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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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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ال عز                          

                               

      - ] ١٦٤: آل عمران[ 

【[164]真主确已施恩于信士们，因为他曾在他们中派遣了

一个同族的使者，对他们宣读他的迹象，并且熏陶他们，教授

他们天经和智慧，以前，他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的。】P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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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قال عز             ] ٦٨: القصص[ 

【[68]你的主，创造他所意欲的，选择他所意欲的。】P1F

②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64 节 

②
《故事章》第 6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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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قال عز               ] احلج :

٧٥[ 

【[75]真主从天使中和人类中拣选若干使者。】P2F

① 

并且派遣了他，清高的真主说： 

 :قال عز                             

 ]٤٦-٤٥: األحزاب [

【见证者，为报喜者，为警告者，[46]为奉真主之命召人

于真主者，为灿烂的明灯。】P3F

② 

为遵循他的道路方针者注定了荣耀、幸福和自豪；违背他

的命令者注定了卑贱、不幸和下贱。愿善者昼夜记念的主赐予

他幸福和平安。 

众所周知，没有任何讲座比有关先知（ ）的讲座更荣耀

了，尽管圣门弟子们（愿真主喜悦他们）曾有幸在今世中参加

他的讲座，学习他的教学、指导和教育，但是，清高伟大的真

主凭着自己的慈悯和慷慨恩赐了我们学习先知（ ）的生平、

圣行、指导、以及他个性的特点——具备全面地慈爱、宽容、

高贵、慷慨和高尚品德的特点。 

很久以来，编写一本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有关先知（ ）

讲座的构思一直困扰着我。编写此书便于让穆斯林接近先知的

                                                        
①
《朝觐章》第 7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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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言词，清高的真主说： 

 : ىلتعا قال                      

              ] ٢١: األحزاب[ 

【[21]希望真主和末日，并且多多记念真主者，你们有使

者可以作你们的优良模范。】P4F

① 

 سبحانه  وقال                      

 ]٧: احلرش [

超绝万物的真主又说：【使者命令你们的，当遵守之；使者

禁止你们的，当戒绝之。】P5F

② 

在这些讲座中我尽量减少边注，以免分散读者注重其中的

部分内容；同样，我也尽量压缩词汇，放大字体，便利于有兴

趣的伊玛目在清真寺里把这些讲座诵读给礼拜的人们听，也便

利于有兴趣的老师把它诵读给自己的学生们。 

我也没有忘记感谢所有支持我的这种想法和努力，直至以

这种形式出版此书的人，其中尤其是我的兄弟们：哈立德·阿

布萨利哈先生为了收集和整理资料作出的不懈努力，和穆罕默

德·塔伊阿先生对此书的的修补和校正，以及福斯塔拓印刷厂

厂长伊玛目阿尔法特对出版此书所付出的努力与合作——为了

帮助那些渴望慈善事业的人们而降低本书的成本。 

                                                        
①
《同盟军章》第 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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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兄弟祈祷，我也希望如有任何意见或评论请用电子邮件与我

联系： 

adelalshddy@hotmail.com 

我祈求伟大尊严的真主援助我们所有的人履行我们先知

（ ）的权利，使我们服务于先知的圣行和教导，凭着我们效

仿真主的先知（ ），我祈求真主增加我们在今后两世的荣誉

和地位；同时，我还祈求超绝万物的真主恩赐我们在天堂里陪

伴他的先知（ ）；使我们的工作纯粹是为了仁慈的真主的喜

悦。愿主赐福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家人、以及所有的圣

门弟子。 

 

阿迪鲁·本·阿里·艾勒辛迪 博士 

 

苏欧迪国王大学经注学与《古兰经》学助理教授 

 

利雅得外交部宿舍楼大清真寺的演讲员 

 

mailto:adelalshddy@hotmail.com


 10 四十讲座——有关敬爱的先知  

å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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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ال عز                          

                               

      ] ١٦٤: آل عمران[ 

【[164]真主确已施恩于信士们，因为他曾在他们中派遣了

一个同族的使者，对他们宣读他的迹象，并且熏陶他们，教授

他们天经和智慧，以前，他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的。】P6F

① 

我们对于主的使者（ ）有许多应尽的义务，我们应该遵

守和保护它们，并当谨防疏忽或轻视了它们。在这些权利有： 

第一：相信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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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6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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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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ىلَ  عَ ال اهللا تَ  : قَ                 ]٨: التغابن.[ 

【[8]故你们当信仰真主和他的使者，以及我所降示的光

明。】P7F

① 

清高的真主又说： 

اىلَ  عَ ال اهللا تَ   :وقَ                   

    ]١٥: احلجرات.[ 

【[15]信士，只是确信真主和使者，然后没有怀疑。】P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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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ىلَ  ال اهللا تَعَ    :قَ                     

         ]١٣: األنفال.[ 

【[13]这是因为他们违抗真主及其使者。谁违抗真主及其

使者，真主就严惩谁。】P9F

③ 

الَ النَّبيُّ  الَ ": قَ ُودِيٌّ وَ ، هيَ ةِ ُمَّ هِ األْ ذِ نْ هَ دٌ مِ عُ يبِ أَحَ مَ هِ، الَ يَسْ دٍ بِيَدِ َمَّ سُ حمُ ي نَفْ الَّذِ وَ

انَ  لْتُ بِه إِالَّ كَ سِ ي أُرْ نْ بِالَّذِ مِ ؤْ لَـمْ يُ وتُ وَ مَّ يَمُ ٌّ ثُ اينِ َ ابِ النَّارِ  نَرصْ حَ نْ أَصْ لِمُ [ ".مِ سْ اهُ مُ وَ  ].رَ

                                                        
①
《相欺章》第 8节 

②
《寝室章》第 15节 

③
《战利品章》第 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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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 ）说：“指掌管穆罕默德生命的主宰发誓，在这

个民族中，任何人在听到我的宣传之后，无论是犹太教徒，或

者是基督教徒，至死都没有归信我奉命所传达的人，他必是火

狱的居民。” P10F

① 

第二：追随他（ ） 

追随先知（ ）是相信他最真实的证据，声称相信先知

（ ）的使命，而后既不服从他的命令，也不远离先知（ ）

禁止他的禁戒，更不追随先知（ ）的圣行者，他对于自己的

信仰确已说谎。因为信仰它就是内心坚信，和身体力行。 

清高的真主确已阐明了他只慈悯追随和顺服先知的人。清

高的真主说： 

اىلَ  عَ الَ تَ   :قَ                     

                      

   ]١٥٧ ١٥٦: األعراف.[ 

【[156]……我的慈恩是包罗万物的。我将注定以我的慈恩

归于敬畏真主，完纳天课，而且信仰我的迹象者。[157]他们顺

从使者——文盲的先知。】P11F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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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53段 

②
《高处章》第 156-1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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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ىلَ  عَ الَ تَ   :قَ                       

     ]٦٣: لنور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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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F

① 

清高的真主确已阐明了必须完全地顺服主的使者（ ）的

裁决，心情舒畅地接受他的裁决。清高的真主说： 

اىلَ  عَ الَ تَ    :قَ                      

                    ]٦٥: النساء..[ 

【[65]指你的主发誓，他们不信道，直到他们请你判决他

们之间的纷争，而他们的心里对于你的判决毫无芥蒂，并且他

们完全顺服。】P13F

② 

第三：喜爱他（ ） 

在先知（ ）对其民族所享有的权利中有：完全地喜爱他，

喜爱他胜过喜爱全人类，主的使者（ ）说： 

الَ  النَّاسِ ": قَ هِ وَ الِدِ وَ هِ وَ لَدِ نْ وَ بَّ إِلَيْهِ مِ ونَ أَحَ تَّى أَكُ مْ حَ كُ دُ نُ أَحَ مِ ؤْ َعِنيَ  الَ يُ  ".أَمجْ

 ].متفق عليه[

“你们中任何一人都不算真正归信，除非他喜爱我胜过喜

爱他的父亲和他的儿子，以及所有的人。”P14F

③ 

任何违背主的使者（ ）的人，都绝不能为信士，即使他

                                                        
①
《光明章》第 63节 

②
《妇女章》第 65节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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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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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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لِ اهللاِ  سُ رُ بْنُ اخلطَّابِ لِرَ مَ الَ عُ دْ قَ ولَ اهللاِ: قَ سُ ا رَ بُّ ! يَ نْتَ أَحَ نْ ألَ ءٍ إِالَّ مِ ْ لِّ يشَ نْ كُ إِيلَّ مِ

الَ النَّبِيُّ .نَفْيسِ  قَ كَ ": فَ سِ فْ نْ نَ بَّ إِلَيْكَ مِ ونَ أَحَ تَّى أَكُ هِ حَ يسِ بِيَدِ ي نَفْ الَّذِ رُ ."الَ وَ مَ الَ عُ قَ إِنَّه : فَ فَ

نَ  اهللاِ  –اآلْ نْ نَفْيسِ  –وَ بُّ إِيلَّ مِ َنْتَ أَحَ الَ النَّبِيُّ .ألَ قَ نَ ": فَ رُ  اآلْ مَ ا عُ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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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F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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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5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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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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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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座 

先知（ ）的部分权利（二） 

第五：传播他（ ）的讯息 

在忠实于主的使者（ ）中有：我们应履行向全世界传播

和宣传伊斯兰的职责。 

الَ النبيُّ  دْ قَ لَوْ آيةً ": قَ نِّي وَ وا عَ لِّغُ  ]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 ".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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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F

① 

مُ و الَ السَّ ةُ وَ الَ يْهِ الصَّ لَ الَ عَ مِ ":  َقَ ْرِ النَّعَ نْ محُ ٌ لَكَ مِ ريْ ا، خَ دً احِ الً وَ جُ يَ اهللاُ بِكَ رَ ْدِ َنْ هيَ  ".ألَ

 ].متفق علي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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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F

② 

الَ النبيُّ  ةِ ":وقَ يَامَ مَ القِ وْ مَ يَ ُمَ مُ األْ اثِرٌ بِكُ كَ  ].رواه أمحد وأصحاب السنن[ "مُ

主的使者（ ）还告知：“复生日，将以你们与各个民族

竞赛。” P18F

③ 

壮大伊斯兰民族的因素有：号召人们信仰真主，皈依伊斯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6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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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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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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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追随者们的事业，他说： 

اىلَ  عَ الَ تَ   : قَ                         

 ].١٠٨: يوسف[

【[108]你说：‘这是我的道路，我号召人们信仰真主，我

和随从我的人，都是依据明证的……。’】P1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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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نَهُ  بْحَ الَ سُ  : قَ                   

                ]١١٠: آل عمرا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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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F

② 

第六：敬重他（ ） 无论是他生前，还是死后 

这也是先知（ ）所享有的权利之一，它确已被许多人忽

视了，清高的真主说： 

الَ تَعاىل  : قَ                       

                    ]٩ – ٨: الفتح.[ 

【[8]我确已派遣你作见证，作报喜者，作警告者，[9]以便

                                                        
①
《优素福章》第 108节 

②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1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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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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تَعاىل  : قَ                      

                           

    ]٢: احلجرات.[ 

【[2]信道的人们啊！不要使你们的声音高过先知的声音，

不要对他高声说话，犹如你们彼此间高声说话那样，以免你们

的善功变为无效，而你们是不知不觉的。】 P22F

② 

在这节经文下降之后，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说：“指

主发誓，今后我只会像与自己秘密的兄弟一样同您说话。” 

至于在他（ ）归真后对他的尊重：就是追随他的圣行，

听从他的命令，接受他的裁决，礼貌地对待他的言语，不以任

何意见或思想违背他的《圣训》。沙费尔（愿主怜悯他）说：“穆

斯林大众一致公认，谁理解了主的使者（ ）的圣行，那么，

绝不允许他因任何人的言语而放弃圣行。” 

                                                        
①
《胜利章》第 8-9节 

②
《寝室章》第 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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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每当有人提起他（ ）时祝福他 

真主确已命令信士们祝福先知穆罕默德（ ），真主说： 

الَ  قَ    :فَ                         

       ]٥٦: األحزاب.[ 

【[56]真主的确怜悯先知，他的天使们的确为他祝福。信士们

啊！你们应当为他祝福，应当祝他平安！】 P23F

① 

الَ  َّ ": قَ يلَ لّ عَ مْ يُصَ لَ ه فَ نْدَ تُ عِ كِرْ لٍ ذُ جُ مَ أَنْفُ رَ غِ  ].رواه الرتمذي[ "رَ

穆圣（ ）说：“听到我的名字而没有祝福我的人真可悲

呀！”P24F

② 

الَ  ةَ ": وقَ الَ َّ صَ يلِ مْ عَ هُ ثَرُ ، أَكْ ةِ يَامَ مَ القِ وْ ىلَ النَّاسِ يبِ يَ رواه الرتمذي وحسنه [ "إِنَّ أَوْ
 ].األلباين

穆圣（ ）说：“复生日，最接近我的人就是向我祝福最

多的人。” P25F

③ 

الَ  قَ َّ ": وَ يلَ لّ عَ لَـمْ يُصَ ه وَ نْدَ تُ عِ كِرْ نْ ذُ يلُ مَ رواه أمحد والرتمذي وصححه [ "الْبَخِ

 ]األلباين

穆圣（ ）说：“吝啬者就是听到我的名字，而不祝福我

的人。” P26F

④ 

穆斯林听到有人提及主的使者（ ）而吝啬地没有祝福他，

属于无礼的行为。伊玛目伊本盖依姆（愿主怜悯他）在《理解

                                                        
①
《同盟军章》第 56节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613 段 

③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82 段，谢赫艾勒巴尼校对优良的圣训 

④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645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614段，谢赫艾勒巴尼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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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最优秀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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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ىلَ  عَ الَ تَ   : قَ                       

                                     

                ]٢٢: املجادلة.[ 

【[22]你不会发现确信真主和末日的民众，会与违抗真主

和使者的人相亲相爱，即使那等人是他们的父亲，或儿子，或

兄弟，或亲戚。这等人，真主曾将正信铭刻在他们的心上，并

且以从他降下的精神援助他们。】P27F

① 

支持他的爱友：就是支持他的弟子们，喜爱他们，忠于他

们，理解他们所拥有的权利，赞美他们，效仿他们，为他们向

真主求饶恕，远离他们之间的争论；敌视、或与他们作对、或

辱骂他们、或诽谤任何一位圣门弟子者；支持和保护他们，远

离对他们过于极端。 

其中有喜爱正统的学者，支持他们，远离有损或伤害他们

名誉的事项。 

支持先知（ ）的事项中有：敌视与他作对者——昧恩者、

伪信者，以及所有的异端邪说和迷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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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词。”他因为敬重先知（ ）的圣行、敌视与他作对者而

转过身去，并用手指指着说：“半个词都不回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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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座 

先知（ ）在“赖麦丹“月的指导（一） 

伊玛目伊本盖依姆（愿主怜悯他）说： 

主的使者（ ）在赖麦丹月的指导是最完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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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种方式多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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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真主，吉布笠莱天使（愿主赐他平安）在“赖麦丹”月里

与他会晤，帮助他审查《古兰经》。当他与吉布笠莱天使会面时，

他的行善比春风送暖还要慷慨，他是最慷慨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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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ولُ  ، إِينِّ أَبِيتُ ": يَ مْ يْئَتِكُ هَ تُ كَ وايةٍ  "لَسْ يف رِ يني": وَ يَسقِ نِي وَ طْعِمُ يبِّ يُ نْدَ رَ  ".إِينِّ أَظَلُّ عِ

ليهِ [ تفقٌ عَ  ]مُ

使者说：“我的状况和你们不一样，我过夜时——在另一

传述中提到——我在我养主跟前过夜，他供给我吃、供给我

喝。”P2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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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عَ النَّبِيَّ  مِ رِ ": يَقولُ  سَ حَ لْ إِىلَ السَّ يُواصِ لْ ، فَ لَ اصِ وَ ادَ أَنْ يُ مْ أَرَ كُ لُوا فأيُّ  ".الَ تُوا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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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确定“赖麦丹“月进入的指导： 

穆圣（ ）对于确定“赖麦丹”月的指导有：只有看见新

月，或者是有一个见证者作证看见了新月，才能确定进入斋月。

因为他曾根据伊本欧麦尔的作证看见了新月而封斋，还有一次

他根据一个贝都因人的作证而封了斋，他相信他俩的信息，他

并没有命令他俩说见证词。倘若那是见月，他就根据一个可靠

的见月者确定“赖麦丹”月的进入；倘若是见证，他并没有命

令见证者说见证词；倘若没有见到新月、也没有人见证看见了

新月，那么，他就完美“赛阿巴尼”月的三十天。 

如果在第三十天的夜晚多云，无法看月；他就完美“赛阿

巴尼”月的三十天，然后再封斋。 

他并没有在多云的日子封斋，更没有命令弟子们那样做，

但是，当有云层遮挡时，他命令完美“赛阿巴尼”月的三十天，

他当时就是这样做的，这是他的圣行，这与他的话：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6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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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ا لَهُ " رُ دُ اقْ مْ فَ يْكُ لَ مَّ عَ إِنْ غُ يْهِ [ "فَ لَ قٌ عَ تفَ  ]مُ

“如果有云层遮挡时，你们当计算它” P30F

①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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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وا" مِ أَكْ بَانَ  فَ عْ ةَ شَ دَّ يُّ [."عِ ارِ اهُ البُخَ وَ  ]رَ

“你们当完美‘赛阿巴尼’月的三十天。”P3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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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圣（ ）先开斋后礼拜。 

如果有柔软的熟椰枣，他就用几颗熟椰枣开斋；否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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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ءَ اهللاُ تَعَاىل" رُ إِنْ شَ جْ بَتَ األْ ثَ ، وَ ابتَلَّتِ العُروقُ أُ وَ بَ الظَّمَ هَ اه أَ [ ".ذَ وَ دَ رَ اوُ  ]بُو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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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F

① 

دُّ " رَ ا تُ وةً مَ عْ ه دَ نْدَ فِطْرِ ائِم عِ ه[ "إِنَّ لِلصَّ اجَ واه ابْنُ مَ  ]رَ

穆圣（ ）说：“的确，封斋者开斋时的祈祷不被驳斥。“P33F

② 

在正确的《圣训》中还提到： 

الَ  ا": قَ طَرَ الصَّ دْ أَفْ قَ نَا فَ اهُ نْ هَ رَ مِ بَ أَدْ نَا، وَ اهُ نْ هَ يْلُ مِ بَل اللَّ ا أَقْ يْهِ [ "ئِمُ إِذَ لَ قٌ عَ تَّفَ  ].مُ

穆圣（ ）说：“当夜晚来临，白昼离去，的确，封斋者

可以开斋了。“P34F

③ 

根据法律，封斋者确已开斋了，即使他没有举意也罢！因

为他确已进入开斋的时间；就像进入早上，或进入晚上一样。 
 

斋戒者的礼节 

穆圣（ ）禁止斋戒者说污言秽语、争吵、辱骂或对骂。

当有人遭到辱骂时，他教导被辱骂者说：“我是封斋的人。“P35F

④ 

ابّه نْ سَ مَ قُولَ لـِ هُ أَنْ يَ رَ ائِمٌ ": أَمَ يْهِ [ "إِينِّ صَ لَ قٌ عَ تَّفَ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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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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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753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53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0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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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最能远离沽名钓誉。“ 

穆圣（ ）对斋月旅行的指导 

主的使者（ ）在“赖麦丹“月旅行，他曾经封过斋，也开

过斋，他让圣门弟子们自己选择封斋或开斋。 

如果接近敌人，为了防止他们的杀害，穆圣（ ）命令圣

门弟子们开斋。 

如果单独是旅行，而非出征时，就开斋而言，主的使者（ ）

曾说：“它是允许的。“谁开了斋，那对他是好的；谁喜爱封斋，

对他也没有伤害。 

主的使者（ ）参加的最伟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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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麦丹“月里我与主的使

者（ ）的弟子艾布白素尔“艾勒阿法利在福斯塔拓一起乘船，

刚上船他就让人端上他的早餐，并说：“你近前来一起用餐。“我

说：“难道你看不见那些房屋吗？“艾布白素尔说：“你想违背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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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圣行吗？““① 

穆罕默德“本“凯阿布说：““赖麦丹“月里我去看望艾奈斯“本“马

立克，他正准备旅行，行装已经准备齐全，他并且已经穿好旅

行的服饰，然后他让人拿来饭菜，便用餐，我问他：“这属于圣

行吗？“他说：“属于圣行。“然后他乘驼启程上路了。“② 

这些明确的证据说明：在“赖麦丹“月的白天开始旅行者，允

许他开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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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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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 ）在“赖麦丹“月的指导（三） 

在穆圣（ ）的指导中有：如果晨礼拜的时间到了，他也

许是因为与妻子同房而没有了大净，他就会在晨礼拜的宣礼之

后洗大净，并且封斋。 

他（ ）封着斋与一位妻子亲吻①，他比喻斋戒者的亲吻

犹如用水漱口一样。 

对有关封斋者因忘记而吃或喝的指导 

在穆圣（ ）的指导中有：因忘记而吃喝者不需要还补，

那是超绝万物的真主供给他吃喝的，这里并不是指记起后继续

地吃喝，然后开斋。开斋是因为斋戒者的行为而定，这种吃喝

类似于睡觉时的吃喝，当然，睡觉者的行为不受责成，忘记者

的行为也是如此。 

破坏封斋的事项 

根据穆圣（ ）的教导，破坏斋戒的事项有：故意地吃喝②、

放血疗法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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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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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根据穆圣（ ）的教导，斋戒者涂眼睑并

不影响斋戒；根据正确的传述，穆圣曾经封着斋用刷牙棒刷牙。 

伊玛目艾哈默德提到，穆圣（ ）曾经封着斋把水浇在自

己的头上。 

他曾经封着斋漱口和呛鼻，并禁止斋戒者呛鼻时过于把水

吸入鼻腔。 

传述他禁止在清晨与傍晚使用刷牙棒并不正确。 

他（ ）对于坐静的指导 

穆圣（ ）坚持在“赖麦丹“月的后十天里坐静，直至归真。

仅有一次没有坐静，他还在沙瓦立月（伊历十月）中还补了它。 

他有时在斋月的上旬坐静，有时在斋月的中旬坐静，有时

是在下旬坐静；寻找“盖德尔“之夜，然后他阐明了“盖德尔“夜在“赖

麦丹“月的后十天之中；他坚持在其中坐静，直至归真。 

他命令人们在清真寺里为他搭坐静的帐篷，独自一人在其

中崇拜他的养主。 

每当他想坐静时，他就礼完晨礼拜之后，进入帐篷去坐静。 

穆圣（ ）每年坐静十天，在归真那一年，他坐了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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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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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年，吉布笠莱天使来与他对照温习了两遍。 

