为改良道德的首要方法是，圣贤继续来临，表现安拉常德。人类的一切
工作都需要模范。通过模范，他们可以好好地学习。只要书本的知识，对其没有多大益
处。如果世界上没有模范，那么，一切知识都将消失。医学、工程学、化学等科学，单
是书本是不能够学习的，必须有供应模范与解释的人。人们借着看到与问到他们的模范
与解释，获得精深的学问。培养道德与研究学问相同。人们的前面，如果没有完善的模
范，又如果这种模范不是不断的出现，那么，绝不能培养完善的道德。而且这种模范也
必须从人群中出来，如果模范不是人，他将不可能做人的模范，人的心永不会从非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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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上获得满足。一棵树不能做一块石头用，一个人不能从非人的模范上获得鼓励，所
以我们的模范，应当出自人类，幷且这种模范应当不断地到临人间，以便每一个时代的
人类都能有机会模仿他们的模范。伊斯兰教声称这种表现安拉常德的人物是不断地到来
的。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ﻋ َﻠﻴْ ِﻬﻢ
َ ٌﺧﻮْف
َ ﺢ َﻓﻠَﺎ
َ ﻋ َﻠﻴْ ُﻜﻢْ ﺁﻳَﺎﺗِﻲ َﻓ َﻤﻦْ ا ﱠﺗﻘَﻰ َوَأﺻْ َﻠ
َ ن
َ ﺳﻞٌ ِﻣﻨْ ُﻜﻢْ َﻳ ُﻘﺼﱡﻮ
ُ ﻳَﺎ َﺑﻨِﻲ ﺁ َد َم ِإﻣﱠﺎ َﻳﺄْ ِﺗ َﻴ ﱠﻨ ُﻜﻢْ ُر
ن
َ َوﻟَﺎ ُهﻢْ َﻳﺤْ َﺰ ُﻧﻮ
阿丹的子孙啊！
假如从你们中有使者降临你们，
，向你们诵读我的启示
向你们诵读我的启示，
，凡敬畏而改
阿丹的子孙啊！假如从你们中有使者降临你们
善者，
也没有对过去任何事情的忧虑。（
。（7：
）
善者，他们将没有未来的任何恐惧，
他们将没有未来的任何恐惧，也没有对过去任何事情的忧虑
。（ ：36）
除为人类完善模范的圣人以外，还有一种比圣人品位较低的人类模范，可是这种品
位的人也是相当高洁的模范。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说伊斯兰教里每
一百年的开始，都将到来这样的模范。他说：

安拉在伊斯兰教的信者中，
每百年的开端将派遣复兴他们的宗教的人物。
。
安拉在伊斯兰教的信者中，每百年的开端将派遣复兴他们的宗教的人物
依照历史记载，我们知道在伊斯兰教信者中常来此种复兴宗教的人物。但在这个时
代里，世界的风气异常低下，人类的道德空前败坏，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宗教复兴者所能
济事。为了完善地保护与发展伊斯兰教义，建树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
安）的完善典范，以领导整个人类走向得救之道，登入成功之门，培养人类最高等级的
道德，建立人与安拉最密切的关系。安拉从信仰伊斯兰教、知行《古兰经》和穆圣（祝
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训谕的人群里已经选派了一位先知——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
先生（愿安拉赐给他幸福与平安）。这位述而不作的先知藉着学习穆圣的典范和效法按
拉的常德，已经使世界上无数的人们获得了精神生命，提高了道德生活。
如果我们细加思考，我们可以知道道德模范，是培养道德最高尚、最完美的方法，
其它方法，不过只有些辅导作用。且这个方法，不可能用其它方法代替，而它的影响力
是绝对的，肯定的。
伊斯兰教改善道德的第二个方法
伊斯兰教认为人类培养道德的第二个方法是向其阐明道德的真正等级，以便各级道
德品质的人都可按照自己的道德情况按部就班地进修。关于道德的等级，业已作了一些
解释，这里不便多所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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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改善道德的第三个方法
伊斯兰教认为改善人类道德应向人们说明进修好道德、杜绝坏道德的理智与常识的
原因，以便他们对它有完全的认识，进而产生努力培养高尚道德、根除低下道德的热
情。

这一点在前面也已经叙述了。
伊斯兰教改善道德的第四个方法
伊斯兰教建议进修道德的一个方法是改善人类的错误观念，使他们放弃失望、坚定
希望的观念。我们见人们犯了许多罪恶，只因为他们的脑子里存在罪恶不可避免的思
想。凡是一个民族把这种思想传授给他们的子孙，便是要消减他们的子孙。凡是一个人
除非他坚信他可以达到一个目的，他绝不会为那个目的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如果一个民
族坚信他们自己是微弱的，他们不能获得高尚品德，不可脱离低下道德，他们的罪恶是
与生俱来的，那么，他们便将永远不能克制它。这种民族完全是自暴自弃，自取灭亡。
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在这个问题上，颇为重视，劝告他的信者，无
论在什么时候和具有无论什么道德素质都不要失望，所以他说：

当一个人说，
他便是那个民族的毁灭者。
。
当一个人说，民族毁灭了，
民族毁灭了，那么，
那么，他便是那个民族的毁灭者
总而言之，失望阻止人类的奋斗，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不能成功。伊斯兰教根除了这
种思想，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ﻦ َﺗﻘْﻮِﻳ ٍﻢ
ِﺴ
َ ْن ﻓِﻲ َأﺣ
َ ﺧ َﻠﻘْﻨَﺎ اﻟْﺈِﻧﺴَﺎ
َ َْﻟ َﻘﺪ
我们确以极高尚的力量创造了人类，
一切能力，
我们确以极高尚的力量创造了人类
，他们确具有极好而又可供培养的一切能力
他们确具有极好而又可供培养的一切能力
，来
到世间。（
）
到世间。（95：
。（ ：5）

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 َﻓ َﺄﻟْ َﻬ َﻤﻬَﺎ ُﻓﺠُﻮ َرهَﺎ َو َﺗﻘْﻮَاهَﺎ7)ﺳﻮﱠاهَﺎ
َ ﺲ َوﻣَﺎ
ٍ َْو َﻧﻔ
我们以人和他的高尚而完善无缺的创造作证，
我们以人和他的高尚而完善无缺的创造作证，在他里面有一种特别良质，
在他里面有一种特别良质，安拉在他
里面创造了辨识善恶的能力。（
）
里面创造了辨识善恶的能力。（91：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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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这是如何合于人类天性的崇高教义！毫无疑问的，人类确是领受了极为纯洁无
缺的天性而来，不论其在后天怎样地陷入罪恶，可是他们本性纯洁，总要保留些本来的
面目，如果他们注意善事，肯定地说，他们是可以远离恶事，躬行善功的。这个教义确
可改变人类的失望观念，鼓励他们提高道德的勇气。
有些人由于作恶过多，而失去行善的念头，认为自己业已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变成
了不洁的人，还有什么纯洁的希望，不需要努力讲纯洁的事了。为了杜绝人们已往过失
对他的影响，伊斯兰教开启了悔过之门，令人十分严肃地表示自己已往的过失，完全与
安拉和解，向其订立改善许约。如果一个人能这样悔改前非，那么，他一定能鼓起勇
气，努力改正将来的。
伊斯兰教改善道德的第五个方法
伊斯兰教努力消除人从其父母所得来的不良影响。伊斯兰教固认为人的天性纯洁，
但在父母遗传的影响下，他也接受一些恶劣的倾向。为了杜绝这种遗传的恶倾向，伊斯
兰教劝人在夫妇交媾的时候祈求安拉说：

(ب اﻟﺪﱠﻋﻮات
ُ ن ﻣﺎ َر َزﻗْﺘَﻨﺎ ) اﻟﺒُﺨﺎرِى آﺘﺎ
ﺐ اﻟﺸﱠﻴﻄﺎ ﱠ
ِ ﺟ ﱢﻨ
َنو
َ ﺟ ﱢﻨﺒْﻨﺎاﻟﺸﱠﻴﻄﺎ
َ اَﻟﻠﱠ ُﻬﻢﱠ
安拉啊，
安拉啊，你从恶的思想、
你从恶的思想、恶的意向与恶的友伴方面，
恶的意向与恶的友伴方面，保佑我们和我们的子女吧。
保佑我们和我们的子女吧。
伊斯兰教改善道德的第六个方法
伊斯兰教开启了鼓舞内心的一切门径，以激励其向善的能力。这些门径，有的在上
面已经叙述了，如祈祷、礼拜、封斋及纪念安拉等。在这里我另说三个门径，作为范
例。
伊斯兰教指导人们为了提高个人道德，必须与善人为伍。《古兰经》里安拉说：

ﻦ
َ ﻦ ﺁ َﻣﻨُﻮا ا ﱠﺗﻘُﻮا اﻟﱠﻠ َﻪ َوآُﻮﻧُﻮا َﻣ َﻊ اﻟﺼﱠﺎ ِدﻗِﻴ
َ ﻳَﺎَأ ﱡﻳﻬَﺎ اﱠﻟﺬِﻳ
信仰的人们阿，
）
信仰的人们阿，常常要与诚实的人在一起。（
常常要与诚实的人在一起。（9：
。（ ：119）
伊斯兰教指导人们选择饮食以增加其向善能力。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ت َواﻋْ َﻤﻠُﻮا ﺻَﺎ ِﻟﺤًﺎ
ِ ﻄ ﱢﻴﺒَﺎ
ﺳ ُﻞ ُآﻠُﻮا ِﻣﻦْ اﻟ ﱠ
ُ ﻳَﺎَأ ﱡﻳﻬَﺎ اﻟﺮﱡ
圣人们阿，
做适宜时机的事情。（
。（23：
）
圣人们阿，吃美好的东西，
吃美好的东西，做适宜时机的事情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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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原则，伊斯兰教命令食用一切有助培养人类各种道德的东西，禁止食用一
切有碍进修各种道德的东西。
为了培养高尚道德，伊斯兰教主张人们从生下以后，便应不断地给予善事的影
响。例如，它命令当儿女生下后，便在他们的耳边诵读宣礼词。这个宣礼词里包容伊斯
兰教的基本教义，可使儿女直接或间接承受伊斯兰教的影响。
伊斯兰教改善道德的第七个方法
伊斯兰教关闭一切导致罪恶的门户。例如，为杜绝奸淫，安拉在《古兰经》里晓谕
信者说：

