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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华豪网站丛书”旨在宣传民族文化、提高穆斯
林民族的全民文化素质，让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了解和认识
真正的伊斯兰，还原伊斯兰的真面目，它既不涉及教派之
分，更不涉及政治。
此书的版权归穆斯林华豪网站所有，允许根据以下两
个条件出版发行：
1. 此书源于穆斯林华豪网站。
2. 除了封面之外，不允许更改书的内容。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建议或校正，请寄往以下信箱：

Email : HuaHaon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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هه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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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تٜ ِِِٗػ
ِ ُالّ َِِّٔ أَْفُِِِٛٗ ضَغِٝ ا ُملؤَِِِٓنيَ ِإشِ َبعَحَ ف٢ًَايًُ٘ َع
َّ َََّٔ ِ ٍََقس: ؿول ظز
ِٞا َِٔ َق ِب ٌُ َيفُْٛإِٕ نَاَٚ َ١َُ ا ِيخِ ِهَٚ َع ًَِّ ُُُُِٗ ايهِتَابُٜ َٚ ِِِِّٗٝعَنُٜ َٚ َِ٘ا ِتِِِٜٗ آِٝ ًََع
]164 :  [آل ظؿرانٍضَالٍٍ َُّبِن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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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真主赐予最优越、最纯洁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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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  [افؼصص َُدِتَاضَٜٚ ُ٤َصَاٜ َدًُِلُ ََاٜ َضَبُّوَٚ :ؿول ظز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6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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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你的主，创造他所意欲的，选择他所意欲的。】①
又说：
]75 : ٍ [احلََِِٔ ايَّٓاسَٚ ِّ ضُغُال١َِه٥ ََِٔ املَالَِٞصِطَفٜ َُّ٘ اٍي:ؿول ظز
【[75]真主从天使中和人类中拣选若干使者。】②
并且派遣了他，伟大的真主说：

ًَِّ٘ اي٢َاّ إِيِٝزَاعَٚ )45( ّطاَِْٜصَٚ َُّبَصِّطاَٚ ّ إَِّْا أَضِغًََِٓاىَ شَاِٖسا: ؿول ظز
]46-45 :  [إحزابّغِطَاجاّ َُِّٓرياَٚ ِِِْ٘بِإِش
【我确已派遣你为见证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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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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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

）讲座的构思一直困扰着我。编写此书便于让穆斯林

《故事章》第 68 节
《朝觐章》第 75 节
③
《同盟军章》第 45-46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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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先知的生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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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طِجٜ َْٕ ئَُِّ نَا١ََْٓ حَػ٠َِِٛ أُغٙ ٌٍَِّ ايُٛ َضغِٞ ٍَقَسِ نَإَ يَهُِِ ف: ؿول تعوػ
]21 :  [إحزابّشَنَطَ ايًََّ٘ نَجِرياَٚ ََِّ اآلخِطَِٛٝايَٚ ًََّ٘ا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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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ا ََْٗانُِِ عَُِٓ٘ فَاْتَٚ ٍُُُٙٚ فَدُصََُٛا آتَانُُِ ايطَّغَٚ : وؿول شبحوكه
]7 : [احل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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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逐章》第 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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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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هه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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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تٜ ِِِٗػ
ِ ُالّ َِِّٔ أَْفُِِِٛٗ ضَغِٝ ا ُملؤَِِِٓنيَ ِإشِ َبعَحَ ف٢ًَايًُ٘ َع
َّ َََّٔ ِ ٍََقس:ؿول ظز
ِٞا َِٔ َق ِب ٌُ َيفُْٛإِٕ نَاَٚ َ١َُ ا ِيخِ ِهَٚ َع ًَِّ ُُُُِٗ اي ِهتَابُٜ َٚ ِِِِّٗٝعَنُٜ َٚ َِ٘ا ِتِِِٜٗ آِٝ ًََع
]164 :  [آل ظؿرانٍضَالٍٍ َُّبِن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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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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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افتغوبن أَْ َعيَِٓاِٟايص
َّ ِضُّٛٓايَٚ ِ٘ ِيُٛضَغَٚ ًِِ٘اي
َّ ا بَُِٛٓف
َ آ:َؿول اا َت َع َو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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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 ِطتَابَٜ َُِِِ ي
َّ  ِيِ٘ ثُٛضَغَٚ ًِِ٘اي
َّ ا بَََُٛٓٔ آِٜايص
َّ ََُِِٕٛٓ ِإ ََُّْا ا ُملؤ:و َؿول اا َت َع َو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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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يُٛضَغَٚ ًَ٘اي
َّ ُِصَاقِلٜ َََٔٚ ُ٘ َيُٛضَغَٚ ٌََّٙا ايُّٛب ََُِِّْٗ شَاق
ِ َش ِيوَ أَؿول اا َت َع َوػ
.]13 : [إكػولِسُ اي ِعكَابِٜشس
َ ٌََّٙفَإَِّٕ ا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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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寝室章》第 15 节
③
《战利品章》第 1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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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
ِد ِد ُد ِد
ِد
قو ٌّي َد َدٓد
ٌد ْدـ َد ْدإد َّ ة َد ُد
اا اقن ِد
َد ِد
" [ َر َوا ُه.
َّاا
先知（

ِد
َدٓد َد ْد َد ُدع ِد َد َد
ِدف ِد َّٓد ف َد ِد
َداا ْدـ َد ْد

 " ا َّق ِد َد ْد ُد َد ٍد ِد ِد: َدـ َدال اقنَّبل
َد
ُد َّ َد
ُّ
ت
قو َد َدق ْدؿ ُد ْد ِد ْدـ ِدا َّق ِد ُد ْدا ِد ْد ُد
اا ُد َّؿ َد ُد ُد
َدل ِد ٌّي
ْد َد
.]ُ ْ ؾِ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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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

）
）是相信他最真实的证据，声称相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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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ؤِتَٜٚ ََُٕٛتَّكٜ ٍَِٜٔ فَػَأَنِتُبَُٗا يٍَِّص٤َِٞغِعَتِ نٌَُّ شَٚ ِٞضَحَُِتَٚ :َؿ َول َت َع َوػ
ٍََِّٞ ايَّٓبَُٕٛ ايطَّغَُٛتَّبِعٜ َِٜٔ) ايَّص156( ََُُِِٕٛٓ ؤٟ َاتَِٓأَٜ ُِٖ بِآِٜايَّصَٚ َ٠ايعَّنَا
.]157 -156 : [إظرافََُِّّٞاأ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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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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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顺从使者——文盲的先知。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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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صٜ َِْٚ أ١َِٓبَُِِٗ فِتِِٝ إَٔ تُصَِٕٙ عَِٔ أََِطُُٛذَ ايِفٜ ََِٜٔخِصَضِ ايَّصًَِٝ ف:َؿ َول َت َع َوػ
. ]63 : [افـور ٌَِِٝع شَابٌ أَ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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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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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ثَُِّ الََُٝاشَجَطَ بِٝىَ فُُُِّٛخَهٜ ٢ََّٕ حَتَُُِِٛٓؤٜ َضَبِّوَ الَٚ ال
َف
َ :َؿ َول َت َع َوػ
..]65 : [افـ وءُّاًِِٝا تَػًَُُُِّٛػَٜٚ ت
َ َِٝ أَْفُػِِِِٗ حَطَجاِّ ََُِّّا قَطِٞا فَُٚجِ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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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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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 ِد َدق ْد ِدف ِد ْدـ َد َدق ِد ِد َد َد اقِد ِد ِد َد اقن ِد
َّاس
 " َدٓد ُد ْد ِد ُدـ َد َد ُد ف ْدُدؿ َد تَّك َدف َد: َدـ َدال
َّ ُدقا َد َد

ِد
.]" [ تػق ظؾقه.ػ
َد ْد َد َد

①

《高处章》第 156-157 节
《光明章》第 63 节
③
《妇女章》第 65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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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任何一人都不算真正归信，除非他喜爱我胜
过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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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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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أح
ِ وب فِرش
َ  َيو َر ُش: ِول اا
َش ٍء
ُّ َ َ ول ااِ! َٕك
ُ َ ِ َؿدْ َؿ َول ُظ َؿ ُر ْب ُن اخل َّط
ْ َ ى إ َّيل ْن ُـ ِّل
ب ِد َدق ْد َد
ؽ ِد ْدـ
 " َدٓد َد ا َّق ِد َد ْد ِدِس ِد َد ِد ِد َد تَّك َدف َد:  َدؿ َدق َدال اقنَّبِد ُّل. ِ إِ َّٓ ِ ْن َك ْػ
َّ ُدقا َد َد
َد ْد ِد َد
 " ْدأد َدا َد ا:  َدؿ َدق َدال اقنَّبِد ُّل. ِ ى إِ َّيل ِ ْن َك ْػ
َ  َؾنِ َّهن ْأ َن – َوااِ – ََٕك: َؾ َؼ َول ُظ َؿ ُر."ؽ
ُّ ًْ َأ َح
.]ُدع َد ُد " [رواه افبخور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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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已用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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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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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5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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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捍卫他的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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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这个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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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生平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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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座
先知（
第五：传播他（

）的部分权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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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فبخوري
" [رواه. " َد ِّل ُدقا َدعنِّلل َد َدق ْدق ًةة: اقنبل
ُّ
ُّ َدـ ْد َدـ َد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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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ؽ اج ًة ا ِد ًة ا َدخْي َدق َد ِد
ِد
ِد
ُح ِد
ؽ ْدـ ُد ْد
َد
 " َدٕدَد ْدا َد ْد َد اهللُد ِد َد َد ُد: اقل َد ُد َد اق َّ َد ُد
َّ وَد َدـ َدال َدع َد ْدف
ْد ٌد
.]" [ تػق ظؾقه.اقنَّ َد ِد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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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ا ِد ِد ُدؿ ْدإدُد ؿ ق ِد: َدـ َدال اقنبل
.]اقق َدا َد ِدة" [رواه أمحد وأصحوب اف ـن
ُد ٌد ُد َد َد َد ْد َ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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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6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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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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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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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اتَّبَعَٚ ٍ أََْا٠َطٜص
ِ َ ب٢ًََ ايًَِّ٘ ع٢َ إِيُٛ أَزِعًِِِٞٝ غَبِٙ مٍُِ َٖص: َؿ َول َت َع َوػ
.]108 :[يوش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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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تَٚ ِفَُٕٚ بِايَُِ ِعطٍُٚ ُأخِطِجَتِ يًَِّٓاسِ تَأَُِط١ََُِّطَ أَٝ ىُ ْتُِِ خ: َؿ َول ُش ْب َحو َك ُه
.]110 : [آل ظؿرانًََِّٕ٘ بِايَُِِٛٓتُؤَٚ ِعَِٔ املُٓهَط
【[110]你们是为世人而被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你们
劝善戒恶，确信真主。
】②

第六：敬重他（
这也是先知（

） 无论是他生前，还是死后
）所享有的权利之一，它确已被许多

人忽视了，清高的真主说：

ًَِّ٘ا بِايَُِِٛٓ) ٍِتُؤ8( ّطاَِْٜصَٚ ُّّ بَصِّطاَٚ  ِإَّْا أَضِغًََِٓاىَ شَاِٖسّا: َؿ َول تَعوػ
.]9 – 8 : [افػتحّالِٝأَصَٚ ّ٠َُ بُهِطُٙٛتُػَبِّخَٚ َُُٙٚقِّطُٛتَٚ ُُٙٚتُعَعِّضَٚ ِِ٘يُٛضَغَٚ

①

《优素福章》第 108 节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10 节

②

先知生平讲座

19

【[8]我确已派遣你作见证，作报喜者，作警告者，
[9]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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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 َٚ ِِِّٞتِ ايَّٓبَِٛمَ صََٛاتَهُِِ فِٛا أَصُٛا الَ تَطِفَعَََُٛٓٔ آَُِّٜٗا ايَّصَٜ أٟ
َ ا:َؿ َول تَعوػ
ََأِْتُِِ الَٚ

ٍُِِِِ نَجَِٗطِ بَعِطِهُِِ ِيبَعِضٍ إَٔ تَخِبَطَ أَعَُِايُهٚ َا يَُ٘ بِايِلُٚتجَِٗط
َ
.]2 : [احلجراتَُٕٚتَصِعُ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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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胜利章》第 8-9 节
《寝室章》第 2 节

②

）归真后对他的尊重：就是追随他的圣

先知生平讲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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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七：每当有人提起他（

）时祝福他

真主确已命令信士们祝福他的先知（

），真主说：

اًَُّٛا صَََُٛٓٔ آَُِّٜٗا ايَّصََٜا أٜ ِِّٞ ايَّٓب٢ًَََٕ عًَُُّٛصٜ َُِ٘هَت٥ ََالَٚ ًََّ٘ ِإَّٕ اي:َؿ َول
.]56 : [إحزابُّاًِِٝا تَػًَُُِّٛغَٚ ًََِٙٞع
【[56]真主的确怜悯先知，他的天使们的确为他祝福。
①

信士们啊！你们应当为他祝福，应当祝他平安！】

 " َدا ِدؾ َدؿ َد ُد: َؿ َول
.]ْدػ َدا ُدج ٍدؾ ُد فِد ْد ُدو ِدعنْد َد َدؿ َد ْدؿ ُد َدل ّدؾ َدع َد َّغ" [رواه افس ذي
穆圣（

）说：“听到我的名字而没有祝福我的人真

可悲呀！”②
َّاس ِد ق ا ِد
.]قق َدا َد ِدة َد ْدف َد ُد ُد ْدؿ َدع ِد َّغ َد َد َد" [رواه افس ذي
 " ِد َّا َد ْد َدؼ اقن ِد َد ْد َد: َدـ َدال
穆圣（

）说：“复生日，最接近我的人就是向我祝

福最多的人。”③
] "ا ْدق َدب ِد ُدؾ َد ْدـ ُد فِد ْد ُدو ِدعنْد َد َد َدق ْدؿ ُد َدل ّدؾ َدع َد َّغ" [رواه أمحد وافس ذي: َد َدـ َدال
穆圣（
①

）说：“吝啬者就是听到我的名字，而不祝

《同盟军章》第 5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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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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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我的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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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祝福最优秀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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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حَازَّ ايَُّٚازُٜٛ ِِِّ اآلخِطَِٛٝايَٚ ًََِّٕ٘ بِايَُُِِٛٓؤٜ َِّاَٛال تَجِسُ ق
َ :َؿ َول َت َع َوػ
ِِٞوَ نَتَبَ ف٦َِيُٚريَُِِٗ أ
ِ عَصِ تََٚاَُِِْٗ أِِٛ إِخََُٖٚ ِِ أ٤ِ أَبَِٓاََُِِٖٚ أ٤ا آبَاُِْٛ نَاَٛ يَٚ َُ٘يُٛضَغَٚ
.]22 : [ادجودفيَُِِّ٘ٓ ٍحَُّٚسَُِٖ بِطَٜأَٚ َٕبُِِِٗ اإلِميَاًُُٛ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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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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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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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诉者章》第 22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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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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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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美的、最能

实现预期目标的，和最使内心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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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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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崇拜真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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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最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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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ت " و ِر
َد ُدق ُد
 " ِد ِّلا َد َدظ ُّؾ ِدعنْد َد َدا ِّل ُد ْدط ِد ُد نِدل: وايي
ت َدف َد ْد َدتِد ْدُدؿ ِد ِّلا َد ِد ُد
 " َدق ْد ُد:قل
َ
ِ تػق َظ
]ؾقه
ٌ ُ [ ".َد َد ِدق نل
“我的状况和你们不一样，我过夜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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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د َد ِد َدع اقنَّبِد َّل
".  " َدٓد ُدقا ِد ُد قا ؿف ُّ ْدُدؿ َد َداا َدو َد ْدا ُد َدقا ِد َدؾ َدؿ ْد ُدقا ِد ْدؾ ِد َدؼ اق َّ َد ِد:قق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22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10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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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先知（

）说：
“你们不要不分昼夜地连续封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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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公平的、最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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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圣（

）对于确定“赖麦丹”月进入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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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6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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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十天，他当时就是这样做的，这是他的圣行，这与他
的话：
]" َدؿ ِد ْدا ؾُد َّؿ َدع َد ْد ْدُدؿ َدؿا ْدـ ُد ُدا ا َدق ُدف" [ ُ ت َػ ٌق َظ َؾ ْق ِ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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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ر َوا ُه اف ُب َخ ِور ُّي."اا
" َدؿ َدف ْدف ِد ُد قا ِدع َّ َد َد ْد َدب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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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空腹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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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是喝一点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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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生平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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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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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正确的传述，他（

）在开斋时候的祈祷是：
]" [ َدا َد ا َد ُد ق َدوا ُد َدو.  َذت َذلاىل، هللُأ، َذء،  َذ،  ِت أْل،  أْلا أْل ُأ،  َذ َذ َذ َذ،  ا ُأل ُأو،  َذ ا َذب َّظ ِت، ا َّظل َذ ُأ، " َذ َذ َ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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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د ِد ِد
]وجه
َ َ " ِد َّا ق َّلااؿ عنْد َد ؿ ْدط ِد َدو ْدعق ًة َد ا ُد َد ُّو" [ َرواه ا ْب ُ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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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د
.]اقلااِد ُدؿ" [ ُ َّت َػ ٌق َظ َؾ ْق ِه
َّ  " ِد َد ا َد ْدـ َدبؾ اق َّ ْد ُدؾ ْدـ َد ا ُد نَدا َد َد ْدو َد َد ْدـ َد ا ُد نَدا َدؿ َدق ْد َد ْدؿ َدط َد:َدـ َد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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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3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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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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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①
َد َد َد ُد َد ْدا َد ُدق َد
.] " ِد ِّلا َد ااِد ٌدؿ" [ ُ َّت َػ ٌق َظ َؾ ْق ِه:قل قِد َد ْدـ َد ا ّد ف
有人说：“用嘴说，这是最明显的。”
有人说：“用心说，用斋戒提醒自己。”
有人说：
“封主命斋时用嘴说，封副功斋时用心说，因
为这样最能远离沽名钓誉。”

穆圣（
主的使者（

）对斋月旅行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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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的最伟大、最严酷的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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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795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15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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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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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796 段，提勒秘日说：
“这是一段良好的《圣训》
。
”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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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座
先知（
在穆圣（

）在“赖麦丹”月的指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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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兰经》证明房事破坏斋戒，犹如故意吃喝的断法，
①

注：对于无力控制自身的斋戒者，学者们憎恶他亲吻。
注：这包含了所有类似吃喝的，如：营养针。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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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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圣（

）对于坐静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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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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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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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的孩子。

）的名称：

朱拜勒•本•穆图阿慕的传述，主的使者（ ）说：
ر ْب ِن ُ ْط ِع ٍم أ ََّدا َدا ُد َد
ُح ُد َد َد َدا املا ِد ل
ِ ُ ْ ُج َب
 َد َدا ُد َد َّ ٌد َد َد َدا َد ْد َد:  " ِد َّا ِد َد ْد َد َد:قل اهللِد َدـ َدال
اا ا َّق ِد ُد َدؽ اقنَّاس ع َد َدـ َد ل َد َدا ا ْدق اـِدب َّال ِد
ِد
ِد
َد
َد ُد
َد َّ َد
ُد َد
ْد ُد
ا َّق َد ْد ُد ق اهللُد ِد َد ا ْدق ُد ْد َد َد َدا اق َد ُد
.]َدق ْد َد َد ْد َد ُد َد َد ٌد " [ تػق ظؾق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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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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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穆萨·艾勒艾斯阿利的传述，他说：
َداا َدا ُد ُد
 " َد َدا: قل اهللِد ُد َد ِّل ل َدقنَدا َد ْد َد ف َد ْد َد ًة َدؿ َدقال
 ف َد: وشى ْإَ ْص َع ِر ِّي َؿ َول
َ ُ ِ َظ ْن َأ
ِد
ُد َد ٌد َدُح ُد اق َدق ِّل ل ا ْدق ِد ِد
.]ُح ِدة" [رواه ؾم
اا َد َد بِد ُّل اقت ْدَّق َد ة َد َد بِد ّدل اق َّ ْد َد
َد
َّ َد ْد َد َد ُد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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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阿拉伯最高贵的家族，他来自
于麦加——清高的真主最喜爱的地方，清高的真主说：
]124 :[إكعوم. ََُ٘جِعٌَُ ضِغَايَتٜ ُِحَٝ ايًَُّ٘ أَعًَُِِ ح:َ َال َت َع َو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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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د َّا اهللَد َدع َّ َد: َدـال
جؾ ا ْد َدط َد ك ِد ْدـ َد َدق ِد ِد ْد ا ِد َدؿ ِد ْد َد ِدع َدؾ َد ا ْد َدط َد ك ِد ْدـ َد نِدل
ِد ْد َد ِدع َدؾ فِدنَدا َد َدة َد ا ْد َدط َد ك ِد ْدـ َد نِدل فِدنَدا َد َدة ُدـ َد ْد ًةشا َد ا ْد َدط َد ك ِد ْدـ ُدـ َد ْد ٍد
ش َد نِدل َد ا ِد ٍدؿ َد ا ْد َدط َد ِداا
.]ؾم

①

译者注：即：封印的先知与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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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د ْدـ َد نِدل َد ا ِد ٍدؿ" [روا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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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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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دَل ْد َد ْدخ ُد ْدج ِد ْدـ ِد َد احٍد ِد ْدـ َدق ُد ْدا و َد ِد َدؼ َد ْدا َد َدق َد ِدا َد ِد
.]َد ٌد " [رواه افطزاين
他（

ت ِد ْدـ ِد احٍد
 " َدخ َد ْدج ُد: َدـ َدال
َد ُد ِّل ل َدق ْدؿ ُد ِدل ْدبنِدل ِد ْدـ ِد َد احِد ااا ِد ِد َّ ِد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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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ت ِد ْدـ َدق ُد ْدا َدو َد ِد ْدـ ِد َداحٍد ؾَد ْد ِدْي ِد َد احٍد " [رواه ابن شعد
 " َدخ َد ْدج ُد: َدـ َد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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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柏拉尼圣训集》第 4884 段，
③
《伊本赛阿德圣训集》第 488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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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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敌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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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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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的人，更不会是借真主的名义而说谎的人
قل َ " :د ِّل ُد ِد
ػ َد ُدق ُد
َدق َدجا َد َد ا اق َّنبِد ُّل َ د ْد َد ُد
قا َدو ِّل ُد ِدا " َد َد قِدؽ ِد ْد َد ُد ُد ِدل ا ْدق َدق ْد ِدل
َدع َد ْد ِدف ِد ِد
ت َدقف َ :د ْد ِدؽ َدف َّ َد اهللِد َدٓد ُد ْد
ؽ اهللُد َد ًة ا؛ ِد َد
ُي ِد َد
َّؽ َدقت ِدَدل ُدؾ اق َّ ِد َدؿ َد ْدَدل ُد ق
َداا ِد َد ا ٍد َدـا َدق ْد
اا ِد َد
ث [ "...تػق ظؾقه].
）颤抖着来

（这是海迪彻（愿主喜悦她），当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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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主持正义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قل اهللِد  تَّك ِد
َٚ أَْصِضِ عَصِريَتَوَ األَقِطَبِنيََ ]214 : دخ َد َدج َدا ُد ُد
اقل َد ا
َّ
َد
َد
َدؿ َد َد
وجت ََؿ ُعوا إِ َف ْق ِهَ ،دؿ َدق َدالَ " :د َدا َد ْد تُدؿ ِد ْدا َد ْدخ َدَب ُد ْدؿ َد َّا
تػَ " :د ا َد َدبا ا ُد " َؾ َؼو ُفواْ َ :ن َه َذا؟ َؾ ْ
َدخ ًة ِداقق ِد
او ُد ِد ُد َد ْدا ُد ِد َدْي َدع َد ْد ْدُدؿ َدف ْدُدـ ْدُدؿ ُد َدل ِّل ـِد ّدل؟ " َؿو ُفواَ :ك َع ْم َ و َج َّر ْبـَو َظ َؾ ْق َك إِ َّٓ
َد
ْد
ِد
ػ َد ِد َدع َد ٍد
اا َد ِد ٍد " [ تػق ظؾقه].
ِصدْ ًؿوَ .دـ َدالَ " :دؿ ِد ِّلا َد ٌد َدق ْدُدؿ َد ْد َد
当【[214]你应当警告你的亲戚】②这节经文下降时，
）登上赛发山，高呼：
！“注意啦
”人们都说：