每当穆圣（ ）坐静时，他就独自进入圆顶的帐篷。 

坐静期间，除非是因为解决需要，他才会进家。 

他把头从坐静的帐篷里伸出来，阿依莎为他梳洗头发，他

当时是在清真寺中，阿依莎当时正在例假之中。 

坐静期间，他的部分妻子去探望他，如果是夜晚，当她起

身要离开时，他会站起身送其出去。 

在坐静期间，他没有同任何一位妻子同房、亲吻或其它相

关的事项。 

当他坐静时，就会在他坐静的地方去掉他的靠垫，放进床

铺。 

如果他在出去解决个人需要的路上遇见病人时，他不会绕

道而行，也不会打听其状况。 

有时他会在土耳其式的帐篷里坐静，并把草席铺在其中的

床铺上；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坐静和隐居的宗旨。而与

此相反的是那些无知者的做法，他们把坐静的地方当作是应酬

和带来探访者们的地方，以及他们之间闲谈的地方，他们这是

一种情况，而先知坐静的是另一种情况。真主是赐予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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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座 

他高贵的家族和纯正的血统 

他（ ）的家族： 

他是艾布伽税慕“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本“阿布杜勒盟台利

部 “本 “哈希姆 “本 “阿布杜麦纳斐 “本 “古率依 “本 “科俩布 “本 “穆莱

图“本“凯阿布“本“陆艾耶“本“阿利布“本“费赫尔“本“马立克“本“奈杜

尔“本“尅纳柰“本“胡宰麦“本“穆德李柯“本“伊勒雅斯“本“穆德尔“本“尼

扎尔“本“麦安德“本“阿德南。 

有关他（ ）的家族，这是学者们一致公认的。 

学者们也一致公认阿德南是伊斯玛依赖（ ）的孩子。 

他（ ）的名称： 

朱拜勒“本“穆图阿慕的传述，主的使者（ ）说： 

طْ  ُ ِ بْنِ مُ بَريْ ولَ اهللاِ عِمٍ أجُ سُ الَ   َنَّ رَ ءَ ": قَ امَ ي : إِنَّ يلِ أَسْ ي الَّذِ ا املاحِ أَنَ َدُ وَ ا أَمحْ أَنَ دٌ وَ َمَّ ا حمُ أَنَ

ي لَيْسَ  اقِبُ الَّذِ ا الْعَ أَنَ يَّ وَ مَ دَ ىلَ قَ ُ النَّاسُ عَ ْرشَ ي حيُ ُ الَّذِ ارشِ ا الـحَ أَنَ ، وَ رَ فْ َ الْكُ و اهللاُ يبِ حُ مْ هُ يَ دَ عْ بَ

دٌ   ].متفق عليه[ "أَ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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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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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يِّ قَ رِ عَ َشْ ى األْ وسَ نْ أَيبِ مُ ولُ اهللاِ  :عَ سُ انَ رَ قَال كَ ءً فَ امَ ه أَسْ سَ ي لَنَا نَفْ مِّ ، ": يُسَ دٌ َمَّ أَنَا حمُ

ي وَ  فِّ قَ الـمُ َدُ وَ أَمحْ َةِ وَ محْ بِيّ الرَّ نَ ، وَ ةِ بَ بِيُّ التَّوْ نَ ُ وَ
ارشِ  ].رواه مسلم[ "الْـ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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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1F

①
P，是哈西尔，是忏悔的先

知，是仁慈的先知P42F

②
P。“P4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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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ىلَ  عَ الَ تَ   : قَ            .]١٢٤: األنعام[ 

【真主是知道要把自己的使命安置在什么地方的。】P4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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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5F

⑤ 

ال  ا": قَ ، وَ يلَ عِ امَ يمَ إِسْ لَدِ إِبْراهِ نْ وَ ى مِ طَفَ جلَّ اصْ زَّ وَ يلَ إِنَّ اهللاَ عَ عِ امَ نِي إِسْ نْ بَ ى مِ طَفَ صْ

مٍ  اشِ نِي هَ نْ بَ اينِ مِ طَفَ اصْ ، وَ مٍ اشِ نِي هَ يْشٍ بَ رَ نْ قُ ى مِ طَفَ اصْ ا وَ شً يْ رَ ةَ قُ نِي كِنَانَ نْ بَ ى مِ طَفَ اصْ ، وَ ةَ  "كِنَانَ

 ].رواه مسلم[
                                                        

①
译者注：即：封印的先知与使者 

②
译者注：即：他带来了忏悔和相互怜爱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55段 

④
《牲畜章》第 1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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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子孙中选择了伊斯玛依赖，从伊斯玛依赖的后裔中选择了尅

纳奈，从尅纳奈的后裔中选择了古莱什，从古莱什的后裔中选

择了哈西姆，从哈西姆的后裔中选择了我。“① 

从他（ ）纯正的血统中：清高的真主保护他的父母远离

堕落的行径，他（ ）出生于合法的婚姻，绝不是私生子。 

الَ  ي، لَـمْ ": قَ أُمِّ ينِ أَيبِ وَ لَدَ نْ آدمَ إِىلَ أَنْ وَ نْ لَدُ ، مِ احٍ فَ نْ سِ جْ مِ رُ ْ أَخْ ملَ ، وَ نْ نِكاحٍ تُ مِ جْ رَ خَ

ءٌ  لِيَّةِ يشَ احِ اجلاهِ فَ نْ سِ بْنِي مِ  ].رواه الطرباين[ "يُصِ

他（ ）说：“我出生于合法的婚姻，而不是私生子，从

阿丹至我的父母生下我，蒙昧时代任何奸淫的事情都没有影响

到我。“P47F

② 

الَ  قَ احٍ ": وَ فَ ِ سِ ريْ احٍ غَ نْ نِكَ مَ مِ نْ آدَ نْ لَدُ تُ مِ جْ رَ  ].رواه ابن سعد[ "خَ

他（ ）说：“我来自于阿丹，是通过合法的婚姻，而不

是私生的。“P4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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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诗曰 ：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276段 

②
《泰柏拉尼圣训集》第 4884 段， 

③
《伊本赛阿德圣训集》第 488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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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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的人，

更不会是借真主的名义而说谎的人。” 

ا النَّبِيُّ  هَ اءَ ولُ  لَـام جَ يقُ فُ وَ جتَ رْ وينِ ": يَ رُ ثِّ لُوينِ دَ مِّ ارِ "زَ يْهِ بِغَ لَ يِ عَ حْ ولِ الْوَ رَ نُزُ لِك إِثْ ذَ ، 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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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تْ لَه ، قَ اءٍ رَ ا؛: حِ يكَ اهللاُ أَبدً ْزِ اهللاِ، الَ خيُ الَّ وَ يثَ  أَبْرشِ كَ ق احلدِ دُ تَصْ ، وَ مَ حِ لُ الرَّ  "...إِنَّكَ لَتَصِ

 ].متفق عليه[

这是海迪彻（愿主喜悦她），当先知（ ）颤抖着来对她

说：“快给我盖上被子！快给我盖上大衣！”那是由于在“希拉”

山洞中他接受到启示的因素。海迪彻安慰他说：“绝不然，指主

发誓，你应该高兴，真主永远都不会使你受辱，因为你接济近

亲，帮助弱者，关心穷人，款待客人，主持正义。”P49F

①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لَتْ  ـامَّ نَزَ   :لَ           ]ولُ اهللاِ  ]٢١٤: الشعراء سُ جَ رَ رَ  خَ

تفَ  هَ ا، فَ فَ عِد الصَّ تَّى صَ بَاحاهُ ": حَ ا صَ الُوا "يَ قَ ، : فَ يْهِ وا إِلَ عُ تَمَ ا؟ فَاجْ ذَ نْ هَ الَ مَ قَ تُم إِنْ ": فَ أَيْ أَرَ

، أَكُ  مْ يْكُ لَ ريَ عَ
يدُ أَنْ تُغِ رِ ادِي تُ يْالً بِالوَ تُكمْ أَنَّ خَ ربَ ؟أَخْ قِيّ دِّ صَ وا "نْتُمْ مُ الُ لَيْكَ إِالَّ : قَ نَا عَ بْ رَّ ا جَ مْ مَ نَعَ

ا قً دْ الَ .صِ يدٍ ": قَ دِ ابٍ شَ ذَ ي عَ دِ َ يَ مْ بَنيْ يرٌ لَكُ ذِ إِينِّ نَ  ].متفق عليه[ "فَ

当【[214]你应当警告你的亲戚】P50F

②
P这节经文下降时，主的使

者（ ）登上赛发山，高呼：“注意啦！”人们都说：“谁在喊？”

于是大家都集聚到他跟前，他说：“某某人的后裔啊！某某人的

后裔啊！阿布杜勒麦纳斐的后裔啊！阿布杜勒闷泰利布的后代

啊！”这些人都集合在跟前，他说：“假若我告诉你们这个山脚

下有一队人马来犯你们，你们相信我吗？”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相信你，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你撒过谎。”他说：“的确，我

是严厉惩罚前对你们的警告者。”P51F

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67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60段 

②
《众诗人章》第 2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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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有时他们说他是一个说谎的魔术师，有时说他是一个诗人，

有时说他是一个占卦者，有时说他是一个疯子，他们为此互相

谴责，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些属性、以及被他们指责

的那些称号与先知（ ）无关。 

这是伤害先知（ ）达到极点的奈杜尔·本·哈里斯，他对

古莱什人说：“古莱什族的人们啊！指主发誓，你们确已遇到前

所未有的考验，穆罕默德曾是你们当中一个年轻的男子，是你

们中最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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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真正原因。他当时帮助她负责沙姆地

区的商业，她从自己的仆人那里得知，由于他（ ）的信誉和

高尚的品德而为她带来的财富。 

从先知（ ）的信誉中：古莱什族的多神教徒们在否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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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阿里留守麦加，以便把所有的信托物交还其主人。 

先知（ ）所承担的最伟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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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

已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最完美地交还了信托。他（ ）以

着不可辩驳的证据、论述、剑和矛与真主的敌人作战，真主赋

予了他许多胜利，以他的宣传开拓了信士们的心，他们相信他、

信任他、援助他、支持他，直至“陶黑德”成为至高无上的言词，

伊斯兰传遍了东方和西方，清高的真主使伊斯兰进入世界的各

个角落。愿真主赐予诚实和可靠的先知幸福和平安，他真正地

为了真主的道路奋斗，直至生命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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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座 

众先知的结约及以穆罕默德（ ）报喜 

清高的真主说： 

اىل الَ تَعَ  : قَ                      

                                

                                     

                        ]آل عمران :

٨٢ – ٨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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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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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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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高的真主在引述先知伊布拉欣（ ）的故事时，他说： 

اىل الَ تَعَ  : قَ                          

                      ]١٢٩: البقرة.[ 

【[129]我们的主啊！求您在他们中间派遣一个同族的使

者，对他们宣读您的启示，教授他们天经和智慧，并且薰陶他

们。您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P54F

② 

伊本凯西尔说：“清高的真主引证了伊布拉欣为禁地（麦加）

人民的祈祷，祈求真主从他们（伊布拉欣的后裔）中间派遣一

位使者，这个被应答的祈祷与真主已经注定了任命穆罕默德

（ ）是被派往麦加的居民以及其他人类和精灵的文盲的使者

相互一致。”伊玛目艾哈默德引证了阿尔巴杜·本·萨里耶传述的

《圣训》， 

ولُ اهللاِ سُ الَ رَ ل ":  قَ مْ بِأَوَّ بِّئُكُ أُنَ سَ ، وَ لٌ يفِ طِينَتِهِ دِ مَ ملنْجَ إِنَّ آدَ مُ النَّبِيِّنيَ وَ اتَ نْدَ اهللاِ لَـخَ إِينِّ عِ

لِكَ  هاتُ النَّبِيِّني : ذَ ذلِك أُمَّ كَ ، وَ أتْ ي الَّتِي رَ ا أُمِّ ؤيَ رُ ، وَ يْسىَ يبِ  عِ َ بُرشْ ، وَ يمَ اهِ رَ دَعوةُ أَيب إِبْ

نَ  يْ رَ  ."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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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5F

③ 
                                                        

①
《伊本凯西尔注释》（1/493） 

②
《黄牛章》第 1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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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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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قَ                        

              ]٦: الصف[ 

【[6]……我确是真主派来教化你们的使者，他派我来证实

在我之前的《讨拉特》，并且以在我之后诞生的使者，名叫艾哈

默德的，向你们报喜。”】P56F

①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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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7F

② 

至于在早期的经典P58F

③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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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ىل  الَ اهللا تَعَ  : قَ                 

                           

                                 

      ]١٥٧: األعراف.[ 

【[157]他们顺从使者——不识字的先知，他们在自己所有

的《讨拉特》和《引支勒》中发现关于他的记载。他命令他们

行善，禁止他们作恶，准许他们吃佳美的食物，禁戒他们吃污

秽的食物，卸脱他们的重担，解除他们的桎梏。】 P59F

④ 

                                                        
①
《列阵章》第 6节 

②
《伊本凯西尔注释》（1/243） 

③
译者注：这里是指《引支勒——新约》和《讨拉特——旧约》 

④
《高处章》第 1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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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  ارٍ قَ طَاءِ بْنِ يَسَ نْ عَ اصِ : عَ و بْنِ العَ رِ مْ اهللاِ بْنَ عَ بْدَ يتُ عَ قِ لْتُ  لَ قُ ولِ : فَ سُ ةِ رَ فَ نْ صِ ينِ عَ ْ ربِ أَخْ

اةِ  يفِ  اهللاِ  رَ  .التَّ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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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آنِ : قَ رْ تِهِ يفِ القُ فَ اةِ بِصِ وفٌ يف التَّورَ صُ اهللاِ، إِنَّه ملوْ لْ وَ   أَجَ               

            ]يتُكَ ]٤٥: اباألحز مَّ ويل سَ سُ رَ ي وَ بْدِ يِّنيَ أَنْتَ عَ ا لألمِّ زً رْ حِ ، وَ

و لكِنْ يَعفُ يئةَ وَ يِّئَةِ السَّ ي بالسَّ ْزِ الَ جيُ اقِ وَ وَ َسْ ابٍ يفِ األْ خّ الَ صَ لِيظٍ وَ الَ غَ ظٍّ وَ يْسَ بِفَ لَ لَ كِّ  املتَوَ

ةَ  يمَ بِهِ امللَّ قِ تَّى يُ هُ اهللاُ حَ بِضَ قْ نْ يَ ر، ولَ فِ يغْ واوَ ولُ قُ ؛ بِأَنْ يَ اءَ جَ وْ يًا : العَ مْ ينًا عُ تَحُ بِه أَعْ يَفْ 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فَ

ا لْفً ا غُ لُوبً قُ امّ وَ آاانًا صُ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وَ

他说：“好的，指主发誓，在《讨拉特》中描述的在《古兰

经》中也有相同的描述。”【[45]先知啊！我确已派遣你为见证

者，为报喜者，为警告者。】 P60F

①
P为文盲人的保护者，你是我的仆

人、也是我的使者，我称你为信托主的人，你绝不是无礼者，

也不是粗鲁者，也不是在市场上的吵闹者。他不是不以怨报怨

者，但他是赦免和宽恕者，真主不会让他死亡，直至他改变已

被歪曲的信仰——人们说：‘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

盲人的眼睛因他而得以光明，聋子的耳朵因他而得以听闻，封

闭的心因他而得以开放。”P61F

②
P  

الَ  امَ قَ نْهُ يضِ اهللاُ عَ بَّاسٍ رَ نِ ابْنِ عَ الَ : عَ قَ لَمَ وَ أَسْ بْدِ اهللاِ فَ ودُ ابْنُ عَ مَ اجلَارُ دِ ثَكَ بِاحلقِّ : قَ عَ ي بَ الَّذِ وَ

                                                        
①
《同盟军章》第 45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201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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قَ  َ بِك ابْنُ البَتُولِ لَ دْ برشّ قَ لَ ، وَ يلِ نْجِ ِ فَك يفِ اإلْ صْ دتُ وَ جَ مُ . دْ وَ الَ ليه السَّ ريمَ عَ ى بْنَ مَ يسَ  .أَيْ 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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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2F

①
P  

يِّ  رِ عَ َشْ وسى األْ نْ أَيبِ مُ ا عَ ُّ : لَ قَ
ايشِ الَ النَّجَ ي بَرشَّ بِهِ : قَ ذِ أَنَّه الَّ ولُ اهللا وَ سُ ا رَ دً مَّ هدُ أَنَّ حمُ أَشْ

لَ  ِلَ نَعْ تَّى أَمحْ يْتُه حَ َتَ ، ألَ رِ النَّاسِ نْ أَمْ لتُ مِ مَّ ا حتَ مَ ، وَ لْكِ رِ الـمُ نْ أَمْ ا فِيه مِ ا أَنَ الَ مَ لوْ يسى، وَ رواه [يْه 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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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3F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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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20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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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座 

仁慈的先知（一） 

他（ ）对敌人的仁慈： 

先知（ ）的仁慈是针对全人类的，清高、伟大的真主就

是这样描述他的，清高的真主说： 

اىل  :قال تَعَ                ]١٠٧: األنبياء.[ 

【[107]我派遣你，只为慈悯众世界。】P64F

① 

الَ النِّبِيُّ  َةً ": قَ محْ عِثْتُ رَ  ].رواه مسلم[ "إِنَّام بُ

先知（ ）说：“我被派遣是为了慈悯众世界。”P65F

② 

他（ ）广泛的仁慈，既包含了信士，也包含了非信士，

德法鲁·本·阿慕鲁·艾勒道税对引导他自己道税 P66F

③
P部落感到了绝

望，他来对先知（ ）说：“主的使者啊！道税部落确已违背，

并拒绝接受真理，您向真主诅咒他们吧！” 

主的使者（ ）面对朝向，抬起双手，人们都坚信当主的

使者（ ）诅咒道税部落时，他们将遭到毁灭。但仁慈的先知

（ ）却说： 

بَ  تَقْ سولُ اسْ ولُ  ل الرَّ سُ مْ رَ يْهِ لَ ا عَ عَ ا دَ سٍ إِاَ َالكِ دَوْ ن النَّاسُ هبِ قَ أَيْ ، فَ هِ يْ دَ فَعَ يَ رَ ، وَ بلةَ قِ الْ

َةِ  ،اهللاِ  محْ بِيَّ الرَّ الَ  لَكِنَّ نَ مْ ": قَ ا وائتِ هبِ سً وْ دِ دَ مَّ اهْ يْهِ [ "اللهُ لَ قٌ عَ تَّفَ  ].مُ
                                                        

①
《众先知章》第 107节 

②
译者注：也门的一部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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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 ）为他们祈求引导，而没有以惩罚和毁灭去诅咒

他们，因为他只希望人们幸福，只渴望人们成功和获救。 

先知（ ）去塔依夫号召当地的各部落加入伊斯兰，然而

塔依夫的居民却以石块、讽刺、嘲笑对他，诬蔑他们是愚昧者，

并用石块砸他，直至他（ ）的两脚跟都流血了。 

在那之后，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阿依莎（愿主喜悦

她）的传述， 

ولِ اهللاِ  سُ لْتُ لِرَ الَ : قُ ؟ قَ دٍ مِ أُحُ وْ نْ يَ دَّ مِ انَ أَشَ ومٌ كَ يْكَ يَ لَ لْ أَتَى عَ نْ ": هَ يتُ مِ دْ لَقِ  لَقَ

كِ  مِ وْ م  -قَ نْهُ يتُ مِ ا لَقِ انَ أَشدَّ مَ كَ بْدِ  -وَ ا لَيْلَ بْنِ عَ بْد يَ ىلَ ابْنِ عَ تُ نَفْيسِ عَ رضْ ، إِذْ عَ بةِ قَ مَ الْعَ وْ يَ

نِ الثَّ  رْ قْ إِال بِقَ تَفِ مْ أَسْ لَ ي، فَ هِ جْ ىلَ وَ ومٌ عَ مُ هْ ا مَ أَنَ انْطَلقْتُ وَ ا أَردْتُ فَ ِبْنِي إِىل مَ لَمْ جيُ ، فَ لٍ الَ ، كُ الِبِ عَ

يلُ  ربْ ا جِ ا فِيهَ إِذَ تُ فَ نظَرْ تْنِي فَ لَّ دْ أَظَ ابةٍ قَ حَ ا بِسَ ا أَنَ إِذَ ، فَ أْيسِ فعْتُ رَ رَ  .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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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قَ اينِ فَ نَادَ دْ بَعثَ إِلَيْكَ : فَ قَ ، وَ يْكَ لَ وا عَ دُّ ا رَ مَ ك لَك وَ مِ وْ لَ قَ وْ عَ قَ مِ دْ سَ لَّ قَ جَ زَّ وَ إِنَّ اهللاَ عَ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34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5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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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  ئْتَ فِيهِ هُ بِامَ شِ رَ ؛ لِتَأْمُ بَالِ لَكَ اجلِ الَ .مَ الَ : قَ قَ بَالِ فَ لَكُ اجلِ اينِ مَ نَادَ د: فَ َمَّ ا حمُ لَ  !يَ وْ عَ قَ مِ دْ سَ إِنَّ اهللاَ قَ

ام شِ  ك فَ رِ ينِ بِأَمْ رَ ثَنِي اهللاُ إِلَيْكَ لِتَأْمُ عَ دْ بَ قَ بَالِ وَ لَكُ اجلِ ا مَ نَ أَ ، وَ يْكَ لَ وا عَ دُّ ا رَ مَ ك لَك، وَ مِ وْ ؟ إِنْ قَ ئْتَ

 ِ بَنيْ شَ َخْ م األْ يْهِ لَ بِق عَ ئتَ أَنْ أُطْ ولُ اهللاِ ."شِ سُ الَ رَ قَ و أَنْ ": فَ جُ نْ  بَلْ أَرْ ِمْ مَ هبِ الَ نْ أَصْ جَ اهللاُ مِ ْرِ خيُ

يْئًا كُ بِهِ شَ ِ الَ يُرشْ ، وَ يكَ لَهُ ِ هُ الَ رشَ دَ حْ بُدُ اهللاَ وَ عْ  ].متفق عليه[ "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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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8F

①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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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9F