ﺧﺒِﻴﺮٌ ِﺑﻤَﺎ
َ ن اﻟﱠﻠ َﻪ
ﻚ َأزْآَﻰ َﻟ ُﻬﻢْ ِإ ﱠ
َ ﺟ ُﻬﻢْ َذ ِﻟ
َ ﻦ َﻳ ُﻐﻀﱡﻮا ِﻣﻦْ َأﺑْﺼَﺎ ِر ِهﻢْ َو َﻳﺤْ َﻔﻈُﻮا ُﻓﺮُو
َ ُﻗﻞْ ِﻟﻠْ ُﻤﺆْ ِﻣﻨِﻴ
ﻦ
ﻦ زِﻳ َﻨ َﺘ ُﻬ ﱠ
َ ﻦ َوﻟَﺎ ُﻳﺒْﺪِﻳ
ﺟ ُﻬ ﱠ
َ ﻦ ُﻓﺮُو
َ ْﻦ َو َﻳﺤْ َﻔﻈ
ﻦ ِﻣﻦْ َأﺑْﺼَﺎ ِر ِه ﱠ
َ ْﻀﻀ
ُ ْت َﻳﻐ
ِ ( َو ُﻗﻞْ ِﻟﻠْ ُﻤﺆْ ِﻣﻨَﺎ31)ن
َ َﻳﺼْ َﻨﻌُﻮ
ﻦ
ﻦ َأوْ ﺁﺑَﺎ ِﺋ ِﻬ ﱠ
ﻦ ِإﻟﱠﺎ ِﻟ ُﺒﻌُﻮ َﻟ ِﺘ ِﻬ ﱠ
ﻦ زِﻳ َﻨ َﺘ ُﻬ ﱠ
َ ﻦ َوﻟَﺎ ُﻳﺒْﺪِﻳ
ﺟﻴُﻮ ِﺑ ِﻬ ﱠ
ُ ﻋﻠَﻰ
َ ﻦ
ﺨ ُﻤ ِﺮ ِه ﱠ
ُ ﻦ ِﺑ
َ ْﻇ َﻬ َﺮ ِﻣﻨْﻬَﺎ َوﻟْ َﻴﻀْ ِﺮﺑ
َ ِإﻟﱠﺎ ﻣَﺎ
ﻦ
ﺧﻮَا ِﺗ ِﻬ ﱠ
َ ﻦ َأوْ َﺑﻨِﻲ ِإﺧْﻮَا ِﻧﻬِﻦ َأوْ َﺑﻨِﻲ َأ
ﻦ َأوْ ِإﺧْﻮَا ِﻧ ِﻬ ﱠ
ﻦ َأوْ َأﺑْﻨَﺎ ِء ُﺑﻌُﻮ َﻟ ِﺘ ِﻬ ﱠ
ﻦ َأوْ َأﺑْﻨَﺎ ِﺋ ِﻬ ﱠ
َأوْ ﺁﺑَﺎ ِء ُﺑﻌُﻮ َﻟ ِﺘ ِﻬ ﱠ
ْﻦ َﻟﻢ
َ ﻄﻔْ ِﻞ اﱠﻟﺬِﻳ
ﻏﻴْ ِﺮ ُأوْﻟِﻲ اﻟْ ِﺈرْ َﺑ ِﺔ ِﻣﻦْ اﻟ ﱢﺮﺟَﺎ ِل َأوْ اﻟ ﱢ
َ ﻦ
َ ﻦ َأوْ ﻣَﺎ َﻣ َﻠ َﻜﺖْ َأﻳْﻤَﺎ ُﻧ ُﻬﻦﱠ َأوْ اﻟﺘﱠﺎ ِﺑﻌِﻴ
َأوْ ِﻧﺴَﺎ ِﺋ ِﻬ ﱠ
ﻦ َوﺗُﻮﺑُﻮا ِإﻟَﻰ
ﻦ ِﻣﻦْ زِﻳ َﻨ ِﺘ ِﻬ ﱠ
َ ﻦ ِﻟ ُﻴﻌْ َﻠ َﻢ ﻣَﺎ ُﻳﺨْﻔِﻴ
ﺟ ِﻠ ِﻬ ﱠ
ُ ْﻦ ِﺑ َﺄر
َ ْت اﻟ ﱢﻨﺴَﺎ ِء َوﻟَﺎ َﻳﻀْ ِﺮﺑ
ِ ﻋﻮْرَا
َ ﻋﻠَﻰ
َ َﻳﻈْ َﻬﺮُوا
نﱠ
َ ن َﻟ َﻌﱠﻠ ُﻜﻢْ ُﺗﻔْ ِﻠﺤُﻮ
َ ﺟﻤِﻴﻌًﺎ َأ ﱡﻳﻬَﺎ اﻟْ ُﻤﺆْ ِﻣﻨُﻮ
َ اﻟﱠﻠ ِﻪ
对信仰的女子说：
保护自己的阴部，
，不要显露自己的装
对信仰的女子说：她们也低下自己的眼睛，
她们也低下自己的眼睛，保护自己的阴部
饰，除非自然显露的。
不要显露自己的美色或自己的装饰，
，除
除非自然显露的。她们要把头盖拉过胸部，
她们要把头盖拉过胸部，不要显露自己的美色或自己的装饰
非对自己的丈夫，
或自己的儿子，
，或自己丈夫的儿
非对自己的丈夫，或自己的父亲，
或自己的父亲，或自己丈夫的父亲，
或自己丈夫的父亲，或自己的儿子
子，或自己的弟兄，
们的女同伴，
，或自己手下的女
或自己的弟兄，或自己的侄儿，
或自己的侄儿，自己的外甥，
自己的外甥，或她们的女同伴
或她们的女同伴
仆，或无性欲的男仆，
或无性欲的男仆，或不知男女之间性关系的儿童，
或不知男女之间性关系的儿童，她们也不要为使人知道所隐藏的
装饰而跺脚。
以便你们成功。（
。（24：
）
装饰而跺脚。信仰的人啊！
信仰的人啊！大家都要归向安拉，
大家都要归向安拉，以便你们成功
。（ ：32）
又如不守中庸之道乃是人类遭致罪过的一大基因，所以伊斯兰教育人们对一切事务
都要保持中庸的大道，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ﺷﻬِﻴﺪًا
َ ْﻋ َﻠﻴْ ُﻜﻢ
َ ن اﻟ ﱠﺮﺳُﻮ ُل
َ س َو َﻳﻜُﻮ
ِ ﻋﻠَﻰ اﻟﻨﱠﺎ
َ ﺷ َﻬﺪَا َء
ُ ﺳﻄًﺎ ِﻟ َﺘﻜُﻮﻧُﻮا
َ ﺟ َﻌﻠْﻨَﺎ ُآﻢْ ُأ ﱠﻣ ًﺔ َو
َ ﻚ
َ َو َآ َﺬ ِ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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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你们做成一切事务都守中庸之道的民族，
关闭了引致罪恶的门户。（
。（2：
我们把你们做成一切事务都守中庸之道的民族，关闭了引致罪恶的门户
。（ ：
144）
）

（三）伊斯兰教怎样完善地教导人类建立理想的社会关系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一个完善的宗教在指导人类建立理想的社会关系方面，应该教育
人们四件事情：
（1）家庭中的一切事务——亲属之间彼此的关系及其相互的权利与义务；
（2）每个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及其履行的最佳方法；
（3）雇主与雇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及富人与穷人间应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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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宗教与不同国家的人彼此应有的关系。
伊斯兰教确完善地教育人类在建立社会关系中应该怎样处理这四件事情。在《古兰
经》中有很多地方叙述有关这四件事情的命令，而《古兰经》的最后一章更是专为指示
社会关系种类及社会改革而下降的。安拉在这一章里说：

(اﱠﻟﺬِي5)س
ِ ﺨﻨﱠﺎ
َ ْس اﻟ
ِ ﺷ ﱢﺮ اﻟْ َﻮﺳْﻮَا
َ ْ( ِﻣﻦ4)س
ِ (ِإ َﻟ ِﻪ اﻟﻨﱠﺎ3)س
ِ ﻚ اﻟﻨﱠﺎ
ِ ( َﻣ ِﻠ2)س
ِ ب اﻟﻨﱠﺎ
ُﻗﻞْ َأﻋُﻮ ُذ ِﺑ َﺮ ﱢ
ِ
（7）
وَاﻟﻨﱠﺎس

ِ ﺻ ُﺪو ِر اﻟﻨﱠﺎ
ُ س ﻓِﻲ
ُ ُﻳ َﻮﺳْ ِﻮ
ﺠ ﱠﻨ ِﺔ
ِ ْ( ِﻣﻦْ اﻟ6)س

你说：
我求人类的养主、
你说：“我求人类的养主
我求人类的养主、
人类的最高统治者、
人类的最高统治者、
人类的值得崇拜者的保护，
人类的值得崇拜者的保护，
“以免鬼祟的耳语者的危害
以免鬼祟的耳语者的危害；
以免鬼祟的耳语者的危害；
它来自大人物或普通人，
它来自大人物或普通人，在人们的心中制造怀疑。
在人们的心中制造怀疑。

根据本章和其它章节的经文，我们明了伊斯兰教遵循安拉三大常德，将社会关系统分三
类而教导之：
（一）遵循安拉‘人类的养主’的常德，指导人们如何建立社会生活中同一家庭、民族
与国家的人们之间彼此应有的关系及其相互的权利与义务。
（二）遵循安拉‘人类的最高的统治者’的常德，指导人们社会生活中政府与人民、雇
主与雇工及富人与穷人间应有的关系。
（三）遵循安拉‘人类的值得崇拜者’的常德，指导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国际间和宗教间
应有的关系。
现在我们依照安拉的这三个常德为基本原则，看伊斯兰教怎样教育人类处理社会的
三种关系。不过限于篇幅，不便引证《古兰经》文。

（一）伊斯兰教建立理想的个人与家庭、
伊斯兰教建立理想的个人与家庭、民族及国家关系的教义
（1）
）夫妇关系的教义
在这个社会关系中，就绵延子孙观点言，夫妇间的关系最为重要，伊斯兰教认为夫
妇关系应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而不在外表的美观与财物的丰富。在道德的基础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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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不但社会道德因而提高，而所养育的子女也必将具备高尚的道德。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伊斯兰教主张夫妇双方，在订婚之前，必须探听清楚，女方的
亲属也须了解男方是否真正具备相当道德。对其女儿与其将来的子女有益。伊斯兰规定
在结婚时，丈夫应为妻子规定一份财产，称作婚礼。规定婚礼的目的在使妻子在家庭中
保持独立人格，自己可以济贫救难。它也规定丈夫除非见了妻子有淫荡事实，不能殴
打。
如果夫妇间断绝了夫妇关系，则不能超过四个月，如果超过四个月，那么，丈夫必
须给妻子应得的一切权利及生活费用。
丈夫对妻子的责任是供给妻子衣食住行的一切费用，必须对其恩爱，在日常生活中
必须一律平等，不可漫骂妻子，或与其分居，不论怎样忙碌必须分出时间，尽对其应尽
的义务。
妻子对丈夫的责任是必须对丈夫忠实顺从，照顾他的财产，注意他的名誉，好好的
抚育子女。
当夫妇关系失调的时候，应当设法和解。如果不能和解，丈夫可以声明与妻子解除
婚约。为了给予男女两方关系改善机宜，规定解除婚约的声明应做三次，每月一次。当
作了第三次离婚声明，才算办完了离婚的法定手续。
如果妻子对丈夫不满，觉得非离婚不可，那么，她可以通过其亲属中的男子或政府
负责人办理离婚手续。当政府当局认为声明离婚的理由正确，则下令男方与其脱离夫妇
关系。
为了子孙的延续、国家、社会的需要和个人的健康，有时男子必须多婚。伊斯兰教
为了满足这个实际需要，允许他们在上述必需的情况下，多行婚配，但多婚的男子必须
在其妻子的中间公平待遇，衣食住行等日常费用，及夫妻间一切关系均须完全一样，
轮流居住每个妻子的住所。

（2）
）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教义
父母不应因贫穷而杀害子女。如果丈夫不想多生育子女，她必须获得妻子的许可。
父母必须培养子女的道德、学问与技能；注意其家庭教育与健康；在许多子女之间应公
平待遇；在他们童年的时代应照顾他们每个人的欲望与需要；在他们长大的时候如果赠
送他们礼品，应当一一赠送；为教育他们而施行处罚时，不可打脸，以免影响他们将来
的生活。
子女必须尊敬父母，顺从父母，当父母年高的时候，子女应当奉养父母，留意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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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他们的感情，不当说严厉难听的话，要为他们的幸福向安拉祈祷。

（3）
）兄弟之间关系的教义
每一个人必须负起无人维持生活的弟兄的日常生活责任，他将是他弟兄的遗产继承
人。如果一个人没有兄弟，其父系或母系亲属将为其遗产继承人，负责他的生活。
在家庭关系中，遗产继承，相当重要。伊斯兰教关于家庭的继承权有极为完善的规
定。它规定父母、夫妇及子女都有遗产继承权。如果死者没有上述的遗产继承人，那
么，他的弟兄将有遗产继承权利。如其没有弟兄，那么，其它亲属可以继承其遗产，死
者只可以把其财产的三分之一，遣送给别人，但此种遗赠，不能给有继承权的人。

（4）
）同乡同国的人之间关系的教义
伊斯兰教育人们善待孤儿、妇女、贫穷的人、近邻、远邻、旅客、同事者及奴隶。
年长者当慈爱年幼者，年幼者须恭敬年长者。社会的基础建立在不同人间的良善关系
上，尤其照顾穷苦无助的人，是改善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善事。

（5）
）一般公民的教义
伊斯兰教规定一个公民应作许多事情。我在此简略地叙述其一部分作为范例。如
下：
伊斯兰教认为每个人应当努力生产，不可怠惰，不可求乞（除非无业、不能营业或
遭遇意外的人）。凡是遇见的人，都应当为他做平安的祈祷。不可传送恶语，不可说有
损他人的话，不可在路上抛掷东西，努力保持道路及公共场所的清洁，要为死人做葬
礼，做生意要货真价实，在公共场所不能高声争吵，不能妨害公共秩序与安宁，不要污
染公共的用水，在公共场所不可说污秽的言语，作有损人们的事情，劝勉别人行善，阻
止别人作恶，当保持温和与友爱的态度，不要感情用事，应当教人学问，不可隐私，应
有勇气，但不可侵犯弱者、妇女、孺子及任何他人与动物，不可把别人的生命放置于危
险的境地，当见到邻人遭遇困难时，应按照其需要，向其作无利贷款，不要任何报酬。
公民必须履行民族与国家的责任，准备作一切牺牲，不可疏忽个人的职业。当见别人面
临死亡之境的时候，必须全力救助。不可以开玩笑的态度，将应用的武器指向其自己的
弟兄。不应失望灰心，面临灾难、困苦，应英勇以赴，抱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应付一
切逆境，不可示弱自杀，避免自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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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孤儿权利的教义
伊斯兰教相当重视社会中孤儿的权利。它认为一个民族必须负起养育其民族间孤儿
的责任，否则，它将不能生存。伊斯兰教认为社会里应为孤儿在其至亲中规定一个保护
人，保管他的财产。保护人要教育孤儿，教其适当的职业技能，特别注意提高其道德修
养，不能过度地放纵他，而致影响他的道德；也不能管理过严，致其不能发展其天赋本
能。处理孤儿事宜的态度应当慈爱与真诚，因为他们是失去父母慈爱的人，需要父母般
的热爱。当他们成人的时候，政府应当留心他们的智能与经验。如果他们已有能力照料
自己的产业，就当归还其产业；如果见其智力不能管理其自己的产业。

（7）
）借贷的教义
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也为社会关系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很
多时间需要向他人作临时的借款，所以伊斯兰教准许无利贷款和抵押。有钱的人们，应
当按照贷款人的需要和还债能力。而借钱于他。关于该项贷款可以贷款人之财产作为担
保，也可不以其财产留作保证，不过借贷事宜必须书写，归还日期也要注明。按期还
债，乃是债务人的责任。如果债务人有意外事件，不能按照预定日期归还贷款，那么，
债权人当延缓到他容易归还的日期，但如果他急需钱用，无力还债，当地人士应出面向
富裕人家捐募款项归还其债款；如果债务人死亡，应当由他遗下来的产业归还债款；如
果他没有遗产，他的亲属要代他归还所有债务；假如他没有亲属，政府必须代他归还债
款。