（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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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67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60 段
《众诗人章》第 214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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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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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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伤害先知（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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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们中最聪明、最诚实、最可信赖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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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的真正原因。他当时帮助她负责

《布哈里圣训集》第 467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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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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承担的最伟大、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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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

）确已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最完美地交还了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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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ث١َُِحِهَٚ ٍِتَتُهُِ َِّٔ نِتَابٜ ِّنيَ يََُا آِٝجَامَ ايَّٓبَِٝ ًَُّ٘ إِشِ أَخَصَ ايَٚ :َؿ َول َت َعوػ
ُِِأَخَصِتَٚ ُِِيَتَٓصُطَُُّْ٘ قَاٍَ أَأَقِطَضِتَٚ ٌٍِِ٘ َُّصَسِّمٌ يَُِّا ََعَهُِِ يَتُؤََُِِّٓٔ بَُٛنُِِ ضَغ٤جَا
ََٔف
َ )81(َِٜٔأََْا ََعَهُِ ََِّٔ ايصَّاِٖسَٚ اُٚا أَقِطَضَِْا قَاٍَفَاشَِٗسُٛ قَايِٟ شَيِهُِِ إِصِط٢ًََع
.]82 – 81 : [آل ظؿرانَُِٕٛوَ ُُِٖ ايفَاغِك٦َِيُٚ بَعِسَ شَيِوَ فَأ٢ََّيَٛ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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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穆罕默德被派遣了，他们尚在人间，他们都必须相信
他和支持他。
”②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81-82 节
《伊本凯西尔注释》
（1/493）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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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在引述先知伊布拉欣（

）的故事时，他

说：

ًَُُُُُِِّٗعَٜٚ ََاتِوِِِِٜٗ آًََٝ عًَُِٛتٜ َُِِِِّٖٔ ّالُِِِٛٗ ضَغِٝابِعَحِ فَٚ  َضبََّٓا: َؿ َول َت َعوػ
.]129 : [افبؼرةُِِٝعُ احلَهِِِِٜٗ إَِّْوَ أَِْتَ ايعَعُِّٝعَنٜ َٚ َ١ِو
ََ ِايِخَٚ َايهِتَا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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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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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دـ َدال َدا ُد ُد
ػ َد ِد َّا َدو َد ملن َدْدج ِد ٌدل ِدِف طِد نَدتِد ِدف َد َد ُدف َد ِّلب ُد ْدُدؿ
 " ِد ِّلا ع ْدن َد اهللِد َدق َد ا ُدَدؿ اق َّنبِد ِّل َد: قل اهللِد
ِد
َد
ِد َدف َّ ل َد قِد َد
او
ؽ ِدع ْد َدك ِد َد ُدا َد ا ُد ِّل ل ا َّقتِدل َدا ْدو َد َدف قِدؽ ُد َّ ُد
 َدوعق ُد ِد ْد َد ا َدؿ َد ُد ْد َد: ؽ
."اقنَّبِد ِّلػ َد َد ْد َد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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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他（
①

）继续提到其他著名的人物，直至他提到以色

《黄牛章》第 129 节
《穆斯奈德》
（4/127）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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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后裔中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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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صِّطاَٚ ِ٠ِضَاََّّٛ ََِٔ ايتََٟسٜ ََِِٔٝهُِ َُّصَسِّقاّ يَُِّا بٍَُٝ ايًَِّ٘ إِيُٛ ضَغِِّْٞ إ:َؿ َول
]6 : [افصف ُ اغُُُِ٘ أَحَِِزِٟ َِِٔ بَعِسَِٞأِتٜ ٍٍُٛبِطَ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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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اَُُْٛ٘ ََهِتَُٚجِسٜ َِّٟ ايَّصََُِّّٞ األٍَِٞ ايَّٓبَُٕٛ ايطَّغَُٛتَّبِعٜ َِٜٔ ا يَّص: َؿ َول اا َت َعوػ
َُُُِٗخٌُِّ يَٜٚ ََِِٓٗاُِِٖ عَِٔ املُٓهَطَٜٚ ِفَُٚأَُِطُُِٖ بِاٍَِّ عِطٜ ٌِِٝاإلِجنَٚ ِ٠ِضَاَّٛ ايتِٞعِٓسَُِِٖ ف
ِ نَاَْتِٞاألَغِالٍَ ايَتَٚ ََُِِٖطَعُ عَُِِِٓٗ إِصِطَٜٚ َِح٥ُِِِٗ اخلَبَاًََُٝحَطُِّّ عَٟٚ ِِّبَاتَّٝايط
.]157 : [إظرافًََِِِِٗٝ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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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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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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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ء ب ِن ي ٍور َؿ َول ِ َ :
قً َظ ْبدَ ااِ ْب َن َظ ْؿ ِرو ْب ِن اف َع ِ
ز ِين َظ ْن
لؿ ُ
وص َ ؾ ُؼ ْؾ ًَُ :أ ْخ ِ ْ
َظ ْن َظ َط ْ َ َ
ِص َػ ِي رش ِ
ول ااِ  ِ افت َّْو َر ِا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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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وف افتَّور ِاة بِ ِص َػتِ ِه ِ اف ُؼر ِ
 ٟأََُّٜٗا ايَّٓبِ ُّٞإَِّْا أَضِغًََِٓاىَ
آن اَ
دو ُص ٌ
َؿ َولَ :أ َج ْل َوااِ ،إِكَّه ْ
ْ
َ
ًْ َظ ْب ِدي َو َر ُشويل
غ َأك َ
شَاِٖساّ ََُٚبَصِّطاّ ََْٚصِٜطاّ[ إحزابَ ،]45 :و ِح ْر ًزا فأل ِّ ِّق َ
شؿق ُت َك ادتَوـ َِّل َفقس بِ َػ ٍّظ و َٓ َؽؾِ ٍ
ِ
قظ َو َٓ َص ّخ ٍ
ُي ِزي بوف َّ ِّق َئ ِي اف َّ قئ َي
َ
ْ َ
َ
وب ِ ْإَ ْش َوا َو َٓ ُ ْ
َ َّ
ِ
ِ
ِ
قم بِ ِه اد َّؾ َي اف َع ْو َجو َء؛ بِ َل ْن َي ُؼو ُفوا  َٓ :إف َه إِ ّٓ ااُ
َوفؽ ْن َيع ُػو َوي ْغػر ،و َف ْن َي ْؼبِ َض ُه ااُ َحتَّى ُيؼ َ

َؾ َق ْػت َُح بِه َأ ْظقـًو ُظ ْؿ ًقو َوآذاكًو ُص اًّم َو ُؿ ُؾو ًبو ُؽ ْؾ ًػو[ .رواه افبخور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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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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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的耳朵因他而得以听闻，封闭的心因他而得以开放
ِ
َظ ِن اب ِن َظب ٍ ِ
ا ُورو ُد ا ْب ُن َظ ْب ِد ااِ َؾ َل ْش َؾ َم َو َؿ َول َ :وا َّف ِذي
ْ َّ
وس َر ااُ َظـ ُْف ًَّم َؿ َولَ :ؿد َم ا َ
بؼ بِك ا ْب ُن اف َب ُت ِ
ااك ِ
دت َو ْص َػك ِ ْ ِ
ْج ِ
ول َ .أ ْي ِظق َ ى ْب َن
َب َع َ َك بِ ِّ
وحلق َف َؼدْ َو َج ُ
قلَ ،و َف َؼدْ ّ َ
①

《同盟军章》第 45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201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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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ريم َظؾقه اف َّ َ ُ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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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أ ْصفدُ َأ َّن ُُم َّؿدً ا َر ُش:وَش
ول اا َو َأكَّه ا َّف ِذي
ُّ  َؿ َول افـ ََّج: َؿ َول َظ ْن َأ ِ ُ وشى ْإَ ْص َعر ِّي
ِ ِ
ِ ِ
ِ ؾً ِ ْن َأ ْ ِر افـ
 ََٕ َت ْق ُته َحتَّى،َّوس
ُ  َو َ و َ َّؿ،افلؿ ْؾ ِك
ْ  َو،َب َّؼ بِه ظق ى
ُ فو َٓ َ و َأكَو ؾقه ْن َأ ْ ِر
.]َأ ْمحِ َل َك ْع َؾ ْقه [روا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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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20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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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座
仁慈的先知（一）
他（
先知（

）对敌人的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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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 [إكبقوءَّ يًِِّعَايَُِني١َُِ ََا أَضِغًََِٓاىَ إِالَّ ضَحَٚ : ؿول َت َاػ
【[107]我派遣你，只为慈悯众世界。】①
.]ُح ًةة" [رواه ؾم
 " ِد َّ ُد ِد ْد ُد: َدـ َدال اقنِّلبِد ُّل
ت َدا ْد َد
先知（
他（

）说：
“我被派遣是为了慈悯众世界。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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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使者（

）面对朝向，抬起双手，人们都坚信当

）诅咒道税部落时，他们将遭到毁灭。但仁

慈的先知（

）却说：
ِ
ِ
ٍ َّوس ِ َِب ِك َد ْو
ُ افر
س إِ َذا َد َظو َظ َؾ ْق ِف ْم
ُ  َؾ َل ْي َؼن افـ، َو َر َؾ َ َيدَ ْيه، ا ْفؼبؾ َي شول
َّ اش َت ْؼ َبل
ْ
 "ال ُد ؿ ا ِد و ا ِد: َدـ َدال  َدق ِدـ َد بِدل اق ُح ِدة، ِول اا
ُ َر ُش
.]اات ِد ْدؿ " [ ُ َّت َػ ٌق َظ َؾ ْق ِه
َّ َّ َّ ْد َد
َّ ْد َد ْد ًة

①

《众先知章》第 107 节
译者注：也门的一部落名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4704 段
②

先知生平讲座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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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ـ ْد ُد ِد
ِد
 َد ْدؾ َد َدك َدع َد ْد َد: قل اهللِد
ت
 " َدق َدق ْد َدق ِدق ُد: َداا َد َد َّ ِد ْدـ َد ْدق ِد ُد ُد ٍد ؟ َدـ َدال
ؽ َد ق ٌد ف َد
ت ق َد ُد
ِد ـ َدـق ِد ِد
ت َد ْد ِدِس َدع َد ا ْد ِدـ َدع ْدب َد ا َدق ْد َدؾ
 َد ْدق َد ا ْدق َد َدق ِدبة ِد ْد َدع ْدض ُد- ت ِد نْد ُد ؿ
َداا َد َّ َد ا َدق ِدق ُد
 َد ف َد- ؽ
ْد ْد
ت َد َد َدا َد ْد ُد ق ٌد َدع َد َد ْدج ِد ل َدؿ َد ْدؿ َد ْد َدت ِد ْدؼ ِدٓد
ْد ِدـ َدع ْدب ِد ُدف َد ٍدل َدؿ َد ْدؿ ُد ِد ْدبنِدل ِد ؼ َد ا َدا ْدو ُدو َدؿا ْد َدط ْدق ُد
.َدؿ ِد َد ا َد َدا ِد َد َد ا ٍدة َدـ ْد َد َدظ َّ تْدنِدل َدؿن َدن ْد ُدو َدؿ ِد َد ا ؿِد َد ا ِدج ْدَب ُدؾ

ت ا ْد ِد
ِد َدق ْد ِدا اق َّ َد اقِد ِد
ب َدؿ َد ؿ ْد ُد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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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遇到的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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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34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5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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ؽ َد َدـ ْد َد َد
َد َدج َّؾ َدـ ْد َد ِد َدع َدـ ْدق َدل َدـ ْدق ِد ؽ َدقؽ َد َد ا َدا ُّو ا َدع َد ْد َد
ث
اا َدب ِد
ؽ ِد
 َدؿنَدا َدو ِداا َد َد ُد: َدـ َدال. ْدت ؿِد ِد ْدؿ
 َد ا ُد َد َّ ! ِد َّا اهللَد َدـ ْد:ال َدؿ َدق َدال
َد
اا َدب ِد
ؽ ِد
ال َد َدـ ْد َد َد َدنِدل اهللُد ِد َدق ْد َد
ؽ َد َد َدا َد َد ُد
ا َدع َد ْد َد
ؽ قِدت ْدَدف ُد َد ِدا

َّ  ِد َّا اهللَد َدع: َدؿنَدا َدو ِداا َدؿ َدق َدال
ال؛ قِدت ْدَدف ِد ِد
اا َد ِد
ؽ ِد
ؽ َد َد َد
ِد َدق ْد َد
ب ُد َد ُد َد
َد ِد َدع َدـ ْدق َدل َدـ ْدق ِد ؽ َدقؽ َد َد ا َدا ُّو
ت َد ْدا ُد ْدطبِدؼ َدع َد ْد ِد ؿ ْدإدَد ْدخ َدش َدب ْد ِد
 َدؿ َدق َدال َدا ُد ُد."ػ
 " َد ْدؾ َد ْدا ُدجق َد ْدا: قل اهللِد
ِد َدف ْد ِد َدؿ ِد ْد َدو؟ ِد ْدا ِد َد
ؽ َدق ُدف َد َدٓد ُد ْد ِد
ُي ِد َدج اهللُد ِد ْدـ َد ْد َد ِد ِد ْدؿ َد ْدـ َد ْد ُدب ُد اهللَد َد ْد َد ُد َدٓد َد ِد
ُد ْد
ا َد
.]ؽ ُد ِد ِدف َد ْد ًةا" [ تػق ظؾق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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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译者注：是指麦加的两座山——艾布古柏斯及其对面的山。
《布哈里圣训集》第 3059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79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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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说：“今天是一个大屠杀的日子。”
َد ُدق ُد
."ُح ِدة
 " َد ْدؾ اق َد ْدق َد َد ق ُد امل ْد َد َد: قل اق َّنبِد ُّ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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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ؽ ُدـ َد ْد ٍد
ٍَريم وا ْبن أخ
ٌ  َخ ًرا؛ َأ ٌخ ـ:ش َد ا َد َد ْد َدا َد ِّلا َدؿاع ٌدؾ ِد ْدُدؿ؟ " َؿوفوا
 " َد ا َد ْد َد َد:َدـ َدال
"  "ا ْد َد ُدبقا َدؿ َدف ْد ت ُدُدؿ اق ُّط َد َدقا ُد: ـال.ـري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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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ح ٌدة ُد ْد َد ا ٌد" [ َر َواه احلوـم
" ِد َّ َد َدا َدا ْد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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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动物和植物的仁慈：
）的仁慈包含了否认主的人，

（他

（前面我们提到了穆圣

又更何况是认主独一的穆斯林呢？在这里我们可以补充一
）的仁慈超出了对人类，也包括了动物和植

（点，先知

。物
َدـال اقنَّبِد ُّل َ " :د ْدنَد َد َدا ُدج ٌدؾ َد ْد ِدك ِد َدط ِد ٍدؼ ا ْد َدت َّ َدع َد ْد ِدف ا ْدق َد َدط ُدش َدؿ َدق َدج ِد ْد ًة ا َدؿنَد َد َدل ؿِد َد ا
َدؿ َد ِد
اقث َدا َد ِد َدـ ا ْدق َد َدط ِد
ث َد ْدفف ُدُدؾ َّ
ب َد ْد َد ُد
ش َ .دؿ َدق َدال اق َّ ُدج ُدؾ َ :دق َدق ْد َد َد غَد َد َد ا
ؽ َدا ُد َّؿ َدخ َد َدج َدؿ ِد َد ا َدف ْد ٌد
ب ِد َدـ ا ْدق َد َدط ِد
َداا َد َد غَد ِد نِّلل َدؿنَد َد َدل ا ْدقبِد ْد َد َدؿ َد َدَل ُدخ َّ ُدف َد ا ًة ُد َّؿ َد ْد َد َد ُدف ِد ِد ِدل َد تَّك
ش ِد ْد ُدؾ ا َّق ِد ف َد
ا ْدق َد َد َد
شول ااِ ! وإِ َّن َفـَو ِ هذه افب ِ
ِد
ب َدؿ َدش َد َد اهللُد َدق ُدف َدؿ َد َد َد َدق ُدف " َؿو ُفواَ :يو َر َ
فوئ ِم
َ
َ
َ
َداـ َدل َدؿ َد َدقك ا ْدق َد ْد َد
ََٕ ْج ًرا؟ َدؿ َدقال ِ " :دِف ف ِّلُدؾ َدفبِد ٍد َدا ْدط َدب ٍدة َد ْدج ٌد " [ ُ َّت َػ ٌق ظؾقه].
）说：“有一男子在途中渴得口干舌燥时，

（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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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有肝脏之物均有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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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肝脏之物均有报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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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ع ِّل ِد
ت ؿِد َد ا اقن َدَّاا َدٓد ِد َدل َد ْدط َد َد ْدت َد ا
َدت َدؿ َد َدخ َد ْد
ت ا ْد َد ٌد ِدِف ِد َّ ٍد َد َدجنَد ْدت َد ا َد تَّك َد ا ْد
ُد َد
س ْدت َد ا ِد ْد َد َدب َد ْدت َد ا َد َدٓد ِد َدل َد َد َدف ْدت َد ا ْدَدفف ُدُدؾ ِد ْدـ َدخ َدش ِد
.]اا ْدإدَد ْدا ِد " [ تػق ظؾقه
َد َد َد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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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د
ٍد
قاا َدؿ َدؿ ْدق َدـ َد ا ِد ْد ِد
َدْي َد ِّلق َد ا ِد َّٓد
َّ َدـ َدال َدع َد ْدف
 " َد ا ْدـ ِد ْد َد اا َد ْدقت ُدُدؾ ُدع ْدل ُد ًة َد: اقل ُد َد اق َّ ُد
َدف َدقف اهللُد عنْد ا ق ِد
َ  َيو َر ُش: ِؿقل."اقق َدا َد ِدة
 " َد ُّق َد ا َد ْدا َد ْد َد َد َد ا َدؿ َد ْدف ُدف َد َد ا:ول ااِ! َو َ و ح ُّؼفو؟ َدـ َدال
َد ُد
َد َد َد ْد َد
ِد ِد
.]وئي
ُّ ََّد َدٓد َد ْدق َدط ُدع َدا ْد َد َد ا َدؿ َد ْدْي ل ِدف" [رواه اف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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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权利就是宰杀它，并要吃掉它，而不是割断它的头，然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23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24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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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把它丢掉
①”
）

（先知

（）还命令人们宰牲时，应当善待牲畜。他

说：
ِد
َدـال ع ف َّ
اقل ٓد ُد اق َّ
ِد
ِد
َدؿ َدف ْد نُدقا ا ْدقق ْدت َد َدة َد ِد َد ا َد َد ْد ت ْدُدؿ َدؿ َدف ْد

ٍد

َدب ْد ِد
اْل ْد َد َد
ُد ِ " :د َّا اهللَد َدفت َد
اا َدع َد ف ِّلُدؾ َد ْد
ِد نُدقا اق ِّل ْد َد َدة َد قِد ُد ِد َّ َد َد ُد ف ْدُدؿ َد ْد َد َد ُدف ؿ ْد ُد ِدْي ْدح

َدؿ ِد َد ا َدـ َدت ْد ت ْدُدؿ
َد ِد َد َدت ُدف "[رواه

ؾم]
“真主规定当善待万物，当你们杀时，当选择最好的
方法；当你们宰牲时，也当选择最好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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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قنبل َ " :دٓد َد َّت ِد ُد ا َد ْد ًةا ؿِد ِدف اق ُّ ُدح ؾَد َد ًةضا" [أخرجه
َدـ َدال ُّ
）：
。“你们不要把有生命的当作目标
”③既：

ؾم]
（先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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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不义和压迫，甚至是对动物也一样，

（先知

。他十分关注这件事
اا َد ِد ْد ِدِف اق ُدب ْد ت ِد
اقنبل ُ د تا ًةا قِد ُدج ٍدؾ ِد َدـ إد َدْدل ِد
َدو َد
َداا َد َد ٌدؾ َدؿ َد َّ َدا
خؾ ُّ

ت َدع ْدنَدا ُد .
َد ِدا َدؿ ْد

اقنبل َ د َّـ
َّ

①

《奈萨伊圣训集》第4360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55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5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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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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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 ْدـ َدا ُّا َد َد ا َد: َدؿ َدح َدع َد َدا ْد ِد ف َدؿ َدـ ُد َّؿ َدـ َدال قل اهللِد
َد َدك ِدق ِدف َدا ُد ُد
" اا َد ؾ؟
تقل اهللَد ِدِف ِد ِد
 " َد َدٓد ِد: قال اقنبل
ول ااِ ! َدؿ َد
َ  َأكَو َيو َر ُش: وب ِ َن إك َْص ِور َؾ َؼ َول
َد
َؾ َجو َء َص ٌّب
ُّ
َدؽ اهللُد ِد َّ ا َد ا؟ َدؿ ِد َّ ُدف َد َدك ِد َد َّ َد َد
اق َدب ِد َد ِدة ا َّقتِدل َد َّ َد
.]َّؽ ُد ِد ُد ُدف َد ُد ْد اِد ُدبف" [ َروا ُه َأ ُبوداو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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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ت َد ْد َد ُدع ِد َدـ اق ِّل ْدف ِد
َدت َدع َد َد ا فَدا ْد
 " َد ْد: َدق َد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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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渴望能与他见面。
”②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335 段
《法塔哈勒巴利》
（6/602）

②

）相见，你们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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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仁慈的先知（三
）对儿童的怜悯：
）对儿童是最怜爱的人。艾布胡莱赖（愿
َظ ْن َأ

（先知

（主的使者

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ظعَ ،و ِظـْدَ ه إ ْؿ َر ُع ْب ُن َحوبِ ٍ
ُ
س
ُه َر ْي َر َة َ ؿ َولَ :ؿ َّبل
رشول ااِ  احل َن ْب َن ٍّ
و َؾ َؼ َول إ ْؿرع  :إِ َّن ِيل ظؼ ًة ِ ن افو ِ
ؾً ِ ـ ُْفم َأ َحدً ا  .ؿنن َد ق ْد ِدف ا ُد ُد
قل
فد َ و َؿ َّب ُ
َ َ
َ ُ
ً

قؿي جوف ِ
ِ ِ
افتؿ ِّ َ
اهللِد ُ د َّؿ َدـ َدالَ " :د ْدـ َدٓد َد ْد َد ُدؿ َدٓد ُد ْد َد ُدؿ" [ تػق ظؾقه].