② 

这是仁慈，它使先知（ ）忘记了自己流血的伤口、破碎、

受伤的心灵，他只记得如何让那些人获得幸福，如何把他们带

出重重黑暗，走向光明，并引导他们遵循正道。 

当先知（ ）光复麦加之时，十万勇士进入麦加城，伟大、

尊严的真主让穆圣自己判决那些曾经虐待、迫害和策划暗杀自

己，把自己从家乡驱逐出境，以及因为伊斯兰而杀害和折磨他

弟子的人们。 

光复麦加之后，有一位圣门弟子说：“今天是一个大屠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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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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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ولُ النَّبِيُّ  َةِ ": يَ محَ ومُ املرْ مَ يَ  ."بَلْ اليَ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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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رَ ": قَ ا تَ يْشٍ مَ رَ َ قُ عْرشَ ا مَ ؟يَ مْ لٌ بِكُ اعِ نَ أَينِّ فَ الوا "وْ ريمٌ وابْن أخٍ كريمٍ : قَ ا؛ أَخٌ كَ ريً . خَ

اءُ ": قال قَ تُمُ الطُّلَ أَنْ بُوا فَ هَ  "ا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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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ةٌ " دَ هْ َةٌ مُ محْ ا رَ اه احلاكم[ "إِنَّام أَنَ وَ  ].رَ

“我只是被赐予仁慈的、引导你们的人。”P70F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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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慈的先知（二） 

他（ ）对动物和植物的仁慈： 

前面我们提到了穆圣（ ）的仁慈包含了否认主的人，又

更何况是认主独一的穆斯林呢？在这里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先

知（ ）的仁慈超出了对人类，也包括了动物和植物。 

ال النَّبِيُّ  بَ ": قَ ِ ا فَرشَ لَ فِيهَ نَزَ ا فَ د بِئْرً جَ ، فَوَ يْهِ الْعَطَشُ لَ تَدَّ عَ ، اشْ يقٍ يشِ بِطَرِ لٌ يَمْ جُ يْنَامَ رَ بَ

نَ الْعَطَشِ  َ مِ لُ الثَّرَ أْكُ ، يَ ثُ لْهَ لْبٌ يَ ا كَ إِذَ ، فَ جَ رَ لُ .ثُمَّ خَ جُ الَ الرَّ قَ نَ : فَ لَبَ مِ ا الْكَ ذَ لَغَ هَ دْ بَ لَقَ

ثْلُ الَّ  قَى الْعَطَشِ مِ سَ ، فَ قِيَ تَّى رَ يهِ حَ هُ بِفِ كَ سَ ، ثُمَّ أَمْ اءً هُ مَ فَّ ألَ خُ لَ الْبِئْرَ فَمَ نَزَ نِّي، فَ لَغَ مِ انَ بَ ي كَ ذِ

رَ لَهُ  فَ غَ ، فَ رَ اهللاُ لَهُ كَ ، فَشَ لْبَ وا "الْكَ الُ سولَ اهللاِ: قَ ا رَ ا؟ ! يَ رً َجْ ذه البَهائِمِ ألَ نَا يفِ هَ إِنَّ لَ ال وَ قَ : فَ

لِّ " رٌ يفِ كُ بَةٍ أَجْ طْ بِدٍ رَ قٌ عليه[ "كَ تَّفَ  ].مُ

先知（ ）说：“有一男子在途中渴得口干舌燥时，他看

到了一口井，于是他下去喝了水，当他喝完水从井中出来时，

发现有条狗渴得正喘着气用舌头舔湿土，此男子说：‘这条狗像

自己刚才一样口渴到了极点。’于是他再次下去用自己的靴子盛

满水，并用嘴叼着靴子爬了上来，然后他喂狗喝了水。为此真

主恩赐并饶恕了他。” 

大家问：“主的使者啊！我们从这些畜类身上也能获得报

酬？”使者说：“凡肝脏之物均有报酬。”P71F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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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和善待动物，先知（ ）领先于所有的组织和协会，先知（ ）

在他们之前的数百年就曾说： 

ا إِذْ  تْهَ قَ سَ ا وَ تْهَ مَ عَ يَ أَطْ ا النَّارَ الَ هِ لَتْ فِيهَ خَ دَ ، فَ اتَتْ تَّى مَ ا حَ نَتْهَ جَ ةٍ سَ رَّ أةٌ يفِ هِ رَ بَتِ امْ ذِّ  عُ

ضِ  َرْ اشِ األْ شَ نْ خَ لُ مِ أْكُ ا تَ تْهَ كَ رَ يَ تَ الَ هِ ا، وَ تْهَ بَسَ  ].متفق عليه[ "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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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2F

① 

先知（ ）的这个意思是教导他的弟子们爱护和善待动物，

并为他们阐明无故杀害动物，或无故造成动物死亡，可能是导

致伤害者进入火狱的因素，求真主护佑我们远离火狱。约束人

类的人为的法律，直至今天也不知道这些。  

先知（ ）警告无故地杀害的动物。他（ ）说： 

المُ  السَّ الةُ وَ يْهِ الصَّ لَ الَ عَ قَ نْ ": فَ ا مِ أَلَهُ  مَ ا، إِالَّ سَ هَ قِّ ِ حَ ريْ ا بِغَ هَ قَ وْ امَ فَ ا فَ ورً فُ صْ تُلُ عُ قْ انٍ يَ إِنْسَ

ةِ  يَامَ مَ القِ وْ ا يَ نْهَ ولَ اهللاِ: قِيل."اهللاُ عَ سُ ا رَ ها؟! يَ ا حقُّ مَ الَ  وَ طَعُ ": قَ قْ الَ يَ ا وَ هَ لَ يَأْكُ ا فَ هَ بَحَ ذْ ا أَنْ يَ هَ قُّ حَ

ي بِهِ  مِ ْ ا فَريَ هَ أْسَ  ].سائيُّ رواه النَّ [ "رَ

“任何人如果没有根据小鸟或比其更小的动物享有的权利

而宰杀了它，复生日，真主都会因小鸟而拷问他。”有人问：“主

的使者啊！它的权利是什么呢？”使者说：“它的权利就是宰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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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 ）还命令人们宰牲时，应当善待牲畜。他（ ）

说： 

المُ  الةُ والسَّ ال عليهِ الصَّ أَحْ ": قَ تُمْ فَ تَلْ ا قَ إِذَ ، فَ ءٍ ْ ىلَ كُلِّ يشَ انَ عَ سَ ِحْ تَبَ اإلْ نُوا إِنَّ اهللاَ كَ سِ

تَهُ  بِيحَ حْ ذَ ِ ، فلْريُ هُ تَ رَ فْ مْ شَ كُ دُ دَّ أَحَ لِيُحِ ةَ وَ بْحَ نُوا الذِّ سِ أَحْ تُمْ فَ بَحْ ا ذَ إِذَ ةَ وَ تْلَ  ]رواه مسلم["الْ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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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4F

②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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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النبيُّ  ا": قَ ضً رَ وحُ غَ يْئًا فِيهِ الرُّ وا شَ ذُ تَّخِ  ]أخرجه مسلم[ "الَ تَ

先知说（ ）：“你们不要把有生命的当作目标。”P75F

③
P既：你

们不要把活着的动物当作是射箭的目标。信士更应当远离这种

与仁慈背道而驰的行为。 

先知（ ）禁止不义和压迫，甚至是对动物也一样，他十

分关注这件事。 

تَانِ  دَخلَ النبيُّ  إِذْ يفِ البُسْ ارِ وَ نَ األنْصَ لٍ مِ ا لِرجُ أ النبيَّ  بُستانً امَّ رَ لَ َلٌ فَ فَتْ  مجَ رِ نَّ وذَ حَ

يْنَاهُ   .عَ

先知（ ）走进一位辅士的庄园，在那里有一峰骆驼，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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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奈萨伊圣训集》第4360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55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57段 



 53 四十讲座——有关敬爱的先知  

ولُ اهللاِ  سُ أتَى إِليهِ رَ الَ  فَ مَّ قَ ن ثُ ه، فَسكَ أْسِ ىلَ رَ ل؟": فَمسحَ عَ مَ ا اجلَ ذَ بُّ هَ نْ رَ اءَ  "مَ فَجَ

الَ  قَ ارِ فَ نَ األنْصَ ابٌّ مِ سُ : شَ ا رَ ا يَ قالَ النبيُّ ! ولَ اهللاِأَنَ ةِ الَّتِي ": فَ يمَ هِ البَهِ ذِ أَالَ تتقِي اهللاَ يفِ هَ

ئِبُه دْ تُ هُ وَ ِيعُ َّ أَنَّكَ جتُ ى إِيلَ كَ هُ شَ إِنَّ ا؟ فَ اهَ كَ اهللاُ إِيَّ لَّكَ واهُ أَبُوداود[ "مَ  ].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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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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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رِ ": قَ كْ نَ الذِّ عُ مِ مَ انَتْ تَسْ ا كَ ىلَ مَ تْ عَ  ."بَكَ

“它犹如你们听到的记念真主一样在哭泣。”每当哈桑谈到

这段《圣训》时他都会哭，并说：“穆斯林大众啊！一块木头都

如此期盼能与主的使者（ ）相见，你们更应当渴望能与他见

面。”P77F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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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法塔哈勒巴利》（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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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仁慈的先知（三） 

先知（ ）对儿童的怜悯： 

主的使者（ ）对儿童是最怜爱的人。艾布胡莱赖（愿主

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ةَ  رَ يْ رَ نْ أَيب هُ الَ  عَ بَّل رسولُ اهللاِ : قَ ابِسٍ  قَ عُ بْنُ حَ رَ ه األقْ نْدَ عِ ، وَ احلسنَ بْنَ عيلٍّ

عُ  رَ الَ األقْ قَ ا فَ الِسً يِّ جَ يمِ ا: التمِ دً م أَحَ نْهُ بَّلتُ مِ ا قَ لدِ مَ نَ الوَ ولُ اهللاِ . إِنَّ يلِ عرشةً مِ  فنظرَ إليْهِ رسُ

الَ  مَّ قَ مُ ": ثُ حَ رْ مُ الَ يُ حَ رْ نْ الَ يَ  ].متفق عليه[ "مَ

主的使者（ ）亲吻哈桑·本·阿里，当时艾格莱欧·本·哈比

斯·艾勒泰米米坐在他跟前，艾格莱欧说：“我确有十个儿子，我

从没有亲吻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主的使者（ ）看了他一

眼，然后说：“不怜爱他人者，就得不到真主的怜爱。”P78F

①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الَتْ  ا قَ نْهَ يضِ اهللاُ عَ ائِشةَ رَ نْ عَ ولِ اهللاِ : عَ سُ ىلَ رَ ابِ عَ رَ نَ األعْ مَ نَاسٌ مِ دِ وا قَ الُ قَ بِّلُونَ : فَ قَ أتُ

الُوا قَ ؟ فَ مْ بيانَكُ وا. نَعم: صِ الُ ا نُقبِّل: قَ ولُ اهللاِ  .لكنَّا واهللاِ مَ سُ الَ رَ انَ اهللاُ": قَ لِكُ إِنْ كَ عَ أَوَ أَمْ زَ  نَ

َةَ  محْ مُ الرَّ نْكُ قٌ عليه[ "مِ  ].متَّفَ

一伙贝都因人来见主的使者（ ），他们说：“你们亲吻你

们的儿童吗？”他们说：“是的。”他们说：“指主发誓，但是我

们不亲。”主的使者（ ）说：“或者是你希望真主从你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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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段《圣训》中注重阐明了先知（ ）对儿童的同情心，

亲吻儿童是怜悯和同情的体现。在他（ ）的话中提到：“不

怜爱他人者，就得不到真主的怜爱。”证据表明报赏是来自于工

作的同类。谁剥夺了对儿童的怜悯和同情，那么，在复生日清

高的真主将会剥夺对他的怜悯和同情。 

先知（ ）对儿童怜悯的例子：他来到自己的儿子伊布拉

欣跟前，当时，伊布拉欣正奄奄一息，主的使者（ ）禁不住

黯然泪下。他说： 

الَ  ا ": قَ اقِكَ يَ رَ ا بِفِ إِنَّ نَا وَ بَّ يضِ رَ رْ ا يُ قُولُ إِالَّ مَ الَ نَ ، وَ نُ ْزَ لْبَ حيَ إِنَّ القَ ، وَ عُ مَ دْ َ تَ إِنَّ الْعَنيْ

ونُونَ  زُ يمُ ملحْ اهِ رَ  ].متفق عليه[ "إِ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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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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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إِنَّامَ ": قَ بَادِهِ، وَ لُوبِ عِ ا اهللاُ يفِ قُ هَ لَ عَ َةٌ جَ محْ َا رَ َاءإِهنَّ محَ بَادِهِ الرُّ نْ عِ مُ اهللاُ مِ حَ رْ متفق [ "يَ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٥٦٥٢段，《穆斯林圣训集》第٢١٣٧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41段，《穆斯林圣训集》第٢3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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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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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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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له لْ 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قَ المُ إِىلَ أَبِيه "قُ نَظَرَ الغُ هُ . فَ الَ لَ قَ مِ : فَ اسِ ا القَ ا ا. أَطِعْ أَبَ اهلَ قَ مُ فَ الَ . لغُ

الَ النبيُّ  قَ نَ النَّارِ ": فَ هُ مِ ذَ ي أَنْقَ ذِ دُ هللاِ الَّ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احل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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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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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لَه ٍ ": قَ ريْ مَ ا عُ ا أَبَ ُ ! يَ لَ النُّغَريْ عَ ا فَ  ].متفق عليه[ "مَ

“艾布欧麦依尔，小鸟在干什么呢？”P83F

③ 

阿布杜拉·本·善达迪传述，他的父亲说： 

الَ أَبوه ولُ اهللاِ : قَ سُ يْنَا رَ لَ جَ عَ رَ لٌ حَ  خَ امِ وَ حَ هُ ، وَ اءِ يتِ العِشَ الَ  صَ دَ يْنًا يفِ إِحْ سَ نًا أَوْ حُ سَ

ولُ اهللاِ  سُ مَ رَ دَّ تَقَ ادُ  فَ دَّ فَعَ شَ رَ ا فَ ةً أَطَاهلَ دَ جْ التِه سَ ِّ صَ راينِ َ ظَهْ دَ بَنيْ جَ الةِ فَسَ َ لِلصَّ ربَّ هُ ثُمَّ كَ عَ فوضَ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24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923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56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129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5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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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لِ اهللاِ  سُ رِ رَ ىلَ ظَهْ ا الصبيُّ عَ إِاَ هُ فَ ولُ اهللاِ  رأسَ سُ لَامَّ قَىضَ رَ الَ ا فَ الةَ قَ ا رسولَ : لنَّاسُ الصَّ يَ

ى ! اهللاِ ، أو أَنَّه يُوحَ دْ حدث أمرٌ نَنَّا أنَّه قَ تَّى ظَ دةً أطلتها حَ جْ ِّ صالتِكَ سَ تَ بني ظهراينِ إنَّك سجدْ

يْكَ  الَ . إِلَ تَه": قَ اجَ َ حَ
قْيضِ تَّى يَ هُ حَ لَ جِّ تُ أَنْ أُعَ هْ رِ كَ نِي فَ لَ َ حتَ نِي ارْ نْ ولكِنَّ ابْ ْ يكُ لُّ ذلكَ ملَ ه روا[ "كُ

 ].النسائي

主的使者（ ）出来带领我们礼宵礼拜，他当时抱着哈桑

或候塞尼，主的使者（ ）走到前面把他放下，然后才念大赞

词开始礼拜，在礼拜中间，有一次使者叩头叩了很长时间，善

达迪抬起头，发现小孩骑在主的使者（ ）的背上，当主的使

者（ ）礼完拜之后，人们说：“主的使者啊！礼拜中间，你

叩头叩了很长时间，甚至我们都以为发生了不测，或启示降临

了你。”使者说： 

الَ  تُ أَنْ أُ ": قَ هْ رِ كَ نِي فَ لَ َ حتَ نِي ارْ نْ ولكِنَّ ابْ ْ يكُ لُّ ذلكَ ملَ تَهكُ اجَ َ حَ قْيضِ تَّى يَ هُ حَ لَ جِّ رواه [ "عَ

 ].النسائي

“这些都没有发生，但是我的外孙子骑在我背上，我不想阻

止他，以便他完成自己的需要。”P84F

① 

先知（ ）对儿童怜悯的例子：他去看望辅士们，向他们

的孩子们致以色兰问候，并抚摸他们的头。P85F

② 

先知（ ）对小孩怜悯的例子：曾经有人把小孩抱来，让

先知为孩子祈求福利，并把咀嚼的椰枣泥抹在孩子的上颚上。P86F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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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奈萨伊圣训集》第 1075段 

②
《奈萨伊圣训集》第 1129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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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为他们向真主祈求幸福。 

先知（ ）曾经抱着宰奈布的女儿乌玛麦图礼拜，当他叩

头时，就把她放下来；当他站起来时，就把她抱起来。 

愿真主赐予这位慷慨、仁慈的先知幸福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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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座 

仁慈的先知（四） 

先知（ ）对服务员和奴隶的怜悯： 

在伊斯兰之前，奴隶是没有任何权利、也得不到任何尊重

的。当真主恩赐人类伊斯兰的使命之后，先知（ ）禁止虐待

奴隶，确定了他们的权利，并以痛苦的刑罚警告那些压迫、或

贬低、或诅咒他们的人。 

麦阿鲁尔·本·苏外尔的传述，他说：  

ويدٍ قَالَ  ورِ بْنِ سُ رُ عليه حُ : عنِ املعْ أيتُ أَبا ارٍّ وَ ثْلُها رَ ه مِ مِ الَ ىل غُ عَ ثْلَ ما  –لَّة وَ أَيْ أَنه يلْبَس مِ

لْ  ولِ اهللاِ يُ سُ دِ رَ هْ ىل عَ الً عَ جُ رَ أَنَّه سابَّ رَ كَ نِ اَلك، فَذَ ه فسألتُه عَ ه ومملُوكَ ادِمَ ه، فأتَى  بِسُ خَ ه بأمِّ ريَّ فَعَ

ؤٌ فِ ": فقالَ النبيُّ . ، فذكر لَه الكالرجلُ النبيَّ  رُ مُ إِنَّكَ امْ لَهُ عَ مْ جَ لُكُ وَ مْ خَ انُكُ وَ ؛ إخْ لِيَّةٌ اهِ يكَ جَ

الَ  لْبَس وَ َّا يَ ه ممِ لْيُلْبِسْ أْكُل وَ َّا يَ هُ ممِ لْيُطْعِمْ هِ، فَ يْ ْتَ يَدَ وهُ حتَ انَ أَخُ نْ كَ مْ فَمَ يكُ ْتَ أَيْدِ ا اهللاُ حتَ  تُكلِّفُوهمْ مَ

يْ  لَ مْ عَ ينُوهُ أَعِ ، فَ مْ وهُ تُمُ لَّفْ إِنْ كَ مْ فَ لِبُهُ  ].متفقٌ عليهِ [ "هِ يَغْ

我看见艾布冉尔穿着一套饰服，他的仆人也穿着同样的饰

服，我就问他为什么主人与仆人穿着同样的衣服，他提到在先

知（ ）时代，他曾经骂过一个人，并以其母亲的奴婢身份来

侮辱他，然后那个人来向先知（ ）提起了这件事，先知（ ）

说：“你这个人有点蒙昧主义的气息，你们的兄弟服侍你们，是

真主给予了你们管理他们的权力；谁手下掌管着自己的一位兄

弟，那么他吃什么，就让他给他也吃什么；他穿什么，就让他



 60 四十讲座——有关敬爱的先知  

给他也穿什么，不要让他们做力所不及的事情，如果一定要让

他们做，你们就当帮助他们。”① 

看看先知（ ）是如何对待服务员的，他把服务员提升到

与主人兄弟关系的地位，以便这种制度扎根在穆斯林的心中，

如果他对这个服务员不公正、或伤害了他、或侵吞了他的财产，

那么，他就等于伤害了自己的兄弟。先知（ ）竭尽全力地命

令善待他们、怜悯他们、尊重他们，供给他们类似主人的吃、

喝和穿戴。因此，艾布冉尔供给自己的仆人类似自己的穿着。

在这段《圣训》里，先知（ ）禁止让佣人做力所不及的工作，

这包含了减轻他们的工作，给予他们足够休息的时间。 

艾布麦斯欧德·艾勒安刷里的传述，他说：我曾用鞭子打我

的一个男仆，忽听身后有人说： 

لَ " عُودٍ اعْ سْ نَ الغَضبِ  "!مْ أَبَا مَ تَ مِ وْ ولُ اهللاِ : قَالَ . فَلَمْ أَفْهمْ الصَّ وَ رسُ ا هُ نِّي إِاَ نَا مِ ، فَلَامَّ دَ

وَ يقُولُ  ا هُ إِذَ عُودٍ ": فَ سْ لَمْ أَبَا مَ ي: قَالَ  "!اعْ ن يَدِ طَ مِ وْ يْتُ السَّ الَ  .فألقَ عُودٍ أَنَّ اهللاَ ": قَ سْ لَمْ أَبَا مَ اعْ

كَ  بَارَ مِ  تَ ا الغُالَ ذَ ىلَ هَ نْكَ عَ لَيْكَ مِ رُ عَ تَعَاىلَ أَقْدَ ا: قُلتُ  "وَ ه أَبدً ا بعدَ ْلوكً بُ ممَ ِ  .الَ أرضْ

“艾布麦斯欧德，你当知道！”由于愤怒我没有听出是谁的

声音。他说：“当他接近时，我突然发现他是主的使者（ ）。”

他说：“艾布麦斯欧德，你当知道！”他说：“我丢了手里的鞭子。”

他又说：“艾布麦斯欧德，你当知道！清高伟大的真主比你惩罚

这个奴仆更有能力惩罚你。”我说：“我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打过

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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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سولَ اهللاِ : قُلْتُ  ا رَ هِ اهللاِ: يَ جْ و حرٌّ لِوَ ولُ اهللاِ . هُ تْكَ النَّارَ ": فَقَالَ رسُ حَ عَل، لَلَفَ ْ تَفْ ا لَوْ ملَ  –أَمَ

تْكَ النَّارُ   ].رواه مسلم[" –أَوْ ملسَّ

“主的使者啊！为了真主的喜悦，他是自由的人了。”主的

使者（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必受火狱之灾。”P88F

① 

先知（ ）还说： 

الَ النبيُّ  نْ ": قَ تِقَهُ  مَ تُهُ أَنْ يَعْ ارَ فَّ ، فَكَ بَهُ َ ا لَهُ أَوْ رضَ ْلُوكً  ].رواه أبو داود[ "لَطَمَ م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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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9F

② 

先知（ ）是一个拯救被压迫者、释放奴隶，以及公平地

对待服务员的人，他会站在那些被羞辱的破碎的心灵立场上，

使他们内心振作起来。 

穆阿威耶·本·苏外迪·本·穆格利尼的传述，他说： 

نِ قَالَ  رِ قْ ويدِ بْنِ مُ دَعاينل: عنْ مُعاويةَ بْنِ سُ تُ مَوىلً لَنا، فَدعاهُ أَيبِ وَ الَ . طمْ إِنَّا : فَقَ نْه، فَ اقتصَّ مِ

دِ النبيِّ  هْ ىلَ عَ نَّا سبعةً عَ ن كُ رِ قْ نَّا معرشَ بَنِي مُ جلٌ مِ ادِمٌ فَلطَمها رَ نَا إِالَّ خَ لَيْس لَ ولُ اهللاِ . وَ سُ فَقَالَ رَ

 :"ا تِقُوهَ الُوا "أَعْ ُ : قَ ريْ ادِمٌ غَ نَا خَ ا ": قال. هالَيْسَ لَ نَوْ تَغْ ا اسْ إِذَ نُوا فَ تَغْ تَّى يَسْ مْ حَ هُ مْ دِ لْتَخْ فَ

ا تِقُوهَ يَعْ لْ  ].رواه مسلم[ "فَ

我打了我们的奴隶一记耳光，然后我的父亲把他叫去，也

喊了我，然后他说：给他自由吧！我们是穆格利尼部族的人，

在先知（ ）时代，我们七个人只有这一个仆人，我们中有人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65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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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她是我们拥有的唯一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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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كٍ  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أَنَسُ بْنُ مَ سُ تُ رَ مْ دَ ننيَ  خَ َ سِ رشْ الَ قَالَ . عَ ، وَ ا قالَ يلِ أفٍّ قطُّ واهللاِ مَ

ءٍ  تُه مل فعلْتَه، والَ ليشْ ا؟: ملْ أفعلْهليشءٍ فعلْ  ].متفق عليه[ "أَالَ فعَلْتَ كَ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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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1F

②
P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يْئًا قَطُّ " يلَّ شَ ابَ عَ الَ عَ  ].رواه مسلم[ "وَ

“他从来都没有因为任何事情而责备过我。”P92F

③ 

主的使者（ ）对服务员说： 

ولُ اهللاِ وَ  سُ انَ رَ ادِم كَ ؟": يَقُولُ للخَ ةٌ اجَ  ].رواه أمحد[ "أَلَكَ حَ

“你有什么需要吗？”P93F

④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658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3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309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09段 

④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549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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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كٍ  نْ أَنسِ بْنِ مَ 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عَ سُ ذُ بِيَدِ رَ ينَةِ لتَأْخُ لِ املدِ نْ أَهْ ةُ مِ انَتِ األمَ عُ إِنْ كَ نْزِ ، فَام تَ

اءتْ  يثُ شَ ب بِه حَ هَ تَّى تذْ ا، حَ هَ نْ يَدِ ه مِ تِها يَدَ اجَ ينَةِ يفِ حَ نَ املدِ  ].رواه ابن ماجه[ "مِ

“如果麦地那的某一女仆抓住主的使者（ ）的手，他不

会将自己的手从她的手中挣脱，直到她随意地带着使者在麦地

那城内解决她的需求。”P9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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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نه بْحَ الَ سُ   :قَ            ]4: القلم[. 