（8）
）商业的教义
商业有关社会的繁荣与进步。伊斯兰对于商业事宜，也有相当教导。它规定不可出
卖外形美观内含不佳的货物，不应隐藏货物外形的毛病，在双方同意买卖而又货交钱付
之后生意便不能取消，不可作罢。货物不能规定两个价格。当商人出卖商品时，应令其
书写卖字，请人作证，以免事后产生麻烦。购买的商品，必须称量。眼见后，方能出
卖，在进行交易时，不能做假竞争，提高售价，当地的商人不应在外来的商人尚未抵达
市面之前，先往路遇客商，进行交易，以免不利外来行商或有害本地贸易，不应买卖没
有定量的东西，商品必须亲自眼见，不可作赌博式的贸易。

（9）
）集会宴请等社交场合的教义
伊斯兰教的集会宴请等社会交往的礼义，相当周密完善，循情合理。它教人当受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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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的时候，应当尽其可能，应邀赴宴，因为互相邀请可以增加友爱情感，但不受邀请
者，不可自动参加。如果同被邀请者前往宴会，受邀请者应为其向主人请求许可。在约
定宴会时间以前，不可等候到场。进餐时应注意清洁，先洗双手。不可贪婪，当尽先吃
近前食物，关于饭食，不可贬损的评论也不可作谄媚的赞美。饭后也要洗手，须替主人
及其家属，祈求真主赏赐他们恩惠与吉庆。餐后即应辞离，以免无故增加主人的麻烦。

伊斯兰教认为人间只有三种集会是造福人类的。
伊斯兰教认为人间只有三种集会是造福人类的。
（1）集会的目的在谋贫穷困乏人们的福利；
（2）集会的目的在研究各种学问、技术或从事教义宣传；
（3）集会的目的在谋人间的和解。

伊斯兰教认为集会应遵循下列的礼义。
伊斯兰教认为集会应遵循下列的礼义
。
（1）在集会的场所中，食用气味恶劣东西的人不应前往。
（2）集会中应衣着整洁，如能使用芬香的物品，使空气清雅，精神轻快，更佳。
（3）在集会场所中，座位不应过于紧密，以致有呼吸不便的痛苦。
（4）患传染疾病的人，不可到公共集会场所。
（5）当有人站立说话的时候，应注意静听，不可打断话头，虽有不赞同之处也不可
喧哗。
（6）讲话的人应当慢慢、庄重地发表意见，要讲的话，必须使人易懂。
（7）集会中如有新到的，应为其安排坐位。
（8）与会的人，如有离会急需，应取得大会主席的许可。
（9）如有人临时外出，他人不可占据其坐位。
（10）如果两人因事坐谈，在他们中间，虽有空位，也不可就坐。
（11）如有三人共坐，任何两人不可低声细语，以免第三人怀疑他们论及其本身。
（12）集会期间，言语应面向大会主席发表。

（二）伊斯兰教政府与人民、
伊斯兰教政府与人民、雇主与雇工及富人与穷人之间关
系的教义

（一）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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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伊斯兰教术语，国家元首或哈里发是受众人委托而保护和管理他们个别和共同
权利的代表人的名称，除此以外，政府的任何解释，都不符合伊斯兰教义。它只承认代
议政体。在《古兰经》中安拉说政府是一种委托；这就是说，众人所给予他或他们的那
些权限，不是他或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也不是他或他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就是这一个
字，便说明了政府的全部性质。在古兰经叙述政府的时候，幷非从政府的首长开始而终
于人民，而是由人民开始而终于政府的首长，在《古兰经》里安拉说：

ن
س َأنْ َﺗﺤْ ُﻜﻤُﻮا ﺑِﺎﻟْ َﻌﺪْ ِل ِإ ﱠ
ِ ﻦ اﻟﻨﱠﺎ
َ ْﺣ َﻜﻤْ ُﺘﻢْ َﺑﻴ
َ ت ِإﻟَﻰ َأهْ ِﻠﻬَﺎ َوِإذَا
ِ ن اﻟﱠﻠ َﻪ َﻳﺄْ ُﻣ ُﺮ ُآﻢْ َأنْ ُﺗ َﺆدﱡوا اﻟْ َﺄﻣَﺎﻧَﺎ
ِإ ﱠ
ﺼﻴﺮًا
ِ ﺳﻤِﻴﻌًﺎ َﺑ
َ ن
َ ن اﻟﱠﻠ َﻪ آَﺎ
ﻈ ُﻜﻢْ ِﺑ ِﻪ ِإ ﱠ
ُ اﻟﱠﻠ َﻪ ِﻧ ِﻌﻤﱠﺎ َﻳ ِﻌ
安拉的确命令，
安拉的确命令，你们把一切委托的事物交给有受托资格的人。
你们把一切委托的事物交给有受托资格的人。当你们在人们之间作
判断时，
要秉公判断。
。无疑地
无疑地，
，安拉用以劝告你们的，
判断时，要秉公判断
安拉用以劝告你们的，好极了！
好极了！安拉用以劝告你们的，
安拉用以劝告你们的，
好极了！
好极了！安拉确是全听的，
安拉确是全听的，全视的。
全视的。
（4：
：59）
）

这节经文里的话是安拉向一般人们说的。意思是：（一）选举政府的统治者是你们
的权利，你们以外，没有任何人能指定统治者，好像说任何人不能享有家传的天下；
（二）政府的权利是个贵重的东西，一如委托的贵重，万不可将它委托给没有管理政府
能力的人，必须把它交给诚实而又能保护它的人；（三）政府不是永固不变的东西，它
只是那众人不能个别使用的权利而将其委托给某人的名称，所以应当认为它是一个委托
物，因为它的所有权，不是任何特殊个人所有的，而全体人民是它的主人翁；（四）伊
斯兰教向政府统治者指示：凡是给予你的，那只是一种委托。应当善加保管，勿使毁坏
或消减。当你死亡的时候，应当交还。意思是说，你当完全负起保护政府、照顾人民权
利的职责，不可使它有任何损害；（五）统治者在执政期间当给予人民全部的权利，不
可创造任何混乱。
从上述《古兰经》文，可知伊斯兰教义的政府是选举的，代议的。现在将伊斯兰教
的政府体制，作一个扼要具体的叙述。
伊斯兰教对其信者说，他们应当共同选举一个他们认为适当的人，为政府的领导
人。这个政府领导人的任期，不像西方各国的政府主席，只是几年，而是终身的。当安
拉认为他不适合这个身份的时候，他可终止其生命，结束其任期。这个政府的领导人拥
有政府的一切权力，他的义务是终身为国家人民的进步，牺牲一切，不可图谋其个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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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当其为供应国家需要，可以动用国库的财物。至于其个人用度，要由咨询决定。他
的责任是经常通过咨询会了解人民大众的意见，幷在必要时，召集全体人民咨询他们的
意见。他应当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的代表，他的意见是毫无成见，只顾到国家民族的利
益。伊斯兰教向人们许约这种道高德重、大公无我的政府代表人，将获得安拉的特别辅
助，所以给予他一种特别权力。当某种特别需要时，他可以否决咨询人们的大多数的意
见，就他能否决咨询会的大多数的决议言，他是全权的；就他遵循伊斯兰教所规定的体
制与教义不能变更言，他是毫无权力的。他不通过咨询会不能作任何决定，以保持其政
府为选举式的特色；就安拉通过大众选举而定其身份言，他是被选的统治者；就希望其
不在特别需要的重大事务上不否决大众意见言，他是大众的代表人；就他不以私人需要
动用国库、他的地位不能罢免幷获得安拉特别助力言，他是有相当的道德修养，精神力
量，以德治天下的。
至于咨询会与地方长官的选举，伊斯兰教为了使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智而因时、因地
制宜没有作硬性的规定。

伊斯兰教政府的职权与义务
伊斯兰教的政府负责人民的道德和经济的进步，生命财产的安全，福利需要的满
足，贫穷者最低限度生活的解决及其彼此之间的团结与合作。现在将政府的职权与义务
提纲挈领地记述如下：
（1）政府应供应每一人民的衣食住的日常需要；
（2）政府为保证绝对公平，应建立极为公平的司法行政制度。它不可偏私、受贿与
讲情；一切判决必须根据证据与辩解，执行判决时不可姑息或私意循情；
（3）政府应求获得国家的名誉与自由；
（4）政府应注意人民的健康；
（5）政府须安排人民的教育；
（6）政府应辅导人民从事职业；
（7）政府应建立国内的和平；
（8）政府应安排国内的食粮；
（9）政府应负责国内的交通；
（10）政府应提高国民道德；
（11）政府应注意人民生活各方面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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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人民的义务
伊斯兰教也规定人民对政府应尽相当的义务。人民必须同情政府，与政府合作，绝
对服从政府，不论个人要求满足或不满足，都须完全支持政府的措施，通力与其合作。

（二）雇主与雇工关系的教义
伊斯兰教主张雇主与雇工之间关系必须公平合理。其教义大略如下：
（1）禁止雇主对雇工作任何言语与行为的侮辱；
（2）雇主不应使雇工做其自己不能做的工作；
（3）如果雇工将饭做好送来，雇主应与他共餐，如果不能这样，至少应为他留存他
的一分；
（4）雇工的工资应立时交付。如雇主不交付劳金，政府应负责令其交付；
（5）雇主应付予雇工足够的工资，如果工资不够，他们可通过政府作增加工资的要
求，如政治与社会环境迫使雇工与雇主共同工作，政府应听取双方的意见，作适当的决
定。

（三）处理当前贫富之间的关系及政府职权的一般问题的教义
处理当前贫富之间的关系及政府职权的一般问题的教义
在这个时代里社会中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怎样使社会中不同阶级人们的权利保持
平衡现象？我愿在这里，略述伊斯兰教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伊斯兰教认为宇宙万物的创造都是为人类的利益，为整个人类所共有，所以整个人
类集体为这个宇宙万物的主人。
伊斯兰教幷认为安拉创造人类，为了要看谁是工作者，幷怎样工作。他赐予每人运
用天赋才能的完全机会，幷在其天性中放置竞争的精神，每人都本能地常想在进步的竞
争里胜过别人。所以伊斯兰教鼓励这种竞争，教信仰安拉的人们，在善事上彼此竞争。
竞争的结果当然有所不同。有些人多有收获，有些人少有得收获，也有些人无所收获。
这种不同是伊斯兰教所承认的。如安拉说：

ﺴﺒُﻮا َوﻟِﻠ ﱢﻨﺴَﺎ ِء
َ ﺾ ﻟِﻠ ﱢﺮﺟَﺎ ِل َﻧﺼِﻴﺐٌ ِﻣﻤﱠﺎ اآْ َﺘ
ٍ ْﻋﻠَﻰ َﺑﻌ
َ ْﻀ ُﻜﻢ
َ ْﻀ َﻞ اﻟﻠﱠ ُﻪ ِﺑ ِﻪ َﺑﻌ
َوﻟَﺎ َﺗ َﺘ َﻤ ﱠﻨﻮْا ﻣَﺎ َﻓ ﱠ
ﻋﻠِﻴﻤًﺎ
َ ﺷﻲْ ٍء
َ ن ِﺑ ُﻜﻞﱢ
َ ن اﻟﱠﻠ َﻪ آَﺎ
ﻦ وَاﺳْ َﺄﻟُﻮا اﻟﱠﻠ َﻪ ِﻣﻦْ َﻓﻀْ ِﻠ ِﻪ ِإ ﱠ
َ ْﺴﺒ
َ َﻧﺼِﻴﺐٌ ِﻣﻤﱠﺎ اآْ َﺘ
你们对于安拉藉以使你们一些人超越另一些人的（
东西），
），不要垂涎
不要垂涎。
你们对于安拉藉以使你们一些人超越另一些人的
（东西
），
不要垂涎
。男子按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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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行为获应得份额，
女子也按照自己的行为获应得份额。
。你们要乞求安拉赐给你们他
己的行为获应得份额，女子也按照自己的行为获应得份额
的恩典。
的恩典。安拉对于一切事物都是全知的。
安拉对于一切事物都是全知的。
（4：
：33）
）

意思说：这种分歧是安拉创造成的，人们不应互相嫉妒，不得彼此强取豪夺。因为
安拉的工作都有道理，绝非无故的，整个世界便赖这个彼此竞争与不同才能维持的。如
果人们试图加以干预，不给予那些竞争居前人们的惠赐，那么，这一切的竞争与努力将
要停止，世界将因此不能进步。
伊斯兰教虽一面承认人们的私人权利，但一面也向人们说：那些蒙安拉恩惠而获得
进步的人们哪！你们要担起在竞争中落后弟兄的担子，使他们前进与你们合起来，因为
你们应当知道你们现在具有的财产尚有穷人们的一分，绝不可因为竞争居前，占据了他
们的一分，当喜欢看到那些弟兄像你们一样享有世界的一分。通过你们，他们获得抚
养，那么，你们效法安拉的常德，养育安拉的创造物。安拉使你们升到了这种品位，也
就应当认为是安拉给你们的恩惠了。
从上述伊斯兰教义，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教主张政府必须完成下列五件大事，才
能保持社会中各阶级间的权利平衡：
（1）

保持竞争；

（2）

凡是进步的、特别努力的人，可以获得努力的结果，保持私有财产；

（3）在走在前面的人的财产中取出他人所有权的部分及劳力，交给财权人；
（4）为全民开启进步之门；
（5）全民得以容易地满足其人生的需要。
伊斯兰教为完成这五大要事，设计下列四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伊斯兰教主张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为全民所共有，所以世界上幷没有一个真正的物
主，在张三那里一切的东西，都有别人的一分。就这个意义言，他不是真正的物主，他
被称为物主，只是因为他在那些东西中有比别人较多的部分，他曾经过努力获得那些东
西里尚有别人的部分。基于这个道理，在富人的财产中规定了穷人的部分财权。所以在
《古兰经》中安拉说：