）亲吻哈桑·本·阿里，当时艾格莱

（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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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他一眼，然后说：“不怜爱他人者，就得

（使者

①”。不到真主的怜爱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
ِ
ِ
اب َظ َذ رش ِ
إظ َر ِ
ول ااِ َ ؾ َؼو ُفوا:
َوس ِ َن ْ
َظ ْن َظوئ َي َر ااُ َظـ َْفو َؿو َف ًْ َ :ؿد َم ك ٌ
َ ُ
ون ِصبقو َك ُؽ ْم؟ َؾ َؼو ُفوا  :كَعمَ .ؿو ُفوا :فؽـَّو وااِ َ و ُكؼ ِّبل َ .دـ َدال َدا ُد ُد
أ ُت َؼ ِّب ُؾ َ
قل اهللِد َ " :د َد َد ْد ِد ُد
ؽ
ِد
ُح َدة" [ َّت َػ ٌق ظؾقه].
ِد ْدا ف َد
َداا اهللُد َد َد َد نْد ُدُدؿ اق َّ ْد َد
），他们说：
“你们亲

（一伙贝都因人来见主的使者

吻你们的儿童吗？”他们说：
“是的。”他们说：
“指主发誓，
）说：
“或者是你希望真主

（但是我们不亲。”主的使者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51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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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们的心中消除仁爱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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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 َد ْد َد ُدا َد َدٓد َد ُدق ُد
قل ِد َّٓد َد ا ُد ْدا ِدِض َدا َّ نَدا َد ِد َّا ِد ِد َد اـِد َد
ؽ
 " ِد َّا ا ْدق َد ْد َد:َدـ َدال
ػ َد ْد َد ُدع َد ِد َّا اق َدق ْد َد

.]ُدقا" [ تػق ظؾقه
َد ا ِد ْد َد ا ِد ُدؿ مل ْد ُد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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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真主最完善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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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41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23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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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ر َحمَاء" [متفك
ُّ ِ وَإَِّنمَا َي ِرحَمُ اهللُ مِنِ عِبَادِه،ِ " إَِّنهَا َر ِحمَةٌ جَعَ َلهَا اهللُ فِي قُلُىبِ عِبَادِه:َقَال
.]علي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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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أضِ َأبو اف َؼ:  َؾ َؼ َول َفه.  " ُدـ ْدؾ َدٓد ِد َدقف ِد َّٓد اهللُد " َؾـَ َظر اف ُغ م إِ َػ َأبِقه: َدق َدال قف
 َؾ َؼ َوَلو. وش ِم
َ ْ
ُ
َد
ُ
َ
.]احلؿدُ اِ ا َّف ِذي َأ ْك َؼ َذ ُه ِ َن افـ َِّور" [رواه افبخوري
ْ " : افـبي
ُّ  َؾ َؼ َول.اف ُغ َ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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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يَا أَبَا ُعمَ ِيرٍ! مَا فَعَلَ النُّغَ ِيرُ" [متفك عليه:قَالَ لَو
“艾布欧麦依尔，小鸟在干什么呢？”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24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9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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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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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拉·本·善达迪传述，他的父亲说：
افع َ ِ
ول ااِ  ِ إِحدَ ى ص َ ِِت ِ
َؿ َول َأبوه َ :خ َر َج َظ َؾ ْقـَو َر ُش ُ
وءَ ،و ُه َو َحو ِ ٌل َح َ ـًو َأ ْو
َ
ْ
ؾوضعه ُثم ـ ِ
ِ
ُح َ ْقـًو َؾ َت َؼدَّ َم َر ُش ُ
راين َص تِه َش ْجدَ ًة
ؾص ِة َؾ َ َجدَ َب ْ َ
َز ف َّ
ول ااِ َ َّ َّ ُ َ َ 
غ َط ْف ِّ
َأ َض َوَلو َؾر َؾ َ َصدَّ ا ُد رأش ُه َؾنِ َذا افصبي َظ َذ َط ْف ِر رش ِ
ول ااِ َ ؾ َؾ ًَّّم َؿ َه َر ُش ُ
افص َة
ول ااِ َّ 
َ ُ
ُّ
َ
َ
ِ
َ
طفراين ص تِ َك َش ْجد ًة أضؾتفو َحتَّى َطـَـَّو أكَّه
رشول ااِ ! إكَّك شجدْ َت بغ
َّوس َ :يو
َؿ َول افـ ُ
ِّ
وحى إِ َف ْق َكَ .دـ َدال" :ف ُُّدؾ َد
ت َد ْدا
قؽ َدَل ْد ْدُدـ ق ِد َّـ ا ْد نِدل ْداا َد َدَت َد نِدل َدؿ َد ِد ْد ُد
َؿدْ حدث أ ٌر ،أو َأكَّه ُي َ
ِد
ُد
اجتَدف" [رواه افـ وئي].
ِض َد َد
َدع ِّلج َد ُدف َد تَّك َد ْدق َد

）出来带领我们礼宵礼拜，他当时抱着
）走到前面把他放下，然后

（主的使者

（哈桑或候塞尼，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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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完拜之后，人们说：“主的

（的背上，当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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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قؽ َدَل ْدُدـ ق ِد َّـ ا ْد نِدل ْداا َد َدَت َد نِدل َدؿ َد ِد ْد ُد َد ُد
ِض
ت ْدا َدع ِّلج َد ُدف َد تَّك َد ْدق َد
َدـ َدال" :ف ُُّدؾ َد ْد
اجتَدف" [رواه افـ وئي].
َد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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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儿童怜悯的例子：他去看望辅士们，向

（先知

②。他们的孩子们致以色兰问候，并抚摸他们的头
）对小孩怜悯的例子：曾经有人把小孩抱来，

（先知
①

《奈萨伊圣训集》第 1075 段
《奈萨伊圣训集》第 112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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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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让先知为孩子祈求福利的意思是：他用高贵的手抚摸
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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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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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座
）仁慈的先知（四
）对服务员和奴隶的怜悯：

（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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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ر ب ِن ش ٍ
ِ
ذر َوظؾقه ُح َّؾي َو َظذ ُؽ َ ِ ه ِ ْ ُؾفو– َأ ْي َأكه ي ْؾ َبس
ويد َؿ َولَ :ر ُ
أيً َأبو ٍّ
ظن اد ْع ُر ِ ْ ُ
ِ
ِ
شوب ر ُج ً َظذ َظ ْف ِد رش ِ
ول ااِ
َ ُ
ْ َل و ُي ْؾبِ ُس َخود َ ه ومم ُؾوـَه ؾ لف ُته َظ ِن َذفكَ ،ؾ َذـ ََر َأكَّه َّ َ
افـبي  ،ؾذـر َفه ذفكَ .د
ُ
َّؽ ا ْد ُد ٌد ؿِد َد
اقنبل ِ " :د َد
ؽ َدجا ِد ِد َّ ٌدة؛
َؾ َع َّره بل ِّ ه ،ؾلتَى
ؿقال ُّ
افرجل َّ
ت َد َد ْد ِدف َدؿ ْد ُد ْدط ِد ْد ُدف ِد َّا َد ْدف ُد ل
َداا َد ُدخق ُد َد ْدَت َد
ْدخ َدقا ُد ْدُدؿ َدخ َدق ُدق ْدُدؿ َدج َد َد ُد ُدؿ اهللُد َد ْدَت َد
ت َد ْد ِد ْدُدؿ َدؿ َد ْدـ ف َد
تػق ِ
ظؾقه].
َد ْدق ُد ْد بِد ْد ف ِدا َّ َدؿ ْد َدب َد َدٓد ُد ِّل ُد ق ْدؿ َد ا َد ْد ِد ُدب ُد ْدؿ َدؿ ِد ْدا َدف َّ ْد ُدت ُد ق ُد ْدؿ َدؿ َدف ِدع نُدق ُد ْدؿ َدع َد ْد" ِد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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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他曾经骂过一个人，并以其母亲
）提起了

（提到在先知

（的奴婢身份来侮辱他，然后那个人来向先知

）说：
“你这个人有点蒙昧主义的气息，

（这件事，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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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让他给他也穿什么，不要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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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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
ِ افص ْو َت ِ َن اف َغ
ُ رش
ول
َّ فم
" ْد
ُ  َؾ َؾ ًَّّم َدكَو ـِّي إِ َذا ُه َو: َؿ َول.ضى
ْ اع َد ْدؿ َد َد ا َد ْد ُد قو!" َؾ َؾ ْم َأ ْؾ
ِ ِ
ٍد
 َدؿ ِد َد ا ُد َدق ُدق ُد ِاا
اع َد ْدؿ َد َد ا
 " ْد: َدـ َدال. ؾلف َؼ ْق ًُ اف َّ ْو َط ن َيدي:اع َد ْدؿ َد َد ا َد ْد ُد قو!" َؿ َول
 " ْد:قل
ٍد
ِ ْ َٓ :ًؾ
ؽ ِد ن َد
قو َد َّا اهللَد َد َدب َداا َد َد َد َد َداؼ َد ْدـ َد ُدا َدع َد ْد َد
أْض ُب َممْؾوـًو بعدَ ه
ُ ْدؽ َدع َد َد َد ا اق ُد َد ِد" ُؿ
َد ْد ُد
.َأبدً 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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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66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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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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我说：
حر ف ِ َو ْج ِه ااَِ .دؿ َدق َدال ا ُد ُد
ُؿ ْؾ ًَُ :يو َر َ
قل اهللِد َ " :د َد ا َدق ْدق َدَل ْد َد ْد َد ؾ َدق َد َد َد ت َد
ْدؽ
شول ااُِ :هو ٌّب
اقن َدَّاا – َد ْد مل َّ ت َد
ْدؽ اقن ُدَّاا– "[رواه ؾم].
“主的使者啊！为了真主的喜悦，他自由了。”主的使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必受火狱之灾
①”

（者

（先知

）还说：
ِد
"ف [رواه أبو داود].
اقنبلَ " :د ْدـ َدق َدط َدؿ َد ْد ُد قفًةا َدق ُدف َد ْد َد َد َد ُدف َدؿ َد َّ َداا ُد ُدف َد ْدا َد ْد ت َدق ُد
َدـ َدا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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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拯救被压迫者、释放奴隶，以及公

（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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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فطؿ ًُ َ ً
اؿتص
وػ َفـوَ ،ؾدظو ُه َأ ِ َو َدظوينَ .ؾ َؼ َولَّ :
ْ
ظن ُ عووي َي ْب ِن ُشويد ْب ِن ُ ْؼ ِرن َؿ َولْ :
عؼ بـِي ْؼ ِرن ُــَّو شبع ًي َظ َذ َظف ِد افـبي و َفقس َفـَو إِ َّٓ َخ ِ
ِ
ؾل فو َر ٌ
ود ٌم َؾ َ
جل ِ ـَّو .
ِّ َ ْ
ْ
ـْهَ ،ؾنِكَّو َ َ ُ
قل اهللِدَ " :دعتِد ُدقق ا" َؿو ُفواَ :فقس َفـَو َخ ِ
َدؿ َدق َدال َدا ُد ُد
ود ٌم َؽ ْ ُرهو .ـالَ " :دؿ ْد َدت ْد ِد ْد ُد ْدؿ َد تَّك َد ْد َدت ْد نُدقا
ْ َ
ْد َد
َدؿ ِد َد ا ا ْد َدت ْد ن ْدَدقا َدؿ ْد َد ْد تِد ُدقق َد ا" [رواه ؾ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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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659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618 段

②

先知生平讲座

的人，在先知（

63

）时代，我们七个人只有这一个仆人，

我们中有人打了她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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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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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ع ْد ِدقل اهللِد
ٍ َؿ َول َأكَس بن
ُّ ٍّ ـال ِد
 اهللِد َد ا َد.نػ
ت َدا ُد َد
ـط َد َدٓد
 َدخ َد ْد ُد:وفك
ؽ َد
َ ُ ْ ُ
َد َد
ٍد
.]ت َدف َد ا؟" [ تػق ظؾقه
فَد َدٓد ؿ َد ْد َد:قك ٍد َل ْد ؿ ْد
َدـ َدال قك ؿ ْد تُدف َل ؿ ْد تَدف َدٓد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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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ا َد َّ َد ْد ًةا َدـ ُّط" [رواه
" َد َدٓد َدع َد
“他从来都没有因为任何事情而责备过我。
”③
.]ؾم

主的使者（

）对服务员说：
قل ق َد ِد
 َد ُدق ُدقل اهللِد
َداا َدا ُد ُد
 " َد َدق َد: او
.]اج ٌدة؟" [رواه أمحد
َوف َد
ؽ َد َد
“你有什么需要吗？”④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65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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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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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说：
ِ ِ
ِ
ِ
ِ ٍ
خ بِ َق ِد رش ِ
َظ ْن َأ ِ
ول ااِ َ ،ؾًّم
كس ْب ِن َ وفكَ ؿول :إِ ْن ـَوكًَ إ َ ُي ْن َأ ْه ِل ادديـَي ف َت ْل ُذ َ ُ
ِ ِ
قٌ َص ْ ِ
تذ َهى بِه َح ُ
َتـ ِْز ُع َيدَ ه ِ ْن َي ِد َهوَ ،حتَّى ْ
فورواه ابن وجه].
وجتِ" [
وءت َن ادديـَي ِ َح َ
）的手，

（“如果麦地那的某一女仆抓住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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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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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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افؼؾمٍِِٝل عَظ
ٍ ًُُ خ٢ًََإَِّْوَ يَعَٚ :َؿ َول ُش ْب َحوكه
【[4]你确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①
ت ِدٕدُد َد ِّل َدؿ َد ِد
.]" [ ـد اف فوب افؼضوظي.َداا َد ْدإدَد ْدخ َد ِدق
 " ِد َّ َد ُد ِد ْد ُد: َدـ َد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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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 [إكبقوءَّ يًِِّعَايَُِني١َُِ ََا أَضِغًََِٓاىَ إِالَّ ضَحَٚ :ؿول َت َعوػ
【[107]我派遣你，只为慈悯众世界。】③
清高的真主说：
]43 : [إحزابُّاِٝنَإَ بِايُُِؤَِِِٓنيَ ضَحَٚ :ؿول َت َعوػ
【他是怜悯信士的。
】④
伟大的真主又说：
①

《笔章》第 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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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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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ظَ ايكًَِبًَِِٝ نُٓتَ فَظاِّ غَٛيَٚ ٍَُِِٗ ََِّٔ ايًَِّ٘ يِٓتَ ي١َُِفبَُِا ضَح
َ : ؿول ظز
]159 : [آل ظؿرانَِيِوَٛا َِِٔ حُّٚالْفَ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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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ح ٌدة ُد ْد َد ا ٌد" [ َروا ُه احلوـِ ُم
 " ِد َّ َد َد َدا َدا ْد َد: َدـ َد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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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٣ََجَسَىَ ضَاالِّ فََٗسَٚٚ )6( ٣َُٚاّ فَآَِٝتٜ ََجِسِىٜ َِِ َأي: ؿول ااُ َت َعوػ
.]8 – 6 : [افضحى)8(٢َِٓفغ
َِالّ أ٥َجَسَىَ عَ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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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ظِضَىِٚ ََضَعَِٓا عَٓوَٚٚ )1( َ َأيَِِ َْصِطَحِ يَوَ صَسِضَى: ؿول ااُ َت َعوػ
.]4 -1 : [افؼح)4(َضَفَعَِٓا يَوَ شِنِطَىَٚ )3( َ أَْكَضَ ظَِٗطَىِٟايَّ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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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5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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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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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封印的先知。犹如清高的真主说：

（5.他

ؿول ااُ تعوػ  َّ :ا نَإَ َُحَ ََّسٌ أَبَا أَحَسٍ َِّٔ ضِّجَايِهُِِ َٚيَهِٔ ضَّغُ ٍَٛايًَِّ٘
َٚخَاتََِ ايَّٓبِِّٝنيَ[ إحزاب]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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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ـ َدال َ ":د َد ِدغ َد َد َد ُدؾ ْدإدَد ْد بِد َدا ِد ِد ْدـ َدـ ْدب ِدغ َدف َد َد ِدؾ َدا ُدج ٍدؾ َد نَدك َد ْدتًةا َدؿ َدف ْد َد َدن ُدف َد َد ْدف َد َد ُدف ِد
َّٓد
ٍد ِد
ٍد ِد
ِد
قا ِد َدـ اق ُدبنْد َد ِد
قا َ :د َدٓد
اا َد َد ُدقق ُدق َد
قا َد َد ْد َدج ُدب َد
َّاس َد ُدطق ُدؿ َد
َد ْدقض َدع َدقبِدنَدة ْدـ َد ا ِد َد ة ْدـ َد َد ا َد ا ُد َدؿ َدج َد َدؾ اقن ُد
ت َد ا ُد نَدا َدقبِدن ًةة َدؿ َدتِد َّؿ ُد نْد َدا َد
ْدت َد َدا اق َّ بِدنَد َدة" [ ُ َّت َػ ٌق ظؾ ْق ِه].
ُدؽ؟ َدؿ ُد ن ُد
َد َدض ْد َد

）说：“我与我之前众使者的比喻，就像一

（穆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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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建筑就更完美的。’我就是那块土坯
）曾说：

（6.穆圣（ ）是封印的先知，因为他
ِد
ِد
ِد
ُدل ُدو ِداق ُّ ْدع ِد
ب
ت ُ :د ْدعطِد ُد
ت َدع َد ْدإدَد ْد بِد َدا ِد ِد ِد ٍّ
ِّل ْد ُد
ت َدج َدقا َدع ا ْدق َد ِدؿ َد ْد
قاا َد َد ْد ِد
ت ِد َدؼ ا ْدق َد ْد ِدؼ فَدا َّؿ ًةة َد ُدختِد َدؿ
ج ًة ا َد ُد ْدا ِد ْد ُد
َد ُدج ِد َد ْد
ت ِد َد ْدإدَد ْدا ُد َدط ُد ًة
ْ ؾِم].

َدـ َدال ُ ":دؿ
ت ِد َد ا ْدق َد نَدااِد ُدؿ
َد ُد ِد ّد ْد
قا" [ َروا ُه
ِد َد اقنَّبِد ُّ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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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同盟军章》第 4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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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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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的先知
①”
）

（）是最敬畏、最高贵的人，因为他

（7.穆圣

说：
َدـ َدال َ ":د َدا ُد َّح ُد ْد ُدـ َدع ْدب ِد اهللِد ا ْد ِدـ َدع ْدب ِد امل َّط ِدب؛ ِد َّا اهللَد َد َد َداؼ َدخ َد َدؼ َد
اخل ْد َدؼ َدؿ َدج َد َد نِدل ِدِف
َدخ ْد ِدْي ِد ْدؿ ُد َّؿ َدج َد َد ُد ْدؿ ؿِد ْد َدـت ْد ِد
َدػ َدؿ َدج َد َد نِدل ِدِف َدخ ْد ِدْي ِد ْدؿ ؿِد ْد َدـ ًةة ُد َّؿ َدج َد َد ُد ْدؿ َدـ َدبااِد َدؾ َدؿ َدج َد َد نِدل ِدِف َدخ ْد ِدْي ِد ْدؿ
َدـبِد َد ًةة ُد َّؿ َدج َدع َد ُد ْدؿ ُد ُدق ًةا َدؿ َدج َد َد نِدل ِدِف َدخ ْد ِدْي ِد ْدؿ َد ْدتًةا َدؿ َدف َدا َدخ ْد ُدْيف ْدُدؿ َد ْدتًةا َد َدخ ْد ُدْيف ْدُدؿ َد ْد ًة ا " [رواه
أمحد وصححه إفبوي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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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优秀的人；然后又使他们分为两伙，他使我成为他们中
最优秀的一伙人；然后又使他们分为许多部落，他使我成
为他们中最优秀的部落；然后又使他们分为家庭，他使我
成为他们中最优秀的家庭；我是你们中最优秀的家庭、是
。你们中最优秀的人
②”
）是先到池边和具有说情的人，

（8.在复生日穆圣
（因为他

）曾说：
َدـ َدالَ " :د َدا َدؿ َد ُدط ْدُدؿ َدع َد ا ْدق َد ْدق ِد َد ْد تَدنِد ُد ف ْدُدؿ قِد ُدْي َدؿ َدع ِد ِدا َدج ٌدال ِد نْد ْدُدؿ َد تَّك ِد َد ا
اخ ُدت ِد ُدجقا ُدو ِدا َدؿ َدف ُدـ ُد
قل َ :دا ِّلا َد ْد َد ا ِد ! َدؿ ُد َدق ُدالِ :د َد
َّؽ َدٓد َد ْد ِدا َد ا َد ْد َد ُد قا َد ْد َد َد ".
َدع َد ْدؿ ُدت ُد ْدؿ ْد
[رواه افبخور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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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523 段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692 段，谢赫艾勒巴尼校正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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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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又说：
َدق َدال ِ " :د َّا قِد
ِد
َد َد ِد ِد
َد
اع ًةة ٕدُد َّ تل َد ْدق َد اقق َدا َد

ِّلُدؾ َد بِد ٍّل َدو ْدع َدق ًة َدـ ْد َدو َدعا ِد َد ا َدؿا ْد ت ِد
ت َدق ُدف َد ِد ِّلا َدـ ْد
ُدج َدب ْد
َّػق ِ
ظؾقه].
ِدة [ ".ت ٌ

（穆圣
اخ َدت َدب ْدف ُدو َدو ْدع َدق ِدِت
ْد

“每位先知都有一个被应答的祈祷，他们都已祈祷并获
②”。得了应答。的确，我把祈祷留在复生日为我的民众说情
）

（）在复生日是全人类的领袖，因为他

（9.穆圣
曾说：

َدـ َدالَ " :د َدا ُد َدق ِد
َد ِّل َد
ِد
ِد ٍد
ِد
ْدـ َد بِد ٍّل َد ْدق َد َدو َد َدؿ َد ْدـ َدقا ُد

و ق ِد
اقق َدا َد ِدة َد َدٓد َدؿ ْد َد َد ِد َد ِد قِد َدقا ُد ا ْدق َد ْدؿ ِدو َد َدٓد َدؿ ْد َد َد َد ا
َد َد َد ْد َد
ت قِد َدقااِدل َد َد َدا َد َّ ُدل اؿِد ٍدع َد َد َّ ُدل ُد َدش َّ ٍدع َد َدٓد َدؿ ْد َد ".
ِد َّٓد َد ْدَت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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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第一位进入天堂的人，因为他

（10.复生日他
）曾说：

（

قل َد
ْدت؟ َدؿف ُدـ ُد
اا اان ِدَّة َدؿ َد ُدق ُد
قل َ :د َدا
اخلا ِد ُدا َ :د ْدـ َد َد
َدـ َدال َ " :د َدا َد َّ ُدل َد ْدـ َد ْدق َد ُد َد َد
ُد َد َّ ٌد َ .دؿ َد ُدق ُد
ؽ َد َدٓد َد ُدـق ُد ِدٕدَد َد ٍد َد ْد َد َد
ؽ َدؿ َد ْدؿ َد ُدـ ْدؿ ِدٕدَد َد ٍد َدـ ْدب َد َد
قلَ :د ُدـق ُد ؿف ْدؿت ُدَدح َدق َد
" [ا ا ُد
ْد ؿ].
“我是第一个敲开天堂之门的人，看管天堂的天使问：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05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94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200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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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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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11.他（

）是所有渴望会见真主、获得天堂的成功与

远离火狱者的楷模，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طِجٜ َْٕ ئَُِّ نَا١ََْٓ حَػ٠َِِٛ أُغٌٍَِّٙ ايُٛ ضَغِٞ ٍَقَسِ نَإَ يَهُِِ ف:َدـ َدال ُد ْدب َد ا ف
.]21 : [إحزابّشَنَطَ ايًََّ٘ نَجِرياَٚ ََِّ اآلخِطَِٛٝايَٚ ًََّ٘ا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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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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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افـ َّْجم)4(٢َحُٜٛ ٌِٞحَٚ ََّ إِالُٖٛ ِٕ) ِإ3(٣َََٛٓطِلُ عَِٔ اهلٜ ََاَٚ :َؿ َول َت َع َوػ
.] 4 –
【[3]他未随私欲而言，[4]这只是他所受的启示。
】③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6，197 段
《同盟军章》第 21 节
③
《星宿章》第 3-4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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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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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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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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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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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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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ؾم

املق َدو" [رواه
قا َدؿ ِد َّ ا ُد َد ِّلف ُد ْد
" ُد ُدا ا ا ْدق ُدق ُدب َد:َدـ َد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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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地名
《穆斯林圣训集》第 162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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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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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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大利的研究员鲁拉〃斐西雅〃法李莉博士说：
“在穆
罕默德的中青年时期，应当是他性欲最强盛的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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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生平讲座

77

他自由地效仿从前众先知的圣行，例如：穆萨和其他
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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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的最后一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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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٣ََاضَٛتٟ )58( ٌَِِٝ نَظَُٖٛٚ َِّزاِٛجُُِٗ٘ َُػَٚ ٌََّ ظ٢َإِشَا بُصِّطَ أَحَسُُِٖ بِاألُْجَٚ 
َ ََا٤سا
َ َ ايتُّطَابِ أَالَِٞسُغُُّ٘ فٜ ٍَِّٕ أُٖٛ ٢ًََُُِػِهُ ُ٘ عَِٜ ََا بُصِّطَ بِِ٘ أ٤ُِِّٛ َِٔ غَََِٛٔ ايك
.]59 – 58 : افن ْحل
َّ [ )59( ََُُُٕٛخِ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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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蜜蜂章》第 58-5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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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属就继承了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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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还告知在人性方面女子与男子是同等的，

）说：

 " ِد َّ اقنِّل ا َد َدقااِد ُدؼ اق َدج ِد:
ال " [ َروا ُه َأ ْمحدُ و َأبو داو َد
ِّل
ُد
َد ُد

ِد
َّ وَدال َدع ف
َّ اقل ُد َد اق
]وافس ِ ِذ ُّ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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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يِكَاِْتِنيَٚ ِايُُِؤََِِٓاتَٚ َايُُِؤَِِِٓنيَٚ ِايُُِػِ ًَُِاتَٚ َ ِإَّٕ املُػًُِِِني: َ َال َت َع َوػ
َايِدَاشِعِنيَٚ ِايصَّابِطَاتَٚ َِٜٔايصَّابِطَٚ ِايصَّازِقَاتَٚ َِٜٔايصَّازِمَٚ ِايِكَاِْتَاتَٚ
َايِخَافِظِنيَٚ َُِِات٥ايصَّاَٚ َُِِني٥ايصَّاَٚ ِايُُِتَصَسِّقَاتَٚ َايُُِتَصَسِّقِنيَٚ ِايِدَاشِعَاتَٚ
َُِٗايصَّانِطَاتِ أَعَسَّ ايًَُّ٘ يَٚ