【[4]你确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P95F

① 

الَ  مَ ": قَ ارِ كَ ِّمَ مَ ُمتَ ثْتُ ألِ عِ امَ بُ قِ  إِنَّ الَ َخْ  .]مسند الشهاب القضاعي[ ".األْ

穆圣（ ）说：“我被派遣只是为了完善高尚的品德。”P9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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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ىل  :قال تَعَ                ]١٠٧ :األنبياء.[ 

【[107]我派遣你，只为慈悯众世界。】P97F

③ 

清高的真主说： 

اىل  :قال تَعَ          ]٤٣: األحزاب[ 

【他是怜悯信士的。】 P98F

④ 

                                                        
①
《笔章》第 4 节 

②
《穆斯奈德谢哈布》第 1080 段，作者：穆罕默德·艾勒古达诶 

③
《众先知章》第 107节 

④
《同盟军章》第 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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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真主又说： 

 : قال عز                         

        ]١٥٩: آل عمران[ 

【[159]只因为从真主发出的慈恩，你温和地对待他们；假

若你是粗暴的，是残酷的，那么，他们必定离你而散。】P99F

① 

الَ  اةٌ " :قَ دَ هْ َةٌ مُ محْ ا رَ امَ أَنَ واهُ احلاكِمُ [ "إِنَّ  ].رَ

穆圣（ ）说：“我是被赐予仁慈的、引导你们的人。”P100F

② 

3.自从他出身就得到真主的护佑。因为清高的真主说： 

اىل   :قال اهللاُ تَعَ                      

           ]٨ – ٦: الضحى[. 

【[6]难道他没有发现你孤苦伶仃，而使你有所归宿？[7]

他曾发现你徘徊歧途，而把你引入正路；[8]发现你家境寒苦，

而使你丰足衣食。】P101F

③ 

4.真主开拓他的心胸，提高他的声望。因为清高的真主说： 

اىل   :قال اهللاُ تَعَ                     

                ]٤ -١: الرشح.[ 

【[1］难道我没有为你而开拓你的胸襟吗？[2]我卸下了你

的重任[3]即使你的背担负过重的，[4]而提高了你的声望。】 P102F

④ 

5.他（ ）是封印的先知。犹如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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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哈科目圣训集》第 99段 

③
《上午章》第 6-8节 

④
《开拓章》第 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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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٤٠: األحزاب[ 

【[40]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而是真主的

使者，和众先知的封印。】P103F

① 

الَ  عَ لَبِنَةٍ ":قَ ضِ وْ ، إِالَّ مَ هُ لَ مَ أَكْ نَهُ وَ سَ أَحْ يْتًا فَ نَى بَ لٍ بَ جُ ثَلِ رَ مَ بْيلِ كَ نْ قَ بِيَاءِ مِ َنْ ثَلُ األْ مَ ثَيلِ وَ  مَ

يَ  طُوفُونَ وَ لَ النَّاسُ يَ عَ ، فَجَ اهُ ايَ وَ نْ زَ ةٍ مِ يَ اوِ نْ زَ ولُونَ مِ قُ يَ نَ البُنْيَانِ وَ بُونَ مِ نَا : عْجَ اهُ عْتَ هَ ضَ أَالَ وَ

بِنَةَ  ا اللَّ نْتُ أَنَ كُ ؟ فَ نْيَانُكَ يَتِمَّ بُ ، فَ قٌ عليْهِ [ "لَبِنةً تَّفَ  ].مُ

穆圣（ ）说：“我与我之前众使者的比喻，就像一个人

建造房子，他全部都建造的很好，唯有某个墙角上缺了一块土

坯的位置没有完善，人们围绕着这个建筑，并赞赏之，他们说：

‘真的，如果你在这里补上一块土坯，你的建筑就更完美的。’

我就是那块土坯。”P104F

② 

6.穆圣（ ）是封印的先知，因为他（ ）曾说： 

الَ  تٍّ ":قَ بِيَاءِ بِسِ َنْ ىلَ األْ لْتُ عَ لّتْ : فُضِّ أُحِ ، وَ بِ عْ تُ بِالرُّ ْ نُرصِ ، وَ لِمِ عَ الْكَ امِ وَ طِيتُ جَ أُعْ

ةً وَ  افَّ لْقِ كَ لْتُ إِىلَ الْـخَ سِ أُرْ ا، وَ دً جِ سْ مَ ا وَ ورً ضُ طَهُ َرْ َ األْ عِلَتْ يلِ جُ ، وَ نَائِمُ َ الْغَ َ النَّبِيُّونَ يلِ تِمَ يبِ  "خُ

لِم[ واهُ مسْ  ].رَ

“我因六件事情而胜过众先知，我获得了警句 P105F

③
P；我被赐予

恐惧作为援助；战利品对于我是合法的；大地为我而成为洁净

的礼拜殿；我是针对全人类而被派遣的；我是封印的先知。”P106F

④ 

                                                        
①
《同盟军章》第 40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535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286段 

③
译者注：这里是指《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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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بْدِ ":قَ دُ بْنُ عَ مَّ ا حمُ ، أَنَ لْقَ لَقَ اخلَ اىلَ خَ عَ بْدِ املطَّلِب؛ إِنَّ اهللاَ تَ نِي يفِ  اهللاِ ابْنِ عَ لَ عَ فَجَ

 ِ ريْ نِي يفِ خَ لَ عَ ، فَجَ بَائِلَ مْ قَ هُ لَ عَ ةً ثُمَّ جَ قَ مْ فِرْ هِ ِ ريْ نِي يفِ خَ لَ عَ ِ فَجَ تَنيْ قَ مْ فِرْ هُ لَ عَ ، ثُمَّ جَ مْ هِ ِ ريْ ، خَ ةً بِيلَ مْ قَ هِ

خَ  يْتًا، وَ مْ بَ كُ ُ ريْ ا خَ أَنَ يْتًا، فَ مْ بَ هِ ِ ريْ نِي يفِ خَ لَ عَ ا، فَجَ يُوتً مْ بُ هُ لَ عَ اثُمَّ جَ سً فْ مْ نَ كُ ُ رواه أمحد وصححه [ "ريْ

 ].األلباين

“我是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本·阿布杜勒盟台利部，的确，

清高的真主创造了众生，他使我成为他们中最优秀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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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7F

① 

8.在复生日穆圣（ ）是先到池边和具有说情的人，因为

他（ ）曾说： 

الَ  ا فَ ": قَ مْ أَنَ تُهُ فْ رَ ا عَ تَّى إِذَ ، حَ مْ نْكُ الٌ مِ جَ عَ يلِ رِ فَ مْ لِريُ كُ تَظِرُ ضِ أَنْ وْ ىلَ الْـحَ مْ عَ طُكُ  ،رَ

ولُ  أَقُ ، فَ وا دُوينِ تُلِجُ ايبِ : اخْ حَ بِّ أَصْ الُ ! رَ يُقَ كَ : فَ دَ ثُوا بَعْ دَ ا أَحْ ي مَ رِ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إِنَّكَ الَ تَدْ

“我提前来到池边等候你们，以便真主让你们中的人出现在

我面前，直至当我认出他们。在他们到达我之前，却被带向相

反的方向我说：‘主啊！我的弟子们！’有个声音说：‘你不知道

在你之后他们又做的何种异端’。”P108F

② 

穆圣（ ）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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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0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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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  ةً ": قَ اعَ فَ يتِ شَ وَ عْ تَبَأْتُ دَ دْ اخْ إِينِّ قَ يبَتْ لَهُ وَ تُجِ اسْ ا، فَ َ ا هبِ عَ دْ دَ ةً قَ وَ عْ بِيٍّ دَ لِّ نَ إِنَّ لِكُ

ةِ  يَامَ مَ القِ وْ تِي يَ ُمَّ  ].متَّفقٌ عليهِ [ ".ألِ

“每位先知都有一个被应答的祈祷，他们都已祈祷并获得了

应答，的确，我把祈祷留在复生日为我的民众说情。”P109F

① 

9.穆圣（ ）在复生日是全人类的领袖，因为他（ ）

曾说： 

الَ  بِيٍّ ": قَ نْ نَ ا مِ مَ رَ وَ الَ فَخْ دِ وَ مْ اءُ الْـحَ ي لِوَ بِيَدِ ، وَ رَ الَ فَخْ ةِ وَ يَامَ مَ القِ وْ مَ يَ لَدِ آدَ يِّدُ وَ ا سَ أَنَ

ا ْتَ لِوَ اهُ إِالَّ حتَ وَ نْ سِ مَ مَ فَ ئِذٍ آدَ مَ وْ رَ يَ الَ فَخْ عٍ وَ فَّ شَ لُ مُ أَوَّ لُ شافِعٍ وَ ا أَوَّ أَنَ  ."ئِي، وَ

“复生日，我是人类的领袖，绝不是自夸；我手持赞颂的旗

子，绝不是自夸；那天，所有的先知都在我的旗子之下，我是

第一个说情者，是第一个获得说情的人，绝不是自夸。” 

10.复生日他（ ）是第一位进入天堂的人，因为他（ ）

曾说： 

الَ  نُ ":  قَ ازِ يَقُولُ اخلَ ، فَ عُ بَابَ اجلنَّةِ رَ قْ نْ يَ لُ مَ ا أَوَّ نْ : أَنَ نْ أَ ولُ مَ أقُ ؟ فَ دٌ : تَ َمَّ ا حمُ يَقُولُ .أَنَ : فَ

كَ  دَ دٍ بَعْ َحَ ومُ ألِ الَ أَقُ ، وَ بْلَكَ دٍ قَ َحَ مْ ألِ مْ أَقُ لَ ، فَ تَحُ لَكَ ومُ فأفْ لم[ "أَقُ  ].رواهُ مسْ

“我是第一个敲开天堂之门的人，看管天堂的天使问：‘你

是谁？’我说：‘我是穆罕默德。’他说：‘我现在起来为你开门，

在你之前我没有为任何人站起来过，在你之后我也不会为任何

人站起来’。”P110F

② 

11.他（ ）是所有渴望会见真主、获得天堂的成功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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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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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نه بْحَ الَ سُ  : قَ                        

              ]٢١: األحزاب.[ 

【[21]希望真主和末日，并且多多记念真主者，你们有使

者可以作你们的优良模范。】P111F

① 

12.他（ ）从不以个人的私欲说话，事实上，他的言语

关系着伊斯兰及其法律，那是来自于没有丝毫虚假的启示，犹

如清高的真主所说： 

اىلَ  عَ الَ تَ   :قَ                    ]م  – ٣: النَّجْ

٤.[ 

【[3]他未随私欲而言，[4]这只是他所受的启示。】 P112F

② 

 

                                                        
①
《同盟军章》第 21节 

②
《星宿章》第 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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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座 

他的出生、哺乳、以及真主对他的保护 

先知（ ）出生于伊历三月的星期一，一说是三月的二号，

一说是八号，一说是十号，一说是十二号。伊本凯西尔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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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一种说法是最正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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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哺乳： 

艾布赖海毕的女仆苏外柏喂了他（ ）几天的奶，艾布赖

海毕因为喜爱这位男童而释放了女仆人苏外柏。然后在塞阿德

部落为他找到了奶妈，由塞阿德部落的哈莉麦为他哺乳。他在

塞阿德部落跟随哈莉麦居住了大约五年。在那里发生了破胸事

件，天使取出了他的心进行洗涤，从中清楚了私欲和恶魔，并

且真主使他的心中充满了光明、智慧、怜悯和仁慈，然后又使

其归还原位。 

在发生那个事件之后，哈莉麦非常担心他的安全，于是把

他送回到他母亲的身边，并告诉了她所发生一切，但那并没有

使她感到恐惧。 

苏海里说：“这是发生了两次的净化！” 

第一：是在他的童年，净化他的心灵，远离恶魔的中伤。 

第二：当真主意欲提高他纯洁的地位，以便他带着天上的

众天使礼拜时，就纯化他的内外，并使他的内心充满了智慧和

信仰(伊玛尼)。 

他（ ）母亲的去世： 

当主的使者（ ）成长到六岁时，他的母亲带着他去麦地

那看望欧戴云·本·南贾尔部落的舅舅们时，与她同行的还有温姆

艾依麦奈。她在他们那儿住了一个月，然后在返回麦加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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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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تَ ":قَ رُ املوْ كِّ ا تُذَ إِهنَّ ، فَ بُورَ وا الْقُ ورُ  ].رواه مسلم[ "زُ

“你们游坟吧！的确，它能使人记忆死亡。”P114F

② 

当他的母亲去世之后，温姆艾依麦奈照顾他。她是他从自

己的父亲那里继承的奴隶。然后他的祖父阿布杜勒盟台利部抚

育他，但是当主的使者（ ）成长到八岁时，他的祖父也去世

了。他的祖父临终前嘱托他的叔叔艾布塔利布抚育他，并很好

地照顾他。当真主任命他为先知时，艾布塔利布又全力以赴地

帮助和支持他，即使他至死仍然是一个多神教徒也罢！由于他

对先知的支持和帮助，真主减轻了对他的惩罚，犹如在正确的

《圣训》中所提到的那样。  

清高的真主保护他远离愚昧时代的污染  

清高的真主至始至终保护自己的先知（ ），远离愚昧时

代的污染。他憎恨偶像，从来都没有崇拜过任何一个偶像，也

没有崇敬过任何一个塑像；他从没有喝过酒，更没有参加过古

莱什青年的堕落、淫乱的活动。与此相反，他为人清白，没有

                                                        
①
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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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值得信赖者”，因为人们亲眼目睹了他的品性纯洁和说话诚

实，他们喜爱他的判断，并遵守他的意见。那在把黑石放回原

位的故事中确已明晰地显露出来，人们都喜爱接受他的建议，

他拿来外衣，把石头放在中间，他让每一个部落的首领各抓住

一个衣角把黑石抬起来，然后他亲自把黑石放回原来的地方，

以此平息了人们心中的愤怒，熄灭了部落之间即将发生的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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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讲座  

他的婚姻  

先知（ ）聘娶了海迪彻为妻，他当时的年龄是二十五岁，

而她已经四十岁了。他曾同海迪彻的仆人一起前往沙姆地区为

她经商，她的仆人在旅行中看到了使自己眼花缭乱的奇迹，以

及他所显示出的诚实和信义。当他返回之后，他告诉了女主人

自己的所见所闻。然后她提出想与先知结婚，先知（ ）就聘

娶了海迪彻为妻。  

海迪彻（愿主喜悦她）是在迁徙前三年归真的。先知与她

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她是先知唯一的妻子，直至她六十五岁

时归真，当时先知（ ）大约为五十岁。在她之后，由于各种

哲理和崇高的宗旨，他又聘娶了几位妻子。这也驳斥了部分东

方学者及其他反对者的指控，他们造谣说先知（ ）是一个寻

求享受的淫乱者。那么，怎么能说他是一位贪图享受的人呢？

他与比自己大十五岁的妻子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直至妻子去

世，他都没有娶过其她任何女人，更何况在他的青春年龄和性

欲失去之后？难道他的性欲隐藏了许多年，直至当他达到五十

岁之后，又突然出现了？没有理智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  

西方的许多学者和思想家自身确已嘲讽这种荒谬的言论，

意大利的研究员鲁拉·斐西雅·法李莉博士说：“在穆罕默德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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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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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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活的详情，但是当我们知道穆罕默德（ ）的家庭生活详

情后，就对其进行批评吗？”① 

他（ ）的诸位妻子  

海迪彻去世之后，先知（ ）又聘娶了邵德·宾图·茹迈阿，

其次是阿依莎·宾图·艾布白克尔·舜迪格（愿主喜悦她），她是先

知聘娶的唯一一个处女；然后是哈夫率·宾图·欧麦尔·本·汗塔布

（愿主喜悦她），然后是宰奈布·宾图·胡斋麦·艾勒黑俩立耶，然

后是温姆塞莱迈，她的名字是杏德·宾图·吴曼耶，然后是宰奈

布·宾图·杰哈西，然后是朱外丽耶·宾图·哈立斯，然后是温姆哈

碧柏·莱姆莱图·宾图·艾布苏福杨，然后在“海拜尔”战役聘娶了索

非亚·宾图·候艳冶，然后是麦依姆奈·宾图·哈立斯（愿主喜悦她），

她是主的使者（ ）娶的最后一位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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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四十讲座——有关敬爱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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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  ].٥٩ – ٥٨: النَّ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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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6F

① 

蒙昧时代的女子，如果她的丈夫死了，她丈夫的儿子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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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阻止她再婚，并将她监禁起来，

直到她死亡。伊斯兰通过公正的法律，废除了这所有一切，保

障了男女平等的权利。  

先知（ ）还告知在人性方面女子与男子是同等的，他

（ ）说： 

المُ  السَّ الةُ وَ ليهِ الصَّ ال عَ ائِقُ الرِّ ": قَ قَ اءُ شَ الِ إِنَّام النِّسَ يُّ [ "جَ ذِ مِ ْ دُ وأَبو داودَ والرتِّ واهُ أَمحْ  ]رَ

“女人是男人的姐妹。”P11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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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ىلَ  عَ الَ تَ   : قَ                  

                            

                           

                     

               ]اب زَ َحْ  ].٣٥: األْ

【[35]顺服的男女、信道的男女、服从的男女、诚实的男

女、坚忍的男女、恭敬的男女、好施的男女、斋戒的男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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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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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تَعاىل   :قَ                        

                              

  ]٤٠: غافر.[ 

【[40]作恶者只受同样的恶报；行善而且信道的男子和女

子，将入乐园，受无量的供给。】P119F

② 

先知（ ）还告知了他对女人的喜爱，他（ ）说： 

المُ  السَّ ةُ وَ الَ يْهِ الصَّ لَ الَ عَ عِلَتْ ": قَ جُ ، وَ الطِّيبُ اءُ وَ مُ النِّسَ يَاكُ نْ نْ دُ َّ مِ بِّبَ إِيلَ يْنِي يفِ  حُ ةُ عَ رَّ قُ

ةِ  الَ دُ والنسائيُّ [ "الصَّ واهُ أَمحْ  ].رَ

“今世里受我喜爱的是女人和香料，礼拜使我感到赏心悦

目。”P120F

③ 

先知（ ）喜爱女人，他又怎么会不公正的对待她们、或

轻视她们、或压迫她们呢？  

犹如清高的真主废除了仇恨女孩和活埋女婴的恶习一样，

先知（ ）也废除了各种恶习，他（ ）鼓励人们教育和善

待女孩。他（ ）说： 

المُ  السَّ ةُ وَ الَ يْهِ الصَّ لَ الَ عَ ِ ": قَ تَنيْ يَ ارِ الَ جَ نْ عَ وَ مَ هُ ا وَ ةِ أَنَ يَامَ مَ القِ وْ اءَ يَ ا، جَ غَ بْلُ تَّى تَ  – حَ

ابِعِهِ  َ أَصَ مَّ بَنيْ ضَ  ]رواه مسلم[ "–وَ
                                                        

①
《同盟军章》第 35节 

②
《赦宥者章》第 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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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ثُ ": قَ انَ لَهُ ثَالَ نْ كَ نَّ  مَ بَتَهُ حْ نَ صُ سَ أَحْ تَانِ فَ اتٍ أَوْ بِنْتَانِ أَوْ أُخْ وَ ثُ أَخَ نَاتٍ أَوْ ثَالَ بَ

هُ اجلنَّةُ  لَ نَّ فَ قَى اهللاَ فِيهِ اتَّ  ."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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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2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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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دَ ": قَ اجِ مُ املسَ كُ اءَ وا نِسَ ْنَعُ  ].رواه أمحد وأبو داود[ "الَ متَ

“你们不要阻止你们的女人去清真寺。”P123F

③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31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33段 

③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4802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56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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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还嘱托要善待女人，他曾说： 