ﻖ ﻟِﻠﺴﱠﺎ ِﺋ ِﻞ وَاﻟْ َﻤﺤْﺮُو ِم
ﺣﱞ
َ َْوﻓِﻲ َأﻣْﻮَا ِﻟ ِﻬﻢ
在他们的财产中，
）
在他们的财产中，有着乞求者和穷困者的一份。（
有着乞求者和穷困者的一份。（51：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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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又在《古兰经》里说：

ْﻚ ُهﻢ
َ ن َوﺟْ َﻪ اﻟﱠﻠ ِﻪ َوُأوْ َﻟ ِﺌ
َ ﻦ ُﻳﺮِﻳﺪُو
َ ﺧﻴْﺮٌ ِﻟﱠﻠﺬِﻳ
َ ﻚ
َ ﺴﺒِﻴ ِﻞ َذ ِﻟ
ﻦ اﻟ ﱠ
َ ْﻦ وَاﺑ
َ ﺣﻘﱠ ُﻪ وَاﻟْ ِﻤﺴْﻜِﻴ
َ ت ذَا اﻟْ ُﻘﺮْﺑَﻰ
ِ ﻓَﺂ
ن
َ اﻟْ ُﻤﻔْ ِﻠﺤُﻮ
（阅读
阅读《
阅读《古兰经》
古兰经》的人啊！）
的人啊！）当安拉使你们的生计富裕时
！）当安拉使你们的生计富裕时，
当安拉使你们的生计富裕时，你们应交给近亲、
你们应交给近亲、贫穷的
人和旅客应得之分。
人和旅客应得之分
。这种善行对于要获得安拉喜悦的人是最好的，
这种善行对于要获得安拉喜悦的人是最好的，他们将来就是成功的
人。（30：
）
。（ ：39）

伊斯兰教命令，任何人不能把自己的钱财存放起来，强制人们消费其财物或将其投
入生产。如果他们不遵命实行，安拉将给予惩罚。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ﻦ
ِ ﻦ ِإﺣْﺴَﺎﻧًﺎ َو ِﺑﺬِي اﻟْ ُﻘﺮْﺑَﻰ وَاﻟْ َﻴﺘَﺎﻣَﻰ وَاﻟْ َﻤﺴَﺎآِﻴ
ِ ْﺷﻴْﺌًﺎ َوﺑِﺎﻟْﻮَا ِﻟ َﺪﻳ
َ وَاﻋْ ُﺒﺪُوا اﻟﱠﻠ َﻪ َوﻟَﺎ ُﺗﺸْ ِﺮآُﻮا ِﺑ ِﻪ
ن اﻟﱠﻠ َﻪ
ﺴﺒِﻴ ِﻞ َوﻣَﺎ َﻣ َﻠ َﻜﺖْ َأﻳْﻤَﺎ ُﻧ ُﻜﻢْ ِإ ﱠ
ﻦ اﻟ ﱠ
ِ ْﺐ وَاﺑ
ِ ْﺠﻨ
َ ْﺐ ﺑِﺎﻟ
ِ ﺣ
ِ ﺐ وَاﻟﺼﱠﺎ
ِ ﺠ ُﻨ
ُ ْوَاﻟْﺠَﺎ ِر ذِي اﻟْ ُﻘﺮْﺑَﻰ وَاﻟْﺠَﺎ ِر اﻟ
ن ﻣَﺎ ﺁﺗَﺎ ُهﻢْ اﻟﱠﻠ ُﻪ
َ س ﺑِﺎﻟْ ُﺒﺨْ ِﻞ َو َﻳﻜْ ُﺘﻤُﻮ
َ ن اﻟﻨﱠﺎ
َ ن َو َﻳﺄْ ُﻣﺮُو
َ ﺨﻠُﻮ
َ ْﻦ َﻳﺒ
َ ن ُﻣﺨْﺘَﺎﻟًﺎ َﻓﺨُﻮرًا اﱠﻟﺬِﻳ
َ ﺤﺐﱡ َﻣﻦْ آَﺎ
ِ ﻟَﺎ ُﻳ
ﻋﺬَاﺑًﺎ ُﻣﻬِﻴﻨًﺎ
َ ﻦ
َ ِﻣﻦْ َﻓﻀْ ِﻠ ِﻪ َوَأﻋْ َﺘﺪْﻧَﺎ ِﻟﻠْﻜَﺎ ِﻓﺮِﻳ
要崇拜安拉，
不要把任何东西做成与安拉同等的崇拜对象。
。要善待父母、
要崇拜安拉，不要把任何东西做成与安拉同等的崇拜对象
要善待父母、亲戚、
亲戚、孤
儿、穷人、
有亲属关系的邻人、
、无任何关系的邻人
无任何关系的邻人、
、在你们左右的同伴、
穷人、有亲属关系的邻人
在你们左右的同伴、旅客和你们手
下的人。
安拉的确不喜爱骄傲、
、自夸的人
自夸的人。
。凡自己吝啬，
下的人。安拉的确不喜爱骄傲
凡自己吝啬，又教人吝啬，
又教人吝啬，幷隐慝安拉以自
己的恩典所赐予他们的人
我已为这些不信者安排了耻辱的惩罚。（
。（4：
，38）
）
己的恩典所赐予他们的人，
们的人，我已为这些不信者安排了耻辱的惩罚
。（ ：37，

第二个方法
伊斯兰教认为，在消费中人们可能产生把所有财产都消费在个人身上或浪费的毛
病，所以禁止一切奢侈，劝阻衣食住等日常生活的过度，凡是遵行经训的人，都不能因
其私人身上的消费而侵害了别人的权利。

第三个方法
伊斯兰教命令存蓄下来的货币、贵重金属及商品等物，经过一年时，政府得由其抽出
百分之二点五（2.5%）的税金。这项税收将用在贫穷与急需人们的身上。请注意，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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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幷不是从每年的收入中抽出，而是由其全部资金抽出，所以这个税金，有时可能是
其每年收入的五十分之一。在这个法令之下，没人可以无故地储蓄金钱，因为他所存的
金钱在不久的岁月里将要消费于税金中。实际上，伊斯兰教通过这种税收已将穷人在富
人财物中的部分，全部抽取出来，使贫富双方得到和解。

第四个方法
财产集中妨害全民进步之道。伊斯兰教为防止财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设计了三个
方法：
（1）分配遗产——伊斯兰教不许可任何人将自己的遗产留给一个人，以免财产保
存于一个阶级的手中。它命令遗产必须分给其父母、子女、妻子、兄弟及姐妹。在这种
遗产分配律下财产将不会集中起来。
（2）禁止利贷——阻止穷人进步道路的另一个因素是利贷。商人通过向银行借
贷，以扩张自己的商业，不需要使别人加入，致使后来者无插足的余地。如果他们不能
借贷，他们必须让别人加入他们的商业，因而别人也能得到进步的机会。
（3）防止过度利润——过度的利润，阻止全民进步道路，伊斯兰教对这一点，设
计了三个医治的方法：
通过对存蓄的货币、贵重的金属及商品，抽取百分之二点五（2.5%）的税金，
使商人无法集中国内的财物；
当局用富人所纳的此项税金去帮助穷人中精明而进步的人，使其能以从事经营，
因而新的人们得到进步的机会；
禁止谋求过度利润的一切非法的方法。囤积居奇、求高利为伊斯兰教所禁止，例
如，人们采取托辣斯之类的企业组织方法以谋求更高的利润，那都被认为是不法的。

（三）伊斯兰教建立理想的国际间与宗教间关系的教义
（一）伊斯兰教国际间的关系
伊斯兰教主张为了消除国际间的冷热战争，必须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这个政府
依照伊斯兰教义，给予各国极大的内部自由。每个国家可极为容易地达到其民族目的与
特殊需要，然而它却是这个世界政治体系的一个单位，但伊斯兰教幷不许可作任何强制
与压迫性的努力，以达到建立世界政府的目的。它完全听任全国人民的自便，甚至它对
信仰伊斯兰教的政府也不作任何限制。它认为除非世界各国能依其自由意志解决其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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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采取一致行动解决其国际事务，幷能为了更高的目的，牺牲其战争倾向情绪与准
备，我们应当安于各国有其自己政府的现状。
现在我略述伊斯兰教所教关于国家性政府的规律。
国际间的一切战争与不和，产生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领土的贪欲或企图获得非
法利益。伊斯兰教为了杜绝此种现象给予两个命令：

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ﻏﺮُو ِﺑﻬَﺎ َو ِﻣﻦْ ﺁﻧَﺎ ِء اﻟﱠﻠﻴْ ِﻞ
ُ ﺲ َو َﻗﺒْ َﻞ
ِ ْﺸﻤ
ع اﻟ ﱠ
ِ ﻃﻠُﻮ
ُ ﻚ َﻗﺒْ َﻞ
َ ﺤﻤْ ِﺪ َر ﱢﺑ
َ ﺳ ﱢﺒﺢْ ِﺑ
َ ن َو
َ ﻋﻠَﻰ ﻣَﺎ َﻳﻘُﻮﻟُﻮ
َ ْﻓَﺎﺻْ ِﺒﺮ
ﻚ َﺗﺮْﺿَﻰ
َ ف اﻟ ﱠﻨﻬَﺎ ِر َﻟ َﻌﱠﻠ
َ ﺴ ﱢﺒﺢْ َوَأﻃْﺮَا
َ َﻓ
你要忍耐这些人们所说的，
因为你养主的常德就是施行仁慈，
你要忍耐这些人们所说的
，因为你养主的常德就是施行仁慈
，要在日出和日落之
前，赞颂你养主的清高和善美；
赞颂你养主的清高和善美；要在夜里不同时辰和白天所有时刻，
要在夜里不同时辰和白天所有时刻，也赞颂他的清高，
也赞颂他的清高，
以便你仰赖他的恩慈享有真正的快乐。（
。（20：
以便你仰赖他的恩慈享有真正的快乐
。（
：131）
）

（2）各民族间由于旧日仇恨，每当他国多事的时候，便乘机向其欺压，以求获得非
法利益。伊斯兰教对这种行动明令禁止。
《古兰经》里安拉说：

ﻋﻠَﻰ َأﻟﱠﺎ
َ ن َﻗﻮْ ٍم
ُ ﺷﻨَﺂ
َ ْﻂ َوﻟَﺎ َﻳﺠْ ِﺮ َﻣ ﱠﻨ ُﻜﻢ
ِ ْﺷ َﻬﺪَا َء ﺑِﺎﻟْ ِﻘﺴ
ُ ﻦ ِﻟﱠﻠ ِﻪ
َ ﻦ ﺁ َﻣﻨُﻮا آُﻮﻧُﻮا َﻗﻮﱠاﻣِﻴ
َ ﻳَﺎَأ ﱡﻳﻬَﺎ اﱠﻟﺬِﻳ
ن
َ ﺧﺒِﻴﺮٌ ِﺑﻤَﺎ َﺗﻌْ َﻤﻠُﻮ
َ ن اﻟﱠﻠ َﻪ
ب ﻟِﻠ ﱠﺘﻘْﻮَى وَا ﱠﺗﻘُﻮا اﻟﱠﻠ َﻪ ِإ ﱠ
ُ َﺗﻌْ ِﺪﻟُﻮا اﻋْ ِﺪﻟُﻮا ُه َﻮ َأﻗْ َﺮ
信仰的人啊！
信仰的人啊！为了安拉，
为了安拉，要坚定不移地公平作证，
要坚定不移地公平作证，勿令任何民族的仇恨引起你们不
公平的反应。
你们切要公平，
，那是近于敬畏的
那是近于敬畏的。
。要敬畏安拉。
公平的反应。你们切要公平
要敬畏安拉。他是洞悉你们的行为的。
他是洞悉你们的行为的。
（5：
：9）
）