َّٔ ايًََّ٘ نَجِرياِٜايصَّانِطَٚ ِايِخَافِظَاتَٚ َُِِٗجُٚفُط
.]35 : [ ْإَ ْح َزابُّاِٝأَجِطاّ عَظَٚ ّ٠َََّػِفِ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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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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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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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ؿ َول تَعوػ  ِٕ َّ :عٌََُِ غَ ّ١َ٦ِّٝفَالَ ُٜجِعَ ٣إِالَّ َِجًََِٗا َ ََِٔٚعٌََُِ صَايِخاّ َِّٔ
شَنَطٍ أَ ِٚأُْجََُ َُٖٛ َٚ ٢ؤٌَِِٔ فَأُِٚيَِ٦وَ َٜسِخًُُ َٕٛاجلََُّٜٓ َ١طِظَقُ َٕٛفَِٗٝا بِػَِٝطِ حِػَابٍ
[ؽوؾر.]40 :
【[40]作恶者只受同样的恶报；行善而且信道的男子
②】。和女子，将入乐园，受无量的供给
先知（ ）还告知了他对女人的喜爱，他（ ）说：
ِد
ِد
ت ُدـ َّ ُد
ب َد ُدج ِد َد ْد
ب ِد َد َّ ْدـ ُدو ْد َداف ُدُدؿ اقنِّل َد ا ُد َد اق ِّلط ُد
اقل َد ُد َد اق َّ ُد ُ " :د ِّلب َد
َدـ َدال َدع َد ْدف َّ
ِد
ِد
وئي].
َدع ْدنل ِدِف َّ
اقل َد " [ َروا ُه َأ ْمحدُ واف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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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爱女人，他又怎么会不公正的对待她们

（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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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人们

（）也废除了各种恶习，他

（样，先知

教育和善待女孩。他（ ）说：
َدػ تَّك َد ب ُد َدا جا ق ِد
ُد َ " :د ْدـ َدع َدال َدج ِد
اقق َدا َد ِدة َد َدا َد ُد َدق
ْد
اا َد ت ْد ِد َد
َد َد َد ْد َد

ِد
َدـ َدال َدع َد ْدف َّ
اقل َد ُد َد اق َّ
ػ َد َد ا ِد ِد ِدف –" [رواه سمل ]
– َد َدض َّؿ َد ْد َد

①

《同盟军章》第 3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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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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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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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ث َد َدخق ٍد
ث ن ٍد
َداا َد ْد ُد ْدخت ِد
او َد ْد ِدنْدت ِد
َداو َد ْد َد َد ُد
َداا َدؿ َدف ْد َد َدـ
 " َد ْدـ ف َد: َدـ َدال
َد
َداا َدق ُدف َد َد ُد َد
."ُد ْد َدب َدت ُد َّـ َد ا َّ َدقك اهللَد ؿِد ِد َّـ َدؿ َد ُدف اانَّ ُد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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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د َد ْدنَد ُد قا ِد َد ا َد ف ُدُدؿ امل َد ِد: َدـ َدال
.]اج َد " [رواه أمحد وأبو داود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31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33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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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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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ػق ظؾ ْق ِه
ٌ  "ا ْد ت ْدَدق ُد قا ِداقنِّل َد ا ِد َدخ ْد ًةْيا" [ ت: َدـ َد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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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集》第4890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1468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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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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 ِد َد: اقل ُد َد اق َّ ُد
هلل ِد َّٓد ُد ِدج ْد َدو َدع َد ْد َد ا
َّؽ َدق ْدـ ُد ْدن ِد َدؼ َد َد َدق ًةة َد ْدب َدت ِد ل ِد َد ا َد ْدج َدف ا ِد
َّ َدـ َدال ع ف
َد تَّك َد ا َد ْد َد ُد ُدف ِدِف ِد ّدِف ا ْد َد َد ِد َد
.]تػق ظؾ ْق ِه
ٌ [ "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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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费用，他（ ）说：
 " َد ْدؿ َد ُدؾ ِدو ن ٍد: َدق َدال
.] ِدو ن ٌدَداا ُد نْد ِد ُدق ُدف اق َّ ُدج ُدؾ َدع َد ِدع َداقِد ِدف" [رواه ؾم:َداا
“最好的金币：就是一个男子把它花费到赡养自己的
家人上。
”②
他（

）还曾说：
.] ُ " ِد َّا اق َّ ُدج َدؾ ِد َد ا َد َدقك ا ْد َد َد َد ُدف ِد َدـ ا ْدق َد ِد ُد ِدج َد " [رواه أمحد: َدق َد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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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
①

）那儿所听到的一切。
）这是这样教授自己的弟子们良好地善待妇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62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994 段
③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652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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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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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 " ِدخ َد ُدااف ْدُدؿ ِدخ َد ُدااف ْدُدؿ قِدن ِد َد ااِد ِد ْدؿ" [رواه أمحد: اقل ُد َد اق َّ ُد
َّ ـال َدع ف
“你们最优秀者就是你们对妻子最好的人。” ① 先知
（

）禁止男子仇恨自己的妻子，他（ ）曾说：
ِد
ِد
ِد
ِد
" ِض ِد نْد َد ا َدخ َد
 " َدٓد َد ْد َد ُد ُد ْد ٌدـ ُد ْد نَد ًةة ِد ْدا َدف ِد َد نْد َد ا ُدخ ُد ًةقا َدا َد: ـ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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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د ْد ِد: ُد
.]َدْض ُد قا ِد َد ا َد اهللِد" [ َر َوا ُه َأ ُبو َداو َد

）曾说：
ِد
َّ ـال ع ف
َّ اقل ُد ا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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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ق ُد َّؿ ِد ِّلا ُد َد ِّل ُدج َد َّؼ اق َّ ِد َد ْد ِد:  َدـ َدال
] ا ْدق َدتِد ْد ِدؿ َد امل ْد َد ِد" [ َرواه َأ ْمحدُ وا ْبن َ وج ْه: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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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主的原谅，不然，他确已犯罪，并将遭到今后两世的惩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972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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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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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禁止丈夫揭露自己妻子的私人秘密，同

（罚。先知

时也禁止妻子揭露丈夫的私人秘密。他（ ）说：
َّاس نْد ِد َدق ًةة ِدعنْد َد اهللِد ق ِد
ِد
ِد َد
اقق َدا َد ِدة اق َّ ُدج ُدؾ
َدـال َدع َد ف َّ
َد ْد َد
ا اقن ِد َد
اقل ُد َد اق َّ ُد ِ " :د َّا ْدـ َد ِّل
ْد ِدِض ِد َدؼ ا ا َد ِد ِدف ُد ْد ِدِض ِد َدق ِدف ُد ؿ ن ُد ِد
ِس َد ا" [ َروا ُه ُ ْ ؾِم].
ْد َد َد
ُد
ْدؽ َّ
ْد َّ َد ُد
“复生日，在真主看来地位最卑贱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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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妇女的尊重还有，禁止

。的秘密宣扬出去
（”①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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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ع ْدـ َدجا ِد ٍد َ دـ َدالَ " :د َدك َدا ُد ُد
قل اهللِد َ د ْدا َد ْدط ُد َدق اق َّ ُدج ُدؾ َد ْد َدؾ ُد َدق ْد ًة؛ َد َدت َد َّق ُد ُد ْدؿ َد ْد
َد ْد َدت ِد ُد َدع َد َد ِدااِد ْدؿ" [ ُ تػق ظؾقه].
）禁止男子怀疑妻子背叛而在夜间敲

（“主的使者

。她的门，或者是查找她们的过失
②”
）与自己妻室们的行为，他是极为

（至于主的使者

怜爱和亲切的。据艾斯沃德的传述，他说：
ِ
ِ
اقنبل َ د لن ُدَدع ِدِف ِدف؟
إش َو ِد َؿول َ :ش ُ
لفً َظوئ َي َر ااُ َظـ َْفو َ :د ا فَداا ُّ
ظن ْ
ِد
َدـ َدال ْدو :ف َد ِد ِد ِد
اقل ِد [رواه افبخوري].
اقل ُد َدـا َد ِدؼ َّ
َداا ِدِف نة َد ف َدؿ ِد َد ا َد ْضو َّ
）为他的

（“我曾问阿依莎（愿主喜悦她），先知

）帮助妻子做家务，

（妻子都做些什么？”她说：“他
。当礼拜的时间到了，他就去礼拜
③”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437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4945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15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9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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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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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ا َدٕدَدع ِد ُد ؾَد َد ب ِد: قِد ااِدش َدة اِض اهللُد عنْد ا َدـ َدال
 َدف ػ َد ِد ُد:ت
ؽ َد ِدا َدضا ِد " َدـا َدق ْد
َد
ِّل ْد
َد
َد
ْدت ِد
ِد
ٍد
ِد
ِد ِد
ِد
َد قؽ َد ا َدا َد
اخ َدط ًةة
 َد َد َد َدا ِّلا ُد َد َّ َد ِد ْدا ُدفن َد:  " ِد َّؽ ِد َد ا ُدفنْدت َدااض َد ًةة ُدـ ْد ت:قل اهللِد؟ َدـ َدال
ُدـ ْد ِد
 َد َدج ْدؾ َد اهللِد َد ا َدا ُد َد:ت
قل اهللِد ِد ِّلا َدٓد َد ْد ُدج ُد ِد َّٓد ا ْد َد َد
تػق
ٌ [. ؽ
 َدٓد َد َدا ِّلا ِد ْد َد ا ِد ْد َدؿ " َدؿ َدقا َدق ْد:ت
.]ظؾق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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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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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ت َد ِد َدق ًةة َدخل ِد َد َدة
 "ا ْد َد ُدبقا ِد َد ا ِد َدؼ ُدؿ َد ٍدَدة َدؿ ِد َّ ا فَدا ْد: ِد ا ُد َدِت ا ِد َّ ِدة َدـال اقنبل
ف َد
ُّ َدا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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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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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439 段
《泰柏拉尼圣训集》第 1855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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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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اقِطَأ2( ٍ) َر يَلَ اإلِْػَإَ َِِٔ عًََل1( َ خًََلِٟ اقِطأِ بِاغِِِ ضَبِّوَ ايَّص:ؿول
.]5 – 1 : [افعؾق)4(ًََِِ عًَََِّ بِايِكِٟ) ايَّص3(َُّضَبُّوَ األَنِ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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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主是最尊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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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血块章》第 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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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欧扎那里，沃莱盖图是蒙昧时代信奉基督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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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主的使者（

）就是真正的主的使者（

）。

）看见天使时，非常害怕，于是返回

到海迪彻那儿，
" " َد ِّل ُد قا َدو ِّل ُد ِدا: َدـ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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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بَوِٝثَٚ )3( ِضَبَّوَ فَهَبِّطَٚ )2( ِ) مُِّ فَأَْصِض1( َُُّٗا املُسَّثِّطَٜ أٟ
َ ا:ؿول تعو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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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 [اددَّ ِّث ْر)4(ِفَطَِّٗ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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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

）准备履行这项伟大的任务，

）知道自己是真正的使者。他完全地顺从真主，

以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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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احلجر
َ ا
ْ [ ُفصِسَعِ بَُِا تُؤََِ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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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谷章》第 94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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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公开地宣传。

] َدخ َد َدج َدا ُد ُد214 : [اف عراءَأَْصِضِ عَصِريَتَوَ األَقِطَبِنيَٚ 
 َد تَّك قل اهللِد
ِد
اقل َد ا َدؿ َد َد
: َدؿ َدق َدال،وجت ََؿ ُعوا إِ َف ْق ِه
ْ  ُُم َّؿد! َؾ:  َ ْن َه َذا؟ َؿوفوا: " َد ا َد َدبا ا ُد " َؾ َؼو ُفوا: تػ
َّ
َد
" َدا َد تُدؿ ِد ْدا َد ْدخَب ُد ؿ َد َّا َدخ ًة ِداقق ِد
 َك َع ْم:او ُد ِد ُد َد ْدا ُد ِد َدْي َدع َد ْد ْدُدؿ َد ُدفنْدت ْدُدؿ ُد َدل ِّل ـِد ّدل؟ " َؿو ُفوا
َد
ْد
َد ْد
َد ْد
ِد
ػ َد ِد َدع َد ٍد
.]اا َد ِد ٍد " [ تػق ظؾقه
 " َدؿ ِد ِّلا َد ٌد َدق ْدُدؿ َد ْد َد: َدـ َدال.َ و َج َّر ْبـَو َظ َؾ ْق َك إِ َّٓ ِصدْ ًؿ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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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سورة اد د َب
. َػ.َن.ََاَٚ ٍُٙ عَُِٓ٘ ََا٢َِٓ) َّ ا أَغ1( َّتَبَٚ ٍ يََٗبَِٞسَا أَبٜ ِتبَّت
َ
【［1］愿焰父两手受伤！他必定受伤，[2]他的财产,
和他所获得的,将无裨于他„„。
】②

①

《众诗人章》第 214 节
《火焰章》
，
《布哈里圣训集》第 467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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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讲座
他（
的确，先知（

）忍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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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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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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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也加入他们迁徙的行列中
”）在“西阿柏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和饥饿中，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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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后他们饿得吃树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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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与他在一起的人才走出“西阿柏
。
）的妻子海迪彻去世了，在她归

（主的使者

（在同一年，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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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地对他进行伤害和

（者

①。虐待
在《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中提到：
صع ِظـْدَ افبق ِ
ؾوسَ ،وؿد ُك ِ
ً َو َأ ُبو َج ٍ
ـَون ُ ي ِّ
ور
حر ْت
فل َو َأ
صحوب َف ُه ُج ٌ
ٌ
ْ
َج ُز ٌ
جفل َ :أ ُّي ُؽ ْم يؼو ُم إِ َػ َش َج ُز ِ
بوٕ ْ ِ
ٍ
سَ ،ؾ َ
ور َبـي ُؾ ٍن ُ
ؾقلخ َذ ُهَ ،ؾ َق َض َع ُه َظ َذ َط ْف ِر
ؼول أ ُبو
غ ـَتِ َػ ْق ِه،
َ وضع ُه َب ْ َ

ُمؿ ٍد إذا شجد؟ ؾوك َ
ْبعٌ َأصؼى اف َؼ ْو ِمَ ،
افـبي
ؾلخ َذ ُهَ ،ؾ َؾ ًَّّم َشجد ُّ
َّ
عضفم يم ُيل َظ َذ بع ٍ َ .ؾج ْ ِ
وشت َْض َح ُؽوا َو َ
أؿبؾً
طر َحتْه َظـه ،ثم
ْ
َ
َْ
جعل َب ُ ُ ْ َ
وءت َؾوض َؿ ُي َؾ َ
َؾ ْ
ِ
افـبي َ ص َت ُه َرؾ َص ْوتَهُ ،ث َّم دظو َظ ِ
ؾقف ْم َدؿقال" :اق َّ ُد َّؿ َدع َد ْد َد
ؽ
فمَ .ؾ َؾ ًَّّم َؿ َه ُّ
َت ت ُؿ ْ
ِ
ٍ
ِد ُدق َد ْد ٍد
افض ِح ُكَ ،وخو ُؾوا َد ْظ َوتَهُ ،ث َّم َد
ش" َث َ
ـال:
ظـف ُم َّ
ى ُ
ؾؾًّم َشؿ ُعوا َص ْوته َذ َه َ
ث َ َّراتَّ .
ِد ِد
ِد
"اق َّ ُد َّؿ َدع َد ْد َد
ْدب َد
ؽ ِد َدف ِد َدج ْد ِدؾ ا ْد ِدـ َدشا ٍد َد ُدع ْدت َدب َدة ْد ِدـ َدا ِد َدة َد َد ْد َدب َدة ْد ِدـ َدا ِد َد َدة َد ا ْدق َدقق ْد ِدـ ُدعت َد
ٍد
ٍد
ط".
َد ُد َد َّ َدة ْد ِدـ َدخ َد ػ َد ُدع ْدق َدب َدة ْد ِدـ َد ِد ُد َد ْد
ٍ
عود َ :ؾ َوا َّف ِذي َب َ
بوحلق ،فؼدْ رأ ْي ًُ ا َّف ِذين َش َّؿى
عٌ ُُمؿدً ا 
ِّ
َؿ َول ظبد اا ْب ُن َ ْ

①

《先知生平精粹》第 37-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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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ؿؾ،قى
ِ ِ ُث َّم ُش ِحبوا إِػ اف َؼؾ،َ ْ ظى َيو َم بدْ ٍر
.]" [ تػق ظؾقه.قى َبدْ ٍر
正当主的使者在天房跟前礼拜时，艾布劫赫利及其同
党们坐在那附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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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中最可耻之徒很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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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37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79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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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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ـ َدال َدا ُد ُد
 " َد ْدؾ َد ْدا ُدجق َد ْدا ُد ْد:  قل اهللِد
ُي ِد َدج اهللُد ِد ْدـ َد ْد َد ِد ِد ْدؿ َد ْدـ َد ْد ُدب ُد اهللَد َد ْد َد ُد َدٓد
ُد ْد ِد
.]َّػق َظ َؾ ْق ِه
ٌ [ ت."ؽ ُد ِد ِدف َد ْد ًة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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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集》第 3059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79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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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讲座
）

（真主保护他的先知
清高的真主说：

 ٟأََُّٜٗا ايطَّغُ ٍُٛبًَِّؼِ ََا أُْعٍَِ إِيَِٝوَ َِٔ ضَّبِّوَ َٚإِٕ يَِِّ تَفِعٌَِ فََُا
َؿ َول تَعوػ :اَ
بًََّػِتَ ضِغَايَتَُ٘ َٚايًَُّ٘ َٜعِصُُِوَ ََِٔ ايَّٓاسِ[ ادوئدة.]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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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形式中有：艾布胡莱赖

（在真主保护自己先知

（愿主喜悦他）的传述，艾布劫赫利曾说：
َأ َّن َأبو جف ٍل َؿول  :هل يع ِّػر ُمؿدٌ وجفه بغ َأ ْطف ِر ُـم؟ َؾ ِؼقل َفه َ :كعمَ .ؾ َؼ َول :واف َّ ِ
ت
َ ََُ
َ ُ
َ َ ْ
ُ َ ْ
ُ ْ
وج َفه ِ
افس ِ
َ
إن رأي ُته ُ
لن َظذ رؿ َبتِه أو ُٕ َظ ِّػ َّ
يػعل َذفك ََٕ َض َّ
واف ُع َّزى! ْ
رشول
اب ؾلتَى
ُّ
رن ْ
ِ
ِ
ِ
ص َظ َذ َظ ِؼ َب ْق ِه،
ااِ َ و ُه َو ُي َص ِّع – َز َظم – ف َق َط َل ُظـ َؼه َ .ؿ َولَ :ؾًّم َؾ َج ُ
له ْم ـْ ُه إِ َّٓ َو ُهو َيـْؽ ُ
ويت َِّؼي ِ
فك؟ َؿول  :إِ َّن َب ْقـِي َو َب ْقـَ ُه خلـْد ًؿو ِ ْن ٍ
بقده .ؾؼو ُفوا َفه  َ :و َ
وأجـِح ًي َ .دؿ َدؼ َدال
كور َ
وه ْوًْٓ ،
َ
َدا ُد ُد
ٓدخ َدت َدط َد ْدت ُدف امل َد اِد َد ُدة ُدع ْد ًةقا ُدع ْد ًةقا" [روا ُه ؾِم].
قل اهلل َ " :دق ْدق َدو َدا ِد نِّلل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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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使者正在礼

（灰尘。”但是，当他来于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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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如果他敢接

！怕的场面和一些翅膀
（”主的使者

①”。近我，那么，众天使会将他的四肢一个接一个地卸掉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艾布劫赫利曾
）在克尔白跟前礼拜，我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说：“如果我看到穆罕默德

。一定会踩踏他的脖子
（” 当先知
他说：

َد
اقنبل َ " :دق ْدق َدؿ َد َد ُدف َدٕدَد َدخ َد ْد ُدف امل َد اِد َد ُدة" [ َرواه اف ُب َخ ِور ُّي].
ؿقال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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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ظ ْن َج ِ
وبر ْب ِن َظ ْب ِد ااِ َؿ َول َ :ؿوت ََل َر ُ
ُمورب خصػ ًيَ ،ؾر َأ ْوا ِ َن اد ْ ؾِؿغ
شول ااِ ،
َ
ث بن احل ِور ِ
ث َحتَّى َؿوم َظ َذ رش ِ
جل ُي ُ
ِؽرةًَ ،ؾ َجو َء َر ٌ
ول ااِ َ ؾ َؼ َولْ َ :ن
َ ُ
َ
ؼول َف ُه َ :ؽ ْو َر ُ ْ ُ َ

ف ِن ِ
َيؿـَ ُع َك ِ ـِّي؟ َد
اقنبل َ دؿ َدق َدالَ " :د ْدـ
اقـ ُّ " :اهللُد"َ .ؾ َ َؼ َل اف ْق ُ
يدهَ ،د
ؿقال َّ
ؿفخ ُد ُّ
ؽ ِد نِّلل؟ " َؿ َولُ :ـن َخر ٍ
اقنبل " :ا ْد َد ْد َد ْدا َدٓد ِد َدق َدف ِد َّٓد اهللُد َد َد ِّلا َدا ُد ُد
آخذَ ،د
َد ْد نَد ُد َد
قل
ْ
ؿقال ُّ
اهللِد" َؿول ٓ :وفؽـِّي ُأ ِ
ظوهدُ ك َأّٓ ُأ َؿوتِ َؾك َو َٓ َأ ُـو َن َ ؿو ٍم ُيؼوتِ ُؾوكَكَ ،ؾ َخ َّذ شبق َؾهَ ،ؾرج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797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467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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ؾؼولِ :ج ْئ ُت ُؽ ْم ِ ْن ِظـ ِْد َخ ْ ِر افـ ِ
َ
َّوس.
）在“穆哈莱布·赫率法”战役中，他

（主的使者

们突然看到穆斯林军队中来了一名人称奥莱素·本·哈里
）跟前，他说：“是

（斯的男子，直到他站在主的使者

）说：
。“真主
”他的剑从手

（谁阻止你杀我的？”先知

）拣起他的剑，并问：“是谁阻止
）说：
“你

（中跌落，然后先知

你杀我的？”他说：
（“是最好的赎金。”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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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从最优越的人那儿到于
”。你们的
艾奈斯的传述，他说：
ِ
َظ ْن ٍ
يؼر ُأ اف َبؼر َة َ
أكس َؿ َول  :ـَون ٌ
ؾلش َؾ َمَ ،وـ َ
وآل ِظ ْؿ َرانَ ،وـون
َون َ
اين ْ
َْص ٌّب
رجل ك ْ َ
َْصاك اقو َوـ َ
ـتبً َفه ،ؾل و َت ُه ااُ،
ُمؿدٌ إِ َّٓ و ُ
َون ي ُؼول  َ :و يدْ ِري َّ
يؽ ُتى ِّ
فؾـبي  ؾعو َد ك ْ َ
ؾدؾـُوه ؾلصبح و َؿدْ َفػ َظتْه إر ُ َ .ؾ َؼو ُفوا :ه َذا ؾِع ُل ٍ
هرب ِ ُـف ْم َك َب ُ وا
َ
وأص َحوبِه؛ َّدو َ
ُمؿد ْ
ْ
ْ ََ َ
َّ
ْ
إر ُ َ ،ؾؼو فواَ :ه َذا ؾِ ْع ُل
َظ ْن صوحبِـو ؾلف َؼ ْوهَ ،ؾ َح َػ ُروا َف ُه و َأ ْظ َؿ ُؼوا ْ
ؾلص َب َح وؿدْ فػ َظتْه ْ
لص َب ُحوا َو َؿدْ َفػ َظتْه
ُمؿ ٍد
اشت ُ
وأصحوبِه ،كَب ُ وا ظن صوحبِـو َؾح َػ ُروا َفه ْ
َطوظوا َؾ ْ
َ
وأظ َؿ ُؼوا و ْ
َّ
إر ُ َ ،ؾعؾِ ُؿوا أكَّه فقس ِ َن افـ ِ
َّوس ،ؾلف َؼ ْوه [ َرواه اف ُب َخ ِور ُّي].
ْ