الَ  وا بِالنِّسَ ": قَ صُ تَوْ ااسْ ً ريْ  ]متَّفقٌ عليْهِ [ "اءِ خَ

“你们当善待女人。”P124F

①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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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集》第489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468段 



 82 四十讲座——有关敬爱的先知  

第十七讲座 

先知与妇女（二） 

先知（ ）鼓励做丈夫的应当担负妻子们的费用。他（ ）

说： 

المُ  السَّ الةُ وَ الَ عليهِ الصَّ ا، ": قَ يْهَ لَ تَ عَ رْ هَ اهللاِ إِالَّ أُجِ جْ ا وَ َ بْتَغِي هبِ ةً تَ قَ فَ قَ نَ نْفِ تَّى إِنَّكَ لَنْ تُ حَ

أَتِكَ  رَ ّ امْ هُ يفِ يفِ لُ عَ ْ ا جتَ  ].متفقٌ عليْهِ [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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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5F

① 

先知还指出对家庭的费用是最好的费用，他（ ）说： 

الَ  لُ دِينَارٍ ": قَ يَالِهِ : أَفْضَ ىلَ عِ لُ عَ جُ هُ الرَّ قُ نْفِ  ].رواه مسلم[ "دِينَارٌ يُ

“最好的金币：就是一男子把它花费到赡养家人上。”P126F

② 

他（ ）还曾说： 

الَ  رَ ": قَ ءِ أُجِ نَ الْـامَ هُ مِ أَتَ رَ قَى امْ ا سَ لَ إِذَ جُ  .]رواه أمحدُ [ "إِنَّ الرَّ

“男子供给妻子饮水，也能获得回赐。”P127F

③ 

当阿尔巴杜·本· 萨利耶听到这段《圣训》之后，他赶紧带

着水来到自己的妻子跟前让她喝水，并告诉她自己从主的使者

（ ）那儿所听到的一切。 

先知（ ）这是这样教授自己的弟子们良好地善待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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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99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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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先知（ ）还明确指出善待妇女是男子内心纯洁、

品德高尚的证据。他（ ）说： 

المُ  السَّ الةُ وَ ليهِ الصَّ مْ ": قال عَ ائِهِ مْ لِنِسَ كُ يَارُ مْ خِ كُ يَارُ   ]رواه أمحد[ "خِ

“你们最优秀者就是你们对妻子最好的人。”P128F

①
P先知（ ）

禁止男子仇恨自己的妻子，他（ ）曾说： 

المُ  ا آخَ  الَ ": قال عليهِ الصالةُ والسَّ نْهَ َ مِ
يضِ ا، رَ قً لُ ا خُ نْهَ هَ مِ رِ نَةً إِنْ كَ مِ ؤْ نٌ مُ مِ ؤْ كُ مُ رَ فْ  "رَ 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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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9F

② 

先知（ ）就这样命令男子应当寻找妇女积极的一面和值

得赞赏的行为，尽量忽略她们的错误和消极面。因为经常挑剔

不好的行为，会导致夫妻之间反目为仇。 

先知（ ）禁止殴打妇女，他（ ）曾说： 

المُ  الةُ والسَّ اءَ اهللاِ ": قالِ عليه الصَّ بُوا إِمَ ِ اودَ [ "الَ تَرضْ اهُ أَبُو دَ وَ  ].رَ

“你们不要殴打真主的女仆。”P130F

③
P他并且还警告那些伤害妇女

的人，他（ ）说： 

الَ  ِ ": قَ نيْ عِيفَ قَّ الضَّ جُ حَ رِّ مَّ إِينِّ أُحَ أَةِ : اللهُ املرْ اجهْ [ "الْيَتِيْمِ وَ دُ وابْن مَ واه أَمحْ  ]رَ

“主啊！我确已禁止侵犯两种弱者的权利——孤儿和妇

女。”P131F

④
P 这意味着谁不公正地对待这两种人，谁就得不到真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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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1469段 

③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8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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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 ）还禁止丈夫揭露自己妻子的私人秘密，同时也

禁止妻子揭露丈夫的私人秘密。他（ ）说： 

يهِ ال لَ ال عَ المُ قَ السَّ الةُ وَ فْيضِ إِىلَ ": صَّ لُ يُ جُ ةِ الرَّ يَامَ مَ القِ وْ نْدَ اهللاِ يَ لَةً عِ نْزِ ِّ النَّاسِ مَ نْ أَرشَ إِنَّ مِ

ا هَ َّ
ُ رسِ نْرشُ مَّ يَ تُفْيضِ إِلَيْهِ ثُ أَتِهِ وَ رَ لِم[ "امْ سْ واهُ مُ  ].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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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丈夫把妻子的秘密宣扬

出去。”P132F

① 

先知（ ）对妇女的尊重还有，禁止丈夫歹猜自己的妻子，

探寻她们的过失。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ابِرٍ  نْ جَ الَ  عَ ولُ اهللاِ ": قَ سُ َى رَ سُ  هنَ تَمِ لْ ، أَوْ يَ ُمْ هنُ وَّ تَخَ هُ لَيْالً؛ يَ لَ لُ أَهْ جُ قَ الرَّ طْرُ أَنْ يَ

ِمْ  اهتِ ثَرَ تفق عليه[ "عَ  ].مُ

“主的使者（ ）禁止男子怀疑妻子背叛而在夜间敲她的

门，或者是查找她们的过失。”P133F

② 

至于主的使者（ ）与自己妻室们的行为，他是极为怜爱

和亲切的。据艾斯沃德的传述，他说： 

دِ قَال وَ ا: عنِ األسْ نْهَ يضِ اهللاُ عَ ائشةَ رَ ألتُ عَ ان النبيُّ : سَ ا كَ الَتْ  مَ  :يَصنَعُ يفِ أهلِه؟ قَ

هنةِ أَهلِه  انَ يفِ مِ هنَتِها  –كَ ها يفِ مِ دُ الةِ  –أَيْ يُساعِ امَ إِىل الصَّ الةُ قَ رضتِ الصَّ ا حَ إِذَ رواه [فَ

 ].البخاري

“我曾问阿依莎（愿主喜悦她），先知（ ）为他的妻子都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437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4945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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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些什么？”她说：“他（ ）帮助妻子做家务，当礼拜的时间

到了，他就去礼拜。”① 

他（ ）会取得妻子的欢心和满意，他温柔地用愉快和甜

美的语言与她们交谈。其中有一个例子，他（ ）曾对阿依莎

（愿主喜悦她）说： 

الَ  نْها قَ يض اهللاُ عَ اكِ ": لِعائِشةَ رَ ضَ رِ بَكِ وَ ضَ فُ غَ رِ َعْ الَتْ  "إِينِّ ألَ لك : قَ فُ ذَ يف تَعرِ كَ

سولَ اهللاِ؟ ا رَ الَ  يَ لْتِ إِنَّكِ إِ ": قَ يَةً قُ اضِ نْتِ رَ ا كُ لْتِ : ذَ طَةً قُ اخِ نْتِ سَ إِنْ كُ دٍ وَ َمَّ بِّ حمُ رَ الَ : بَىلَ وَ

يْمَ  اهِ رَ بِّ إِبْ رَ الَتْ  "وَ قَ كَ : فَ مَ رُ إِالَّ اسْ جُ ولَ اهللاِ إِينِّ الَ أَهْ سُ ا رَ اهللاِ يَ لْ وَ  ].متفقٌ عليه[.أَ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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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5F

②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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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نَ النبيُّ  ال كَ ةِ قَ يَّ ةً ": إِذا أُيتَ باهلدِ يقَ دِ انَتْ صَ ا كَ إِهنَّ ، فَ ةٍ نَ ا إِىلَ فُالَ َ بُوا هبِ هَ جيَةَ اذْ دِ  "خ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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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6F

③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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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92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493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439段 

③
《泰柏拉尼圣训集》第 1855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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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与此相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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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ال                             

                      ]٥ – ١: العلق.[ 

【［1］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2]他曾用血块

创造人。[3]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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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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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血块章》第 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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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艾塞德·本·阿布杜勒欧扎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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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正的主的使者（ ）。但是当主

的使者（ ）看见天使时，非常害怕，于是返回到海迪彻那儿，  

ال وينِ ":  قَ ثِّرُ لُوين دَ مِّ  "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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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ر ثِّ  ١: امل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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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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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38F

① 

在这些经文里，清高的真主命令他警告他的族人，号召他

们信仰真主、敬重清高伟大的真主，净化自身，远离一切违背

与罪恶。 

先知（ ）准备履行这项伟大的任务，因为他（ ）知

道自己是真正的使者。他完全地顺从真主，以最大限度地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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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ر  ]٩٤: احلجْ

                                                        
①
《盖被的人章》第 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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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你应当公开宣布你所奉的命令……。】①然后先知

（ ）开始了公开地宣传。 

             ]ولُ اهللاِ  ]٢١٤: الشعراء سُ جَ رَ رَ تَّى  خَ حَ

تفَ  هَ ا، فَ فَ عِد الصَّ بَاحاهُ ": صَ ا صَ وا "يَ الُ قَ الوا: فَ ا؟ قَ ذَ نْ هَ د: مَ مَّ ، ! حمُ يْهِ وا إِلَ عُ تَمَ الَ فَاجْ قَ : فَ

؟" قِيّ دِّ صَ نْتُمْ مُ ، أَكُ مْ يْكُ لَ ريَ عَ
يدُ أَنْ تُغِ رِ ادِي تُ يْالً بِالوَ تُكمْ أَنَّ خَ ربَ تُم إِنْ أَخْ أَيْ وا "أَرَ الُ ا : قَ مْ مَ نَعَ

ا قً دْ لَيْكَ إِالَّ صِ نَا عَ بْ رَّ الَ .جَ يدٍ ": قَ دِ ابٍ شَ ذَ ي عَ دِ َ يَ مْ بَنيْ يرٌ لَكُ ذِ إِينِّ نَ  ].متفق عليه[ "فَ

当【[214]你应当警告你的亲戚】P140F

②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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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愿焰父两手受伤！他必定受伤。】 P141F

③
P直至《火焰章》

                                                        
①
《石谷章》第 94节 

②
《众诗人章》第 214节 

③
《火焰章》第 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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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67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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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讲座 

他（ ）忍受伤害 

的确，先知（ ）专门去找人群进行宣传，他走在忠告的

道路上，他进入各种场合进行教导。他（ ）号召人们崇拜独

一无二的真主，放弃他们祖先的遗教——举伴真主、否认、崇

拜偶像、以及向偶像祈求；命令他们抛弃所有不道德的行为，

远离非法的事情。只有极少数人相信了他，但大多数人都否认

了他。 

虽然真主以先知（ ）的叔叔艾布塔利布来保护先知，但

是先知还是遭到了迫害和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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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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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了将近三年，他们只有通过秘密的渠道才能得到一点援助，

直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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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 ）

和与他在一起的人才走出“西阿柏”。 

在同一年，先知（ ）的妻子海迪彻去世了，在她归真大

约两个月之后，先知的叔叔艾布塔利布也相继去世。当艾布塔

利布去世之后，古莱什人更是肆无忌惮地迫害使者（ ），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地对他进行伤害和虐待。① 

在《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中提到： 

ان  ،  كَ ورٌ باألمْسِ زُ تْ جَ قد نُحرِ ، وَ لوسٌ هُ جُ أَصحابٌ لَ هلٍ وَ أَبُو جَ نْدَ البيْتِ وَ يُصيلِّ عِ

دٍ : فَقالَ أبُو جهلٍ  رِ حممَّ ىلَ ظَهْ هُ عَ عَ يَضَ ، فَ هُ ذَ ورِ بَني فُالنٍ فيأخُ زُ ال جَ مْ يقومُ إِىلَ سَ كُ إاا سجد؟ أَيُّ

جد النبيُّ  لَامَّ سَ ، فَ هُ ذَ ، فأخَ مِ وْ مْ  فانْبعثَ أَشقى القَ هُ جعلَ بَعضُ وا وَ كُ حَ تَضْ ، فَاسْ يْهِ تِفَ َ كَ ضعهُ بَنيْ وَ

ىلَ بَعْضٍ  همْ .يَميلُ عَ نه، ثم أقبلتْ تَشتِمُ تْه عَ حَ ةُ فَطرَ اءتْ فَاطِمَ لَامَّ قَىضَ النبيُّ .فَجَ فع  فَ هُ رَ التَ صَ

تَه، ثُمَّ  وْ مْ  صَ ليهِ يْشٍ ": فَقال دعا عَ رَ يْكَ بِقُ لَ مَّ عَ اتٍ  "اللَّهُ رَّ مُ .ثَالثَ مَ بَ عنهُ هَ ته اَ وْ وا صَ عُ مِ فلامَّ سَ

تَه، ثُمَّ  وَ عْ خافُوا دَ ، وَ كُ حِ يْبَةَ ": قالَ الضَّ شَ ، وَ بِيعةَ تْبَةَ بْنِ رَ عُ ، وَ امٍ شَ لِ ابْنِ هِ هْ يْكَ بِأَيبِ جَ لَ مَّ عَ اللَّهُ

ةَ وَ  بِيعَ يْطٍ بْنِ رَ عَ بَةَ بْنِ أَيبِ مُ قْ عُ ، وَ لَفٍ يَّةَ بْنِ خَ أُمَ ، وَ تْبَةَ لِيدِ بْنِ عُ الَ ."الْوَ عودٍ عبد اهللا قَ سْ : بْنُ مَ

ا  مدً ي بَعثَ حمُ ذِ الَّ وَ ،  فَ لِيبِ بوا إِىل القَ حِ ، ثُمَّ سُ رٍ عى يَومَ بدْ ْ ى رصَ مَّ ين سَ ذِ ، لقدْ رأيْتُ الَّ باحلقِّ

رٍ  لِيبِ بَدْ  .]متفق عليه[ ".قَ

正当主的使者在天房跟前礼拜时，艾布劫赫利及其同党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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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谁去某家族那儿将死亡的驼胎取来，乘穆罕默德叩头时把驼

胎放在他的背上！”他们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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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说：“你们要杀

死一位宣称‘我的主是真主’的男子吗？” 

当主的使者（ ）遭到更加恶劣的伤害时，他就去塔依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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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嘲笑和伤害对他，并用石块砸他，直至他（ ）的两脚跟都被

砸破流血了。然后他决定返回麦加，在途经盖尔努勒色阿利布

时，先知（ ）抬起头，发现有一朵祥云为他遮凉，然后他又

看见吉布笠莱站在云中。吉布笠莱呼喊他，并对他说：“真主确

已听到你的族人对你所说的话，以及他们对你的反驳，真主已

经给你派来了管理山岳的天使，你可以随意地命令他惩罚他

们。”管理山岳的天使呼喊他，并向他致以色兰问候，然后说：

“穆罕默德啊！真主确已听到你的族人对你所说的话，我是管理

山岳的天使，你的养主派我到于你，你可以随意地命令我，如

果你愿意，我就把艾赫谐柏尼①压在他们的上面。” 

ولُ اهللاِ  سُ الَ رَ كُ بِهِ ":  قَ ِ هُ الَ يُرشْ دَ حْ بُدُ اهللاَ وَ عْ نْ يَ ِمْ مَ هبِ الَ نْ أَصْ جَ اهللاُ مِ ْرِ و أَنْ خيُ جُ بَلْ أَرْ

يْئًا يْهِ [."شَ لَ  ].متَّفقٌ 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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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6F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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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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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主保护他的先知（ ） 

清高的真主说： 

الَ تَعاىل   :قَ                             

                 ]٦٧: املائدة.[ 

【[67]使者啊!你当传达你的主所降示你的全部经典。如果

你不这样做，那么，你就是没有传达他的使命。真主将保佑你

免遭众人的杀害。】P147F

① 

伊本凯西尔说：“意思是你当传达我所赋予你的使命，我会

保护你，支持和援助你战胜你的敌人，我会援助你战胜他们的，

所以你不要害怕，也不要忧愁，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

丝毫。在这节经文下降之前，先知（ ）曾经是受专人保护的。” 

在真主保护自己先知（ ）的形式中有：艾布胡莱赖（愿

主喜悦他）的传述，艾布劫赫利曾说： 

لٍ قَال هْ ا جَ هُ بَني أَظْهُ : أَنَّ أَبَ جهَ ر حممدٌ وَ ل يُعفِّ هُ هَ يل لَ قِ ؟ فَ مْ كُ مْ : رِ الَ .نَعَ قَ تِ : فَ والالَّ

 زَّ ىل رقبَتِه ! والعُ َطَأنَّ عَ ابِ فأتَى رسولَ اهللاِ  وأإنْ رأيتُه يفعلُ اَلك ألَ ه يفِ الرتُّ هَ رنَّ وجْ فِّ  ألُعَ

يلِّ  وَ يُصَ هُ م  –وَ عَ ه –زَ نقَ الَ .لِيَطَأَ عُ نْكِصُ عَ : قَ و يَ هُ نْهُ إِالَّ وَ مْ مِ أهُ ي فَام فَجَ يتَّقِ ، وَ بَيْهِ قِ ىلَ عَ

ه وا لَه.بيدِ ؟ قَال: فقالُ ا لكَ نِحةً : مَ الً، وأجْ وْ نْ نارٍ وهَ ا مِ يْنَهُ خلنْدقً بَ يْنِي وَ ولُ اهللا .إِنَّ بَ سُ الَ رَ قَ : فَ

ا" وً ضْ ا عُ وً ضْ ةُ عُ ئِكَ تْهُ املالَ تَطَفَ نِّي الخْ ا مِ نَ  ].رواهُ مسلِم[ "لَوْ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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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他说：“指拉特和欧萨发誓，如果我看到他那样做，

我一定踩踏他的脖子，或者我一定使他的脸沾满灰尘。”但是，

当他来于主的使者（ ）时，使者正在礼拜，因为他曾妄言要

踩踏使者的脖子。他说：“人们突然只看到他在倒退，并用他的

双手提防着。”他们问他：“你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我和

他之间是一个火坑、一个可怕的场面和一些翅膀！”主的使者

（ ）说：“如果他敢接近我，那么，众天使会将他的四肢一

个接一个地卸掉。”①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艾布劫赫利曾说：“如

果我看到穆罕默德（ ）在克尔白跟前礼拜，我一定会踩踏他

的脖子。” 当先知（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说： 

ةُ ": فقالَ النبيّ  ئِكَ هُ املالَ تْ ذَ َخَ ، ألَ هُ لَ عَ يُّ [ "لَوْ فَ ارِ واه البُخَ  ].رَ

“如果他敢那样做，那么，众天使一定会把他擒获。”P149F

②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的传述，他说： 

الَ  بْدِ اهللاِ قَ ابرِ بْنِ عَ نْ جَ سولُ اهللاِ : عَ اتَلَ رَ رةً حم، قَ لِمني غِ نَ املسْ ا مِ رأَوْ ، فَ ، اربَ خصفةً

هُ  قالُ لَ جلٌ يُ اءَ رَ ولِ اهللاِ : فَجَ سُ ىلَ رَ امَ عَ تَّى قَ ثِ حَ ثُ بْنُ احلَارِ رَ وْ الَ  غَ قَ نِّي؟: فَ كَ مِ منَعُ نْ يَ فقالَ  مَ

ه،."اهللاُ": النَّبيُّ  ن يدِ طَ السيْفُ مِ قَ ذهُ النبيُّ  فَسَ الَ  فأخَ قَ نِّي؟": فَ نَعُكَ مِ مْ نْ يَ الَ  "مَ نْ : قَ كُ

، ري آخذٍ ولُ اهللاِ": النبيُّ  فقالَ  خَ سُ أَينِّ رَ دْ أَنْ 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وَ هَ ك أَالّ : قَال "اشْ دُ ال ولكنِّي أُعاهِ

جع فقالَ  ىلَّ سبيلَه، فرَ قاتِلُونَك، فَخَ ع قومٍ يُ ونَ مَ الَ أَكُ اتِلَك وَ ِ النَّاسِ : أُقَ ريْ نْدِ خَ نْ عِ مْ مِ ئْتُكُ  .جِ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79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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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穆斯林军队中来了一名人称奥莱素·本·哈里斯的男子，直到他

站在主的使者（ ）跟前，他说：“是谁阻止你杀我的？”先知

（ ）说：“真主。”他的剑从手中跌落，然后先知（ ）拣

起他的剑，并问：“是谁阻止你杀我的？”他说：“是最好的赎金。”

先知（ ）说：“你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

我是真主的使者’。”他回答说：“我不作证，但是我向你承诺我

不会与你交战，我也不会与任何同你交战的人在一起。”然后先

知放他一条生路，他回去之后说：“我是从最优越的人那儿到于

你们的。” 

艾奈斯的传述，他说： 

الَ  نْ أنسٍ قَ كان يكتُب للنبيِّ : عَ ان، وَ رَ مْ أُ البَقرةَ وآلَ عِ انَ يقرَ كَ ، وَ لَمَ ٌّ فأسْ اينِ َ ان رجلٌ نَرصْ كَ

 ول انَ يقُ كَ انيّا وَ َ دْ : فعادَ نَرصْ قَ بَحَ وَ هُ اهللاُ، فدفنُوه فأصْ ه، فأماتَ دٌ إِالَّ ما كتبتُ لَ ي حممَّ رِ ا يدْ مَ

ضُ  فظَتْه األرْ وا.لَ الُ قَ لُ حممَّ : فَ ا فِعْ ذَ ه، هَ وْ نْ صاحبِنا فألقَ وا عَ بَشُ مْ نَ نهُ ابِه؛ ملَّا هربَ مِ حَ دٍ وأصْ

، فَقالوا ضُ تْه األرْ بَحَ وقدْ لفظَ وا فأصْ قُ مَ هُ وأَعْ وا لَ رُ فَ وا عن : فَحَ ابِه، نَبشُ دٍ وأصحَ لُ حممَّ ا فِعْ ذَ هَ

تْه األ فظَ دْ لَ قَ وا وَ بَحُ وا فَأصْ تَطاعُ وا ما اسْ قُ مَ ه وأعْ وا لَ رُ نَ صاحبِنا فَحفَ وا أنَّه ليس مِ ، فَعلِمُ ضُ رْ

ه  وْ ، فألقَ يُّ [النَّاسِ ارِ واه البُخَ  ].رَ

曾有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男子加入了伊斯兰，他还诵读了《黄

牛章》和《伊姆兰的家属章》并且为先知（ ）当书写员。然

后又背叛了伊斯兰，返回了基督教，他曾扬言说：“穆罕默德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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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罕默德和他的弟子们做的，因为他离开了他们，他们就把我