在这两个命令之下，任何真正信仰伊斯兰教的政府绝不会成为破坏国际关系的媒
介，因为穆斯林受命不能贪图其它民族的财物与政权，不论个人与民族都应具有高尚的
道德。
伊斯兰教劝导各国必须严守国际信约。不但对订约国家要遵守信约，而对那些与
订约国有信约关系的国家也要遵守信约。如果它不实际参与交战国的军事行动，它虽是
交战国的一部分，也不可与其战争。如果在订约国方面有侵犯的危险的时候，即使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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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衅行动，也不可突然进攻，乘机获利，应先向其发出宣告，说明由于他方的违约行
动，我们将废止信约。在公开宣告后，如其仍不停止侵犯，便可对其作战。
伊斯兰教认为保持和平的门径之一是，每一个国家均应有抗战的准备以免敌人乘其
不备而谋非法利益。
伊斯兰教教育它的信者，在战争期间不可侵害妇孺、老弱、护士及牺牲宗教人士，
只能杀害正参与战争的人们。如果有人放弃武器，声言停战，不可再杀害他。对任何交
战国，都不应给予无任何军事作用的破坏。如果任何交战国家传来和平建议，不要以为
对方幷无和平诚意而拒绝它，只要不明见他方阴谋不诚的表现，就得与他们商议和平。
伊斯兰教为了解除国际纠纷，规定大为奇特的律令。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ﻋﻠَﻰ اﻟُْﺄﺧْﺮَى
َ ﻦ اﻗْ َﺘ َﺘﻠُﻮا َﻓ َﺄﺻْ ِﻠﺤُﻮا َﺑﻴْ َﻨ ُﻬﻤَﺎ َﻓ ِﺈنْ َﺑ َﻐﺖْ ِإﺣْﺪَا ُهﻤَﺎ
َ ن ِﻣﻦْ اﻟْ ُﻤﺆْ ِﻣﻨِﻴ
ِ َوِإنْ ﻃَﺎ ِﺋ َﻔﺘَﺎ
ن
ﺴﻄُﻮا ِإ ﱠ
ِ ْﺣﺘﱠﻰ َﺗﻔِﻲ َء ِإﻟَﻰ َأﻣْ ِﺮ اﻟﱠﻠ ِﻪ َﻓ ِﺈنْ ﻓَﺎ َءتْ َﻓ َﺄﺻْ ِﻠﺤُﻮا َﺑﻴْ َﻨ ُﻬﻤَﺎ ﺑِﺎﻟْ َﻌﺪْ ِل َوَأﻗ
َ َﻓﻘَﺎ ِﺗﻠُﻮا اﱠﻟﺘِﻲ َﺗﺒْﻐِﻲ
ﻦ
َ ﺴﻄِﻴ
ِ ْﺤﺐﱡ اﻟْ ُﻤﻘ
ِ اﻟﱠﻠ َﻪ ُﻳ
如果信仰者的两个团体之间发生战争，
你们要居间调解；
如果信仰者的两个团体之间发生战争
，你们要居间调解
；1277 如果此后一方压迫另
一方，
你们要与施行压迫的那一方战斗，
，直至他们归依安拉的命令。
一方，你们要与施行压迫的那一方战斗
直至他们归依安拉的命令。如果他们归依，
如果他们归依，你
们要在两者之间公平地调解，
）
们要在两者之间公平地调解，而且要处事公正。
而且要处事公正。安拉的确喜爱公正的人。（
安拉的确喜爱公正的人。（49：
。（ ：10）

在这节经文里，安拉为解决国际纠纷，提供了四个伟大的原则：
（1）当两个民族之间有战争迹象时，其它民族不应有所偏袒，而须给予那两个民
族警告，要其通过国际组织解决彼此争端。如果他们同意，则纠纷便可平息。
（2）如果有一个民族不接受这个建议而准备作战，那么，第二步骤是：其余民族
联合起来对其作战。很明显地，一个民族不能对抗这么多的民族，很快便势不可支而接
受和平建议。
（3）当其准备和平时，第三步骤是：大家尽力谋求调解那个导致其战争的基本纠
纷。意思是，那时各民族不应把自己当作那个民族的一个反对方面，而自己与他们订立
和约。他们不应涉及其本国与他们过去的条约，只当解决当前战争因素的纠纷，不可因
这场战争而作新的要求，造成永久混乱。
（4）和平应以公平为基础，不可因其与自己一方交战，而作反对一方的解决，虽
然自己参与战争，仍须保持第三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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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前世界各国能以依照此四大原则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我们将看到今日的国际
问题必不难顺利地和平解决。
伊斯兰教认为上面所建议解决国际纷争的四大原则，只是其治标方法，而其治本之
计是将国际事宜置于道德的基础之上。正像私人事宜应以道德为本，政府也应以道德为
其执政原则。
每一个纠纷都有其起因，国际纠纷起于下面三个道德方面的毛病。如果能把这三个
道德方面的毛病去，那么，一切纠纷自会消减于无形。
（1）目前一般政府与人民间的关系不是相当的正常。根据伊斯兰教的道理，每一
国家公民的义务是要绝对服从其自己的政府。如不能服从，则移居其它国家，以免有碍
国家的安定与和平。如果这样做，世界上任何政府都不敢侵略其它民族，因为谁也不想
占领没有人民的国家。
（2）目前世界上，每一个政府当局都坚信，他们的民族只是因为他们是他们的政
府当局，在战争方面，他们一定拥护他们，所以他们无所畏惧地侵略其它民族。伊斯兰
教认为在这方面，人们应当遵循它的下列教义：
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说：
你必须帮助你的弟兄，如果他是受虐待压迫，你应为他们解除别人的虐待压迫，如
果他是虐待压迫者，你当阻止其对他人的虐待与压迫。
假如每个人对自己的政府持这种大公无私、见义勇为的态度，在战争中，如果政府
是被压迫者，则帮助政府解除侵略，如果政府是侵略者，则阻止自己的政府，这样以
来，战争必然大为减少。实际上，目前人们不知道爱国家、民族与爱整个人类这两种不
同情感可以集合起来，不必互相冲突。如果人们遵行伊斯兰教上述的教导，那么，爱国
家、民族与爱人类的目的可以同时达到的。
（3）目前人们的民族优越感也是促成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优越感的作祟，
对其他民族持轻视的态度，于是形成民族间的敌视、虐待与压迫。所以伊斯兰教劝告，
任何民族不要轻视其它民族。进步与退步的日子是常变动的，今天受轻视的民族可能明
天比他们还好。一个进步的民族，如果轻视别的民族幷虐待他们，那么，明天轮到他们
进步的日子，他们将要施行报复了。如果人们能懂得这个道理而亲身实践，那战争必然
大为减少了。

（二）伊斯兰教宗教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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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比较其它宗教更主张宗教宽容与信仰自由。例如：
（1）伊斯兰教禁止侮辱任何宗教的圣贤人物与宗教领袖。
（2）伊斯兰教认为在每一个民族中都曾降生过圣人。一切宗教原来都是从安拉来
的，所以不能说某一个宗教是完全没有真理的。
（3）伊斯兰教主张，为宣扬宗教而从事战争，是不合法的。它认为真伪业已分
明，真理必然存在，虚伪终将消逝，没有战争的必要。不过为了保护自己宗教的存在，
当他人以武力消灭你的宗教时，你是可以抗战的。当侵略者停止战争，你也要停止战
争。有人误以为伊斯兰教以武力传教，试想这样的教义，怎么能以武力传教？实际上，
在伊斯兰教初期，人们企图以武力消灭它，于是安拉假借信仰人们的手，便把他们消减
了，因为抵抗侵略的战争绝不是一件坏事。如果伊斯兰教依赖武力传教，那么，最初为
传布伊斯兰教使用武力者究竟怎样信教的？如果伊斯兰教的教义能折服为其真理而牺牲
生命、使用武力的人，在全国反对之下，把自己建立起来，那么，这样的宗教为什么不
能以理论证据说明自己的真理呢？安拉为了使自己人类知道伊斯兰教义不是以武力传
布，乃在这个时代里派遣了没有武力的主许迈喜合。他建立了宣教组织，向世人宣传伊
斯兰教的真理。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将会看到伊斯兰教宣布于世界每一角落。

（四）伊斯兰教怎样完善地教导人类的死后生活
伊斯兰教怎样完善地教导人类的死后生活？
？
教导人类的死后生活，是一个宗教应有的目的。自从有世界以来，在宗教方面，除安拉存
在与其常德以外，死后生活情况的问题，可说最引人注意的了。伊斯兰教特别加重这个死
后生活的教导。
实际上，死后的生活情况只有死后才能以完全了解。在这个世界里，如果没有安拉的启
示，单是依照自己理智的探索，对未来的世界是不可能获得什么正确的知识，因为唯有安
拉知道两世情形，一切的世界只对他是完全一样，他是完全明察一切的。我现在根据《古
兰经》中安拉的启示，叙述人类的后世生活情况。不过就一般人们来说，这是一个隐藏的
真理，简单的述说，难获得充分的领悟。但我限于篇幅，在此不能详论，只可概述。至望
读者诸友，对此概要多加思考，幷多参考伊斯兰教有关这个问题的其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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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人死以后，是否还有生命？如果有生命，那生命该是怎样
的？
人类的灵魂确是一个受创造的精神东西。肉体的本身就是灵魂之母，它不是从天堂的任何
角落或任何外界而来，投进母亲体内，与婴儿的肉体发生关系的。它是一朵火焰，蕴藏在
种子里，跟着肉体一同生长的。在《古兰经》里安拉说：

ﺴﻮْﻧَﺎ اﻟْ ِﻌﻈَﺎ َم َﻟﺤْﻤًﺎ ُﺛﻢﱠ
َ ﻋﻈَﺎﻣًﺎ َﻓ َﻜ
ِ ﺨ َﻠﻘْﻨَﺎ اﻟْ ُﻤﻀْ َﻐ َﺔ
َ ﺨ َﻠﻘْﻨَﺎ اﻟْ َﻌ َﻠ َﻘ َﺔ ُﻣﻀْ َﻐ ًﺔ َﻓ
َ ﻋ َﻠ َﻘ ًﺔ َﻓ
َ ﺧ َﻠﻘْﻨَﺎ اﻟ ﱡﻨﻄْ َﻔ َﺔ
َ ُﺛﻢﱠ
ﻦ
َ ﻦ اﻟْﺨَﺎ ِﻟﻘِﻴ
ُﺴ
َ ْك اﻟﱠﻠ ُﻪ َأﺣ
َ ﺧ َﺮ َﻓ َﺘﺒَﺎ َر
َ ﺧﻠْﻘًﺎ ﺁ
َ ﺸﺄْﻧَﺎ ُﻩ
َ أَﻧ
我们把肉体在其母亲的胎怀里预备好的改换了形状，
我们把肉体在其母亲的胎怀里预备好的改换了形状，又从他的本体内显明别一个创造物
（灵魂）。
是最优良的创造者。
。
灵魂）。安拉是吉庆的
）。安拉是吉庆的，
安拉是吉庆的，是最优良的创造者
（23：
：15）
）

人们通过他们的灵魂获得其它感官所不能获得的微妙的精神知识。它是人与安拉发生关系
的中心，它是安拉显示其光荣伟大的处所，它与它的身体有一个无比的特殊关系，它通过
脑的思想能力与心的情感能力控制人的身体的外部官能。所以它受思想与情感的影响，比
较外表活动的影响为大，它与心有一个微妙的关系。这个微妙的关系，经由一种潜隐的媒
介移向人类的脑部，好像灯油借着灯心上升，然后通过脑神经的工作，而显现自己。实际
上，灵魂是从肉体出来的一个精华，它同酒精一样，米、大麦及高粱等物，按照一定的程
序，可以产生酒精，同样地，精子在母胎里经过几个状态，产生一个精微的东西，那就是
灵魂。当这个灵魂与肉体有了一个完善的关系，那时人的心便开始动作而成为活人。当灵
魂离开肉体，它便如酒精成为永久的存在物。
伊斯兰教认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它有无限期的生涯，所谓“死亡”只是灵魂离开肉体的名
称。由于两者分离，必然地心的活动停止，人的身体失其作用。根据伊斯兰教教义，灵魂
常需肉体以表现其力量与作用。当肉体不适其表现力量与作用时，它便放弃肉体；当肉体
与灵魂脱离，便称为死亡（死亡的意思是停止活动）。当我们说某人死了，我们的意思实
际上是，他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肉体，幷不意味着他的灵魂死了，灵魂是不灭而长生的。伊
斯兰教认为安拉为了人类创造宇宙万物，有其伟大的目的。那目的就是：给人类永久的生
命，为他们开拓永久进步的道路。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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ﺤﻖﱡ ﻟَﺎ ِإ َﻟ َﻪ ِإﻟﱠﺎ ُه َﻮ
َ ْﻚ اﻟ
ُ ( َﻓ َﺘﻌَﺎﻟَﻰ اﻟﻠﱠ ُﻪ اﻟْ َﻤ ِﻠ116)ن
َ ﺟﻌُﻮ
َ ْﻋ َﺒﺜًﺎ َوَأﻧﱠ ُﻜﻢْ ِإ َﻟﻴْﻨَﺎ ﻟَﺎ ُﺗﺮ
َ ْﺧ َﻠﻘْﻨَﺎ ُآﻢ
َ ﺴﺒْ ُﺘﻢْ َأﻧﱠﻤَﺎ
ِ ﺤ
َ َأ َﻓ
ش اﻟْ َﻜﺮِﻳ ِﻢ
ِ ْب اﻟْ َﻌﺮ
َر ﱡ
你们以为，
我无目的地创造了你们，
于我吗？
你们以为
，我无目的地创造了你们
，你们一定不会被遣归于我吗
你们一定不会被遣归于我吗
？
安拉是崇高的，
真正的具有主权者。
。除他以外，
安拉是崇高的，真正的具有主权者
除他以外，再没有值得崇拜的对象，
再没有值得崇拜的对象，他是光荣帝位
的养主。（
。（23：
的养主
。（
：116，
，117）
）