曾有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男子加入了伊斯兰，他还诵读
）当

（了《黄牛章》和《伊姆兰的家属章》并且为先知

书写员。然后又背叛了伊斯兰，返回了基督教，他曾扬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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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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遭苏拉库·本·马利克 的阴谋。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21 段

）在迁徙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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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真主保护自己的先知（

）中还有：他当时

在山洞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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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يو َر:افصدِّ ُيق
" َد ا َد َد ا: شول ااِ! َف ْو َك َظر َأحدُ هم إِػ َ ْو ِض ؿد َ ْق ِه َف َرآكو َدق َدال
ِّ َؿ َول َف ُه
ُّؽ ِدا ْد ن ْد ِد
َد ْد ٍد ! َد ا َدظن َد
." َدػ اهللُد َد اقِد ُد ُد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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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53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8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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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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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 ِد َدق ْد ِدف ِد ْدـ َد َدق ِد ِد َد َد اقِد ِد ِد َد اقن ِد
َّاس
" َدٓد ُد ْد ِد ُدـ َد َد ُد ف ْدُدؿ َد تَّك َدف َد: اقنبل
َّ ُدقا َد َد
ُّ َدـ َدال
ِد
.]َّػق ظؾ ْق ِه
ٌ ػ"[ ُ ت
َد ْد َد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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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شول ااِ ! ََٕكًْ َأحى إِيل ِ ن ُـ ِّل
ِ َؿ َول ُظ َؿ ُر ْب ُن اخل َّط
َ  َيو َر:  فؾـَّبِ ِّي وب
َّٓ َِشء إ
ْ َّ ُّ َ َ
ِ
ِ
َ ؽ" ف
ؽ ِد ْدـ َد ْد ِد َد
ب ِد َدق ْد َد
ؿول
 " َدٓد َد ا َّق ِد َد ْد ِدِس ِد َد ِد ِد َد تَّك َدف َد: َّبل
َّ ُدقا َد َد
ُّ  َدؿ َدق َدال اقن، ْن َك ْػ
ِ
ِ
َ  إِكَّه: َف ُه ُظ َؿر
"  " ْدأد َدا َد ا ُدع َد ُد: اقنبل
َ أن – َوااِ – ََٕك
ُّ ًْ َأ َح
ُّ  َدؿ َدق َدال، ى إِ َّيل ْن كَػ

ِ [ َروا ُه اف ُب
.]خور ُّ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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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4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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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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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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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و َ ْن ي ْل َبى َيو َر ُش:قا اانَّ َدة ِد َّٓد َد ْدـ َد َد ك " َؿو ُفوا
ول
 "ف ُُّدؾ ُد َّ تِدل َد ْد ُدخ ُد َد: اقنبل
َّ َدـ َدال
ِ اعنِدل َدو َدخ َدؾ اانَّ َدة َد َد ْدـ َدع َدل ِداا َدؿ َدق ْد َد َد ك"[ َروا ُه اف ُب
.]خور ُّي
 " َد ْدـ َد َدط َد:ااِ؟ َدـ َد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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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57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851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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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他们，承认他们的美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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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 ْدـ َد ْد َد َد: َد ُدققل اقنبل
.]َّػق ظؾ ْق ِه
ٌ ث ِدِف َد ْد ِدا َدا َد َد ا َد ا َدق ْد َد ِد نْد ُدف َدؿ ُد َدق َدا ٌّيو" [ 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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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 افُدؿ ُد ْد َد َد ِد:ُدققل
او ْدإدُد ُد ِد
.]قا َدؿ ِد َّا ف َُّدؾ ُد ْد َد َد ٍدة ِد ْد َدع ٌدة" [ َر َوا ُه َأ ْه ُل اف ُّ ـن
َّ ْد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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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严重的谬误，最可耻的误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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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د َد ُد ُّبقا َد ْد َد ا ِد َدؿ َد ْدق َد َّا َد َد َد ف ْدُدؿ َد ْد َد َدؼ ِد ْد:َدـ َدال
ثَدل ُد ُد ٍد َد َد ًةبا َد ا َد َد غَد ُد َّ َد َد ِد ِد ْدؿ
َدٓد ِد
.]َّػق ظؾ ْقه
ٌ َدل َد ُدف" [ ُ ت
َد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55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7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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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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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要辱骂我的弟子们，即使你们任何人施舍了
类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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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د ُد ْدط ِدا َدف َد ْدط ِد:
ِد
و اقن َدَّل َداا ا ْد َدـ َد ْد َد َدؿ ِد َّ َد َد َدا َدع ْدب ُد
َد َد
ُد
َدـ َدال ع ف اقل ُد اق َّ ُد
.]افبخوري
َدؿ ُدقق ُدققا َدع ْدب ُد اهللِد َد َدا ُد ق ُدقف" [ َر َوا ُ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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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45 段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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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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大的迹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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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٠َضُٛا بِػُٛ عَبِسَِٕ ا فَأِت٢ًََِبٍ ََُِّّا َْعَّيَِٓا عَٜ ضِٞ إِٕ نُٓتُِِ فَٚ :تظ َوػ
َ َ َؿ َول
.]23 : [افبؼرةَِٕ ايًَِّ٘ إِٕ نُٓتُِِ صَازِقِنيَُٚنُِ َِّٔ ز٤ا شَُٗساُٛ ازِعَٚ ًَِِِِّ٘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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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 ََِٔ اغِتَطَعِتُٛازِعَٚ ًٍِِِ٘ َِّج٠َضُٛا بِػُُٛ قٌُِ فَأِتَٕٙ افِتَطَاُٛيَُٛكٜ ِّ  َأ: َو َ َال َت َع َوػ
.]38 : [يوكسَِٕ ايًَِّ٘ إِٕ نُٓتُِِ صَازِقِنيَُِّٚٔ 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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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它包含了各不相同的散文和诗歌的风格，并以
①

《黄牛章》第 23 节
《优努斯章》第 3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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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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تٜ َٔيَٚ :و َؿ َول.]94 : [افبؼرةَِتَ إِٕ نُٓتُِِ صَازِقِنيَُٛا املَََُّٛٓ فَت:َؿ َول
.]95 : [افبؼرةّأَبَس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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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افبؼرةاًَُٛئَ تَفِعَٚ :] و َؿ َول23 : [افبؼرة ًٍِِِ٘ َِّٔ َِّج٠َضُٛا بِػُٛ فَأِت:َؿ َو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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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牛章》第 95 节
③
《黄牛章》第 23 节
④
《黄牛章》第 24 节
②

先知生平讲座

107

.]12 : [آل ظؿرانَُٕٛا غَتُػًَِبَُٚٔ نَفَطِٜ مٍُ يًَِّّص :َؿ َو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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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افػتحََ ايًَُّ٘ آَِِٓني٤ يَتَسِخًَُُّٔ املَػِجِسَ احلَطَاَّ إِٕ شَا:َؿ َو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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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سَِٖا حَبِٝ جٟف
ِ )4(َِ احلَطَب١َاَِطَأَتُُ٘ حََُّايَٚ )3( ٍ َْاضاّ شَاتَ يََٗب٢ًََِصٜس
َ 
.]5 – 3 : [اد د)5(ٍَِّٔ ََّػَ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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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افـِّ َ وءِّ٘ اخِتِالفاّ نَجِرياِٝا فَُٚجَسَِٛطِ ايًَِّ٘ يَِٝ نَإَ َِِٔ عِٓسِ غَٛ يَٚ  :َؿ َول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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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احلجرَُُٕٛ يَخَافِظٍَٙ إَِّْاَٚ َايصنِط
ِّ  ِإَّْا َْخُِٔ َْعَّيَِٓا:َو َؿ َول َت َعوػ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2 节
《胜利章》第 27 节
③
《火焰章》第 3-5 节
④
指《古兰经》
⑤
《妇女章》第 82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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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又说：【[9]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教诲
的保护者】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 ）曾说：
 " ا ِد ـ إد ْد بِد ا ِد ِد ـ َد بِدل ِد َّٓد َدـ ْد ُدع ِد:ـال
 َد  َد َّا اقنَّبِد َّل َظ ْن َأ ِ ُه َر ْي َر َة
ِد َدـ
ط
ْد
َد
َد َد
ٍّ ْد
ِد
ِد
ت َد ْد ًةا َد ْد َد ك اهللُد َدع َّ َد َدج َّؾ ِد َّ َدؿ َدف ْدا ُدجق َد ْدا
َداا ا َّق ِد ُد ِد ُد
ؽ َد ِد َّ َد ف َد
ْدأد َد او َد ا َد َدـ َدع َد ْدف اق َدب َد ُد
ُدقا َد ْدف َد ؿ َدا ِد ا ق ِد
.]تػق ظ َؾ ْقه
ٌ [ "اقق َدا َد ِدة
َدف َد َد ُد ْد ًة َد ْد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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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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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石谷章》第 9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4696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152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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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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许多礼拜、封斋、记念真主等其它的各
）工作时，他喜爱坚持，并

（先知

（种功修来崇拜真主。当他

持之以恒。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داا َدا ُد ُد
اقل َد ُد ِد َدـ اق َّ ِدؾ ِد ْدـ
َظ ْن ظوئ َي َر ِ َ ااُ َظـ َْفو َؿو َف ًْ  :ف َد
قل اهللِد ِ د َد ا َدؿا َد تْدف َّ
ؾْي ِد َّ ِد ـ اقنَّ ِد ِد
ؽ َد َدا ْدف ًةة [ َروا ُه ُ ْ ؾِم].
َد
َد ج ٍدع َد ْد ِد َد
اا ن ْد
ْدتل َدع ْد َد
）由于疼痛或其它的因素而错过

（“如果主的使者

①”。了夜间拜，那么，他就会在白天礼十二拜
）从未放弃过夜间拜。他曾因礼夜间拜而把
）回答说：

（先知

（双脚都站裂了，当有人为此问他时，他

ِد
َد
َّػق ظ َؾ ْقه].
ُدقاا؟" [ ت ٌ
ب َد ْدا َدف َد
ـالَ " :د َدؿ َد ُد ُّ
ُدقا َدع ْدب ًة ا َد ًة
②”？“难道我不喜爱成为一个感谢的仆人吗
侯热法·本·艾勒叶玛尼（愿主喜悦他俩）传述，他
说：
ات ٍ
َظن حذي َػ َي ب ِن افق ِ
فقؾي ؾوؾتت ََح
ًّمن َر ِ اا َظـ ُْفًّم َؿ َول  :ص َّؾ ْق ًُ َ َ افـَّبِ ِّي َ ذ َ
ْ ُ ْ ْ َ
افبؼرةَ ،ؾؼ ْؾ ًُ :ير َـ ِظـْد ِ
ادوئيُ .ث َّم َ َه.ؾؼ ْؾ ًُُ :ي ِّ
ؾؿه ثم اؾتتَح افـِّ َ وء
صع ِِبو ر ْـ َع ٍيَ ،
ْ ُ
َ
ٍ ِ
ؾؼر َأهو ُث َّم اؾتَتح َآل ِظ ْؿ َر َ
بقح ش َّبحَ ،وإِ َذا َّر
ان ؾؼر َأ َهو َي ْؼر ُأ ُ َس ِّش ً؛ إِذا
َّر بآيي ؾقفو ت ٌ
َ
ٍ
ٍ
تعو َذُ ،ث َّم رـ َ ؾج َعل ُ
اا َدا ِّل َد ا ْدق َد نِد ِدؿ " َؾؽون
ب
يؼول ُ " :د ْدب َد َد
بتعوذ َّ
مال َش َللَ ،وإِ َذا َّر ُّ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4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4557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28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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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 ِد َدع اهللُد قِد َد ْدـ َدُحِد َد ُد َدا َّ نَدا َدق َد:َحوا ِ ْن ِؿقو ِ ه ُث َّم ؿول
ً ؽ اق َد ْد ُد " ُث َّم ؿو َم ِؿقو ً و َض ِوي
ُ ُر
ً ـوظه ك
َ اا َدا ِّل َد ْدإدَد ْدع َد " َؾؽ
َون ُشجو ُده َؿري ًبو ِ ْن ِؿقو ِ ِه " [روا ُه
 " ُد ْدب َد َد:  ُث َّم َش َجدَ َؾ َؼ َول، َ َؿ ِري ًبو ممو َر َـ
]ْ ؾِ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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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7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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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行期间礼过其它的副功拜

（何传述记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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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 ْد ن ْد ِد
فاا  ت َد َّ َد ْدق ا ِد
َدػ َد َد
اخل ِد َ [.روا ُه افس ِذ ُّي].
①。）曾经选择封星期一和星期四的斋戒

（他

他（ ）曾说：
ِد
َدػ ا ْدق َد ِد
َدـ َدال ُ " :د ْد َد ُد ْدإدَد ْدع َد ُدل َد ْدق َد ا ِد
ب َد ْدا ُد َد َد َد َدع َد ِدغ َد َد َدا
ِد َدؿ ُدف ُّ
ْل ْد ن ْد ِد َد
َد ااِد ٌدؿ" [ َرواه افس ِذ ُّي].
“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星期一和星期四被呈献给真主，
②”。我喜爱我封着斋时我的工作被呈献给真主
）曾经每月封三天斋。据穆阿斋图·艾勒阿德

（他

维耶的传述，她曾经询问阿依莎（愿主喜悦她）：
َون َر ُ
شلفً َظوئ َي َر ااُ َظـ َْفوَ :أـ َ
شول ااِ َ ي ُصو ُم ِ ن
َظ ْن ُ َعو َذ َة اف َعدَ ِو َّي ِي َأ ََّّنو
ْ
ِ
ُـ ِّل َص ٍ
أي اف َّ ْف ِر ـَون يصو ُم؟ َؿو َف ًْ َ :مل ي ُؽ ْن ُي َبويل ِ ن
فر ث ث َي أ َّيو ٍم؟ َؿو َف ًْ َ :ك َع ْمَ .ؿو َف ًْْ :ن ّ
أي اف ِ
فر َي ُصو ُم[.رواه ْ ؾِم].
ِّ
）每个月都封三天斋吗？”阿依莎回

（“主的使者

”？答说：“是的。”她又问：“他从哪一个月开始封斋
③”。阿依莎说：“他封斋不考虑从哪一个月开始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
قل اهللِد َ دٓد ُد ْد طِد ُد َد َّ ا َد اقبِد ِد
َداا َدا ُد ُد
ض ِدِف
َظ ِن ا ْب ِن
ظبوس َر ِ َ ااُ َظـ ُْف ًَّم َؿ َول " :ف َد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589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591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1160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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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 َد ٍد
.]ْض َد َدٓد َد َد ٍد " [ َروا ُه اف ِّـ ِوئ ُّي
“主的使者（

）无论居家、还是旅行时都会封圆月

之日的斋。
”①
.]َّػق ظؾ ْق ِه
ٌ قاا َد َد َد ْدف ُد ِدل ا ِد ف [ ت
 َد ُدلق َدعا ُد َد فا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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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لق ُد ِد ْدـ َد ٍد َد ْدف َد ِد ْدـ َد ْد باا اقنبل
ْ َظ ْن َظوئ َي َر ِ ااُ َظـ َْفو
ُّ  َدَل ْدـ: ًؿوف
ٍ و ِ ِر.اا ُدف َّ ف
.]َّػق َظ َؾ ْقه
ٌ [ ُ ت.باا ِد َّٓد َدـ ًة
َداا لق ُد َد َد
 ف َد:وايي
َداا َد ُدلق ُد َد ْد َدب َد
َدؿ ِد َّف ف َ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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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ا َد ِدل َد ْد ِد
ْدت َد ا َد ا َد
ْدت اق َّ ُد َد ِد ن َد
اْل ْدف َد ا ِد " [ َر َوا ُه
ْدؽ اق َّ ُد َد َدب َدااف َد
"اق ُد َّؿ َد َد:ـال

.]ُ ْ ؾِ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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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都会说：

《奈萨伊圣训集》第 23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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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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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ـ َدالَ " :دٓد ِد َدق َدف
ِد ِد
ِد
َدـ ٌد اق ُد َّؿ َدٓد َد ا َدع ق َد
َظ َؾ ْق ِه].

ِد َّٓد اهللُد َد
ت
َد ْدع َدط ْد َد

ْد َد ُد َدٓد َد ِد
ؽ َدق ُدف َدق ُدف امل ْد ُد
ا ْد َد
ؽ َد َدق ُدف اق َد ْد ُد
ت َد َدٓد َد ْدن َد ُدع َد ا َد
اا ِّل
َد َدٓد ُد ْد طِد َدل ملا َد َد ْد َد

ٍد

َد ُد َدق َدع َد ف ِّلُدؾ َد ْد
ْدؽ َد
ِد ن َد
اا ُّ " [ ُ َّت َػ ٌ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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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权势者的财富在您跟前均无济于事
）在鞠躬和叩头时说：
قح ُدـ ُّ ٌدس َدا ُّا امل َد اِد ِدَدة َد اق ُّ حِد " [ َر َوا ُه ْ ؾِم].
َدـ َدالُ " :د ُّب ٌد

（他

。“赞美真主、圣洁的主，众天使和吉布笠莱的主
②”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داا َد ْدف َد وعا ِد اقنبل " :اق ؿ ِدنا ِدِف اق ُّ ا ن ًةة ِدِف ْدأد ِدخ ِد
َظ ْن َأك ٍ
َد َد َد َد
َس َ ؿ َول :ف َد ُد ُد َد
َد
ُد َّ
ِّل
ِد
اا اقن ِد
تػق ظ َؾ ْقه].
َّاا" [ ٌ
َد َد نَد ًةة َد ـنَدا َدع َد َد
“先知最多的祈祷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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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向真主祈求饶恕。伊本欧麦尔（愿主喜

（他

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ول ااِ  ادجؾِس افو ِ
َظ ِن ا ْب ِن ُظؿر ر ِ ااُ َظـ ُْفًّم َؿ َول ُ :ــَّو َك ُعدُّ فِرش ِ
احد ِ وئ َي
َ
ْ
ُ
َ
ََ َ َ
ِ
ِد
ِد
ٍ
ُدب َدع َّغ ِد َد
ذي وؿول
َّؽ َد َد
اا اق َّ ُدؿ " [ َرواه َأ ُبوداود وافس ُّ
ْدت اقت ََّّق ُد
َ َّرةَ " :دا ِّلا اؾْد ْد ِد َد ْد

ِ
قح ].
َح َس ٌن َصح ٌ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80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59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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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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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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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ين
ِ ِّحى افد
ُد
َ قا َدؿ َدقاهللِد َدٓد َد َد ُّؾ اهللُد َد تَّك َد َد ُّ قا " َوـ
إفقه
 " َدع َد ْد ْدُدؿ ِد َد ُدطِد ُدق َد:ققل
ُّ َون َأ
ِ تػق
ِ و داوم
.]ظؾقه
ٌ [.ظؾقه صوح ُب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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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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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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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如果他真说了这话，他确是诚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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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使先知（
（

），并阻挠他完成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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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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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译者注：即后来的麦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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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赛阿杜·本·莱比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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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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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 َدع ـق ْدُدؿ ف اقة ااقاا ِّل َد

119

 َد ْد تُدؿ ُدف: اقنبل
ُّ َدـال ُدؿ
ف ِد
َدػٌدؾ َدع َد َدـ ْدق ِد 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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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使者（

）的弟子们遭到了更加严厉的伤害时，

）允许他们迁徙到麦地那，使伊斯兰在麦地

那的宣传得到迅速地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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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他们
决定暗杀主的使者（

）。

在他们计划谋杀先知（
自己的先知（

）的那个夜晚，真主告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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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外。

）的床，而阴谋杀人的剑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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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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يو َر: افصدِّ ُيق
شول ااِ ! َف ْو َك َظر َأحدُ هم إِػ َ ْو ِض ؿد َ ْق ِه َف َرآكو " َد ا َد َد ا
ِّ َؿ َول َف ُه
ُّؽ ِدا ْد ن ْد ِد
َد ْد ٍد ! َد ا َدظن َد
." َدػ اهللُد َد اقِد ُد ُد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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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途径温姆穆阿白德·艾勒何扎诶耶的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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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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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主的使者（

），并承诺档回追赶他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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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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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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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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
都因为先知（

）礼的第一次主麻拜。礼

）的城市”。整个麦地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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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 َّا اق ُّ ْد ا ْد ق ٌد َدخ ِدْض ٌد ِد َّا اهللَد َدت ِد َد ُد ُدؿ ؿِد ا َدؿنَداظِد: َدـ َدال ع ِدف اقل ُد اق
ْد َد
َد َد
َد ُد َد
َّ َد ْد
ُد ْد
َد َّ ُد
َد ِد ِد ِد
َدت ِدِف اق ِّلن َد ا ِد " [رواه
ِسااِد َدؾ فَدا ْد
َد ا َد ْد َد ُد َد
قا َدؿا َّ ُدققا اق ُّ ْد َدا َد ا َّ ُدققا اقنِّل َد ا َد َدؿ ِد َّا َّ َدل ؿ ْدتنَدة َد نل ِد ْد َد
.]ؾ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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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ق َّ ؿ َدٓد ع َدش ِد َّٓد ع َدش ِد:ققل
 ُد َداا
.]أدخ َد ِد" [ ُ َّت َػ ٌق َظ َؾ ْق ِه
ف َد
َد ْد
ُد َّ َد ْد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74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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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生活只是后世里的生活
①”
因此，他最关心的是后世，他对于今世毫不贪恋。今
世迅速地来临他，他避开之。他（ ）曾说：
ت َد ج ٍد
قلَ " :د ا ِد قِد ُّ ْد َدا َد ا َد َدا ِدِف اق ُّ ْد َدا ِد َّٓد َدف َد افِد ٍد
ُدق ُد
اح
ُد َّؿ َدا َد
ب ا ْد َدت َدن َّؾ َد ْدَت َد َد َد
صحقح].
َد َد َد َدف َد ا" [ َروا ُه افس ِذ ُّي وؿولَ :ح ٌن
ٌ
“今世对于我来说又有什么呢？我在今世，就像是在
②”。树荫下乘凉的乘客，然后弃它而去
）的妻子朱外丽耶的哥哥——阿姆鲁·本·哈

（先知

里斯说：
احلور ِ
َؿ َول َظ ْؿ ُرو ْب ُن ِ
افـبي َ " :د ا َد َد َد َدا ُد ُد
ث َأ ُخو ُجو ْي ِري َي ِ
قل اهللِد ِ دعنْد َد
زوج ِّ
ِد
ِد ِد ِد
َداا َد ْد َدف ُدب َد ا
مها َد َدٓد َدع ْدب ًة ا َد َدٓد َد َد ًةة َد َدٓد َد ْد ًةا ِد َّٓد َد ْد َد َدت ُدف اق َدب ْد َد ا َد ا َّقتِدل ف َد
َد ْدق ف و ن ًةَدااا َد َدٓد و ْدا ًة
َد ِد َد َد ُدف َد َد ْدا ًةضا َدج َد َد َد ا ِدٓد ْد ِدـ اق َّ بِد ِدؾ َد َد َدـ ًةة" [ َروا ُه اف ُب ِ
خور ُّي].
）归真时，除了他曾经乘骑过的一匹

（“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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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金币或一枚银币，也没有遗留下一个奴隶或一个女仆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اقنبل َ دؿ َدن َدن ِدؼ اق َّ ِد َدؿ ِد َد ا َد َد ٌد
ؽ َد ْدن ِد ُدل
َظ ْن َأ ِ ُهر ْي َر َة َ ؿ َولَ :دج َد ِدج ْدَب ْد ُدؾ ِد َدؼ ِّل
ؽ ا َد َدل نْد ُد ُدخ ِد َدؼ َدـب َدؾ ِد ِد اق ِد
اعة َ .دؿ َد َّ َد َد َدل َدـ َدال َ :د ا ُد َّ ُد !
ْد َد
َّ
ُد
َدؿ َدق َدال َدق ُدف ِدج ْدَب ُدؾ َ :د ا ا َدمل َد ُد َد
َدقاضع قِد َد ِّل َد
ؽ؛ َد َد ِد ًةا َد ْدج َد ُد َد
ؽ َدا ُّ َد
َد ْدا َد َد نِدل ِدق ْد َد
ؽ َد ا
ؽ َد ْد َدع ْدب ًة ا ا قٓدًة؟ َدؿ َدق َدال َدقف ِدج ْد ِدَب ُدؾ :
ْد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801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79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377 段，他说：
》“这是一段优良正确的《圣训
。
”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4192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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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 َدؿ َدق َدال َدا ُد ُد
.]ابن ح َّبون
ُ  " َدٓد َد ْدؾ َدع ْدب ًة ا َدا ُد قٓدًة" [روا ُه: قل اهللِد
“吉布笠莱坐在先知（