们的同伴挖出来，抛在地上。”然后他们为他挖了一个更深的坟

坑，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地又把他抛了出来。他们说：“这

就是穆罕默德和他的弟子们做的，他们又把我们的同伴挖了出

来。”然后他们尽其所能再次为他挖了一个更深的坟坑，然而到

了早上，大地又一次把他抛了出来。他们知道这不是人为的，

然后他们也就把他抛弃不管了。① 

在真主保护他的先知（ ）中还有：拯救他（ ）免遭

古莱什人企图在夜间对他进行的暗杀。当时，古莱什人一致决

定从每个部落中挑选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每人各持一把利

剑，让他们所有的人各刺主的使者（ ）一剑，以此杀害他，

将他的血债分散到各个部落中，因为阿布杜麦纳斐的后裔没有

能力向所有的阿拉伯人挑战。但吉布笠莱天使为主的使者（ ）

带来了清高真主的命令，告诉他多神教徒的阴谋，命令他在那

天晚上不要睡在自己的床上，并告知他清高的真主已经允许他

迁徙了。 

其中还有：真主保护自己的先知（ ）在迁徙的途中免遭

苏拉库·本·马利克的阴谋。 

此外，在真主保护自己的先知（ ）中还有：他当时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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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若他们中的任何人往自己的脚下看看，他一定就会发现我

们。”使者（ ）回答说： 

يقُ  دِّ سولَ اهللاِ  :قَالَ لَهُ الصِّ ا رَ آنا! يَ يْهِ لَرَ ع قدمَ ضِ هم إِىل مَوْ رٍ " لَوْ نَظَر أَحدُ ا بَكْ ا أَبَ نُّكَ ! يَ ا ظَ مَ

امَ  الِثُهُ ِ اهللاُ ثَ نَنيْ  ."بِا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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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1F

① 

伊本凯西尔说：“真主保护他的使者（ ），保护他免遭麦

加人的伤害：在极度敌意和仇恨的同时，他们的凶狠、嫉妒、

反对与傲慢，昼夜不停地对他宣战，他凭借真主为他创造的伟

大因素：他的能力、和超人的智慧而受到保护，在他接受使命

的初期是通过他的叔叔艾布塔利布对他进行保护，因为艾布塔

利布是古莱什族中一个非常突出和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真主并

在他心中创造了喜爱主的使者（ ）的本性，但不是法定的喜

爱。假若他加入了伊斯兰，那么，麦加的否认者和贵族们将对

他有恃无恐，但当他仍然属于他们否认者中的一员时，所以他

们尊敬和尊重他。 

当先知（ ）的叔叔艾布塔利布去世之后，多神教徒们更

是轻而易举地伤害先知（ ），然后真主 为他注定了辅士们，

他们加入了伊斯兰，并向先知宣誓效忠。同时，还邀请先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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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保护他免遭任何人的伤害。虽然，所有的多神教徒、犹太人

或基督徒都企图伤害他，真主挫败了他们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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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讲座 

喜爱先知（ ） 

的确，喜爱人类的领袖穆罕默德（ ）属于伊斯兰信仰的

基本之一。穆斯林又如何能不喜爱自己的先知呢？是他指导自

己走上光明和信仰之道的媒介，是他拯救自己脱离否认和专横

跋扈的媒介。先知（ ）说： 

الَ النبيُّ  نْ ":قَ بَّ إِلَيْهِ مِ ونَ أَحَ تَّى أَكُ مْ حَ كُ دُ نُ أَحَ مِ ؤْ النَّاسِ  الَ يُ هِ وَ الِدِ وَ هِ وَ لَدِ وَ

َعِنيَ  تَّفقٌ عليْهِ ["أَمجْ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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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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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رُ بْنُ اخلطَّابِ  مَ الَ عُ سولَ اهللاِ: للنَّبِيِّ  قَ ا رَ لِّ ! يَ نْ كُ بُّ إِيلَّ مِ َنْتَ أَحَ نْ  ألَ يشءٍ إِالَّ مِ

، الَ النَّبيُّ  نَفْيسِ قَ كَ ": فَ سِ فْ نْ نَ بَّ إِلَيْكَ مِ ونَ أَحَ تَّى أَكُ هِ حَ يسِ بِيَدِ ي نَفْ الَّذِ ر "الَ وَ مَ هُ عُ : فقالَ لَ

اهللاِ  –إِنَّه اآلنَ  ، –وَ نْ نَفيسِ بُّ إِيلَّ مِ َنْتَ أَحَ الَ النبيُّ  ألَ قَ رُ ": فَ مَ ا عُ نَ يَ واهُ [ "اآلْ يُّ رَ  .]البُخارِ

“主的使者啊！除了我自己，我喜爱您胜过一切。”先知（ ）

说：“指亲手掌管我生命的主发誓，你的信仰并不完美，除非你

喜爱我胜过你自己。”然后欧麦尔对他说：“指主发誓，现在我

喜爱您胜过我自己。”先知（ ）说：“欧麦尔呀！现在你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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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النبيَّ  نْ أَبَى": قَ لُونَ اجلنَّةَ إِالَّ مَ خُ دْ تِي يَ لُّ أُمَّ وا "كُ الُ ولَ اهللاِ؟: قَ سُ ا رَ نْ يأْبَى يَ مَ الَ  وَ : قَ

بَ " دْ أَ قَ اينِ فَ صَ نْ عَ مَ ، وَ لَ اجلنَّةَ نِي دَخَ اعَ نْ أَطَ يُّ ["ىمَ واهُ البُخارِ  ].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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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4F

② 

的确，喜爱先知（ ）并不是以举行庆祝诞辰、也不是以

悼念仪式、更不是以诵念过分夸张的诗歌等活动来表达的。然

而，喜爱先知（ ）就是遵循他的圣行，尊重他的法律和复兴

他的指导；保卫他和他的圣行，坚信他的信息，谨记谈到先知

时应当严肃，每当提到他时应当祝福，避免在他的法律中制造

新生异端；并且喜爱他的弟子们，援助他们，承认他们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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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57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85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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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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ول النبيُّ  دٌّ ": يَ وَ رَ هُ نْهُ فَ ا لَيْسَ مِ ا مَ ذَ ا هَ نَ رِ ثَ يفِ أَمْ دَ نْ أَحْ  ].متَّفقٌ عليْهِ [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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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5F

① 

مْ وَ ": يقُول اكُ ةٌ إِيَّ عَ ةٍ بِدْ ثَ ْدَ لَّ حمُ إِنَّ كُ ، فَ ورِ ُمُ ثَاتِ األْ ْدَ نن[ "حمُ لُ السُّ اهُ أَهْ وَ  ].رَ

“你们当警惕创新事物，的确所有的创新都属于异端。”P15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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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الَ ": قَ مْ وَ هِ دِ دَّ أَحَ لَغَ مُ ا بَ بًا، مَ هَ دٍ ذَ ثْلَ أُحُ قَ مِ فَ مْ أَنْ كُ دَ وْ أَنَّ أَحَ لَ ، فَ ايبِ حَ بُّوا أَصْ الَ تَسُ

هُ  يفَ تَّفقٌ عليْه[ "نَصِ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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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55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71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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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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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① 

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人辱骂主的使者（ ）的弟子们，

诅咒艾布白克尔、欧麦尔，诽谤纯洁的、被纯洁的信士之母阿

依莎（愿主喜悦她），真主在他的经典中已经宣布她是无辜的。

他们还妄称之所以那样做是他们出于对先知（ ）的喜爱，以

及对他家人的保护。 

在这方面还有：先知（ ）还禁止过度地推崇他，他（ ）

曾说： 

المُ  الَ عليهِ الصالةُ والسَّ مَ إِنَّ ": قَ يَ رْ  ابْنَ مَ ارَ تِ النَّصَ امَ أَطْرَ وينِ كَ ولُوا الَ تُطْرُ قُ ه، فَ بْدُ ا عَ امَ أَنَ

ولُه سُ رَ بْدُ اهللاِ وَ اهُ البخاريُّ [ "عَ وَ  ].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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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8F

② 

尽管如此清楚明了地禁止过度地推崇先知（ ），但还是

有些人追随基督教徒的方式，以只适合超绝万物的创造主的属

性来描述先知（ ）。他们向先知寻求给养、求他治疗疾病和

脱离危境等等，但这些都只能向清高的真主祈求。然后他们还

妄称那都是出于对先知（ ）的喜爱，而事实上，这属于愚昧、

举伴主、违背真主及其使者（ ）命令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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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4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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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讲座 

最大的迹象 

的确，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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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ىلَ  عَ الَ تَ   :قَ                        

                       ]٢٣: البقر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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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9F

① 

清高的真主又说： 

اىلَ   عَ الَ تَ قَ   : وَ                    

               ]٣٨: يون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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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0F

② 

伊本焦瑞说：“《古兰经》具有多方面独特的奇迹： 

第一：它包含了言简意赅、雄辩、简明扼要、全面性。有

时长篇叙述一个故事，然后又言语简练地重复之，并且不会忽

视第一次的宗旨。 

                                                        
①
《黄牛章》第 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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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人挑战。然而，他们没有能力、更不知所措，并且他们

也承认它的优势。甚至沃利德·本·姆艾莱也曾说：“指主发誓，

它确是甜美的，它更是优雅的。” 

第三：它包含了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所知道的古代各个民

族的信息，以及众先知的生平事迹，与此同时，它是由一个既

不会读、也不会写的文盲转达的，他更没有参加过学者或僧侣

的讲座。 

事实上，那些既能阅读、又能书写、并且参加学者讲座的

阿拉伯人，也并不知道《古兰经》中所记载的资料。 

第四：告知未来幽玄的知识，证明了它是绝对正确的，因

为它所告知的确已发生了。如在谈到犹太人时《古兰经》中说： 

الَ   : قَ            ]الَ ]٩٤: البقرة   :، قَ   

        ]٩٥: البقرة.[ 

【你们若是诚实的，你们就希望早死吧！】P161F

①
P然后又接着说：

【他们绝不希望早死。】P162F

②
P清高的真主说： 

الَ    :قَ          ]الَ ] ٢٣: البقرة  : قَ      ]٢٤: البقرة [ 

【你们试拟作一章。】P163F

③
P然后又接着说：【你们绝不能作。】P164F

④
P

他们永远都无法做到。清高的真主说： 

                                                        
①
《黄牛章》第 94节 

②
《黄牛章》第 95节 

③
《黄牛章》第 23节 

④
《黄牛章》第 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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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    :قَ            ]١٢: آل عمران.[ 

【[12]你对不信道者说：你们将被克服。】 P165F

①
P他们确已被克

服了。清高的真主说： 

الَ   : قَ                   ]٢٧: الفتح.[ 

【如果真主意欲，你们必定平安地进入禁寺。】P166F

②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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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قَ                          

      ]٥ – ٣: املسد.[ 

【[3]他将入有焰的烈火[4]他的担柴的妻子也将入烈火[5]

她的颈上系着一条坚实的绳子。】P167F

③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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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قَ                   ]اء  ]٨٢: النِّسَ

【假如它P168F

④
P不是真主所启示的，他们必定发现其中有许多差

别。】P169F

⑤
P  

اىل  الَ تَعَ قَ   :وَ                      ]٩: احلجر.[ 

清高的真主又说：【[9]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教诲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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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胜利章》第 27节 

③
《石谷章》第 9节 

④
指《古兰经》 

⑤
《妇女章》第 8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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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 ）曾说： 

نْ  ةَ  عَ رَ يْ رَ ا ": قالَ  أَنَّ النَّبِيَّ  أَيبِ هُ اتِ مَ يَ نَ اآلْ طِي مِ دْ أُعْ قَ بِيٍّ إِالَّ وَ نْ نَ بِياءِ مِ نَ األنْ ا مِ مَ

و أَنْ  جُ أَرْ لَّ إِيلَّ فَ جَ زَّ وَ ى اهللاُ عَ حَ يًا أَوْ حْ ي أُوتِيتُ وَ انَ الَّذِ امَ كَ إِنَّ ُ وَ يْهِ البَرشَ لَ نَ عَ ا  آمَ ابِعً مْ تَ هُ ثَرَ ونَ أَكْ أَكُ

ةِ  يَامَ مَ القِ وْ يْه[ "يَ  ].متفقٌ ع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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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1F

② 

伊本阿给鲁说：“从《古兰经》的奇迹中：没有人可以举出

其中的任何一节经文是取自于前人言语的意思，人类一直在互

相研究它，因为有人说：‘它是先知收集的零散的信息’。” 

伊本焦瑞说：我推出两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众先知的奇迹是因他们的死亡而失去。因此，即使

今天一名无神论者说：‘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穆罕默德（ ）

和穆萨（ ）是诚实的先知呢？’ 

那么，会有人告知他‘月亮为穆罕默德（ ）而分裂，海

水为穆萨而分开。’他一定会说：‘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真主让《古兰经》成为穆罕默德（ ）留下的一个

永恒的奇迹，以便在他去世之后，证明他的真实性，也以他证

明众先知的真实性。当他证实他们的真实性，就必须告知关于

                                                        
①
《石谷章》第 9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469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52段 



 109 四十讲座——有关敬爱的先知  

他们的信息。 

第二：《古兰经》告诉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在他们跟前的圣

经和福音——《旧约》和《新约》中都记载着对穆罕默德（ ）

的描述。证明了哈推布的信仰，也证明了阿依莎是清白无辜的，

这些都是证明幽玄知识的证据。如果在《古兰经》和《新约》

中没有记载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描述，那么，这将使他们远离

相信他；假若哈推布和阿依莎各自内心知道的不同于为他俩所

证实的，那么，他俩也会放弃信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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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的功修 

先知（ ）用许多礼拜、封斋、记念真主等其它的各种功

修来崇拜真主。当他（ ）工作时，他喜爱坚持，并持之以恒。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الَتْ  ا قَ نْهَ َ اهللاُ عَ
يضِ نْ عائشةَ رَ ولُ اهللاِ :عَ سُ انَ رَ جعٍ أَوْ   كَ نْ وَ نَ اللَّيلِ مِ ةُ مِ الَ تْه الصَّ اتَ ا فَ إِذَ

عةً  كْ ةَ رَ َ رشْ نَ النَّهارِ ثِنْتيْ عَ ىلَّ مِ هِ، صَ لِم[غريِ سْ واهُ مُ  ].رَ

“如果主的使者（ ）由于疼痛或其它的因素而错过了夜

间拜，那么，他就会在白天礼十二拜。”P173F

① 

先知（ ）从未放弃过夜间拜。他曾因礼夜间拜而把双脚

都站裂了，当有人为此问他时，他（ ）回答说： 

بُّ أَنْ أَ ": قالَ  ا؟أَفَالَ أُحِ ورً كُ ا شَ بْدً ونَ عَ يْه[ "كُ  ].متَّفقٌ علَ

“难道我不喜爱成为一个感谢的仆人吗？”P174F

② 

侯热法·本·艾勒叶玛尼（愿主喜悦他俩）传述，他说： 

الَ  ام قَ نْهُ يضِ اهللا عَ ةَ بْنِ اليَامنِ رَ فَ ذيْ نْ حُ عَ النَّبِيِّ : عَ ،  صلَّيْتُ مَ ةَ اتَ ليلةٍ فافتتَحَ البقرَ اَ

نْد املائةِ : فقلْتُ  عُ عِ كَ أَها ثُمَّ يُ : فقلْتُ .ثُمَّ مَىضَ .يرْ اء فقرَ ، فمىضَ ثم افتتَح النِّسَ ةٍ عَ ا يف ركْ صيلِّ هبِ

ا مرَّ  إِاَ ، وَ ألَ ا مرَّ بسؤالٍ سَ إِاَ الً؛ إِاا مرَّ بآيةٍ فِيها تسبيحٌ سبَّح، وَ سِّ رتَ رأُ مُ قْ ا يَ انَ فقرأَهَ رَ مْ  افتَتح آلَ عِ

ل يقولُ  ، ثُمَّ ركعَ فجعَ اَ اٍ تعوَّ َ الْ ": بتعوُّ يبِّ انَ رَ بْحَ ظِيمِ سُ ه ثُمَّ قال "عَ نْ قِيامِ ا مِ ه نَحوً كوعُ : فَكان رُ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46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4557段，《穆斯林圣训集》第28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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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 " مْ نَا لَكَ الـحَ بَّ هُ رَ ِدَ نْ محَ مَ عَ اهللاُ لـِ مِ الَ  "سَ قَ دَ فَ جَ ، ثُمَّ سَ عَ كَ يبًا مما رَ رِ يالً قَ ا طَوِ : ثُمَّ قامَ قِيامً

ىلَ " َعْ َ األْ يبِّ انَ رَ بْحَ هِ  "سُ نْ قِيامِ ريبًا مِ ه قَ جودُ انَ سُ لِم رواهُ [ "فَكَ  ]م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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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5F

① 

他（ ）居家时始终坚持礼十拜圣行拜：他在家中礼晌礼

前的两拜和晌礼后的两拜、昏礼后的两拜、宵礼后的两拜，及

其晨礼拜前的两拜。 

他坚持礼晨礼拜前的两拜超过其它所有的副功拜，无论是

居家、还是旅行时，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威特尔（基数）拜。

除了晨礼拜前的两拜圣行和威特尔拜，并没有任何传述记载他

（ ）在旅行期间礼过其它的副功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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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重复地念诵一节《古兰经》文，直到黎明。 

مِيس  كان اخلَ ِ وَ نَنيْ ثْ م اإلِ وْ  صَ رَّ يُّ [.يتحَ واهُ الرتمذِ  ].رَ

他（ ）曾经选择封星期一和星期四的斋戒。P176F

① 

他（ ）曾说： 

الَ  ائِمٌ ": قَ أَنَا صَ يلِ وَ مَ ضَ عَ عَرَ بُّ أَنْ يُ أُحِ يسِ فَ مِ الْـخَ ِ وَ نَنيْ ثْ مَ اإلِ وْ لُ يَ امَ َعْ ضُ األْ رَ  "تُعْ

يُّ [ واه الرتمذِ  ].رَ

“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星期一和星期四被呈献给真主，我喜爱

我封着斋时我的工作被呈献给真主。”P177F

② 

他（ ）曾经每月封三天斋。据穆阿斋图·艾勒阿德维耶

的传述，她曾经询问阿依莎（愿主喜悦她）： 

ا نْهَ يض اهللاُ عَ ائشةَ رَ ا سألتْ عَ ةِ أَهنَّ يَّ وِ دَ ةَ العَ ااَ عَ نْ مُ سولُ اهللاِ : عَ انَ رَ لِّ  أَكَ ن كُ ومُ مِ يَصُ

الَتْ  ؟ قَ امٍ هرٍ ثالثةَ أيَّ مْ : شَ الَتْ .نَعَ ا: قَ ؟ قَ ان يصومُ رِ كَ هْ نْ أيّ الشَّ ن أيِّ الشهرِ : لَتْ مِ بَايل مِ نْ يُ ملَ يكُ

ومُ  لِم[.يَصُ  ].رواه مسْ

“主的使者（ ）每个月都封三天斋吗？”阿依莎回答说：

“是的。”她又问：“他从哪一个月开始封斋？”阿依莎说：“他封

斋不考虑从哪一个月开始。”P178F

③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الَ  امَ قَ نْهُ َ اهللاُ عَ يضِ نِ ابْنِ عباسٍ رَ ولُ اهللاِ ": عَ سُ انَ رَ امَ البِيضِ يفِ  كَ طِرُ أَيَّ فْ الَ الَ يُ ٍ وَ رضَ  حَ

رٍ  فَ واهُ النِّسائِيُّ [ "سَ  ].رَ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589 段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591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1160段 



 113 四十讲座——有关敬爱的先知  

“主的使者（ ）无论居家、还是旅行时都会封圆月之日

的斋。”① 

ه كان  يامِ ر بصِ أْمُ يَ اءَ وَ ورَ اشُ وم عَ  ].متَّفقٌ عليْهِ [ يَصُ

“他（ ）曾经封‘阿苏拉’日的斋，并命令众圣门弟子也

封之。”P180F

②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ا قالتْ  نْهَ يضِ اهللاُ عَ ائشةَ رَ نْ عَ انَ يَصومُ  ملَ يكنْ النبيُّ : عَ إِنَّه كَ بان فَ عْ نْ شَ ثرَ مِ هرٍ أَكْ نْ شَ مِ

لَّه بَانَ كُ عْ ومُ شَ وايةٍ .يَصُ يفِ رِ ليالً  :وَ عبانَ إِالَّ قَ انَ يصومُ شَ يْه[.كَ لَ تَّفقٌ عَ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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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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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 أَنْتَ ":قال امِ  اللهُ رَ كْ ِ اإلْ لِ وَ الَ ا اجلَ ا ذَ كْتَ يَ بَارَ المُ تَ نْكَ السَّ مِ المُ وَ لِم[ "السَّ سْ اهُ مُ وَ  ].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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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2F

④ 

每当礼完拜的时候，他（ ）都会说： 

الَ  يْكَ لَهُ لَهُ ": قَ ِ هُ الَ رشَ دَ حْ ،  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وَ يرٌ دِ ءٍ قَ ْ لِّ يشَ ىلَ كُ وَ عَ هُ دُ وَ مْ لَهُ الـحَ ، وَ امللْكُ

                                                        
①
《奈萨伊圣训集》第 2305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793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30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69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2段 

④
《穆斯林圣训集》第 59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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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  نْكَ اجلَ دِّ مِ ا اجلَ عُ ذَ نْفَ الَ يَ نَعْتَ وَ طِيَ ملا مَ عْ الَ مُ طَيْتَ وَ امَ أَعْ انِعَ لـِ مَّ الَ مَ يْهِ [ "اللهُ لَ قٌ عَ تَّفَ  ].مُ

“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一切权力

及赞颂只归于他，他是大能于万物的主。主啊！没有人能阻止

您所恩赐的，也没有人能给予您所禁止的；有权势者的财富在

您跟前均无济于事。”P183F

① 

他（ ）在鞠躬和叩头时说： 

الَ  وحِ ": قَ الرُّ ةِ وَ ئِكَ بُّ املالَ ، رَ وسٌ دُّ بُّوحٌ قُ لِم[ "سُ اهُ مسْ وَ  ].رَ

“赞美真主、圣洁的主，众天使和吉布笠莱的养主。”P184F

②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نْ أَنَسٍ  الَ  عَ اءِ النبيِّ  :قَ عَ ثَرُ دُ انَ أَكْ نةً ": كَ سَ نيَا حَ مَّ آتِنا يفِ الدُّ ،  اللهُ نَةً سَ ةِ حَ رَ خِ يفِ اآلْ وَ

ابَ النَّارِ  ذَ قِنَا عَ يْه[ "وَ  ].متفقٌ ع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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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5F

③ 

他（ ）常常向真主祈求饶恕。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

俩）的传述，他说： 

الَ  امَ قَ نْهُ َ اهللاُ عَ يضِ رَ رَ مَ نِ ابْنِ عُ ولِ اهللاِ : عَ دُّ لِرسُ نَّا نَعُ ا كُ د مِ احِ لِس الوَ ةٍ يف املجْ رَّ : ئةَ مَ