所以伊斯兰教认为人死以后，人的生命是继续的。根据伊斯兰教所教后世生命的真相，我
们可以知道后世幷不是新的世界，而是这个世界的继续。人死以后，不是直到某一时间死
而不动，而后安拉使其复生，根据其已往日子的善恶行为，把他放在好或坏的地方。实际
上，灵魂不死。所谓死，就是灵魂从一样情况移到另一种情况。这种移动的需要，按照
《古兰经》的教义如果没有死，灵魂就不能获得完善的进步。实际上，安拉要经由灵魂的
这种移动，完成两个目的：
（1）安拉为了不令尚未死去的人看到他们的行为结果，以便他们能以利用其理智熟思、
推断幷敬畏安拉，力行善事而认识未知的真理，幷在其灵魂中产生只有通过此种努力，才
能获得的自由解脱的能力，所以不在这个世界里，把人类的一切进步之门完全开启，而以
死的方法把灵魂移到另一世界，以便他获得今世行为的圆满结果幷谋求完善的进步。
（2）人的灵魂在身体之内，甚至没有力量经验这个世界的微妙的东西，哪里有力量看到
比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更微妙地精神的东西？所以安拉使灵魂离开身体，以便它认识为它
的无限进步所必需的那些微妙的精神东西，进而寻求高等的进步。
伊斯兰教把人类死后的生命，与人类在这个世界里的生命相比，就好像人在母胎中从植物
的、动物的及精液的生命起开始进步。然后在其诞生以后，经过一个柔弱时期，在那个时
期时，他学习了这个世界的学问与风俗习惯，同样的，他在死后将通过不同的境况与经
验。
人类死后灵魂的第一状况，便像在母胎中的精液。它将照着它在今世所做的行为，开始产
生一个变化，如婴儿在母胎中受滋养到一个时期，在它里面产生一个灵魂；同样地，人的
灵魂经过不同的状况产生了一个变化，它的里面产生了另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比今世的灵
魂更是清高、尊贵、有更大的能力与更敏锐的知觉，先前的灵魂处于这个新灵魂的身体的
地位。通过这个身体人可以眼睛看见以前只有精神的眼睛看见的事物。因为在那个世界里
的身体，就精妙言，其性质一如这个世界的灵魂，甚至应当说：那个身体是从这个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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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在一个新的变化下产生出来的。
在这个变化之后，灵魂又产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这个世界里婴儿的诞生作比喻。
这个变化就做身体的复活，意思说，在精神坟墓时期，当人业已准备好了适应新生命的灵
魂与身体，一如婴儿在母胎中，生长完成，产生灵魂的时候，便到母体的外面来，同样
地，它从精神的坟墓里到外面来。
在这个身体复生之后，灵魂将要经过其另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称为复生时期。这个时期
可与童年时期相比拟。在这个时期里，他为了新的生命增加他的学问与智能。这时，灵魂
的能力，比它在精神坟墓时期发育，但尚未完善。经过这个时期的影响与变化以后，他便
达到完善阶段。它在这个完善阶段的情况，一如一个成人为体验这个世界的一切状况，业
已十分地做好了准备。这个完善的情况，就称为最后的审判。在这以后，人便被移向最后
的情况。那最后的情况便叫做天园或火狱。

（乙）如果有生命
如果有生命，
，在那生命中是否还有快乐和痛苦？
在那生命中是否还有快乐和痛苦？
在后世里，人在上述三个时期，依照个人的精神状况，经历快乐或痛苦。那就是说：它在
第一诞生时期（孕育时期或称精神坟墓时期）。它依照其感受能力，就感受些天园之乐或
火狱之苦，在复生时期（类似今世童年时代），他依照他那时的感受能力，也感受痛苦或
快乐。当然，那时的感受能力，较前一个时期为多。最后当它新的生命业已完备（好像今
世的成年人），那时，它的感受能力，业已健全，安拉便把他移向最后时期，完全感受痛
苦或快乐的情况中——天园或火狱。

（丙）如果有快乐与痛苦
如果有快乐与痛苦，
，那快乐与痛苦究竟是什么性质？
那快乐与痛苦究竟是什么性质？
这个问题，可以细分为下死两个问题，依照伊斯兰教义，分别一一解答之。
（1）后世的赏罚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呢？
伊斯兰教认为后世的情况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称它是物质的，是因为人的灵魂在后世
里为自己马上准备了一个身体。那个身体可以感觉那个生命的痛苦或快乐，一如我们的身
体在这个世界里，感觉这个世界的东西一样；说它是精神的，是因为那所谓物质的，幷没
有带着这个世界物质的一切性质。
在后世里，一切的东西，虽然不是物质的，但它却采取一个精神的实体，体现于人们的前
面，恶人的前面有惩罚性的东西；善人的前面，有奖赏性的东西。因为除非一个精妙的东
西，依照它的精妙性具备一个身体，生命的真实性不能完全的感觉出来。每一个灵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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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个身体。下品的灵魂，需要下品的身体。上品的灵魂，需要上品的身体。由于灵魂在
后世将具备一个身体，所以那时在它们前面所陈列的东西，必须为那个身体的外部官能所
感觉，正如这个世界里的东西为我们的物质官能所感觉的一样。
但是由于那个身体是精神的，而不是今世的身体，所以具体显现的东西与今世的东西相较
之下，也是精神的。
正如在这个世界里除物质的状态以外，尚有一个精神状态，同样地，在那个世界里为那个
新生上品的灵魂将要有比那世界的一般精神状态更高的上品的、赏罚性的精神状态。所以
后世的赏罚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一如这个世界里的苦乐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不过
后世的一切状态比这个世界里一切状态的品级为高；那里的物体状态就像这里的精神状
态，而其精神状态将是比较这里的精神状态高超罢了。
安拉在《古兰经》里，为了使人对死后的精神状态获得某种程度的认识，曾举一个相当精
妙的例子，安拉说：

ت
َ ْﻋ َﻠﻴْﻬَﺎ اﻟْ َﻤﻮ
َ ﻚ اﱠﻟﺘِﻲ َﻗﻀَﻰ
ُﺴ
ِ ْﻦ َﻣﻮْ ِﺗﻬَﺎ وَاﱠﻟﺘِﻲ َﻟﻢْ َﺗ ُﻤﺖْ ﻓِﻲ َﻣﻨَﺎ ِﻣﻬَﺎ َﻓ ُﻴﻤ
َ ﺲ ﺣِﻴ
َ اﻟﱠﻠ ُﻪ َﻳ َﺘ َﻮﻓﱠﻰ اﻟْ َﺄﻧْ ُﻔ
ن
َ ت ِﻟ َﻘﻮْ ٍم َﻳ َﺘ َﻔ ﱠﻜﺮُو
ٍ ﻚ ﻟَﺂﻳَﺎ
َ ن ﻓِﻲ َذ ِﻟ
ﻰ ِإ ﱠﺴﻤ
َ ﺟ ٍﻞ ُﻣ
َ ﺳ ُﻞ اﻟُْﺄﺧْﺮَى ِإﻟَﻰ َأ
ِ َْو ُﻳﺮ
安拉收取人们死期已到的灵魂和那些睡眠中死期未定的灵魂。
安拉收取人们死期已到的灵魂和那些睡眠中死期未定的灵魂。然后他留下其定了死期
的，送还其余的，
直到一定的期限。
。其中对于深思熟虑的人确有许多迹象。（
）
送还其余的，直到一定的期限
其中对于深思熟虑的人确有许多迹象。（39：
。（ ：43）

意思是说：在梦境里灵魂与身体的关系暂时分离。从这种状态，人们可以度量死后的状
态。由于这种分离是暂时的，灵魂与脑部仍保存着关系，所以人能记得灵魂离开身体时所
遇到的状态。通过这种状态，人们可以明了灵魂的性质、行为及其死后的状态。
伊斯兰教认为后世的赏赐与惩罚将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人们在今世的行为的具体呈现。后
世的所谓水，就是人在今世里遵奉安拉命令的行为体现；后世的所谓奶，就是人在今世里
所获得对安拉的认识；所谓果品，就是在这个世界里服从安拉而感受过的甘味与快乐。安
拉在《古兰经》里说：

ج َﻟ ُﻪ َﻳﻮْ َم اﻟْ ِﻘﻴَﺎ َﻣ ِﺔ ِآﺘَﺎﺑًﺎ َﻳﻠْﻘَﺎ ُﻩ ﻣَﻨﺸُﻮرًا
ُ ﻋ ُﻨ ِﻘ ِﻪ َو ُﻧﺨْ ِﺮ
ُ ن َأﻟْ َﺰﻣْﻨَﺎ ُﻩ ﻃَﺎ ِﺋ َﺮ ُﻩ ﻓِﻲ
ٍ َو ُآﻞﱠ إِﻧﺴَﺎ
ﺣﺴِﻴﺒًﺎ
َ ﻚ
َ ْﻋ َﻠﻴ
َ ﻚ اﻟْ َﻴﻮْ َم
َﺴ
ِ ْﻚ َآﻔَﻰ ِﺑ َﻨﻔ
َ اﻗْ َﺮأْ ِآﺘَﺎ َﺑ

66

Copyright © by Ahmadiyya Muslim Community 1995-2003.
All rights reserved.Islamabad, Sheephatch Lane, Tilford, Surrey. GU10 2AQ, UK
If you have questions,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email at m.o.chou@btinternet.com

我把每个人的行为记录都牢系在他的颈子上。
在复生日，
，我将把他的行为的一个记录
我将把他的行为的一个记录，
，
我把每个人的行为记录都牢系在他的颈子上。在复生日
放在他的前面，
放在他的前面，他会见到那个记录是广泛地开着的。
他会见到那个记录是广泛地开着的。
他将奉命：
今天你自己足够做反对你的清算者。（
。（17：
，
他将奉命：你自己读你的行为记录吧！
你自己读你的行为记录吧！今天你自己足够做反对你的清算者
。（ ：14，
15）
）

意思是说，每一个人已做的事情，将不会与他分离。虽然当前它们的影响隐微，但是到复
生之日，它们的影响将要明显。每一个人在今世行为的结果，那时都将要表现出来。他将
要依照自己的情况，安排那世界的人生。他将依照今生的行为，获得进步或退步，得到善
报或恶报，不需要安拉的计算，自己大可以不断地计算了，换句话说，人们的行为所产生
的影响足够为人们的赏罚，安拉不必另加赏罚。
（2）后世的赏罚将在那里？幷且那赏罚将是怎样的？
伊斯兰教告诉我们，火狱的惩罚就是人经由自己的七道感官所遭受痛苦的名称。安拉在
《古兰经》里说：

ٌﺟﺰْءٌ َﻣﻘْﺴُﻮم
ُ ْب ِﻣﻨْ ُﻬﻢ
ٍ ب ِﻟ ُﻜﻞﱢ ﺑَﺎ
ٍ ﺳﺒْ َﻌ ُﺔ َأﺑْﻮَا
َ َﻟﻬَﺎ
火狱有七道门，
每一道门，
。（15：
火狱有七道门
，每一道门
，都将有火狱的人固定的一部分。（
都将有火狱的人固定的一部分。（
：45）
）
但是从《古兰经》我们知道，天园的人与火狱的人都显出是完全的身体，幷没有告诉他们
的身体将被分成各部分，所以人的身体的一个一个部分，分别由七道门被放入火狱的真正
意思是，人将由其七道官能感受火狱的痛苦，好像他们是由七道门被放入火狱。经由每一
道门将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进去，即一部分通过视觉官能、一部分通过听觉官能、一部分
通过嗅觉官能、一部分通过味觉官能、一部分通过触觉官能、一部分通过温觉与冷觉官
能、一部分通过筋肉官能而入于火狱。人确是经由这七个官能作奸犯科的；也是经由这七
个官能为善行好的。当人经由其七个官能在世界上作恶，到后世里这七个官能便将是他感
受惩罚的媒介。因为由于罪恶成习，与那七个物质官能相对的七个精神官能，将是衰弱有
病，由于疾病，不得不感受后世里为作恶者所规定的惩罚的痛苦。《古兰经》中安拉曾明
白描述七种官能的惩罚，其真义便是：由于七种精神官能本身的毁坏而感受惩罚的痛苦。
因为他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正当地应用安拉厚赐的官能，而致其精神官能将完全患病。每一
个客观存在的东西，都成为对他的惩罚，而同一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对那些在今世里曾适
当地应用自己官能的人成为其安逸的媒介。因为东西如果正确的加以运用，其能力是增加
的。《古兰经》里所叙述善人所得的恩惠，也是与那些官能有关。每一个人的官能享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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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便是因为他的那些官能是健康的。诸位知道太阳的光是多么可喜可爱 的，它可以使
人们的视力换新，心情愉快，但是对患眼病的人说，它实是一个痛苦的源泉。他是怎样地
感到太阳光的痛苦。如果他不立刻回避，他将失去视力或昏厥，总之，人们由今世的情况
可以推知在后世里火狱的情况。
本来后世里的一切东西，都是安拉的恩惠。至于这些恩惠变成恶人的惩罚，那是他们本身
为恶的结果。所以凡是赖安拉的恩典而善用自己官能的人，他将因那些恩惠而享受天园的
愉快，而毁坏其官能的人，这些恩惠反成为他们在火狱中严历的惩罚。
伊斯兰教认为在后世里，身居火狱的人将受制于一个固定的地方，而身在天园的人将可自
由活动。这好像病人常在卧床不起，健康的人常是自由走动。因为火狱是监禁之所，天园
是游览之乡，所以火狱是有限制的，而天园是无限制的。火狱的人不能离开其固定的地
方，一如病人睡卧病床；天园的人，可自由行动，每一个地方都是天园。如果他进入对火
狱的人来说，是烈火的地方，那么，他们仍感到那里是令人愉快的天园。但是由于那里火
狱的人将正受着痛苦，天园的人看到他们的痛苦，将感到痛苦，所以安拉将以微妙的幕帐
掩盖火狱人们的苦状，除非天园的人自愿，他们通常是不会看见的。
天园的人们对于彼此在天园的等级，也是不知道的。他们只了解自己的情况，不过当安拉
想增高某些人的等级时，那么，他告诉他们在天国中比他们更高品位的人的情况。当他们
产生渴望较高品位的时候，那他们将是可以获得的。