）跟前，然后他观看天空，

突然一位天使下降，吉布笠莱对他说：
‘这位天使自从被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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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دق ِّل َدِف َدا ُد ُد: وفً َظوئ ُي َر ِ ااُ َظـ َْفو
 َد َد ا ِدِف َد ْدتِدل ِد ْدـ َد ْد ٍد َد ف ُدف ُد ف ُد قل اهللِد
ْ َؿ
.]ت ِد نْدف َد تَّك َدط َدال َدع َّغ َدؿ ِد ْد تُدف َدؿ َد نِدل" [ َّت َػ ٌق ظؾ ْق ِه
َدفبِد ٍد ِد َّٓد ِد ْدط ُد َد َد ٍدْي ِدِف َدا ٍّ ِد َدؿفف ْد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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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ؿول ُظ َؿ ُر ْب ُن اخل َّط
ت َدا ُد َد
ُّ  َد قل اهللِد
َ
نؾ ا ْدق َد ْدق َد َد ْد ت ِدَدق َد ا َد ِد ُد ِد َدـ
 " َدق َدق ْد َدا َد ْد ُد: وب
اق َّ ْدـ ِدؾ َد ا َد ْد َد ُد
.]َل ِد ِدف َد ْدطنَد ُدف" [ َروا ُه ْ ؾِم
“我看见主的使者（

①

）由于饥饿而常常整天弯着腰，

《伊本罕巴尼圣训集》第 6471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2930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2973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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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一点烂枣充饥
①”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ظ ْن ٍ
أكس َ ؿ َولَ :دـ َدال َدا ُد
ت ِدِف اهللِد َد َد ا َد َد
ُيا ُد َد َد ٌد َد َدق َدق ْد
قل اهللِد َ " :دق َدق ْد ُد ِدخ ْد ُد
قا ِد ْدـ َد ْد ِد
ػ َد ْدق ٍد َد َدق ْد َد ٍدة؛ َد َد ا ِد َد قِدبِد َد
ٍدل
ت ِدِف اهللِد َد َد ا ُد ْد َد َد َد ٌد َد َدق َدق ْد َد ْد
ُد ِد ُد
َدت َدع َّغ َد َد ُد َد
َدط َد ا ٌد ِد ْدف ُدف ُد ُدف ُد َدفبِد ٍد ِد َّٓد َد ٌد ُد ِد
صحقح].
افس ِذ ُّي َو َؿ َول :ح ٌن
قاا ف ِد ِد ُدط ِد َد ٍدل" [ َرواه ِّ
ٌ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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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ظ ِن ا ْب ِن َظ َّب ٍ
َداا َدا ُد ُد
قل اهللِد َ د ب ُد
وس َر ااُ َظـ ُْف ًَّم َؿ َول " :ف َد
ت اق َّ ا َد امل َدتتَدا ِد َدة َد
طا َدـ َدٓد َد ِد ُد ا َدعشا ًة َّ فَداا ف ُد ُدخب ِد ِد ُدؿ َّ
ذي َو َؿول َ :ح َ ٌن
اقش َدْي " [روا ُه افس ُّ
ُد ف

صحقح].
ٌ
）曾经连续几夜都是空腹过夜，他的

（“主的使者

家人们也几夜都没有晚饭。他们吃的面包通常都是大麦
。饼
”③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س َ ؿ َولَ " :دَل َد ْدفف ِدُدؾ اقنَّبِد ُّل َ دع َد ِدخ َدق ٍد
َظ ْن َأك ٍ
او َد َدَل ْد َد ْدفف ْدُدؾ َدخ ْدب ًة ا ُد َد َّـ ًةقا
اا َد تَّك َد َد
ْد
افبخوري].
او" [رواه
َد تَّك َد َد
ُّ
）直至他归真都没有在餐桌上吃过饭，他

（“先知

。直至他归真也没有吃过细面饼
④”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78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106 段，他说：
》“这是一段优良正确的《圣训
。
”
③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997 段，他说：
》“这是一段优良正确的《圣训
。
”
④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8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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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用一个草垫来坐和睡觉。欧麦尔·本·罕

（他

塔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وب َ ؿ َولَ :دخ ْؾ ًُ َظ َذ رش ِ
َظ ْن ُظ َؿ َر ْب ِن اخل َّط ِ
ول ااِ َ و ُه َو َظ َذ َح ِص ٍر َ .ؿ َول:
َ ُ
َؾج َؾ ًُ َؾنِ َذا َظ ِ
ؾقه إِ َزاره ،و َفقس َظ َؾق ِه َؽره وإِ َذا ِ
احلص ُر َؿدْ َأ َّثر ِ َجـْبِه َ ،وإِذا َأكَو بؼ ْب َض ٍي
ْ ُ َ
ُ َ ْ
ْ
ِ
ِ ٍ
ٍ
عر ك ِ
ِ ن َص ٍ
َويَ .دؿ َدق َدال
وب ُ ع َّؾ ٌقَ ،ؾوبتَدَ ْ
رت َظ ْقـ َ
افصوعِ ،و َؿ َر ِ كَوحقي ِ اف ُغ ْر َؾي َوإِ َذا إِ َه ٌ
َحو َّ
اخل َّط ِد
ؽ َد ا ا ْد َدـ َد
َدا ُد
قل اهللِد َ " :د ا ُد ْدب ِد َد
كبي ااِ ! َو َ و ِيل َٓ أ ْبؽِي َو َه َذا
اا؟ " َؾ ُؼ ُ
ؾًَ :يو َّ
ِ
احلصر َؿدْ أ َّثر َجـْبِ َك َو َه ِذ ِه ِخزاك ُتك َٓ َأرى ؾِقفو إِ َّٓ َ و َأرىَ ،وذاك ـِ ْْسى َوؿ ْقْص ِ
ُ
ُ

اف ِّ ِ
اخل َّط ِد
خزاك ُتك َ! َدؿ َدق َدال َ " :د ا ا ْد َدـ َد
اا ! َد َد ا
ًّمر
وص ْؾو ُته َو َه ِذ ِه َ
وإَّن ِورَ ،و َ
كبي ااِ َ
أكً ُّ
ْ
ِد
وجه].
َد ْد َدَض َد ْدا َد َد
ُدقا َدقنَدا ْدأدخ َد ُد َد َدُد ُدؿ اق ُّ ْد َدا؟" [روا ُه ا ْبن َ َ
），他正侧卧在草垫上，（欧麦

（我来看望主的使者

尔说：）然后我坐下来，我发现他只穿着一条裤子，并没有
）的软肋上，我看见

（其它的衣服，草垫的痕迹印在他

大约有一沙阿大麦和墙角的扁豆，以及挂着墙上的一张皮
）说：
“伊本罕

（子，我的俩眼中充满了泪水。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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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伊本

（知，是他的精英，这就是您的储藏！”他

②”？罕塔布啊!你不喜爱我们拥有后世，他们拥有今世吗

①

古波斯国王的称号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4153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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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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们那里，他（

）住在南贾尔部落的

）问：“我们亲人中哪家住的最接近

这儿？”艾布安优布说：
“主的使者啊！我家离这儿最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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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生平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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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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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نِتَابِ ايِٞ بِبَعِضٍ ف٢َِيَٚا األَضِحَاِّ بَعِطُُِِٗ أُِٛيُٚأَٚ : ؿول تعوػ
]6 :  [إحزاب... َِٜٔايَُُِٗاجِطَٚ َاملُؤَِِِٓن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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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同盟军章》第 6 节
《归途的干粮》3/63-65

②

先知生平讲座

131

*正义的信士应当立场坚定，反对他们中任何为非作歹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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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谦虚的最能获得他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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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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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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规定最高的权威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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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勇敢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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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用最残酷的方法伤害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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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قش ْد َد ِدِف َد ِد نِدل َد ا ْدق َدق َد َد ِدِف َد َد ِد
َّ " َد اهللِد َدق ْدق َد َدض ُد قا:َدـ َدال
اا َدع َد َد ْدا َد ْد ُد َد َد َد ا ْدإدَد ْد َد
َد ا َد َد ْدف ُدت ُدف َد تَّك ُد ْدن ِد َد ُد اهللُد َد ْد َد ْد ِد َد
."ؽ ُدو َد ُد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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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高尚、最慷慨、最勇敢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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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ـون َأجو َد افـ
ِ  َأ ْح َ َن افـ ِول اا
ِ َظ ْن َأ
ُ َون َر ُش
َ  َو،َّوس
َ  ـ: َؿول كس ْب ِن وف ِ ٍك
َّو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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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ـي َذ َ ٍ
ادد ِ
أهل ِ
ـون ْأص َج افـ ِ
َّوس ،وف َؼدْ َؾ ِز َع ُ
َو َ
وه ْم
كوس ِؿ َبل
افصوت ؾتؾ َّؼ ُ
ْ
ات فقؾي َؾوكْط َؾق ٌ
اجعو ،و َؿدْ شبؼفم إِ َػ افصو ِ
ِ
ت َو ُهو َظذ َؾ َر ٍ
َر ُ
س ٕ ِ َض ْؾح َي ُظ ْر ٍيُ ِ ،ظ ِـؼه
َّ ْ
شول ااِ َ ر ً َ َ ُ ْ
َّػق ظؾقه]
اعقا" [ ُ ت ٌ
اف ُ
اعقا َدق ْدؿ ُد ُد
قفَ ،و ُه َو ُدققلَ " :دَل ْد ُد َد ُد
。“你们不要惊慌害怕，你们不要惊慌害怕
①”
）的勇敢，

脑威说：
（“其中有许多裨益，阐明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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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وفـبي
رض ًْ ُـدي ٌي َص ِديد ٌةَ .ؾجو ُءوا
خلـْدَ ِ ك َْح ِػ ُر ،إ ْذ َظ َ
َظ ْن َجوبِ ٍر َ ؿ َولُ :ــَّو يو َم ا َ
ِّ
رض ًْ ِ اخلَـْد ِ َ .دؿ َد
لقا
قال َ " :د َدا َدا ِد ٌدل " ُد َّؿ َدـا طنُدف
َ ؾ َؼو ُفواَ :ه ِذ ِه ُـد َي ٌي َظ َ
ٌد
َدج ٍد قب ْدنَدا َدة َد َّ ا ٍد ٓد ُد ُدق َد َد ا ًةـا ؿفخ َد
ْضا ِف اق ُد ِدة َدؿ او ف ًةبا
اقنبل  امل ْد َدق َدل َدؿ
َد
ُّ
افبخوري]
َد ْد َدؾ َد ْد َد ْد َدؿ" [رواه
ُّ
“‘壕沟战役’之日，我们都在挖战壕，遇到了一块坚
）说：‘壕沟里出现了一块

（硬的巨石，他们来对先知

）说：‘我下去看看。’然

（巨石阻碍了挖战壕。’先知

后他站起来，他的腹部绑着石块。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尝过
）拿起镐猛击了巨石一下，巨石立即变

（食物了。先知

为松软的沙子一样浇注了下来。”②这块坚硬的巨石的意思
）用力猛击使其

（是：众圣门弟子都无将其打碎，先知

。）强大的力量
）拥有的勇气、自信和

（变成了沙粒，这是证明他

（面对最可怕的情况下，他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90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07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3875、3876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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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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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د
 ُدفنَّا ِد َد ا اُح َّ ْد: ضوفى
ٍ
َ
قل اهللِد
بن أ
ْ ؿول َظ ُّع
اقبف ُدس َدقق َدل اققق ُد اققق َد ا َّؼ ْد نا ُد
.] ُأمحد
ْ  [ َر َوا ُه.ُدقا ِد نَّا ٌد َد ْدو َدك ِد َدؼ اق ِّل ِد نْد ُدف
 َدؿ َد ُد
“每当两军相见、战斗激烈时，我们就会保护主的使
），然而，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接近敌人。
”②

者（

阿里（愿主喜悦他）也曾说：
ِد
َداا ِد ْدـ َد َد ِّل
قل اهلل َد ُد َدق َد ْدـ َد ُد نَدا َدؼ اق َد ُد ِّل َد ف َد
َدق َدق ْد َدا َد ْد ُدتنَدا َد ق َد َد ْد ٍدا َد َد ْد ُدـ َد ق ُد ِد َد ُد
اقن ِد
.أخرجه أمحد.َّاس َد ق َد ِد ٍد َد ف ًةا
“‘白德尔’战役之日，我们都围绕在主的使者（

）

的身后，我们确已看见他是最接近敌人者，是那天战争中
最勇敢的人。
”③在“吴侯德”战役中，被诅咒的欧班耶·本·海

①

《穆罕默德（
）是完人》第 188-189 页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276 段
③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65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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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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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د
ب
َد َد ا اقنَّبِد ُّل َدٓد َدف ِد ْدا
َد َد ا ا ْد ُدـ َدع ْدب امل َّط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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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训中有关先知（
）的美德》3/1341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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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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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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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高兴，他对弟子们说：
 " ِد ْدْي ا َد َد ْد ِدؽ ا َدؿ ِد َّا اهللَد َد َد َداؼ َدـ ْد َد َدع َد ِدا ِد ْد َد اق َّطااِد َد ت ْد ِد:ـال
َد
َدػ َد اهللِد َدق َدَدف ِّلا
ُد
ُد
أدا ِد َدؼ َد َدل ِد
َد ُد
."اا ِد ا ْدق َدق ْدق ِد
ْدظ ُدا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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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ظع ْبن َأ
ُ  َف َؼدْ رأي ُتـَو َو َ و ؾِقـَو إِ َّٓ ك َِوئ ٌم إِ َّٓ َر:ضوفى َؿ َول
 َ ًَ َص َج َر ٍة ِشول اا
ّ َظ ْن
ح
.َ ُي َص ِّع وي ْبؽِي َحتَّى َأص َ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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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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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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 ْدا َد ْدا ِد َد: هلل
: افػجر َدا َدو
ـال ا قل ا ِد
َ  َؾ َؾ ًَّّم َأ ْن َض َؾ،" ؽ اق ُدة َدٓد ُد ْد َدب
ُ
!"اقل ِدعبا َدو اهل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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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سُّنُِ بِأَيِفََِّْٕٞ ضَبَّهُِِ فَاغِتَجَابَ يَهُِِ أُٛجِِٝإ شِ تَػِتَػ: َؿ َول َت َعوػ
ََُا ايَّٓصِطَٚ ُِِبُهًُُِٛ قَِّٙٔ ب٦َُِيِتَطَٚ ٣َََا جَعًََُ٘ ايًَُّ٘ إِالَّ بُصِطَٚ )9( َِ َُطِزِفِني١َِه٥املَال
.]10-9: [إكػولٌِِٝعٌ حَهِٜإِالَّ َِِٔ عِٓسِ ايًَِّ٘ إَِّٕ ايًََّ٘ عَ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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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 [آل ظؿرانْ١َّأَِْتُِِ أَشِيَٚ ٍيَكَسِ َْصَطَنُُِ ايًَُّ٘ بِبَسِضَٚ :َؿ َول َت َعوػ
【[123]白德尔之役，你们是无势力的，而真主确已援
①

《战利品章》第 9-1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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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了你们。
】①又说：
٢َََيَهَِّٔ ايًََّ٘ ضَٚ َِتَََِٝتَ إِشِ ضَََََٝا ضَٚ ٌََُِِٖيَهَِّٔ ايًََّ٘ قَتَٚ ًَُُُِِٖٛ فيَِِ تَكِت:ؿول
.]17 :[إ ْك َػو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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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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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23 节
《战利品章》第 1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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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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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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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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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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全部杀
身成仁，然后泰莱哈不断地与敌人拼杀，最终阻止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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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睛是最健康、最美丽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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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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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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的叔叔哈姆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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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إِشَا فَصًِِت٣َت
َّ َُِْٗ بِإِشِِِْ٘ حُُّٛ إِشِ تَخُػَٙعِسَٚ ًَُّ٘يَكَسِ صَسَقَهُُِ ايَٚ :َؿ َول تَعوػ
ُسُِٜطٜ ََّٔ َُِٕ َِٓهُِّٛتُِ َِِّٔ بَعِسِ ََا أَضَانُِ ََّا تُخِبَٝ عَصَٚ ِ األََِطِٞتََٓاظَعِتُِِ فَٚ
 [آلُِِيَكَسِ عَفَا عَٓهَٚ َُِِهًََِٝبِتَِٝ ثَُِّ صَ َطفَهُِِ عَُِِِٓٗ ي٠َسُ اآلخِطُِٜطٜ ََّٔ ُِ َِٓهَٚ َاُِّْٝايس
]152 :ظؿرا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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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5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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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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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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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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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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
将其摧毁。
第九：烈士在真主跟前属于他爱仆中最高的级别之一，
烈士属于最特殊、最接近真主的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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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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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

）对民众是宽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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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会选择最容易的，他渴望消除
民众的困难。他（ ）曾说：
ِد
ِد
ِّسا " [رواه
 " ِد َّا اهللَد َدَل ْد َد ْدب َد ْدنِدل ُد َد نِّلتا َد َدٓد ُد َد: َدـ َدال
ت َدعنِّلتًةا َد َدق ْدـ َد َد َدنل ُد َد ِّل ًة ُد َد ِّل ًة
.]ؾ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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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 َّا اهللَد َد َداؼ اؿِد ٌدؼ ُد ِدب اق ْدؿ َدؼ طِدل ع َد ِدف ا َدٓد طِدل ع َد ا ْدق ن ِد: َدـ َدال
" ْدػ
ُد
َد
َد ْد َد ُد ْد
ُّ ِّل َد ُد ْد
َد َد
.][ تػق ظؾق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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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اا اق ِّل ْدؿ ُدؼ ِدِف َد ْد ٍد ِد َّٓد َد ا َد ُدف َد َد ا ُد ِّل َد ِد ْدـ َد ْد ٍد ِد َّٓد َد ا ف " [ َروا ُه
 " َد ا ف َد: َد َدـ َدال

.]ْ ؾِ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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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47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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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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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同情和怜悯

（清高的真主形容自己的先知
的。他说：

َؿ َولٍَ :قَسِ جَاَ٤نُِِ ضَغُ َِِّٔ ٌٍٛأَْفُػِهُِِ عَعِٜعٌ عًََََ ِِ٘ٝا عَِٓتُِِّ حَطِٜصٌ عًََِٝهُِ
بِايُُِؤَِِِٓنيَ ضَُٚ٤فٌ ضَّحِ[ ٌِٝافتَّوبي.]128 :
【[128]你们本族中的使者确已来教化你们了，他不忍
①】。心见你们受痛苦，他渴望你们得正道，他慈爱信士们
）对民众的宽厚中有：

（在他

ًْ َيو َر َ
شول ااِ!
َأ َّن َرج ً َجوء إِػ افـَّبِ ِّي َ ؾ َؼ َولَ :هؾؽ ُ
！），他说：“主的使者啊

（曾有一个人来见先知
”。我受伤了

َدـ َدالَ " :د َد ا َد ْد َد َد
َدؽ؟".
”？使者说：“你怎么受伤了
ظذ ا ْ ِ
َ
َؿول :وؿ ْع ًُ َ
ضون.
رأِت ِ َر
”。他说：“我封着‘赖麦丹’月的斋与妻子同房了
َدـ َدالَ " :د ْدؾ َد ِد ُد َد ا َد ْد تِد ُدؼ َدا َدـب ًةة".
”？使者说：“你有可以释放奴隶吗
َؿ َول.َٓ :
”。他说：“没有
َدـ َدالَ " :دؿ َد ْدؾ َد ْد تَدطِد ُدع َد ْدا ُدَدلق َد َد ْدف َدا ْد ِدـ ُد َدتتَدا ِد َد ْد ِد
ػ؟".
”？使者说：“你有能力连续封两个月斋的吗
َؿ َول.َٓ :
①

《忏悔章》第 128 节

先知生平讲座

150

他说：“没有。”
ِد ِد
."ِّلػ ِد ْد ِد نًةا
 " َدؿ َد ْدؾ َد ِد ُد َد ا ُد ْدط ُدؿ ت َد:َدـ َدال
使者说：“你有供给六十个穷人吃饭的能力吗？”
.َٓ :َؿ َول
他说：“没有。”
ِ ٍ
." " َدَدل َّ ْدق ِد َد َد ا: ؿقال،متر
ٌ  بِ َع َر ؾقه افـبي
ُّ  ُث َّم َج َؾ َس ؾ ُل ِِت:َؿ َو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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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أهل
ُ  َأ َأ ْؾ َؼ ُر ِ ـَّو؟ َؾًّم بغ ٓ َب َت ْقفو: افرجل
 ؿ ِد َد. أحوج إِ َف ْق ِه ِ ـَّو
 اقنبل
ًبق
ُ
ُّ ؽ
َّ َؿ َول
ب َدؿ َدف ْدط ِد ْد ُدف َد ْد َد َد
.]تػق ظ َؾ ْقه
ٌ [ "ؽ
 "ا ْد َد ْد:َد تَّك ْدو ا ُد ف ُد َّؿ َدـ َد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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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达到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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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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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قـًّم َأكَو ُأ َص ِّع رش: ي ُؼول عووي ُي ْب ُن احل َؽ ِم اف َؾ ِم ُّي
ِ ُ
طس
َ  إِ ْذ َظ، ِول اا
ُ َ
ُّ
َ
ِ ٌ ر
ِ افؼو ُم بل ْب
 وا ُثؽ َْل ُأ ِّ قوه ! َ و: ًُ صور ِه ْم ؾؼ ْؾ
ُ َ  ْير: ًُ افؼو ِم َؾؼ ْؾ
ْ  َؾ َر وين. ُمح َك اا
ْ جل َن
َ
ِ بليدهيم َظ َذ أ ْؾ
ِ يْضبون
َ ص ْل ُكؽم تَـ ُظ ُر
 َؾ َؾ ًَّّم رأي ُتفم ُي َص ِّؿتوكَـي َفؽِـِّي،خوذ ِه ْم
ُ ِ ْ ؾجع ُؾوا
َ إيل؟
ْ
َّ ون

رأيً ُ ع ِّؾ ًًّم ؿ ْب َؾه وٓ ب ْعدَ ه َأح َن َت ْعؾِ ًقًّم
ُ  َ و، َؾبِل ُهو وأ ِّ ي، افـبي
ُّ َش
ُّ  َؾ َؾ ًَّّم َصذ،ًؽ
ِد
 " ِد َّا ِد ِد: و َٓ َْضبـي و َٓ َصتؿـِي َدـ َدال، َؾوااِ و ـَفرين،ِ ـْه
َّ
َد
َ ََ
َ
َ َ
اقل َد َدٓد َد ْدل ُد ُدح ؿ َد ا َد ْد ٌد
ِد ْدـ َدف َد ِد اقن ِد
.]َّاس ِد َّ َد ُد َدق اق َّت ْد بِد ُدح َد اق َّت ْد بِد ُدْي َد ـِد َد ا َد ُد ا ْدق ُدق ْد ِدا" [ َر َوا ُه ُ ْ ؾِ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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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对民众的宽厚中有：他禁止不分昼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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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封斋，因为他害怕连续封斋成为对人们的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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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ا َد ت ْد ِد
ػ َد ِد
 " َد ا َد َد ا َد: َدؿ َدق َدال. َدػ
" اا ْدب ُدؾ؟
َد
 امل ْد ج َد َدؿ ِد َد ا َد ْدب ٌدؾ َد ْد ُد ٌدو ِد َد اقنبل
وخؾ ِّل
ِ
 " ُد ُّ ق ُد قِد ُد َدل ِّلؾ َد َد ُد ف ْدُدؿ:  ؿقال اقنبل،ؼً بِه
ْ ست تع َّؾ
ْ  َؾنِ َذا َؾ،َى
َ  َهذا َح ْب ٌل فزيـ:َؿو ُفوا
.]َدَدشا َدط ُدف َدؿ ِد َد ا َدؿ َد َد َدؿ ْد َد ْدق ُد ْد " [ ُ َّت َػ ٌق َظ َؾ ْق ِ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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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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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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كس ب ِن ٍ
وفك َ ،ؿ َول َ :بقـًَّم ك َْح ُن ِ اد ِجد رش ِ
ول ااِ  إِ ْذ َجوء أظرا ٌّب
َ ُ
ْ
َظ ْن َأ ِ ْ َ
أصحوب َر ُ
َؾ َؼوم ي ُب ُ
شول ااِ ْ َ :ه َ ْه.
ول اد ْ ِجدَ ،ؾ َؼول
ُ
）在圣寺里坐着时，突然进
）

（正当我们与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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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ؿ َدق َدال َدا ُد ُد
قل اهللِد َ " دو ُدعق ُد َدٓد ُد ْد ِدا ُد ق ُد " َؾس ُـوه َحتَّى بول.