يمُ " حِ ابُ الرَّ يلَّ إِنَّكَ أَنْتَ التَّوَّ تُبْ عَ رْ يلِ وَ فِ بِّ اغْ نٌ [ "رَ سَ ذيُّ وقال حَ واه أَبُوداود والرتمِ رَ

يحٌ  حِ  ].صَ

“我们曾经在一个场合中计算主的使者（ ）念了一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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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80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593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487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425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69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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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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 بِامَ تُ ": يقولُ  يْكُ لَ َلُّواعَ تَّى متَ لُّ اهللاُ حَ مَ اهللاِ الَ يَ وَ ا داومَ  "طِيقُونَ فَ ينِ إليهِ مَ انَ أَحبُّ الدِّ كَ وَ

 ].متفقٌ عليهِ [.عليهِ صاحبُ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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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7F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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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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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最初的传播 

在先知（ ）去塔依夫宣传伊斯兰遭到当地居民的蔑视和

嘲笑之后，他返回了麦加，然后他去找穆图阿姆·本·阿迪云的保

护。 

在这拒绝、封锁、迫害等紧张的气氛之中，清高、吉庆的

真主意欲帮助他的使者（ ），所以赐予了他夜行和登霄的荣

幸，让他亲眼目睹了部分伟大的迹象，观看真主的伟大和大能

的明证，以便加强他面对昧恩之徒及其否认的能力。 

至于夜行：就是先知（ ）在一夜之间由麦加的禁寺前往

耶路撒冷的远寺，并在当夜返回。 

至于登霄：就是先知（ ）上升到天境，会见众先知，亲

眼目睹幽玄的世界，并在登霄的过程中，真主为他规定了每昼

夜的五次礼拜。 

这个事件正是使部分人失去信仰的因素，部分确已归信的

人，又因此而背叛了伊斯兰。有些人去找艾布白克尔（愿主喜

悦他），并对他说：“您的朋友声称他在夜间到了耶路撒冷。”艾

布白克尔·舜迪格说：“他真的是这样说的吗？”他们说：“是的。” 

他说：“如果他真说了这话，他确是诚实的。” 

他们说：“你相信他在夜间去了耶路撒冷，并在黎明之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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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  

他说：“是的，事实上，我相信他能去比这更遥远的地方；

我还相信他能在早上或傍晚带来有关天机。”为此，艾布白克尔

被称为“舜迪格”，即：忠实者。 

古莱什人拒绝先知（ ），并阻挠他完成自己的使命，致

使先知（ ）转向其他的阿拉伯部落进行宣传。当他（ ）

从塔依夫返回之后，他（ ）开始在朝觐季节向各个部落介绍

自己，向他们解释伊斯兰，并寻求他们的支持和援助，以便传

达真主的信息。 

他们中有些人恶意地拒绝，有些人善意地拒绝。其中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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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尔、赛阿杜·本·莱比阿。 

然后他们离开了，并结约下一年再来。 

                                                        
①
译者注：即后来的麦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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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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هلمُ النبيُّ  قَ يلٌ : فَ فِ إِين كَ يمَ وَ رْ ى بْنِ مَ مْ ككفالةِ احلواريِّنيَ لِعيسَ كُ ىل قومِ فالءُ عَ تُم كُ أَنْ

ي مِ وْ ىلَ قَ  عَ

“你们是你们的族人担保者，就像麦尔彦之子尔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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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徒担保的那样，我是我族人的担保者。”然后他们返回了麦

地那，伊斯兰在麦地那的居民之间得到了传播。愿真主喜悦他

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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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徙麦地那 

当主的使者（ ）的弟子们遭到了更加严厉的伤害时，主

的使者（ ）允许他们迁徙到麦地那，使伊斯兰在麦地那的宣

传得迅速地到传播，先知（ ）感到非常欣慰。麦地那已经准

备好了迎接迁士们。 

信士们迅速迁徙，一批接一批地迁往麦地那。 

先知（ ）仍然留在麦加，与他一起留守的还有艾布白克

尔和阿里，以及另外一些被强行扣留的穆斯林。 

古莱什人知道先知（ ）的弟子们确已迁徙到了一个安全

的地方，他们害怕伊斯兰在那里得到传播，最终他们决定暗杀

主的使者（ ）。 

在他们计划谋杀先知（ ）的那个夜晚，真主告诉了自己

的先知（ ）有关古莱什人的阴谋，命令他迁徙，去追赶已经

迁徙到麦地那的信士们，并命令他那个夜晚不要睡在他的床上。 

先知（ ）让阿里睡在自己的床上，包括先知的服装也挂

在屋里，并命令他将别人的委托物交还给委托者。阿里服从命

令，睡在先知（ ）的床，而阴谋杀人的剑就在门外。 

主的使者（ ）离开了这伙计划杀害他的人，清高的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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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起趁着夜色匆匆地离开了。 

先知（ ）和艾布白克尔一起来到“稍尔”山洞，并住在其

中，直到搜寻他们行动放松。 

当古莱什人得知他们的阴谋已经失败，他们被激怒了，于

是派兵四处搜索，并许诺谁能带来先知穆罕默德（ ）或指出

他的所在地，就赏他一百峰骆驼。他们查找先知（ ）时确已

到过“稍尔”山洞，他们站在山洞的外面，但是真主把他们的目

光转移到另一方向，真主保护自己的先知（ ）免遭他们的阴

谋。艾布白克尔说：“主的使者啊！假若他们中的任何人观看自

己双脚的位置，他一定就会看到我们。”使者（ ）回答说： 

يقُ  دِّ هُ الصِّ الَ لَ سولَ اهللاِ: قَ ا رَ يْ ! يَ ع قدمَ ضِ وْ هم إِىل مَ وْ نَظَر أَحدُ آنالَ رَ رٍ " هِ لَ ا بَكْ ا أَبَ ا ! يَ مَ

امَ  الِثُهُ ِ اهللاُ ثَ نَنيْ نُّكَ بِاثْ  ."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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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0F

① 

三天之后，他们聘请的向导带着两峰骆驼到达，根据先前

的计划，他们开始向麦地那进发了。 

先知（ ）途径温姆穆阿白德·艾勒何扎诶耶的帐篷，并

在她的山羊中为她带来了吉庆。她有一只脱水的山羊，在得到

她的许可之后，先知使那只羊的乳房充满了奶水，他让她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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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承诺档回追赶他的人们，然后主的使者（ ）为他

向真主祈求，他坐骑的蹄子才从泥土中拔出来。然后他返回麦

加，并欺骗了向主的使者（ ）的方向追寻的人。 

辅士们每天都去麦地那的入口等待先知（ ）的到来，直

到天气炎热时他们才返回家中。在先知为圣的第十三年初的三

月十二日星期一这一天，忽听有人高呼：“主的使者（ ）来

了。”顿时，到处都充满了欢呼声、赞主声，所有的人都出来迎

接主的使者（ ）。 

先知（ ）首先住在古巴，并在那里建造了古巴清真寺，

它是伊斯兰史上所建造的第一座清真寺。 

主的使者（ ）在古巴住了几天后，就动身前往麦地那，

在途中赶上了主麻拜的时间，他带着所有陪同他的穆斯林礼了

主麻拜，那是先知（ ）礼的第一次主麻拜。礼完拜之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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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而充满了喜悦和欢乐。为此，它也因伊斯兰而成为了一座平

安的乐园，众穆斯林把真主所赋予的使命从其中传到世界的各

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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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讲 

先知的生活方式 

的确，先知（ ）知道今世生活的实质——迅速地失去与

终结，因此，他（ ）在今世中像一个贫困的人那样生活，而

不像一个奢侈的富人那样生活。如果某一天遇到饥饿，他会坚

忍；如果某一天吃饱了饭，他会感谢真主的恩典。 

的确，他（ ）已为自己的民族阐明了警惕今世的诱惑，

以及谨防沉湎于世俗的各种欲望的危险之中。他（ ）说： 

المُ  السَّ الةُ وَ ليْهِ الصَّ الَ عَ لُونَ ": قَ مَ عْ ا تَ نَاظِر مَ ا، فَ مْ فِيهَ كُ فُ لَ تَخِ سْ إِنَّ اهللاَ مُ ةٌ وَ َ رضِ ةٌ خَ وَ لْ يَا حُ نْ إِنَّ الدُّ

اءِ  انَتْ يفِ النِّسَ ائِيلَ كَ َ نِي إِرسْ لَ فِتْنَةِ بَ إِنَّ أَوَّ اءَ فَ اتَّقُوا النِّسَ يَا وَ نْ وا الدُّ قُ اتَّ  ].مسلم رواه[ "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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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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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نَ  ةِ ": يقولُ  كَ رَ يْشَ اآلخِ يْشَ إِالَّ عَ مَّ الَ عَ يْهِ [ "اللَّهُ لَ قٌ عَ تَّفَ  ].مُ

“主啊！生活只是后世里的生活。”P192F

②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74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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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地来临他，他避开之。他（ ）曾说： 

ا": يقُولُ  هَ كَ رَ تَ احَ وَ ةٍ، ثُمَّ رَ رَ جَ ْتَ شَ تَظَلَّ حتَ اكِبٍ اسْ رَ يَا إِالَّ كَ نْ ا يفِ الدُّ ا أَنَ يَا، مَ نْ ايلِ ولِلدُّ واهُ [ "مَ رَ

يُّ وقال سنٌ صحيحٌ : الرتمذِ  ].حَ

“今世对于我来说又有什么呢？我在今世，就像是在树荫下

乘凉的乘客，然后弃它而去。”P193F

① 

先知（ ）的妻子朱外丽耶的哥哥——阿姆鲁·本·哈里斯

说： 

يةَ زوجِ النبيِّ  رِ ويْ و جُ ثِ أَخُ و بْنُ احلارِ رُ مْ الَ عَ ولُ اهللاِ ": قَ سُ كَ رَ ا تَرَ الَ  مَ ا وَ تِهِ دِينَارً وْ نْدَ مَ عِ

ضً  أَرْ هُ وَ حَ الَ سِ ا وَ بُهَ كَ رْ انَ يَ اءَ الَّتِي كَ تَهُ البَيْضَ لَ غْ يْئًا إِالَّ بَ الَ شَ ةً وَ الَ أَمَ ا وَ بْدً الَ عَ ا وَ مهً عَ دِرْ بْنِ ا جَ ا الِ هَ لَ

ةً  قَ دَ بِيلِ صَ يُّ [ "السَّ واهُ البُخارِ  ].رَ

“主的使者（ ）归真时，除了他曾经乘骑过的一匹白骡

子、他的兵器，以及一块作为施舍给贫穷的旅行者的土地之外，

他没有遗留下任何东西；他更没有遗留下一枚金币或一枚银币，

也没有遗留下一个奴隶或一个女仆。”P194F

②
P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ةَ  رَ ريْ نْ أَيبِ هُ الَ  عَ لُ إِىلَ النبيِّ : قَ يْ ربْ لسَ جِ نَظَر إِىل السَّ  جَ الَ لَهُ فَ قَ ، فَ لُ نْزِ لَكٌ يَ ا مَ إِذَ ، فَ امءِ

يلُ  ربْ اعةِ : جِ هِ السَّ ذِ بْلَ هَ لِقَ قَ نْذُ خُ ا نَزلَ مُ ذا املَلَكُ مَ الَ .هَ لَ قَ زَ امَّ نَ لَ دُ : فَ مَّ ا حمُ ؛ ! يَ بُّكَ نِي إِليْكَ رَ لَ سَ أَرْ

يلُ  ِ ربْ الَ لَه جِ قَ ا رسوالً؟ فَ بْدً ، أَمْ عَ لُكَ عَ ا أَجْ لِكً دُ  تَواضعْ : أَمَ ا حممَّ بِّكَ يَ ولُ اهللاِ ! لِرَ سُ الَ رَ قَ الَ ": فَ

والً  سُ ا رَ بْدً  ].رواهُ ابنُ حبَّان[ "بَلْ 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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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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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一位天使下降，吉布笠莱对他说：‘这位天使自从被创造直至

此前从未下降过。’当他降临之后，他说：‘穆罕默德啊！你的

养主派遣我来临你，我应让你成为一位国王、一位使者呢？还

是让你成为一位仆人、一位使者呢？’吉布笠莱对他说：‘穆罕

默德啊！应当对你的养主谦恭。’主的使者（ ）说：‘不，我

要成为一位仆人、一位使者’。”① 

因此，先知（ ）的生活是建立在谦虚、不贪婪今世的基

础上。阿依莎（愿主喜悦她）曾说： 

ا نْهَ يضِ اهللاُ عَ ائشةُ رَ التْ عَ ولُ اهللاِ ": قَ سُ َ رَ يفِّ طْرُ  تُوَ بِدٍ إِالَّ شِ و كَ لُه ذُ أكُ ءٍ يَ ْ نْ يشَ يْتِي مِ ا يفِ بَ مَ وَ

كِ  ، فَ يلَّ الَ عَ تَّى طَ نْه حَ أكلْتُ مِ ، فَ فٍّ يلِ عَريٍ يفِ رَ نِيشَ فَ تُه فَ قٌ عليْهِ [ "لْ  ].متَّ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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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6F

② 

在提到人们贪婪今世时，欧麦尔·本·韩塔布（愿主喜悦他）

说： 

رُ بْنُ اخلطَّابِ  قالَ  مَ ولَ اهللاِ ": عُ سُ أَيْتُ رَ دْ رَ ا  لَقَ لِ مَ قْ نَ الدَّ ِدُ مِ ا جيَ ي مَ تَوِ لْ مَ يَ ُ يَظلُّ الْيَوْ ألَ مْ يَ

طْنَهُ  لِم[ "بِهِ بَ واهُ مسْ  ].رَ

“我看见主的使者（ ）由于饥饿而常常整天弯着腰，找

不到一点烂枣充饥。”P197F

③ 
                                                        

①
《伊本罕巴尼圣训集》第 6471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293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2973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7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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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نْ  الَ  أنسٍ  عَ سولُ اهللاِ : قَ الَ رَ دْ أُوذِيتُ يفِ اهللاِ ": قَ لَقَ ، وَ دٌ َافُ أَحَ ا خيَ مَ تُ يفِ اهللاِ وَ فْ دْ أُخِ لَقَ

يلَّ  دْ أَتَتْ عَ لَقَ ، وَ دٌ ذَ أَحَ ؤْ ا يُ مَ بِدٍ إِالَّ  وَ و كَ هُ ذُ لُ امٌ يِأْكُ عَ لٍ طَ لِبِالَ ا يلِ وَ مَ ؛ وَ ةٍ لَيْلَ مٍ وَ وْ ِ يَ نْ بَنيْ ثُونَ مِ ثَالَ

لٍ  يه إِبِطُ بِالَ وارِ ءٌ يُ ْ الَ [ "يشَ قَ يُّ وَ مذِ واه الرتِّ  ].حسنٌ صحيحٌ : 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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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8F

①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الَ  امَ قَ نْهُ يض اهللاُ عَ بَّاسٍ رَ نِ ابْنِ عَ ولُ اهللاِ ": عَ سُ انَ رَ أهلُه طاوينَ الَ  كَ يايلَ املتَتَابِعةَ وَ بيتُ اللَّ يَ

عريَ  مُ الشَّ هِ بزِ ان أكثرُ خُ شاءً وإنَّام كَ ون عَ ِدُ قَال[ "جيَ نٌ صحيحٌ : رواهُ الرتمذيُّ وَ سَ  .]حَ

“主的使者（ ）曾经连续几夜都是空腹过夜，他的家人

们也几夜都没有晚饭。他们吃的面包通常都是大麦饼。”P199F

②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نْ  الَ  أَنَسٍ  عَ لِ النَّبِيُّ ": قَ أْكُ ْ يَ اتَ  ملَ تَّى مَ ا حَ قً قَّ رَ ا مُ بْزً لْ خَ أْكُ ْ يَ ملَ اتَ وَ تَّى مَ انٍ حَ وَ ىلَ خِ  "عَ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

“先知（ ）直至他归真都没有在餐桌上吃过饭，他直至

他归真也没有吃过细面饼。”P200F

③ 

他（ ）曾经用一个草垫来坐和睡觉。欧麦尔·本·罕塔布

（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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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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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8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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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  رَ بْنِ اخلطَّابِ  عَ مَ الَ  عُ ولِ اهللاِ : قَ سُ ىلَ رَ ريٍ  دَخلْتُ عَ صِ ىلَ حَ وَ عَ هُ الَ .وَ ا : قَ إِاَ تُ فَ فَجلَسْ

نْبِه  دْ أَثَّر يفِ جَ ريُ قَ ا احلصِ إِاَ ه وَ ريُ يْهِ غَ لَ يْس عَ لَ ه، وَ ارُ ليهِ إِزَ إِاا أَنَا بقبْضَ عَ عريٍ نَحوِ ، وَ ن شَ ةٍ مِ

ابٌ  ا إِهَ إِاَ ةِ وَ فَ رْ يةٍ يفِ الغُ ظٍ يفِ نَاحِ رَ ، وقَ اعِ يْنَايَ  الصَّ رتْ عَ ابتَدَ ، فَ علَّقٌ سولُ اهللاِ .مُ الَ رَ قَ ا ": فَ مَ

؟ طَّابِ ا ابْنَ اخلَ بْكِيكَ يَ لتُ  "يُ قُ ا نبيَّ اهللاِ: فَ دْ أثَّر يف جَ ! يَ ريُ قَ ا احلصِ ذَ هَ ا يلِ الَ أبْكِي وَ مَ هِ وَ ذِ هَ نْبِكَ وَ

وتُه  فْ أنتَ نبيُّ اهللاِ وصَ ، وَ ارِ قيْرصُ يفِ الثِّامرِ واألهنْ  وَ ااك كِرسْ ، وَ ا أرَ زانتُك الَ أَر فِيها إِالَّ مَ خِ

انتُك هِ خزَ ذِ هَ الَ !َ وَ قَ طَّابِ ": فَ ا ابْنَ اخلَ يَا؟! يَ نْ مُ الدُّ هلَُ ةُ وَ رَ خِ ونَ لَنَا اآلْ ىضَ أَنْ تَكُ ا تَرْ واهُ ر[ "أَمَ

ه اجَ  ].ابْن مَ

我来看望主的使者（ ），他正侧卧在草垫上，（欧麦尔说：）

然后我坐下来，我发现他只穿着一条裤子，并没有其它的衣服，

草垫的痕迹印在他（ ）的软肋上，我看见大约有一沙阿大麦

和墙角的扁豆，以及挂着墙上的一张皮子，我的俩眼中充满了

泪水。主的使者（ ）说：“伊本罕塔布啊!什么原因让你哭泣

呢？”我说：“真主的先知啊！我为何不哭呢？这个草垫的痕迹

确已印在您的软肋上了，这就是您的储藏，除了这些，我没有

看见其它的任何东西，科斯鲁P201F

①
P以及其他的国王拥有各种水果和

河流，而您是真主的先知，是他的精英，这就是您的储藏！”他

（ ）说：“伊本罕塔布啊!你不喜爱我们拥有后世，他们拥有

今世吗？”P202F

② 

 

                                                        
①
古波斯国王的称号 

②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41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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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讲座 

建立国家的基础 

当先知（ ）进入麦地那时，麦地那的居民们以着喜悦和

热诚欢迎他。当他经过每一家居民时，人们都握住他骆驼的缰

绳，恳请他住在自己的家中。但他（ ）请人们谅解，并对他

们说：“你们放开它，因为它是奉命行事的。”骆驼一直前行，

直至到达清真寺（圣寺）的地方，它卧下了。然后它又站起来

往前走了一会，然后它又再次返回到第一次卧下的地方卧下了。

先知（ ）住在南贾尔部落的舅舅们那里，他（ ）问：“我

们亲人中哪家住的最接近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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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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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先知（ ）让迁士们和辅士们结为兄弟。他们当时有

九十名男子，一半是来自于迁士，另一半是来自于辅士。他们

之间结为包括相互支持、互相继承遗产的非血亲的兄弟关系，

这种继承法一直持续到“白德尔”战役时，当真主降示了以下这

节经文： 

  : قال تعاىل                    َن مِ

نِنيَ  مِ ينَ  املُؤْ رِ اجِ املُْهَ  ]6: األحزاب [ 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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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03F

①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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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4F

② 

先知（ ）协调了麦地那居民——迁士、辅士与犹太人之

间的关系。在部分有关先知传记的书籍中还提到协议中的条件，

其中有： 

*迁士和辅士中的信士是一个共同体，不包含其他的人。 

*信士不能放弃他们当中任何有困难的人，但应善意地帮助

他。 

*正义的信士应当立场坚定，反对他们中任何为非作歹者，

                                                        
①
《同盟军章》第 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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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所有的人都应对其立场一致，即使是他们中某人的儿子也罢。 

*任何信士都不允许因为非信士而杀害其他的信士，也不能

帮助非信士对付信士。 

*真主的保障是唯一的，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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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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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就是当时的麦地那市，它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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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ىلَ ":قَ ي عَ ارِ سَ رَ يفِ يَ مَ الْقَ ينِي وَ مِ سَ يفِ يَ مْ وا الشَّ عُ ضَ اهللاِ لَوْ وَ تُهُ  وَ كْ رَ ا تَ رَ مَ َمْ ا األْ ذَ كَ هَ أَنْ أَتْرُ

هُ  ونَ لِكَ دُ هُ اهللاُ، أَوْ أَهْ رَ ظْهِ تَّى يُ  ."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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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نْ أَنسِ بْنِ مالِكٍ  ولُ اهللاِ : قَال عَ سُ انَ رَ كانَ  كَ كانَ أَجودَ النَّاسِ وَ ، وَ نَ النَّاسِ سَ أَحْ

سولُ اهللاِ  مْ رَ اهُ تِ فتلقَّ انْطلَق ناسٌ قِبَل الصوْ اتَ ليلةٍ فَ ينةِ اَ عَ أهلُ املدِ زِ دْ فَ ، ولقَ ع النَّاسِ جَ  أ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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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 عً اجِ وَ رَ هُ ، وَ ه السيفُ نقِ ، يفِ عُ يٍ رْ سٍ أليبِ طَلْحةَ عُ ىل فَرَ و عَ هُ تِ وَ وْ مْ إِىلَ الصَّ بقهُ دْ سَ قَ : يقُول، وَ