（丁）人死之后，
人死之后，是否尚有除恶迁善的途径？
是否尚有除恶迁善的途径？如有，
如有，它的情形怎
样？
这个问题是后世生活中相当重要的问题。信仰后世的人都急切要知道它的真像，我们现在
把这个问题分成以下两个问题分别解答。
（1）后世的赏罚是永久的？
伊斯兰教认为善人在后世所得的恩赏将是永久的；恶人在那里所获得惩罚将不是永久的。
《古兰经》里安拉说：所有的人都是为了他们将成为安拉常德的完善的表明者、展示者而
被创造的。如果有人永久地留在火狱之中，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安拉常德的完善
的表明者、展示者？根据《古兰经》其它明文的教导，天园的恩惠是不断绝的，火狱的惩
罚绝不是这样，它将依照安拉的意旨与仁慈有终止的时候。安拉曾经说过，

ﺷﻲْ ٍء
َ ﺳ َﻌﺖْ ُآﻞﱠ
ِ َو َرﺣْ َﻤﺘِﻲ َو
68

Copyright © by Ahmadiyya Muslim Community 1995-2003.
All rights reserved.Islamabad, Sheephatch Lane, Tilford, Surrey. GU10 2AQ, UK
If you have questions,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email at m.o.chou@btinternet.com

我的仁慈是被及万物的（
：157）
）
我的仁慈是被及万物的（7：

可见他的仁慈超越他的愤怒。当安拉不再愤怒他们时他们便将离开火狱。。但这个时期之
长，就人类的软弱来看，可说是永久的。当安拉的仁慈降临的时候，他们便可出来。所以
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说：
(39506 )آﻨﺰ اﻟﻌﻤﺎل رواﻳﺔ

ﻳﺎﺗﻰ ﻋﻠﻲ ﺟﻬﻨﻢ ﻳﻮم ﻣﺎ ﻓﻴﻬﺎ ﻣﻦ ﺑﻨﻲ ادم اﺣﺪ ﺗﺨﻔﻖ اﺑﻮاﺑﻬﺎ

将来有一天没有任何人留住火狱之中，
将来有一天没有任何人留住火狱之中，火狱门将不断摇动。
火狱门将不断摇动。

这就是说，当安拉的仁慈到来时，将在没有人忍受地狱的痛苦了。
实际上，认为罪人将要永留火狱者，原来不懂得安拉为什么惩罚人。伊斯兰教声称：人们
经由恶行而自己造作惩罚，安拉是仁慈的，他是不愿给予惩罚的，可是人们损害了自己的
精神力量，以致他们不能享受在后世为他们预备好的一切恩惠，这就是对他们的惩罚。但
是仁慈的安拉又定了一个规律——在疾病里产生治疗。正像身体的疾病有其治疗的方法，
同样地，从后世所感受的惩罚，作恶的人将可得到改善，进而有能力享受天国的恩惠。那
时，他们将在天园之中，安拉对人类的仁慈将可圆满，创造人类的目的将可完成。
（2）在死后的世界里住在天园的人是否还有工作？
天园的人是否还要工作，是后世生活中颇为重要的问题。伊斯兰教认为工作便是人的生
命，把人从工作隔绝，正如剥夺了他的生命。没有工作的人生，实际上还不如死亡。如果
没有工作的人生是一件好的东西，那么，世界上谋求安逸的人，应当被认为是最好的人。
但凡是感受过工作兴趣的人，他们知道真正的乐趣与快慰，是在工作与进步之中。空度岁
月无所事事，对有正常理智的人说，永不会是一件好事。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ﺧ َﻠ ُﻜﻢ
ِ ْﺳ ﱢﻴﺌَﺎ ِﺗ ُﻜﻢْ َو ُﻳﺪ
َ ْﻋﻨْ ُﻜﻢ
َ ﻋﺴَﻰ َر ﱡﺑ ُﻜﻢْ َأنْ ُﻳ َﻜ ﱢﻔ َﺮ
َ ﻦ ﺁ َﻣﻨُﻮا ﺗُﻮﺑُﻮا ِإﻟَﻰ اﻟﱠﻠ ِﻪ َﺗﻮْ َﺑ ًﺔ َﻧﺼُﻮﺣًﺎ
َ ﻳَﺎَأ ﱡﻳﻬَﺎ اﱠﻟﺬِﻳ
ﻦ
َ ْﻦ ﺁ َﻣﻨُﻮا َﻣ َﻌ ُﻪ ﻧُﻮ ُر ُهﻢْ َﻳﺴْﻌَﻰ َﺑﻴ
َ ﻲ وَاﱠﻟﺬِﻳ
ت َﺗﺠْﺮِي ِﻣﻦْ َﺗﺤْ ِﺘﻬَﺎ اﻟْ َﺄﻧْﻬَﺎ ُر َﻳﻮْ َم ﻟَﺎ ُﻳﺨْﺰِي اﻟﱠﻠ ُﻪ اﻟ ﱠﻨ ِﺒ ﱠ
ٍ ﺟﻨﱠﺎ
َ
ٌﺷﻲْ ٍء َﻗﺪِﻳﺮ
َ ﻋﻠَﻰ ُآﻞﱢ
َ ﻚ
َ ن َر ﱠﺑﻨَﺎ َأﺗْ ِﻤﻢْ َﻟﻨَﺎ ﻧُﻮ َرﻧَﺎ وَاﻏْ ِﻔﺮْ َﻟﻨَﺎ ِإ ﱠﻧ
َ َأﻳْﺪِﻳ ِﻬﻢْ َو ِﺑ َﺄﻳْﻤَﺎ ِﻧ ِﻬﻢْ َﻳﻘُﻮﻟُﻮ
信仰的人啊！
信仰的人啊！要向安拉虔诚地忏悔。
要向安拉虔诚地忏悔。你们的养主会免除你们恶行（
你们的养主会免除你们恶行（有害的影响），
有害的影响），允许
），允许
你们进入诸河川流不息的天园，
在那一天，
，安拉将不贬抑先知和随他信仰的人。
你们进入诸河川流不息的天园，在那一天
安拉将不贬抑先知和随他信仰的人。他们的
光将在他们的前面和他们的右边疾驰。
他们将（
祈祷着）
我们的养主啊！
光将在他们的前面和他们的右边疾驰
。他们将
（祈祷着
）说：“我们的养主啊
我们的养主啊
！求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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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完成我们的光辉吧！
）
们完成我们的光辉吧！宽恕我们吧！
宽恕我们吧！你确是全能于万事万物的。（
你确是全能于万事万物的。（66：
。（ ：9）

从这节经文，我们可知，在后世天园的人不满足于安拉给予的光明及对安拉常德已有的认
识，常觉自己微弱，希望安拉赐其更多的进步、获得更高的精神品位而自己也作适当的努
力。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ﻦ
َ ﺼﺐٌ َوﻣَﺎ ُهﻢْ ِﻣﻨْﻬَﺎ ِﺑ ُﻤﺨْ َﺮﺟِﻴ
َ ﺴ ُﻬﻢْ ﻓِﻴﻬَﺎ َﻧ
ﻟَﺎ َﻳ َﻤ ﱡ
他们在那里（
）
他们在那里（天园）
天园）不感觉疲劳。（
不感觉疲劳。（15：
。（ ：49）

从这经文我们可知那里是有工作的，但工作的结果，将没有疲劳。同样的，在《古兰经》
中安拉说：

ﺧﻠِﻲ ﻓِﻲ
ُ ْ(ﻓَﺎد29)ﺿﻴﱠﺔ
ِ ْﺿ َﻴ ًﺔ َﻣﺮ
ِ ﻚ رَا
ِ ﺟﻌِﻲ ِإﻟَﻰ َر ﱢﺑ
ِ ْ(ار28)ﺲ اﻟْ ُﻤﻄْ َﻤ ِﺌ ﱠﻨ ُﺔ
ُ ْﻳَﺎَأ ﱠﻳ ُﺘﻬَﺎ اﻟ ﱠﻨﻔ
ِ
(31)ﺟ ﱠﻨﺘِﻲ
َ ﺧﻠِﻲ
ُ ْ(وَاد30)ﻋﺒَﺎدِي
安静的心灵啊！
安静的心灵啊
！
你在喜欢你的养主和他喜欢你时归向他吧！
你在喜欢你的养主和他喜欢你时归向他吧
！
然后你的养主对你说：
然后你的养主对你说：进入我所选的仆人里吧！
进入我所选的仆人里吧！也进入我的天园里吧！（
也进入我的天园里吧！（即安拉的完善
！（即安拉的完善
的常德在那里完全地显现出来）（
）
的常德在那里完全地显现出来）（89：
）（ ：28-31）

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虽然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也做工作，但真正的工作时期是在死
后。信安拉的人到后世才能成为完善的仆人。因为唯有在后世才能有吸收安拉一切常德的
充分机会，所以在那里工作，将是增多而不是停止了。
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说：

(ﺢ واﻟ َﺘﺤْﻤِﻴ َﺪ) اﻟ ُﻤﺴْ ِﻠﻢْ آﺘﺎب اﻟﺠﻨﺖ
َ ن اﻟﺘﱠﺴﺒِﻴ
َ ُﻳﻠْ َﻬﻤُﻮ
安拉将在天园里，启示信仰他的人们赞美他的清高伟大的新仪式。

这段圣 训绝不是指示安拉将教人们赞美他的清高伟大的新字句，因为这类工作人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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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不断地做着。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意思是，安拉将启示人
们，显示其清高伟大的新常德，以便人们再努力做那些新常德的展示者。
有人可能不了解，我们对安拉的常德尚有不知道的。要知道安拉的常德是无数的、无限
的。我们只能获知我们的各种官能所能知道的安拉某些常德到某些程度。我们现在的知识
实限于我们现在感官能力。当我们获得新的官能时，我们将了解到安拉更多的常德。由于
安拉的常德没有数量与等级的限制，人们在追求学问与认识里将不断得到进步，常能明白
前所未知的安拉常德，进而继续努力效法它们。每一个新的知识，将给予一个新的行为时
期，如此下去，一日复一日地人们将不断增加其“安拉是无限的”这个认识。
总之，天园是工作的地方，正像这个世界是工作的地方所不同的是：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有
退步与失败的危险而那个世界里没有这个危险。就精神知识而论，这个世界等于一个普通
学校，在这里有考试、有及格和不及格两种情形，而另一个世界，好像一个研究的地方，
人们已通过了一切考试，在那里从事学术研究，在学习方面，他们还是照常努力，有时还
得加倍，但与普通学生不同的是：他们再没有考试不及格的惊怕。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了解伊斯兰教认为在天园里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恩惠是精神进步，不
是别人所误解的物质欲望的满足。《古兰经》中安拉指示我们，ﺮ
ُ َأآْ َﺒ

َو ِرﺿْﻮَانٌ ِﻣﻦْ اﻟﱠﻠ ِﻪ

（9 72）
）在天园中最大的恩惠是安拉的喜悦。
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说：

 )اﻟﺘِﺮ َﻣﺬِي.ﻈ ِﺮ ِإ َﻟﻴْ ِﻪ
َ ﻦ اﻟ ﱠﻨ
ِﻋ
َ ْﺐ ِإ َﻟﻴْ ِﻬﻢ
ﺣ ﱠ
َ ﺷﻴْﺌًﺎ َأ
َ ْﷲ ﻣَﺎ أَﻋﻄَﺎ ُهﻢ
ِ  َﻓﻮَا: ﻗَﺎ َل،ُﺤﺠَﺎب
ِ ﻒ اﻟ
ُ ﺸ
ِ  َﻓ َﻴﻨْ َﻜ:ﻗَﺎ َل
(ك َو َﺗﻌَﺎﻟَﻰ
َ ب َﺗﺒَﺎ ِر
ب ﻣَﺎ ﺟَﺎ َء ﻓِﻲ ُرؤْ َﻳ ِﺔ اﻟ ﱠﺮ ﱢ
ُ ﺻ َﻔ ِﺔ اﻟﺠ ﱠﻨ ِﺔ ﺑَﺎ
ِ ب
ُ آِﺘﺎ
我以安拉作证：
我以安拉作证：在安拉的天园恩惠中最为天园的人所喜爱的是看见安拉《
在安拉的天园恩惠中最为天园的人所喜爱的是看见安拉《铁密济圣训
集》：天园的性质章
》：天园的性质章。
天园的性质章。

总而言之，信仰安拉者的天园是：追求真正而完善的知识。按照完善的真知而力行善功，
幷藉着真知与善行谋求接近安拉以达到与其精神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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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伊斯兰教与中国诸家学说合流之例证
为了贯通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中的真理，增益两大文化之交流，促进两大民族
间认识与感情幷鼓励人类效法安拉（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的常德，模仿
圣贤的典范，特意将中国诸家学说中对安拉的存在、安拉的常德和人类可能培养的
精神道德品质的论述以及其与伊斯兰教在此方面教义基本上共鸣之处，摘录于后，
以供参考。

（一）中国历代诸家对于一个宇宙万物创造者（
中国历代诸家对于一个宇宙万物创造者（安拉、
安拉、上帝、
上帝、
帝、天或造物者）
天或造物者）的存在及其常德的说明
（1）
）《易经》说：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周易本
义》：上经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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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享、利、贞。……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圣人在上，高出于物，犹干道之变化也。万物
各得其所而咸宁，万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圣人之利贞也。
盖尝统而论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畅茂；利者向于实也；贞
者，实之成也。实之既成，则其根蒂脱落，可复种而生矣。此四德之所
以循环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间，生气流行，初无间断。此元之所以包
四德而统天也。其以圣人而言，则孔子之意，盖以此卦为圣人得天位，
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
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
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
故曰干，“元、亨、利、贞。”——《周易本义》：上经干卦。