”！）说：“你们不要管他，让他尿吧

（主的使者

。众圣门弟子就没有再管他，直至他尿完
ِد
ِد
ِد
ُد َّؿ ِد َّا ا َد
ك ٍد ِد ْدـ َد َد ا اق َدب ْدق ِدل
قل اهللِد َ دو َدعا ُد َدؿ َدق َدال َدق ُدفِ " :د َّا امل َد اج َد َدٓد ل ُد ُدح ق َد ْد
َد ا ْدق َدق َد ِدا ِد َّ ِد َدل قِد ِد ْدف ِد اهللِد َدع َّ َد َدج َّؾ َد ـِد َد ا َد ِد ا ْدق ُدق ْد ِدا".
）把他喊过来，对他说：
“这是清真

（然后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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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فو ِ ن ٍ
ِ
وء ؾ ـَّه َظؾقهَّ ُ [ .ت َػ ٌق َظ َؾ ْق ِه].
َؿ َول :ؾل َر َر ُج ً َن اف َؼ ْو ِم َؾ َجو َء بِ ٍ ْ َ
他（传述人）说：“使者命人拿来一桶水，然后把它泼
在上面。”①在类似这种宽厚的例子还有：
افـبي َ ؾ َؼ َولَ :يو َر َ
شول ااِ! َ
بوفزكَو!!
ائذ ْن ِيل ِّ
َأ َّن ؾتًى َصو ابو َأتَى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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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主的使者啊

（有一个年轻的男子来对先知

”！！请允许我通奸吧
ِ
اقنبل " :ا ْدو ُد ْدف" َؾدَ كَو ِ ـْ ُه ؿري ًبو.
َؾ َل ْؿ َبل َظ َؾ ْقه افؼو ُم َؾ َز َج ُرو ُهَ ،وؿو ُفواْ َ :ه َ ْه َدؿ َدق َدا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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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ـالَ " :د ُد ِد
َت ُّب ُدف ِدٕدُد ِّل َد
ؽ"؟
先知问他：
”？“你想与你的母亲通奸吗
َؿول َٓ :وااِ َجع َؾـي ااُ ؾِدا َءك.

他回答说：“决不，指主发誓，愿真主使我作为您的
”。献身
َّاس ُد ِد ُّبق َد ُدف ِدٕدُد َّ َد ِد
ااِد ْدؿ َد َدؿ ُدت ِد ُّبف ٓد ْد نَدتِد َد
ؽ؟".
َدـ َدالَ " :د َدٓد اقن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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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رشول ااِ َجعؾـِي ااُ ؾِدَ ا َءك.
َؿ َول َٓ :وااِ َي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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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س ُد ِد ُّبق َد ُدف قِد َدبن ِد
َدااِد ْدؿ َد َدؿ ُدت ِد ُّب ُدف ٕدُد ْدختِد َد
ؽ؟".
َدـ َدالَ " :د َدٓد اقن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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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ؿ َول َٓ :وااِ َجعؾـِي ااُ ؾِدا َءك.
他回答说：
”。“决不，指主发誓，愿真主使我作为您的献身
َّاس ُد ِد ُّبق َد ُدف ِدٕدَد َدخ َدق ِدااِد ْدؿ َد َدؿ ُدت ِد ُّبف قِد َد َّ تِد َد
ؽ؟".
َدـ َدالَ " :د َدٓد اقن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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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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د َد اهللِد َدج َد ِدنل اهللُد ؿِد ا َد َد:َدـ َدال
他回答说：
“决不，指主发誓，愿真主使我作为您的献
身。”
َّاس ُد ِد ُّبق َد ُدف قِد َد َّ ِد ِدف ْد َد َدؿ ُدت ِد ُّبف ِدخلا َدقتِد َد
" ؽ؟
 " َد َدٓد اقن ُد:َدـ َد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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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هلل َدج َد ِدنل اهللُد ؿِد ا َد َد
 َدٓد َد ا ِد:َدـ َدال
他回答说：
“决不，指主发誓，愿真主使我作为您的献
身。”
ِد
ِد ِد
ِد
ِد
ْدب
 "اق َّ ُد َّؿ اؾْد ْد َد َد:َّاس ُد ُّبق َد ُدف ق َد َدآد ِداِد ْدؿ" ُد َّؿ َد َدض َدع َد َد ْد ف َدع َد ْدف َد َدـ َدال
 " َد َدٓد اقن ُد:َدـ َدال
ِ
ِ ِ
.] [ َرواه َأ ْمحد.َش ٍء
ْ َ َد َدط ِّل ْد َدـ ْد َدب ُدف َد َد ِّلل ْدـ َدؿ ْد َدج ُدف" َؾ َؾ ْم َي ُؽ ْن َب ْعدَ َذف َك ا ْف َػتَى َي ْؾتَػ ًُ إػ
他（
后，他（

）说：
“人们都不喜欢与他们的姨母通奸。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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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对民众的宽厚中有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1185 段

先知生平讲座

156

他俩）传述的《圣训》，他说：
ظن اب ِن َظب ٍ ِ
برج ٍل ؿوئ ٍمَ ،ؾ َلل
ى ،إِ َذا ُهو ُ
افـبي  خي ُط ُ
ْ َّ
وس َر ااُ ظـفًّم َؿ َول  :ب ْقـًَّم ُّ
َظـْ ُه َؾ َؼو ُفواَ :أ ُبو إِ ْ َ ِائ َقل ك ََذ َر َأ ْن يؼو َم ِ اف ْؿ ِ
س َو َٓ يؼعدَ َ ،و َٓ ي َّ
يصو َم
تظل وٓ
يتؽؾم َو ُ
َ
َد
اقنبل ُ " :د ُد َدؿ ْد َد َدت َد َّ ْدؿ َد ْدق َد ْد تَدنِد َّؾ َد ْدق َد ْدق ُد ْد َد ْدق ُدتِد َّؿ َد ْدق َد ُدف" [روا ُه َ
افبخ ِور ُّي].
ؿقال ُّ
）演讲时，忽然发现一个男子站着，他

（正当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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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ظبدُ ااِ ْب ُن ِ
ِ
افـبي َ أ ِّين ُ
أؿول  :وااِ
ظؿرو ْبن
افعوص َر ااُ ظـفًّم َؿول ُ :أ ْخ ِز ُّ
ْدت ا َّق ِد َد ُدق ُد
افؾقل َ و ِظ ْ ًُ َ .دؿ َدق َدال ا ُد
وٕؿو َّن َ
َّفورَ ،
قل َد قِد َد
ؽ؟
قل اهلل َ " :د َد
َٕصو َ َّن افـ َ
َ
َّؽ َدٓد َد ْد تَدطِد ُدع َد قِد َد
رشول ااِ َ .دـالَ " :دؿ ِد َد
ؽ َدؿ ُدل ْدؿ
أكً َو ُأ ِّ ي َيو
"ؾؼ ْؾ ًُ فه  :ؿد ُه
ؿؾًبِ َل ِ َ

ؽ َد َدا َد ِد ا َد قِدؽ ِد ْد ُدؾ ِد
َد َد ْدؿطِد ْد َد ْدَدؿ َد ُدـ ْدؿ َد ُد ْدؿ ِد َدـ َّ
َد
اقش ْد ِد َد َد َد َدة َد َّ ا ٍد َدؿ ِد َّا اا َد َدن َدة ِد َد ْد ِد ْد
اق َّ ْد ِد ".
）我确说过：‘指主发誓，只要我
）

َد

ا ِد

（“我告诉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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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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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获得十倍的报酬，这样就类似于你封了终生的斋。”在
）说：

（另一传述中提到使者

َد ُد
تَ :د َد َد ا ا َد
قل اهللِد! َدـ َدالَ " :دؿ َد
َب َد َد
َّؽ ُدَدلق ُد اقنَّ َد َداا َد َد ُدقق ُد اق َّ ْد َدؾ؟ " ُدـ ُد
" َدق ْدؿ ْدخ َد ْد
ؽ َدع َد ْد َد
ؽ َد ًّقا َد ِد َّا قِد ُد ْدنَد ْد َد
َد ْد َد ْدؾ ُد ْدؿ َد َد ْدؿطِد ْد َد ْدَدؿ َد ُدـ ْدؿ َدؿ ِد َّا َدا َد ِد َد َدع َد ْد َد
ؽ َد ًّقا َد ِد َّا
ؽ َد ًّقا َد ِد َّا ِد َد ْد بِد َد
ؽ َد ًّقا َد ِد َّا قِد َد ْد ِدا َد َدع َد ْد َد
ؽ َدع َد ْد َد
قِد َد ْد ِدج َد
ؽ َد ْدا ُدَدلق َد ِدِف ف ِّلُدؾ َد ْد ٍد َد َد َد َدة َد َّ ا ٍد
ٍد
ؽ َد َد ْد َدا َد ِد ا َدؿ ِد َّا َد قِد َد
َدؿ ِد َّا َدق َد
ؽ ِد َدا ُد اق َّ ْد ِد " َؿ َول ظبدُ اا  :ؾ د ْد ُت ،ؾ ُ دِّ د
ؽ ِد ِّلُدؾ َد َد نَدة َدع ْد َد
َ
رشول ااِ ! إِ ِّين َأ ِجدُ ُؿ َّو ًة َ .دـ َدالُ " :د ْدؿ ِد َدا َد َد بِد َّل اهللِد َدوا َدو َدٓد َد ِد ْدو َدع َد ْد ِدف ".
َظ َّع .ؿ ْؾ ًُ :يو
ؾؽون َظبدُ ااِ َي ُ
َ
ؾًَ :و َ و ـ َ
َون ِصقو ُم َداو َد؟ ـالِ " :د ْدل َد
َز  :فقتَـي
ػ اق َّ ْد ِد "
ُؿ ُ
ؼول َبعد و ـ ُ َ
تػق ِ
ِ
ظؾقه].
ؾً رخص َي
رشول ااِ ٌ [ .
ؿ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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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的建议
①

。注：即封一天，开一天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75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1159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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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讲座
“同盟军”战役
根据两种最正确的说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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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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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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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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多神教徒对主的使者（

）之间的约会，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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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إحزابَّٕ إِالَّ فِطَاضاُٚسُِٜطٜ ٍِٕ إ٠َِضََٛ بِعِٖٞ  ََاَٚ ْ٠َِضَٛتََٓا عُُٛٝ إَِّٕ 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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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بح ْػ ِر اخلـْدَ ِ َظ َر َض ًْ َفـو ِول اا
ٍ افز ِاء ْب ِن َظ ِوز
ُ  َّدو َأ َ َركَو َر ُش: َؿ َول ب
َ َظ ِن
ِ
ِ تلخ ُذ ؾِقفو اد َع
ُ َٓ ،ٌخر ٌة َظظقؿ ٌي َص ِديدة
، وو ُل َؾ َ ؽ َْوكَو َذف ِ َك إِ َػ افـَّبِ ِّي
َ َب ْع ِ اخلـْدَ َص
①

《同盟军章》第 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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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ؾ َجو َء َر ُ
ْض َب
شول ااِ َ ،ؾ َؾ ًَّّم َرآهو أ ْف َؼى َثو َب ُهَ ،و َأ َخ َذ اد ْع َو َل َد َدـ َدالِ " :د ْد ِدؿ اهللِد " ُث َّم َ َ
ُد ِد
َد
ت َد َد ا ِد َدح َّ
قا َد ا
ْدَب ُد ْدعطِد ُد
ل ُدـ ُدل َد
اقشا ِد َد اهللِد ِد ِّلا َدٕد ْد ُد
َ َ
ْض َب ًي َؾؽ ََْس ُث ُؾ َفو َد َدـ َدال" :اهللُد ف َد ُد
َد
ُد
ت َد َد ا ِد َدح
ْضب اف وكِق َي َؾ َؼط َ ُث ُؾ َفو
اع َدة "ُ ،ث َّم
ْدَب ُد ْدعطِد ُد
َ
اا ْد َد اق َّ َد
َ
أخر َد َدـ َدال" :اهللُد ف َد ُد
ِد
َدؿ ِد
اا ٍد
ْضب اف َّوف َي َد
ـالِ " :د ْد ِد اهللِد "
ل ْدإدَد ْد َد َدض ِد َدـ امل َد ااِد ِدـ " ُث َّم
َ
ل اق َدق ْد َد
س َد اهللِد ِد ِّلا َدٕد ْد ُد
ُد ِد
ِد
َد
َؾ َؼ َط َ بؼ َّق َي َ ِ
ْدَب ُد ْدعطِد ُد
ل َد ْد َدق َد
اا َد نْد َد ا َد
ت َد َد ا َدح اق َد َد ِدـ َد اهللِد ِد ِّلا َدٕد ْد ُد
احلجر َد َدـ َدال" :اهللُد ف َد ُد
ِد
َداا َد ِد ِد اق َّ اع َدة".
ْدـ َد ِد َد
）命令我们挖战壕的过程中，我们遇
）诉说，

（当主的使者

（到一个坚不可摧的巨石，于是我们去向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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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月，他们之间并

（多神教徒围困了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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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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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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اقق ْد َدطك َد َد َد
"َدااا
اقل َد ُد
َّ  " َد َد ُد ق َدا َدع ِدـ:َدـ َدال
قا ُد ْدؿ ًة
قا ْدؿ َد ُدـ ُدب َد
َل اهللُد ُد ُد َد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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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法》第 713-714 页，
《归途的干粮》3/269-270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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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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افـحل... ٢َ ايكُطِبِِٟ ش٤تَاِٜإَٚ ِٕاإلِحِػَاَٚ ٍَِِأَُِطُ بِايِعَسٜ ًََّ٘ ِإَّٕ اي:ؿول تعوػ
.]90
【[90]真主的确命人公平、行善、施济亲戚„„。
】①
清高的真主还说：

َُ أَقِطَبُٖٛ اُٛا اعِسِيُٛ أَالَّ تَعِسِي٢ًٍََِّ عَٛجِ ِض َََّٓهُِِ شََٔإُٓ قٟ
َ ال
َ َٚ : َوؿول تعوػ
.]8 : [ادوئدة٣َِٛيًِتَّك
【你们绝不要因为怨恨一伙人而不公道，你们当公道，
公道是最近于敬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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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ؿت َّق َدا َد ْدج ُدف ا ِد
:  " َد ْدَدش َد ُدع ِدِف َد ٍّ ِد ْدـ ُد ُد ِدو اهللِد؟ " َؾ َؼ َول َفه ُأ َشو َ ُي: َد َدـ َدال قل اهللِد
َد ُد
①

《蜜蜂章》第 90 节
《筵席章》第 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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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ش َت ْغ ِػ ْر ِيل َيو َر ُش َ
ول ا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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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ك َدـا َد َدا ُد
تطب َدؿ َدف ْد نَدك َدع َد اهللِد ِد ُد َدق َد ُد ف ُد َّؿ َدـ َدال :
قل ا هللِد ْ د
َدؿ َد َّ ف َد
ؿاخ َد
َداا اق ُّ
َد
ِس َدق ؿِد ِد ُدؿ َّ ِد
" َد َّ ا َد ْد ُد َدؿ ِد َّ َد ْد َد َد
اقؽ ُد
ِس َدق
ؽ َد ْدـ ف َد
ػ َد َد فُدق ُد َد ِد َد ا َد َد
َداا َدـ ْدب َد ْدُدؿ َّ ُد ْدؿ فَدا ُدقا ِد َد ا َد َد
ٍد
ػ َد َدـا ُد قا َدع َد ْد ِدف َد
ؿِد ِد ُدؿ اق َّ ِد ُد
ت
ِس َدـ ْد
اا َّ َد ِد ِّلا َد ا َّق ِد َد ْد ِدِس ِد َد ِد ِد َدق ْدق َد َّا َدؿاطِد َد َدة ِدن َد
ْدت ُد َد َّ َد َد
ت َد َد َد ا" [ ُ َّت َػ ٌق َظ َؾ ْق ِه].
َدق َدق َدط ْد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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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公正，不分地位贵贱、不分贫富

（这就是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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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أ َّن افـ َ
واح َي َٓ :
ُّعًّمن ْب َن َب ٍر َ ؿ َولَ :أ ْظ َط ِوين َأ َظطق ًيَ ،ؾ َؼو َف ًْ أ ّ ي ُظ َؿر ُة بِـ ًُْ َر َ
شول ااِ َ ،ؾ َلتَى َر َ
ْأر ََض َحتَّى ي َفدَ َر ُ
شول ااِ َ ؾ َؼ َول :إِ ِّين َأظ َط ْق ًُ ا ْبـِي ِ ْن َظؿر َة بِـ ًَْ
اح َي َظطِق ًي َؾل َرتْـِي َأن ُأ ِ
ول ااِ ! َدؿ َدق َدال َدا ُد ُد
ت َد ااِد َد َد َدق ِد َد
رش َ
قل اهللِد َ " :د ْدع َدط ْد َد
َر َو َ
صفدَ َك َيو ُ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4053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1688 段

先知生平讲座

164

 "ؿا َّ ُدققا اهللَد ِد: َدـ َدال.َٓ :ِد ْد َدؾ َد ا؟ " َؿ َول
ػ َد ْد ن ِد
. َداا ف ْدُدؿ " َؾ َر َج َ َب ٌر ؾر َّد ظط َّق َت ُه
اع ُدققا َد ْد َد
َد ْد
َد
.]تػق ظؾ ْق ِ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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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所以他（我的父亲）来见主的使者（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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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 َدق َد:ـ َدال
.َٓ :ت ِد ْد َدؾ َد َد ا؟ " َؿ َول
 " َدؿ ُد ُّ ُد ْدؿ َد ْدع َدط ْد َد: َدـ َدال. َك َع ْم:ُدقا ِد َدقا ُد ؟ " َؿ َول
ؽ َد ن َد
.]تػق ظؾ ْق ِه
ٌ ُ [ " " َدؿ َد َد ْد َد ُد َدع َد َدج ْدق ٍدا:َدـ َد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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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دق َدال َدا ُد
 " َد ْد َد َد: قل اهللِد
ِّس ُدو ِد َد ا َدَل ْد َدف ْدُدـ
ؽ! َد َد ْدـ َد ْد ِد ُدل ِد َد ا َدَل ْد َد ْدع ِد ْدل؟ َدـ ْد ِدخ ْدب ُد
ت َد َدخ ْد
]تػق َظ َؾ ْق ِه
ٌ [ "َد ْدع ِد ُد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447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1623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2507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1623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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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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د
ِد
ػ ِدعنْد َد اهللِد َدع َد َد نَدا ِد َد ِد ْدـ ٍد
قا ِدِف
ُدقا ا َّق ِد َدـ َد ْد ِد ُدق َد
 " ِد َّا امل ْدق ط َد: اققاا ُدؾ َد ُد َدق
.]ُد ْد ِد ِد ْدؿ َد َد ْد ِد ِد ْدؿ َد َد ا ُد ّدققا" [ َر َوا ُه ُ ْ ؾِ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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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最后病危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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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د ُدق ُد
ؽ َد َدٓد َد ْد ِد ُد
ؽ َدؿ َد َد ُد ْد نِدل ؿِد َد َد ْد ِد ُد
 "اق ُد َّؿ َد َد ا َدـ َد ِد ل ؿِد َد َد ْد ِد ُد:قل
ؽ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14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1063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1827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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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ذي
ُّ أبوداود واف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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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اا َدؿ َدل ِد َدؼ ِد َد ُدامها جا ق ِد
َدت َدق ُدف ا ْد َد َد ِد
اقق َدا َد ِدة
 " َد ْدـ فَدا ْد: ُد
ْد َد َد َد َد ْد َد
َد

َّ َدـ َدال َدع ف اقل ُد َد اق
.]َد ِد ُّق ُدف َد ااِد ٌدؾ" [رواه أبوداود وابن وج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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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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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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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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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们请求先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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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译者注：地名，麦地那北约一百五十公里处

先知生平讲座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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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ايَّٓاسِٙ أَفَأَِْتَ تُهِط: وؿول،]256 : [افبؼرةِِّٜٔ ايسَِٞ فٙال إِنِطَا
َ :َؿ َول تَعوػ
: [افؽوؾرونَِِٜٔ زِٞيَٚ ُُِِٓهٍِٜنُِِ ز
َ  :  وؿول،]99 : [يوكسَا َُؤَِِِٓنيَُُْٛٛهٜ ٢َّحَ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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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هًََٝ ع٣َِِ٘ بُِِجٌِِ ََا اعِتَسًََٝا عُِٚهُِِ فَاعِتَسًََٝ ع٣َ فََُِٔ اعِتَس: َؿ َول َت َعوػ
اُٚتعِتَس
َ ال
َ َٚ

َُِِْهًُُِٛكَاتٜ ٌَِِٜٔ ايًَِّ٘ ايَّصِٝ غَبِٞا فًُِٛ قَاتَٚ :] وؿول194 :[افبؼرة
.]191 : [افبؼرةَُُُُِِٖٛح ثَكِفِت
ُ ََُِِِٖٝ حًُُٛ اقِتَٚ : وؿول،]190 :[افبؼرة

【谁侵犯你们，你们可以同样的方法报复谁。】①又说：
①

《黄牛章》第 256 节
《优努斯章》第 99 节
③
《不信道的人们章》第 6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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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
分。
】②
又说：
【如果他们进攻你们，你们就应当杀戮他们。】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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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صِط٢ًََإَِّٕ ايًََّ٘ عَٚ

إًَُُُِٛ بِأََُِِّْٗ ظًَُُٛكَاتٜ َِٜٔ أُشَِٕ يًَِّص: ؿول تعوػ

ٍ[احل ًَُّ٘ا ضَبَُّٓا ايُٛيَُٛكٜ َِٕطِ حَلٍٍّ إِالَّ أََٝاضِِِٖ بِػِٜا َِٔ زَُٛٔ أُخِطِجِٜ) اٍَّش39(ٌطِٜيَكَس
]40-39 :آي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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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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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黄牛章》第 194 节
《黄牛章》第 190 节
③
《黄牛章》第 191 节
④
《朝觐章》第 39-40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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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忏悔章》中提到，清高的真主说：
: [افتوبي ّ١ََّْهُِِ نَافًُُِٛكَاتٜ ّ نََُا١َّا املُصِطِنِنيَ نَافًُِٛ قَاتَٚ : ؿول تعو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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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د
هلل َدؿ ِد ْدا
َّاس َد تَّك َد ُدقق ُدققا َدٓد ِد َدقف ِد َّٓد ا ُد
 " ُد ْد ُدو َد ْدا ُد َدـا َدؾ اقن َد: َدـ َدال َدع ف اقل ُد َد اق َّ ُد
."َدـا ُدقق َد ا َدع َدل ُد قا ِد نِّلل ِدو َد ا َد ُد ْدؿ َد َد ْد َدقا َدق ُد ْدؿ ِد َّٓد ِد َد ِّلق َد ا َد ِد َد ا ُد ُد ْدؿ َدع َد اهللِ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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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يًَ٘ ال
َّ ٍَِّٕ إ٤َاٛغ
َ ٢ًَِِِٗ َعِٝ َّ فَاْ ِبصِ ِإي١َْ َاٍِِّٝ خٛإََِّا َتدَافََّٔ َِٔ َقَٚ : ؿول تعوػ
.]58 : [إكػولَِِٓني٥خِبُّ اخلَ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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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忏悔章》第 3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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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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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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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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指罗马及沙俄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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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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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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 ا َدخ َدَل ْدو َد ِد َّ َد َدب َد ا َد ا ِد ُد اق ِد ِدؾ َد َد ا َد اهللِد َدٓد َد ْد َدف ُدق ِد: َدـ َدال
قا ا ْدق َد ْدق َد ُدخ ّدط ًةة ؿِد َد ا
َد
ِد
ِد
."او اهللِد ِد َّٓد َد ْدع َدط ْد ُدت ُد ْدؿ ِد َّ ا َد ا
َد ْد ن ُدؿ ُد ُد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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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遣了欧尔沃·本·麦斯欧德，使者对他说了曾对布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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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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دـ ْد ُد ِّل ؾ َدق ْدُدؿ ِد ْدـ َد ْد ِد ف ْدُدؿ اقنبل
ُّ َدـ َد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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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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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侯德比耶”条约加强了先知（