坤：元亨，利牧马之贞。——《周易本义》：上经坤卦

帝出乎震，齐乎异，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干，劳乎
坎，成言乎艮。（帝者，天之主宰。）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
异，异，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
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
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 。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
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干，干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
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
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上言帝，此言万物
之隋帝以出入也。）——《周易本义》：说卦传第五章

（2）
）《尚书》说：

肆类于上帝。——《尚书》：舜典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尚书》：汤誓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尚书》：汤诰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书》：伊
训

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尚书》：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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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克相上帝，龙绥四方。——《尚书》：秦誓

已予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尚书》：大诰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无坠天之降实命。——《尚书》：金滕

（3）《
）《诗经》说：
）《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诗经》：大雅·大明

执竟武王，无竟维烈，不烈成康，上帝是皇。——《诗经》：周颂·执竟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诗经》：大雅·文王

克配上帝，宜鉴于殷。——《诗经》：大雅·文王

上帝临汝，无贰尔心。——《诗经》：大雅·大明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诗经》：大雅·皇矣

惟此王季，帝度其心。——《诗经》：大雅·皇矣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诗经》：大雅·皇矣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诗经》：大雅·皇矣
（4）
）《春秋》说：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左传》：昭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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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告昊天上帝——《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

（5）
）《论语》说：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
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第三——第十三章

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论语》：雍也第六·第廿六章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
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第
九·第五章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
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
躬。”《论语》：尧曰第二十·第一章第一——三节

（6）
）《中庸》说：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论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夫
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下德
者，其熟能知之？”——《中庸》：第三十二章

（7）
）《老子道德经》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
下母。——《老子道德经》：上篇·二十五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似兮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
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道德经》：上
篇·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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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庄子》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见。自本自根，未
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
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
子》：大宗师篇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同上》

彼特以天为父，而身犹爱，而况其卓乎？——《同上》

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同上》

夫造物者必以为不祥之人。——《同上》

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 我鲸而补我劓，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同
上》

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庄子》：德光符篇

上与造物者游。——《庄子》：天下篇

（9）
）《墨子》说：

“非独子墨子，以天之志为法也，于先生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
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诰
文王之以天志为法也，而顺帝之则也。——《墨子闲诂》：卷七天志
下·第廿八

（10）
）《胡云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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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出震，以至成言乎良，万物生成之序也，然孰生之，熟成之，必有为
之主宰者。

（11）
）《程伊川》说：

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以形体谓之天，以
主宰谓之帝。

（12）
）《陈北溪》说：

二气流行，万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个空气，必有主宰之者。

（13）
）《朱紫阳》说：

据诗书所说，便是真有个上帝，恁的分付，如帝震怒之类。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祸淫，便自分别有个主宰相似。或
问：以主宰谓之帝，孰为主宰？曰：自为主宰，盖天是个至刚至阳之
物，自然如此选转不息，所以如此，必有为之主宰者。

高宗梦帝赉良弼，必是梦中有帝赉之，不得说无此事，只是天理，亦不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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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梦傅说。据此，则是真有个天帝，与高宗对曰，吾赉汝以良
弼。
由上诸家之说，我们可知他们都认识安拉（上帝），宇宙万物创
造者之存在与其许多常德，而由易之说，且可推知安拉具有四大基
本常德，与《古兰经》之教彼此吻合。盖干有四德，坤有四德，君
子有四德。先是帝出乎震，然后万物出乎震，那么，它们的四德，
当是从上帝得来。如果创造者没有四德，受造者是无法得来四德
的，而且获得四德的人，也不能称为达天德者。伊斯兰教《古兰
经》：首章中明文申言安拉有四大常德：（一）安拉（上帝）是创
造养育全世界的主宰；（二）安拉是对人类的一切需要，不待他们
经营与乞求而至仁地恩赐者；（三）安拉是给予一切工作者奋斗与
努力的最好结果者；（四）安拉是善恶审判时候的主宰。实际上，
安拉便是从他这四大常德，赐予乾坤及君子四德的。尤有进者，朱
熹谓，元可包乾坤之四德。程明道谓义、礼、智、信、也是仁，而
伊斯兰教谓安拉的创造养育全世界之常德，实亦统括其另外三大常
德。两大传统文化中安拉（上帝）之基本观念，若合符节。伊斯兰
教主张一切圣人之教同出一个源头——安拉，确是真理。

（二）中国历代诸家对于人类精神道德品质的看法
中国历代诸家对于人类精神道德品质的看法

（1）
）《易经》说：

78

Copyright © by Ahmadiyya Muslim Community 1995-2003.
All rights reserved.Islamabad, Sheephatch Lane, Tilford, Surrey. GU10 2AQ, UK
If you have questions,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email at m.o.chou@btinternet.com

《彖曰》：大哉干元！……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合，乃
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
疆不息。……《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
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
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
曰：“干：元、亨、利、贞。”……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
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
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
下，则各从其类也 ”……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
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
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周易本义》：上经干卦

（2）《
）《中庸》说：
）《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
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而不见知而不悔，惟圣人能
之。”——《中庸》：第十一章第一至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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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微，无微不信，不信民
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
身，征诸遮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不无
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感。——《中庸》：第二十九章第一——三节

③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
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
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
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
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
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中庸》：第三
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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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唯天下至诚，为能经论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
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
天德者，其熟能知之？——《中庸》：第三十二章

（3）
）《孟子》说：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
智、无礼、无义，人役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第七章第
二——三节

②

颜渊曰：“舜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孟子：腾交公章句
上第一章第四节

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
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孟子》：公孙丑章句
上·第二章第廿八节

（孟子）曰：“彼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
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
言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第二章十七节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
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
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章
句上·第二章第一——二节

（孟子）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
者。（自尧舜至汤，自汤至文武，皆五百余年而圣人出—朱熹集注）由
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
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
哉？”——《孟子》：公孙丑章句下·第十三章第二——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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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丑问）曰：“然则夫子既圣矣乎？（孟子）曰：“恶！是何言也？昔
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
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
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公孙丑问曰）“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
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曰：“姑
舍是。”曰：“伯夷、伊夷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
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
进，伊夷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
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
子》：公孙丑章句上·第二章第十九——二十二节

储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
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妻章句下·第三十二章

《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
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
之下也。”——《孟子》：尽心章句下·第二十五章第三一一八节

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
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令夫牟麦，播种而耰之 ，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
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
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
我同类者。……。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
焉；目之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
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吾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吾心，犹刍
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章句上·第七章第一——八节

（11）

孟子曰：“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善恶之心，非人也；无辞
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
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
是端也，独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孟
子》：公孙丑章句上·第六章第四——六节

（12）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
章句上·第一章第四节

（4）
）《荀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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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圣心备焉。——《荀子》：勤学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
士，终乎为圣人。——《同上》

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荀
子》：修身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
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
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同上》

（5）
）庄子曰：

圣人者，能齐是非，死生得丧者也。——《庄子》：大宗师

能安其差别之分，以得绝对无差别之乐者，谓之至人、神人、圣人。至
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皆能达于逍遥自得之境者也——《庄
子》：逍遥游

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谓两行。——《庄子》：齐物
论

终身役而不见其成功，苶果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耶？人谓之不
死，益奚？——《同上》

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庄子》：田子方

（6）
）韩非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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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聚，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
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瓜，蚌蛤，
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
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
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
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
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人笑矣，是以圣
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蠢
（7）
）董仲舒说：

天有四时，时三月。王有四选，选三臣。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时
之情也。有上，有下，有中，一选之情也。三臣而为一选，四选而止，
人情尽矣。人之材固有四选，如天之时，固有四变也。圣人为一选，君
子为一选，善人为一选，正人为一选，由此而下者不足选也。是故天选
四堤十二，而人变尽矣。尽人之变合于天，唯圣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
也。——《官制象天》

（8）
）扬雄说：

治已以仲尼。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马以骥，不亦
可乎？”——《扬子法言》：修身

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
入自圣门。——《同上》

（9）
）文中子说：

政猛宁若恩；法速宁若缓；狱繁宁若简。臣主之际，其猜也宁信。执其
中者，惟圣人乎！——《关朗篇》

（10）
）李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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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
惊、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
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
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
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与情不相无也。虽然，无性则情无所生矣，
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而明。性者，天
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
本者也。圣人者，岂其无情耶？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
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于天地，变化合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
也。然则百性者，其无性者耶？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无差也。虽然，情
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虽终身而不能睹其性焉。——《复性
书》

夫明者所以对昏。昏既灭，则明亦不立矣。是故诚者，圣人之性也。寂
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语嘿，无不处
于极也。复其性者，贤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则能归其源矣。——
《同上》

圣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圣也，故制礼以节之，作乐以
和之。安于和乐，乐之本也；动而中礼，礼之本也。故在车则闻鸾和之
声，行步则闻佩玉之音，无故不废琴瑟，视听言行，循礼而动，所以教
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诚也。诚而不息则虚。虚而不息则
明。明而不息则照天地而无遗。非他也，此尽性命之道也。——《同
上》

（11）
）朱子说：

诚者，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也。……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
本之于静。圣人禀阴阳五行之秀气以生。而圣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
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处之也正；其发之也仁；其裁之也义。盖一动
一静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道，而无所亏焉。则向之所谓欲动情胜，利害
相攻者，于此乎定矣。然静者，诚之覆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无欲
而静，则何可以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哉？故圣人中、正、仁、
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
地、日、月、四时、鬼、神有所不能违也。盖必体立而后用有以
行。……圣人太极之全体，一动一静，无适而非中、正、仁、义、之
极，盖不假修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
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间而已矣。
敬则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于无。则静虚、动直，而圣可学矣。
《朱子译太极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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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周濂溪说：

诚者，圣人之本。——《通书诚上》

圣，诚而已矣。——《通书诚下》

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守之贵，行之利，廓之配天地。岂不
易简，岂为难知。不守，不行，不廓耳。——《道篇》

诚无为，几善恶。

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
执焉之谓贤；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诚几德》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
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圣篇》
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
诚动于此，无思而不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
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
机也。”——《思篇》

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同上》

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
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
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圣学》

（13）
）张横渠昔告诸生以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
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也。故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
极。——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张横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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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程明道说：

“圣人仁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曷尝一离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
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贡求仁之方也。”——《全书七》

（15）
）王安石说：

世有论者曰：“性善情恶。”是徒识性情之名，而不知情性之实也。喜、
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
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
用。故吾曰：性情一也。……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后动
焉。动而当于理，则圣也，贤也；不当于理，则小人也。”——《伊川先
生文集》：性情篇

（16）
）陆象山说：

“宇宙内事；乃已分内事，已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尝曰：东海有圣人
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
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
心、此理，亦莫不同也。——《象山先生全集》：覆盖，《象山先生行
状》

圣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处开端。如孟子言徐行后长，可为尧舜，不成在
长者后行，便是尧舜。怎生做得尧舜样事，须是就上面着工夫。圣人所
谓吾无隐乎尔，谁能出不由户，直截是如此。——《象山先生全集》：
卷三十五语录

孟子之言，太抵皆因当时之人，处己太卑，而视圣人太高。不惟处己太
卑，而亦以此处人，如“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之语可见。不知天之予我者，
其初未尝不同。如“未尝有才焉”之类，皆以谓才乃圣贤所有，我之所无，
不敢承当着。故孟子说，此乃人人都有，自为斧斤所害，所以沦胥为禽
兽。若能涵养此心，便是圣贤。读《孟子》须当理会他所立言之意。血
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同上》

（17）
）魏鹤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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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刚柔，故有善恶。在变化气质，则可以至圣贤矣。——谢无量
《中国哲学史，魏鹤山》

（18）
）吴康斋说：

圣贤所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圣贤所行亦然。学圣贤者，舍是何以
焉？——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吴康齐》

（19）
）王阳明说：

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所同也。——《全书二》

良知之在人心，互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同上》

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同上》

良知之在人心，则万古如一日。——《全书六》

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全书二》

自孔孟既没，此学失传几千百年，赖天之灵，偶复有见，诚千古之一
快，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全书六》

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
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
也。故程子曰：“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人苟诚有求为圣人之
志，则心思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
私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我之欲为
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耳。”——《王阳明全集》：示
弟立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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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立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王阳明全集》：立志

（20）
）颜习斋教俨说：

人之不为圣人也，其患二：一在视圣人之大德为圣不敢望，一在视圣人
之小节为圣不在此。吾党须先于小节用功。——《戴望》：颜氏学记卷
三
从以上所述诸家之说，足知诸家学者都主张人人都可修养圣贤所具有的
精神、道德而达到他们曾经达到的圣域贤关。《易经》谓人有仁、礼、
义、智四大天德。董仲舒主张人材固有四选：圣人为一选，君子为一
选，善人为一选，正人为一选。想见其认为人如果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
刚，自疆不息，明其明德，自然可以获得四种精神、道德品位。伊斯兰
教认为安拉创造人类的目的便是要人类效法安拉的常德。凡是完全服从
安拉的指导、充分遵守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训谕
与典范而效法安拉常德的人，都能获得四种精神、道德的品位：（一）
圣人，（二）诚实的人（真人）（三）烈士（成仁者，殉道者），
（四）善人（正直的人，贞洁的人）。在这两种不同文字与不同文化
中，今天不但发现了都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者及其四大常德的观念，还
获得了都有人能达致四种精神、道德品位的认识。这种文化的共鸣，自
然值得钻研真理者作为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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