）对“穆阿特”

战役的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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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أَ َُّٜ٘ا ايَّصِ َٜٔآََُٓٛا َأِٚفُٛا بِايِعُكُٛزِ[ ادوئدة]1 :
َؿ َول َت َع َوػ :اَ
。【［1］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履行各种约言
①】
清高的真主说：
َؿ َول َت َع َوػ َٚ :أَِٚفُٛا بِايِعَِٗسِ إَِّٕ ايعَِٗسَ نَإَ ََػُِٛ٦الّ[ اا اء.]34 :
。【你们应当履行诺言；诺言确是要被审问的事
②】
真主说：
ْٟكُطُ َٕٛاملِٝجَامَ[ افرظد.]20 :
ال َ
َؿ َول :ايَّصُِٜٛ َٜٔفُ َٕٛبِعَِٗسِ ايًَِّ٘ ََ ٚ
。【[20]他们是实践真主的誓约而且不破坏盟约的
③】
）说：

（先知

ِد
َد
ِض
َّبل َ " :د ْدـ ف َد
َداا َد ْدنَد ُدف َد َد ْد َد
ـال اقن ُّ
ػ َدـ ْدق ٍد َدع ْد ٌد ؛ َدؿ َد َد ُد َّ َّـ ُدع ْدق َد ًة َد َدٓد َد ُدش َّ َد ا َد تَّك َد ْد َد
َد َد ُد ُد َد ْد َد نْدبِد َد َدق ْد ِد ْدؿ َدع َد َد َدقا ٍد" [رواه أبو داودوافس ذي].
“谁与其它的部落之间定有盟约，在约会结束之前他
绝不能破坏盟约；或者是他因对方破坏盟约而公开地向其

①

《筵席章》第 1 节
《夜行章》第 34 节
③
《雷霆章》第 20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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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战。
”①
当大骗子沐赛赖麦的两个使节来见先知（
俩说了与沐赛赖麦一样的话。先知（

）时，他

）说：

َد
ت َد ْدعنَدا َدـ ُد َد " َؾ َجرت شـ ُته َأٓ ُي ْؼتَل
قْض ْد ُد
َدـ َدال ِّل
 " َدق ْدق َدٓد َّا اق ُّ َد َدؾ َدٓد ُد ْدقت ُدَدؾ َد َد: اقنبل
ٌ َر ُش
.] [رواه أبوداود."و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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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带着脚镣从麦加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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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2759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1629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2761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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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众啊！我已是穆斯林了，难道因为我的信仰还要把我
送回多神教徒那儿去遭受他们的酷刑吗？”主的使者（

）

对他说：
ِد
ٍد
َد
ُ َؿ َول َف ُه َر ُش
ؽ َد مل ِد ْدـ َد َد َد
ب َدؿ ِد َّا اهللَّ َدجا ٌد ِدل َدق َد
ؽ ِد ـ
َب َد ا ْد َدت ْد
 " َد ا َد ا َدجنْد َد ل! ا ْد ِد ْد:ِول اا
ِد
ػ ا ْدق َدق ْدق ِد ُد ْد ًة ا َد َد ْدع َدط ِدنَدا ُد ْدؿ َدع َد َد ِدل َد
ػ َدؿ َد ًةجا َد َد ْد َد ًةجا ِد َّا َدـ ْد َدع َدق ْد َدا َد ْدنَدنَدا َد َد ْد َد
امل ْد َدت ْد َد َد
]افبخوري
َد َد ْدع ُدطق َدا َدع ْد َد اهللِد َدؿ َد ْد ِد ُدا ِد ِد ْدؿ" [روا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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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的协议。白拉乌的传述，当先知（

）遵守与非穆斯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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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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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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本·艾布塔利布书写这些条款，他写道：这是
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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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اا امل ْدقت ُد
"ُدقلفَداؿِد ًة ا
ٌد ِد َدـ اق َدقا ِد ِدؾ َد ِد ْدا ف َد

" َد ْدـ َد َّ َدـ َدا ُدج ًة َدع َد َد ْد ِد ِدف َدؿ َدق َدت َد ُدف َدؿ َدف َدا: َدـ َدال
.][رواه افبقفؼ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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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

）还说：

《布哈里圣训集》第3013段
《白衣哈给圣训集》第 2830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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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ا ا ْدق َدقت ُدْدؾ َد ْدنَد ُد ْدؿ" [رواه احلوـم].
ق َدَدال َ " :د ا َد َدق َدض َدـ ْدق ٌد اق َد ْد َد ِد َّٓد َد َد
①”。“破坏约会者，他们之间只有战争
）祈求真主保护远离背信弃义的欺骗行为，

（先知
他说：

اخل ا ِدَدة َدؿ ِد ا ِد ْد ِد
َدـ َدالَ " :دعق ُد ِد َد ِد ِد
ت اقبِد َدطا َد ُدة" [رواه أبوداود].
ُد
ؽ َدـ َد َّ َد
“我求您保护我远离背信弃义，它确是最恶劣的习
。性
②”
）禁止人背信弃义与欺骗，他说：
او ٍدا قِدقا ق ِد
َدـ َدال" :قِد ِّلُدؾ ؾَد ِد
" [ تػق ظؾقه].
اقق َدا َد ِدة ُد ْد َد ُد ِد ِدف
َد ٌد َد ْد َد

（先知

“复生日，对于每一个背信弃义者都有一面众所周知
。的旗子
③”
）还明确表示自己不会破坏任何约会，

（同时，先知
）说：

ِد
َد
ـال ع ف َّ
اقل ُد اق َّ

（他

ُدِ " :د ِّلا َدٓد َد ِدخ ْد ُد ِدا ْدق َد ْد ِد" [رواه أمحد وأبوداود].
。“我不会违背约会
④”

①

《哈克木圣训集》第3539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1547段，
《奈萨伊圣训集》第 5373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3015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1736段
④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2737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2758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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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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د َد ِد
َد
."ِس
 " َدٕد ْد نَد َد نَّ ْدُدؿ َّا ْد ن ُدَدع نْد ُدف َد ْد ْد:َدـ َد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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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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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派出艾布苏福杨去找先知（
德比耶”条约，但是遭到了先知（

）
，企图更新并延长“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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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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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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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苏福杨加入了伊斯兰，然后阿巴斯陪同他和他的两个
同伴来见主的使者（
先知（

），他的两个同伴也加入了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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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ا َدؿ ُد ق ِد ٌدـ َد َد ْدـ َدو َدخ َدؾ امل ْد ِد
َد
ج َد َدؿ ُد َدق ِد ٌدـ َد َد ْدـ
 " َد ْدـ َدو َدخ َدؾ َدو َداا َد ِد ُد ْد َد َد: اقنبل
ُّ ـال
."َدؾْد َد َدؼ َدع َد ْد ِدف َد ا َد ف َدؿ ُد َدق ِد ٌد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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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支起了帐篷，他强制性

《穆斯林圣训集》第 1780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0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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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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 اا اءّقاَُٖٛى ا َٕ ظ
َ ٌَِظََٖلَ ايبَاطٌُِ إَِّٕ ايبَاطَٚ َُّ احلَل٤قٌُِ جَاَٚ 
【真理已来临了，虚妄已消灭了。】①偶像就脸朝下摔
了下去，当时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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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ؽ ُدـ َد ْد ٍد
ٍَريم وا ْبن أخ
ٌ  َخ ًرا؛ َأ ٌخ ـ:ش َد ا َد َد ْد َدا َد ِّلا َدؿاع ٌدؾ ِد ْدُدؿ؟ " َؿوفوا
 " َد ا َد ْد َد َد:َدـ َدال
"  "ا ْد َد ُدبقا َدؿ َدف ْد ت ُدُدؿ اق ُّط َد َدؾـا ُد: ـال.ـري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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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法素》第 718-720 页，
《正确的生平》第 407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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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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ظَ ايكًَِبًَِِٝ نُٓتَ فَظاِّ غَٛيَٚ ٍَُِِٗ ََِّٔ ايًَِّ٘ يِٓتَ ي١َُِفبَُِا ضَح
َ :َؿ َول ُشبحو َك ُه
 [آل ِ األََِطِِٞضُِِِٖ فٚشَاَٚ َُِِٗاغِتَػِفِطِ يَٚ

َُِِِِٗٓيِوَ فَاعِفُ عَٛا َِِٔ حُّٚالْفَض
]159 :ظؿرا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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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ادوئدةَُخِبُّ املُخِػِِٓنيٜ ًََّ٘اصِ َفحِ إَِّٕ ايَٚ َُِِِٗٓ فَاعِفُ ع:ق ََال َت َع َو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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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ب َع ٌَ َر: َؿ َول ظن أ هريرة
رج ٍل ِ ْن َبـِي
ْ  َؾ َج، َخ ْق ً ِؿ َب َل ك َْج ٍد ِشول اا
ُ ِوءت ب
ٍ  ُثًّم ُي ْبن ُأ: ؼول َفه
ِ ثول َش ِّقدُ َأ ْه ُل اف َقًّم َ ِي َؾرب ُطو ُه بِ ِور َيٍة ِ ن َش
ُ َحـِقػ َي ُي
 َدؿ َد َد َدج،واري اد ْ ِج ِد
َ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59 节
《筵席章》第 1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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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
ق ِدف َدا ُد ُد
تؼتل ْ
خر؛ إِ ْن ْ
تؼتل
قل اهللِد َ دؿ َدق َدال َدق ُدفَ " :د ا َد ا عنْد َد َد َد ا ُد َد َد ُدة؟" َؿ َول :ظـْدي َيو َّ
ُمؿدُ ٌ
ـً ُتريدُ َ
ادولَ ،ؾ ْل ُت َ
َذا د ٍمْ ،
صئً  .فتر َـ ُه
عل ِ ـْه و َ
وإن ُتـ ِْع ْم ُتـ ِْع ْم َظذ صوـِ ٍر َ ،وإِ ْن ُـ َ
َر ُ
َون ِ ن اف َغ ِد َدـال َدقف َ " :د ا َد ا ِدعنْد َد َد َد ا ُد َد َد ُدة؟ " َؿ َول :و ُؿ ْؾ ًُ َفك؛ ْ
شول ااِ َ حتَّى ـ َ
إن
ٍ
ـً ُت ِريدُ َ
ادول َؾ َ ْل ُت َ
ئً
َت ْؼ ُت ْل َت ْؼ ُت ْل َذا َد ٍمَ ،وإِ ْن ُتـ ِْع ْم ُتـ ِْع ْم َظ َذ
عل ِ ـه و ِص َ
صوـرَ ،وإِ ْن ُـ َ
َؾ َس َـ ُه َر ُش ُ
ول ااِ َ حتَّى ـ َ
َون ِ َن اف َغ ِد َدؿ َدق َدال َدق ُدفَ " :د ا َد ا ِدعنْد َد َد َد ا ُد َد َد ُدة؟" َؿ َول :و ُؿ ْؾ ًُ َف َك:
إِ ْن ُتـ ِْعم ُت ِ
ٍ
ـً ُتريد َ
وإن تَؼ ُت ْل ْ
صوـرْ ،
ادولَ ،ؾ َ ْل ُتعل ِ ـْه و
ـع ْم َظذ
تؼتل َذا د ٍم َوإِ ْن ُـ َ
ْ
ئًَ .دؿ َدق َدال َدا ُد ُد
قل اهللِد َ " :د ْدط ِد ُدققا َد ُد
ثا َد َدة"
ِص َ
）派遣了一支骑兵到奈吉德方向，他们

（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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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对他说：
！“苏玛麦啊

（根柱子上。然后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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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离

（你要多少，就可以获得多少。”然后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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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190

先知生平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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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كخل َؿ ٍ ِ
َؾوك َط َؾ َق إِػ ٍ
ادس ِجد ؾوؽ َت َلُ ،ث َّم َد َخ َل اد ْ ِجدَ َؾ َؼ َولَ :أ ْصفدُ َأ َّن َٓ إف َه
ريى َن ْ
ـون ِ
ُمؿد ! وااِ َ و َ
إِ َّٓ ااُْ ،
إر ِ َوج ٌه أبغ َ إِ َّيل
ْ
وأصفدُ َأ َّن ُمؿدً ا ظبدُ ه ورشو ُفه؛ يو َّ
ِ
ـون ِ ن ِد ٍ
إيل ،وااِ َ و َ
ين أبغ َ إِ َّيل ِ ن
أحى ُ
وجفك َّ
وج ِف َك َؾ َؼدْ أص َبح ُ
ن ْ
افوجوه ُـ ِّؾفو ّ
ـون ِ ن ٍ
أحى افدِّ ِ
إيل  .وااِ و َ
إيل ِ ْن َب َؾ ِد َك ؾلص َب َح
ديـِك
بؾد أبغ َ
ؾلصبح ديـُك َّ
َ
َّ
ين ـ ِّؾه َّ
ِ
وإن خق َؾك َ
إيل َّ .
بؼه
أخذتْـِي َو َأكَو ُأريدُ اف ُع ْؿ َر َة َؾ ًَّم َذا تَرى؟
َؾ َّ
بؾدُ َك َّ
أحى افبِ د ُـ ِّؾفو َّ
تؿر  .ؾؾًّم ِ
ا  وأمره ْ ِ
ؿدم َ َّؽ َي َؿ َول فه ٌ
رش ُ
وفؽن
وت؟ َؿ َول ،َٓ :
ول ا ِ
ؿوئل  :أص َب َ
ْ
َّ
أن ي ْع َ
َ
ُ
ؿً رش ِ
ول ااِ َ و َٓ وااِ ٓ َت ْلتِق ُؽ ْم ِ َن اف َقًّم َ ِي َح َّب ُي ِحـْ َطي َحتَّى يل َذ َن ؾِقفو َر ُش ُ
ول
َأ ْش َؾ ُ َ َ ُ

ااِ  [ .تػق ظؾق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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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爱的
指主发誓，原来没有地方比您这儿更使我厌恶了，但现在
您这儿是我最喜爱的地方；您的骑兵把我抓来了，我现在
）向他报喜，

（想去副朝，您看如何？”然后主的使者

并命令他去副朝。当他到达麦加之后，有人问他：
“你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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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与你祖先的宗教？”他说：
“不是那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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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ؾؾًّم َؿ َػل َر ُش
 َؿ َػل، ا
ِ ول ا
َّ ، ؿ َب َل كجد ِ َأكَّه َؽ َزا َ َ َر ُشول اا جوبر
ُ َروى
ٍ
ِ َّوس
ِ  ؾل ْدر َـتْفم اف َؼ ِوئؾ ُي،َ َعه
ُ َزل َر ُش
َ  َؾـ،افعض ِوه
،افعض ِوه
َ
َ واد َـ ِر
ُ تػر ُ افـ
َّ  َو ِول اا
ٍ  ًَ شؿ ِول اا
ُ  َوك ََز َل َر ُش،ون بوف َج ِر
َ َي تظ ُّؾ
.ف َّؾق ِِبو شق َػ ُه
 ظ،رة
ُ َ
他曾经与主的使者（
的使者（

）一同出征奈吉德方向，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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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114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176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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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ؿول َجوبِ ُر  :ؾـ ِ ْؿـَو ك َْو ًي َؾنِ َذا َر ُش ُ
ول ااِ  يدْ ُظوكَو َؾج ْئـَو ُه َؾنِ َذا ِظـْدَ ُه َأ ْظ َرا ٌّب َجوف ِ ٌس
َدؿ َدق َدال َدا ُد ُد
ت َد ُد َدق ِدِف َد ِد ِد َد ْد تًةا َدؿ َدق َدال
اخ َد َد َدط َد ْد ِد ل َد َد َدا َدااِد ٌدؿ َدؿا ْد َدت ْد َدق ْدن ُد
قل اهللِد ِ " :د َّا َد َد ا ْد
ت  :اهللُد َدؿ َد ا ُد َدق َدجاقِد ٌد " ُد َّؿ َدَل اـِد ْدبف َدا ُد ُد
ِد َ :د ْدـ َد ْد نَد ُد َد
قل اهللِد َ [ .روا ُه
ؽ ِد نِّلل؟ ُدـ ْد ُد
اف ُب ِ
خور ُّ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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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我睡觉的时候，这名男子拔出

。边
（”主的使者

了我的剑，我醒来了，我的剑在他手中，他对我说：
‘是谁
）说：
‘真主。’然后他就坐在
①。）并没有惩罚他

（阻止你杀我的？’先知
（这里了。”然而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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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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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他都是最接近敌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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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د
ِد
" [رواه
ِّسا
 " ِد َّا اهللَد َدَل ْد َد ْدب َد ْدنل ُد َد نِّلتا َد َدٓد ُد َدت َد نِّلتًةا َد َدق ْدـ َد َد َدنل ُد َد ِّل ًة ُد َد ِّل ًة: َدـ َدال
.]ؾ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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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اققاقِد ِد َد ُدع ِّل ُد ْدُدؿ" [رواه أمحد وأبوداود
 " ِد َّ َد َدا َدق ْدُدؿ ِد َد ْدن ِد َدقة َد: َدـ َدال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47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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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你们就像一位父亲一样在教授你们。
”①
当有人询问他某项裁决时，往往他的答复会超出答案，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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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ق اق َّط قا ا ُد ْدِد:
اا ُّؾ ِد َد ُدتتُدف " [رواه أمحدُ وأصحوب
ُد َد ُد ُد َد ُد
ُد

ِد
َّ َدـ َدال َدع َد ْدف اقل ُد َد اق
.]اف ُّ ـ َِن

“海水是洁净的，海里的死物是合法的。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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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他也是最慷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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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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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د ا ُد ِد َدؾ َدا ُد ُد: َِؿ َول َجوبِ ُر ْب ُن َظ ْب ِد اا
َّػق
ٌ  [ ت." َدٓد:  َد ْد ًةا َدـ ُّط َدؿ َدق َدال قل اهللِد
“只要有人向主的使者（

.]ظؾ ْق ِه

）寻求帮助时，他都决不

会说：
‘不’
。
”④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7064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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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4177段
④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34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11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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ظن أكس ر اا ظـه ؿول َ :د ا ُد ِد َدؾ َدا ُد ُد
قل اهلل
َدع َد اْل ْد ِد َد ْد ًةا َّٓد َد ْدع َدطا ُد
ػ َدج َدب َد ِد
ػ َدؿ َد َدج َدع َدؼ َدـق ِد ِدف َدؿ َدق َدال َ :د ا َدـق ِد َد ْد ِد ُد قا َدؿ َّا
َدـ َدالَ :دؿ َدجا َد ُد َدا ُدج ٌدؾ َدؿ َدف ْدع َدطا ُد ؾَد َدن ًة َد َد
ُد َد َّ ًةا ُد ْد طِدل َدعطا ًة ٓد َد ْد َدشك اق َد ا َدـ َدة .أخرجه ؾم.
）寻求时，他都

（“任何人因为伊斯兰向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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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了率福

（在“侯奈尼”战役之后，主的使者
娃奴·本·伍麦叶三百峰骆驼，后来他说：

قل اهللِد َ د ا َد ْدع َدط ِداا َد ِد َّ ُدف َدٕدَد ْد ُدَدض اقن ِد
َؿ َولَ " :د اهللِد َدق َدق ْد َد ْدع َدط ِداا َدا ُد ُد
َّاس ِد َّ َدؿ َد َد ِد َدح
ِد ِد
ب اقن ِد
َّاس ِد َّ " [رواه ؾم].
ُد ْد ط نل َد تَّك ِد َّف َدٕدَد َد ُّ
）确已给了我他所给予

（“指主发誓，真主的使者

的，他曾经是我最讨厌的人，他一直给予我，直到他成为
。我最喜爱的人
②”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اس ْد ِد
َظ ِن ا ْب ِن َظ َّب ٍ
قل اهللِد َ د ْدج َدق َدو اقن ِد
َداا َدا ُد ُد
َداا
اخلْي َد ف َد
وس َر ِ َ ااُ َظـ ُْف ًَّم َؿ َول  :ف َد
اا ِد
ػ َد ْدق َدقا ُد ِدج ْدَب ُدؾ – َدع َد ْد ِدف اق َّ ُد – ؿ ُد َد ِداا ُد ف اق ُدق ْد َدا
َد ْدجق َدو َد ا
ُدقا ِدِف َد ْد ِد َدا َد َد
ُد
َد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12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1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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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د ْدجق ُدو ْد ِد قل اهللِد
َدؿ َد ُد ُد
.]تػق َظ َؾ ْق ِه
ٌ [ اخلْي ِد َدـ اق ِّل ْد حِد امل ْد َد ِدة
“主的使者是最慷慨行善的人，他最慷慨的时候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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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朱拜勒•本•穆图阿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بقـَو رش: َؿ َول َظ ْن ُج َب ِر ْب ِن ْط ِع ٍم
ٍ ْ َّوس َ ْؼ َػؾه ِ ْن ُحـ
َغ
ُ  َو َ َع ُه افـ ِول اا
ُ َ
ُ
ْ
ف ا ُد ُد
 قل اهللِد
َ  َؾ َخ َطػً ِردا َء ُه َؾ َو َؿ،راب ي ْ َلفو َك ُه َحتَّى اض َط ُّرو ُه إِػ َش ُؿرة
ْ ؼً بِ ِه
ْ َِظؾ
ُ إظ

َداا َدع َد ُدو َد ِد اق َد ا َد َد ًة ق َدق َد ْد تُدف َد ْدنَد ْدُدؿ ُد َّؿ َدٓد َد ِد ُد ْد ِدا
 " ُدا ُّو ا َدع َد َّغ ِدا َدوااِدل َدؿ َدقاهللِد َدق ْدق ف َد:َدؿ َدق َدال
ِ َد ِد ْد ًة َد َدٓد َدف َّ ا ًة ا َد َدٓد َدج َدبا ًةا" [روا ُه اف ُب
.]خور ُّ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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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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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08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2665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60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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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奈斯说：
ِد ٍد
ِد
س ِ ِذ ُّي].
اقنبل َ دٓد َّ خ ُد َد ْد ًةا ق َ [ .روا ُه اف ْ
َدـ َدال َد َد ٌد  :فَداا ُّ
。）从不为明天储备东西
①”

（“先知

艾布赛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وس ِ َن إك َْص ِور َر ُش َ
وه ْم َ و َشل ُفوه ُث َّم
ول ااِ َ ،ؾ َل ْظ َط ُ
َظ ْن َأ ِ شعقد َ ؿ َولَ :ش َلل ك ٌ
طوه ْم َ و َشل ُفوهَ ،حتَّى إِ َذا ك َِػدَ َ و ِظـْدَ ه َدـ َدالَ " :د ا
وه ْم َ و َشل ُفوه ُث َّم َشل ُفوه ْ
َشل ُفوه َؾ ْ
ؾلظ ُ
لظ َط ُ

ُدقا ِدع ْدن ِد َدؿ َد ْدـ َد َّو ِدخ َد ُد َدعنْد ْدُدؿ َد َد ْدـ َد ْد َدت ْد ِد ْد
َب
ػ ُد ِد ّد ُدف اهللُد َد َد ْدـ َد ْد َدت ِدْدـ ُد ْدن ِد ِدف ا ُد
َد ُد
هلل َد َد ْدـ َد ت َدَدل َّ ْد
ِد
ِد
تػق َظ َؾ ْق ِه].
اقل ْد ِدَب [ ٌ
َب ُد اهللُد َد َد ا ُد ْدعط َدل َد َد ٌد َدعطا ًة ُد َدق َدخ ْد ٌدْي َدق ُدف َد َد ْد َد ُدع َدـ َّ
ُد َدل ِّل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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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2467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40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053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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ســــــلســــلـــــة الكــتـــب اإلســـــــالمـــيــة  -

 40جملساً
يف صحبة احلبيب 
سريته – أخالقه – مشائله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إعداد  /د.عادل بن علي الشِّد ي
ترمجة/د .أمحد بن عبد اهلل الصِّيي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