وا" وا، لَـمْ تُراعُ اعُ رَ ْ تُ تَّفقٌ عليه[ "ملَ  ]مُ

“你们不要惊慌害怕，你们不要惊慌害怕。”P205F

① 

脑威说：“其中有许多裨益，阐明了他（ ）的勇敢，他

迅速地在其他所有的人之前走出去对付敌人，他调查情况，并

在人们抵达之前返回。”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ابِرٍ  نْ جَ الَ  عَ ديةٌ : قَ تْ كُ رضَ ، إاْ عَ رُ فِ قِ نَحْ نَّا يومَ اخلَنْدَ يدةٌ  كُ دِ وا بالنبيِّ .شَ  فَجاءُ

وا الُ قَ تْ يفِ اخلَنْدقِ : فَ رضَ ةٌ عَ ديَ هِ كُ ذِ قالَ .هَ لٌ ": فَ ازِ ا نَ ،  "أَنَ رٍ ام، وبطنُه معصوبٌ بحجَ مَّ قَ ثُ

اقً  وَ وقُ ذَ امٍ ال نذُ يَل أَوْ  ا فأخذَ النبيُّ ولبثْنَا ثالثةَ أَيَّ عاد كثيبًا أَهْ ، فَ ديةِ ، فَرضبَ يف الكُ لَ وَ املعْ

يمَ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 "أَهْ

“‘壕沟战役’之日，我们都在挖战壕，遇到了一块坚硬的巨

石，他们来对先知（ ）说：‘壕沟里出现了一块巨石阻碍了

挖战壕。’先知（ ）说：‘我下去看看。’然后他站起来，他的

腹部绑着石块。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尝过食物了。先知（ ）拿

起镐猛击了巨石一下，巨石立即变为松软的沙子一样浇注了下

来。”P206F

②
P这块坚硬的巨石的意思是：众圣门弟子都无将其打碎，

先知（ ）用力猛击使其变成了沙粒，这是证明他（ ）强

大的力量。 

面对最可怕的情况下，他（ ）拥有的勇气、自信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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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٣٨٧5、387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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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其他的任何人能接近这种崇高的地位，只有获得它的人才

知道其高贵的程度。 

为此，先知（ ）参加了许多的战役，他所有的生活都充

满了为主道奋斗。没有任何记载，他有过一次想到退后丝毫，

这也正是他的弟子们对他充满钦佩和爱戴的因素，他是一位受

到老幼皆听从其指挥的领袖，这不仅因为他是主的使者（ ），

更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他的勇敢，他们再观看自己所做的，似乎

微不足道，虽然他们中也有许多英雄，以他们的英勇事迹树立

了光辉的榜样。① 

为此，阿里·本·艾布塔里布（愿主喜悦他）说： 

يلُّ بنْ أيب طالبٍ  ولِ اهللاِ  :قالَ عَ قيْنا برسُ يَ القومُ القومَ اتَّ ، ولَقِ ا امحرَّ البأْسُ نَّا إِذَ ام كُ ، فَ

نْهُ  نَى إِىلَ العدوِّ مِ نَّا أحدٌ أَدْ ونُ مِ كُ دُ . [يَ اهُ أمحْ وَ  ].رَ

“每当两军相见、战斗激烈时，我们就会保护主的使者

（ ），然而，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接近敌人。”P208F

② 

阿里（愿主喜悦他）也曾说： 

ولِ اهللا  سُ نُ نَلوذُ بِرَ نَحْ رٍ وَ ومَ بَدْ تُنَا يَ أَيْ دْ رَ دِّ النَّاسِ لَقَ ــنْ أَشَ انَ مِ كَ ، وَ وِّ دُ نَا إىلَ العَ بُ رَ وَ أَقْ هُ ، وَ

ئِذٍ بَأسـاً  ومَ  .أخرجه أمحد.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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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9F

③ 
                                                        

①
《穆罕默德（ ）是完人》第 188-189页 

②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27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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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杀害先知（ ），并高喊：“穆罕默德！如果你要逃跑！你也

无法逃避我。”穆斯林说：“主的使者啊！让我们中的一名男子

迎战他？”主的使者（ ）回答说：“不要管他。”当他来到附

近时，主的使者（ ）拿过哈里斯·本·孙麦的标枪，然后用劲

抖了抖，众圣门弟子（愿主喜悦他们）都分别散开。然后，他

（ ）面对欧班耶，并用标枪击中了他的颈部，使他在马上屡

次受到重挫。当他返回到古莱什人时说：“穆罕默德杀害了我。”

他们说：“但是你安然无恙呀！”他说：“假若他的标枪击中了所

有的人，那么，它一定会杀死他们，难道他不是说：‘我要杀了

你吗？’指真主发誓，即使他对我吐口唾液，也一定会杀死我。”

然后他死于返回麦加的途中。① 

在“侯奈尼”战斗中，当穆斯林遭遇海娃闰的袭击而逃离时，

先知（ ）却勇敢果断地对着敌人说： 

بْ  ـذِ ـا النَّبِيُّ الَ كَ نَ بْـدِ املطَّلِبْ          أَ ـنُ عَ ــا ابْ نَ  أَ

“我是先知绝非谎言，我是阿布杜勒盟台利部的子孙。”P211F

② 

主啊！求您赐予您的先知、您的爱仆穆罕默德（ ）幸福、

平安吧！求您使我们与他相聚在您荣耀的乐园中吧！求您让我

们愉快地饮用他跟前那饮后永远不会感到干渴的池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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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经训中有关先知（ ）的美德》3/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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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讲座 

“白德尔”战役 

在迁徙后的第二年斋月里，发生了伟大的“白德尔”战役。

其原因是先知（ ）带着与他一起的三百一十三名男子去拦截

古莱什人的一个从沙姆地区返回的商队。艾布苏福杨非常警惕

和谨慎地带领着这个的商队，他向所有遇见的人询问有关穆斯

林的动向。当他得知众穆斯林已经离开麦地那，他当时就在“白

德尔”附近，然后他把商队改向西方走沿海路线，避免“白德尔”

的危险路段。并且他还派人提前告知麦加的居民，他们的钱财

遇到了危险，穆斯林确已准备了袭击这个商队。 

当麦加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就出去援助艾布苏福

杨。除了艾布赖海毕，他们的首领都参与了，然后他们聚集了

周围的各个部落；除了白尼阿迪依，古莱什的后裔都参与了。 

当这支军队到达祝哈发时，他们得知艾布苏福杨已经逃脱

了危害，并要求他们返回麦加。 

人们都想返回，但是艾布结核离鼓励他们继续前进去杀穆

斯林。白尼宰海尔的三百人返回了，其余的一千人继续前进，

直至驻扎在白德尔外的一个背后是围绕白德尔的群山的场地。 

主的使者（ ）征询弟子们的意见，他发现了他们愿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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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أَينِّ أَنْظُرُ اآلنَ ": قالَ  اهللاِ لَكَ ، وَ ِ تَنيْ  الطَّائِفَ دَ ينِ إِحْ دَ عَ دْ وَ اىلَ قَ عَ إِنَّ اهللاَ تَ وا، فَ ُ
أَبْرشِ وا وَ ُ ريْ سِ

مِ  وْ عِ الْقَ ارِ صَ  ."إِىلَ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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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نْ عيلّ بْن أَيبِ طالبٍ قَالَ  سولُ اهللاِ : عَ ا فِينَا إِالَّ نَائِمٌ إِالَّ رَ مَ دْ رأيتُنَا وَ يلِّ حتَ  لَقَ ةٍ يُصَ رَ جَ تَ شَ

تَّى أَصبَحَ    .ويبْكِي حَ

“的确，我看见每个人都在睡觉，唯独主的使者（ ）在

树下礼拜、哭泣，直到早晨。” 

在其中还提到：阿里说：“白德尔前夕，我们都被雨淋得感

冒了，然后我们转移到树下，或以皮革盾牌挡雨，主的使者（ ）

在夜间祈求自己的养主说： 

بَد": رسول اهللاِ  قالَ  عْ لِكَ هذه الفئةُ الَ تُ ْ لَامَّ أَنْ طَلَعَ الفجرُ "إنْ هتَ الة الصَّ ": نَادَ، فَ



 139 四十讲座——有关敬爱的先知  

بادَ اهللا  !"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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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ىل الَ تَعَ  :قَ                     

                               

               ]١٠-٩:األنفال.[ 

【[9]当时，你们求援于你们的主，他就答应了你们：“我

要陆续降下一千天使去援助你们。”[10]真主只以这个答覆向你

们报喜，以便你们的心境因此而安定。援助只是从真主那里发

出的。真主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P212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اىل الَ تَعَ  : قَ               ]١٢٣: آل عمران[ 

【[123]白德尔之役，你们是无势力的，而真主确已援助了

你们。】P213F

②
P又说： 

 : قال                            

    ]ال  ].١٧: األنْفَ

                                                        
①
《战利品章》第 9-10节 

②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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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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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4F

① 

战争开始了决斗，哈姆宰杀死了谢依白·本·莱比阿，阿里杀

死了沃立德·本·欧特拜。多神教徒方面的欧特拜·本·莱比阿受伤，

穆斯林方面的欧柏依德·本·哈里斯也受了伤。 

然后战斗变得开始更加激烈了，真主以众天使援助穆斯林

与他们的敌人战斗，并坚定他们的心。在一小时内多神教徒们

被打败而逃走。穆斯林乘胜追击，杀死与俘虏他们，其中有七

十名多神教徒被杀死，他们中有：欧特拜、谢依白、沃立德·本·欧

特拜、伍麦叶·本·海莱福与他的儿子阿里、韩瑞来·本·艾布苏福

杨和艾布劫赫利·本·黑侠墓等等。另有七十人被俘虏。 

“白德尔”战役的结束大增了穆斯林的勇气，他们在麦地那

及其周边名声大振，更增加了他们对清高的真主的信任，他们

知道真主援助自己归信的仆人，尽管他们的人数很少，而多神

教徒的人数众多也罢！其结局还是穆斯林掌握了战斗的胜利权，

他们学习了加强和持续面对新的战术、进攻、撤退、围困和阻

止敌人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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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侯德”战役 

“吴侯德”战役发生在迁徙之后第三年的十月，在“白德尔”

战役中，真主杀死了古莱什人的贵族之后，他们遭受了一场前

所未有的浩劫，古莱什人执意要报复，以恢复他们失去的威信。

因此，艾布苏福杨开始煽动人们反对主的使者（ ）和穆斯林，

聚集各个部落，从古莱什族与他们的盟友、以及埃塞俄比亚的

奴隶中聚集了将近三千名男子，带着他们的家眷，以便防止他

们逃走，并督促他们保护各自的家眷，然后他带着他们向麦地

那进军，他们驻扎在吴侯德山附近。 

主的使者（ ）征询他的弟子们是应该出去迎战他们，还

是驻留麦地那？他当时的意见是不应该离开麦地那，以麦地那

城为堡垒，如果他们进入，穆斯林就杀死他们。但是大多数优

越的圣门弟子们主张出去对付敌人。因此，主的使者（ ）带

着一千名圣门弟子出发，当天是星期五主麻日，但是当他们到

了麦地那与吴侯德山之间时，伪信者阿布杜拉·本·欧班耶与大约

三分之一的士兵返回了，使者对他说：“你反对我而听从别的人

吗？” 主的使者（ ）继续前进，直到停止在吴侯德山的一个

山口处，背向吴侯德山，他禁止人们战斗，直至听到他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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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命令阿布杜拉·本·祝拜尔及其指挥的五十名弓箭手，坚守

岗位，绝不能擅离职守，即使他们看到猛禽要抢食士兵也罢！

他们当时在军队的后面，并且他命令他们用箭射击多神教徒，

使他们不能从后面攻击穆斯林。 

战争开始了，上午穆斯林大获全胜，打败了多神教徒，敌

人们撤退到他们的妇女那里。当弓箭手们看到敌人大败，他们

也离开了主的使者（ ）命令他们看守的岗位，他们高喊：“人

们啊！战利品！”他们的指挥官提醒他们先知的（ ）嘱托，

但他们不听，以为该多神教徒们不会回来了，于是他们都去寻

找战利品，防护线上留下了一个缺口。 

当敌人的骑兵返回时，发现弓箭手防护线是空的，于是他

们冲过防护线，包围了穆斯林。真主使穆斯林中的部分人荣幸

地获得烈士的品级，圣门弟子们撤退了，多神教徒们直取主的

使者（ ），他们打伤了他的脸，打碎了他的右牙，打碎了他

的头盔，并且用石块砸他的头部，直到他（ ）跌倒在作恶的

艾布阿米尔为穆斯林大众所挖的陷阱里，阿里抓住了他的手，

泰莱哈·本·欧白丁拉把他抱在怀里。穆素阿布·本·欧麦依尔在他

的面前被杀，他把旗帜交给了阿里·本·艾布塔里布，两个盔甲上

的铁环猛地刺入他的脸颊，艾布欧柏依德·本·洁拉哈帮他取出了

铁环，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里的父亲马立克·本·西纳尼帮他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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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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死于返回麦加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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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召唤时，他没有来得及洗大净就应答召唤而去参战了，然后

众天使清洗了他。穆斯林杀死了多神教徒的旗手。温姆阿妈莱

——奈遂柏·宾图·凯阿布·艾勒马瑞尼耶奋力厮杀，然后她被阿姆

鲁·本·盖米昹用剑刺中了，她的伤势非常严重。 

穆斯林中有七十多人被杀害，多神教徒也死了二十三人。

古莱什人凶残地损害阵亡的穆斯林的尸体。在这些阵亡的穆斯

林中有使者（ ）的叔叔哈姆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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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侯德”战役的教训 

伊本盖依慕（愿主怜悯他）在他的《归途的干粮》一书中

举出了许多来自于“吴侯德”战役的崇高哲理和宗旨，其中包括： 

第一：信士们知道了违抗命令的恶果，丧失了勇气，引发

了纠纷，以及他们由此所遭到的不幸。犹如清高的真主所说： 

الَ تَعاىل  : قَ                         

                              

                                 

   ]١٥٢: آل عمران[ 

【[152]你们奉真主的命令而歼灭敌军之初，真主确已对你

们实践他的约言；直到了在他使你们看见你们所喜爱的战利品

之后，你们竟示弱、内争、违抗（使者的）命令。你们中有贪

恋今世的，有企图后世的。嗣后，他使你们离开敌人，以便他

试验你们。他确已饶恕你们。】 P216F

① 

当他们尝试了违抗使者（ ）命令的恶果之后，他们丧失

了勇气，以及引发了纠纷，使他们变得更加谨慎和清醒。 

第二：真主的智慧，和他对众使者及其追随者们的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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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5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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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因为如果他们一直的胜利，那么，信士与非信士就会

一起加入他们的行列，诚实者也就无法有别于其他的人。 

第三：真诚的信士有别于伪信者。因为当真主使穆斯林在

“白德尔”战役中战胜了他们的敌人，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时，

一些别有动机的人表面上与他们一起进入了伊斯兰，但内心并

非如此。所以真主的哲理认为有必要测试人们，以区分信士和

伪信者。在这场战役中，伪信者们显出了他们的真面目，说出

了他们以前曾隐藏的。信士们因此知道了他们内部的敌人，从

而为他们做好准备，警惕他们的伤害。 

第四：真主在他们安乐与困苦中、在他们喜欢的与厌恶的

状况下、在胜利与失败的状况下考验自己的仆人。无论在他们

喜欢与否的状况下，当确定了他们的服从和崇拜时，他们就是

主的真正仆人。 

第五：假若超绝万物的真主一直赐予他们胜利，在任何地

方始终能制服他们的敌人，那么，他们就会过度和高傲自大。

真主的仆人，只有通过安乐与困苦，困难与容易才能得到不断

的改善。 

第六：当真主以挫折、损失和失败考验他们时，使他们成

为谦卑和顺从的，使他们知道应当向真主祈求荣誉和胜利。 

第七：超绝万物的真主确已给归信的仆人们准备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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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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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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民众是宽厚的（一） 

先知（ ）对自己的民众是宽厚的，如果让他为民众在两

件事情之间选择，他就会选择最容易的，他渴望消除民众的困

难。他（ ）曾说： 

الَ  ا": قَ ً يَرسِّ امً مُ لِّ عَ ثَنِي مُ لَكِنْ بَعَ نِّتًا وَ تَعَ الَ مُ نِّتا وَ عَ ثْنِي مُ بْعَ ْ يَ  ].رواه مسلم[ "إِنَّ اهللاَ م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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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8F

① 

他（ ）说： 

الَ  نْفِ ":  قَ ىلَ الْعُ طِي عَ عْ ا الَ يُ يْهِ مَ لَ طِي عَ عْ يُ قَ وَ فْ ِبُّ الرِّ فِيقٌ حيُ اىلَ رَ عَ متفق [ "إِنَّ اهللاَ تَ

 ].عليه

“的确，清高的真主是宽厚的，他喜爱宽厚，他赐予宽厚的

而没有给予严厉的。”P219F

② 

他（ ）说： 

الَ  قَ ءٍ إِالَّ شَ ": وَ ْ نْ يشَ عَ مِ زِّ ا نُ مَ ، وَ هُ انَ ءٍ إِالَّ زَ ْ فْقُ يفِ يشَ انَ الرِّ ا كَ لِم[ "انهمَ واهُ مسْ  ].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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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0F

③ 

清高的真主形容自己的先知（ ）是具有同情和怜悯的。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٤٧٨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927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593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59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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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الَ    :قَ                     

               ]١٢٨: التَّوبة.[ 

【[128]你们本族中的使者确已来教化你们了，他不忍心见

你们受痛苦，他渴望你们得正道，他慈爱信士们。】P221F

① 

在他（ ）对民众的宽厚中有： 

اء إِىل النَّبِيِّ  جالً جَ الَ  أَنَّ رَ قَ سولَ اهللاِ: فَ ا رَ تُ يَ لكْ  !هَ

曾有一个人来见先知（ ），他说：“主的使者啊！我受伤

了。” 

الَ  ؟": قَ كَ لَكَ ا أَهْ مَ  ."وَ

使者说：“你怎么受伤了？” 

مضانَ : قَال رأيتِ يفِ رَ تُ عىلَ امْ  .وقعْ

他说：“我封着‘赖麦丹’月的斋与妻子同房了。” 

الَ  بةً ": قَ قَ تِقُ رَ عْ ا تَ ِدُ مَ لْ جتَ  ."هَ

使者说：“你有可以释放奴隶吗？” 

الَ   .الَ : قَ

他说：“没有。” 

الَ  ؟": قَ ِ تَتَابِعَنيْ نِ مُ يْ رَ هْ ومَ شَ تَطِيعُ أَنْ تَصُ لْ تَسْ هَ  ."فَ

使者说：“你有能力连续封两个月斋的吗？” 

الَ   .الَ : قَ

                                                        
①
《忏悔章》第 1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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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没有。” 

الَ  كِينًا": قَ سْ تِّنيَ مِ ا تُطْعِمُ سِ ِدُ مَ لْ جتَ هَ  ."فَ

使者说：“你有供给六十个穷人吃饭的能力吗？” 

الَ   .الَ : قَ

他说：“没有。” 

الَ  لَسَ فأُيتِ النبيُّ : قَ قٍ  ثُمَّ جَ رَ ، بِعَ ا": فقال فِيه مترٌ ذَ َ قْ هبِ دَّ  ."تَصَ

他说：然后他坐了下来，这时有人给使者送来一筐椰枣，

使者说：“你把这筐椰枣拿出去施舍了吧！” 

جل الَ الرَّ يْهِ مِ : قَ تَيْها أهلُ بيتٍ أحوجُ إِلَ نَّا؟ فَام بني البَ رُ مِ قَ كَ النبيُّ . نَّاأَأَفْ تَّى  فضحِ حَ

الَ  مَّ قَ ه ثُ لَكَ ": بدتْ أنيابُ هُ أَهْ أَطْعِمْ بْ فَ هَ يْه[ "اذْ  ].متفقٌ ع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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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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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34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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يُّ  لَمِ مِ السُّ يةُ بْنُ احلَكَ عاوِ ول مُ ولِ اهللاِ : يقُ ع رسُ يلِّ مَ ا أُصَ ينام أَنَ نَ بَ جلٌ مِ طسَ رَ ، إِاْ عَ

مِ فَقلْتُ  ُكَ اهللاُ: القوْ محَ ماين القوْ . يرْ مْ فقلْتُ فَرَ هِ ياه: مُ بأبْصارِ لَ أُمِّ ؟ ! واثُكْ ونَ إيلَّ نظُرُ ا شأْنُكم تَ مَ

ىل النبيُّ   لَامَّ صَ ، فَ كتُّ كِنِّي سَ تونَني لَ مِّ لَامَّ رأيتُهم يُصَ ، فَ مْ ىلَ أفْخااِهِ هيمْ عَ بُون بأيدِ ِ علُوا يرضْ ، فجَ

ه أَح دَ علِّامً قبْلَه وال بعْ ا رأيتُ مُ ي، مَ و وأمِّ بِأيب هُ الَ فَ بَني وَ َ الَ رضَ هرين، وَ ا كَ اهللاِ مَ نْه، فَوَ لِيامً مِ عْ سنَ تَ

تمنِي الَ  شَ ، ": قَ بِريُ التَّكْ بِيحُ وَ وَ التَّسْ ، إِنَّامَ هُ مِ النَّاسِ نْ كَالَ ءٌ مِ ْ ا يشَ لُحُ فِيهَ الةَ الَ يَصْ هِ الصَّ ذِ إِنَّ هَ

آنِ  رْ ةُ الْقُ اءَ قِرَ لِم[ "وَ سْ اهُ مُ وَ  ].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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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3F

① 

脑威说：“这其中说明了主的使者（ ）具备伟大的品德，

真主已作证他具备伟大的品德，他宽厚地对待无知者，并善待

和同情他。在他宽厚地对待无知者的秉性中：善意地教导他、

温和地对待他，使其正确地理解他的意思。” 

在先知（ ）对民众的宽厚中有：他禁止不分昼夜地连续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٥٣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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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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 النبيِّ  ، دخَ جدَ ِ  املسْ تَنيْ يَ ارِ ودٌ بِنيَ سَ ْدُ بْلٌ ممَ ا حَ إِذَ الَ . فَ قَ ؟": فَ بْلُ ا احلَ ذَ ا هَ وا "مَ الُ ذا : قَ هَ

ا فَرتتْ تعلَّقتْ بِه،  إِاَ ، فَ بْلٌ لِزينَبَ ، ": فقال النبي حَ َ ا فَرتَ إِذَ ، فَ هُ اطَ مْ نَشَ كُ دُ لِّ أَحَ ، لِيُصَ لُّوهُ حُ

دْ  عُ يَقْ لْ يْهِ [ "فَ لَ قٌ عَ تَّفَ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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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4F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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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 ）对民众是宽厚的（二）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الكٍ  نْ أَنسِ بْنِ مَ الَ عَ ولِ اهللاِ : ، قَ سُ د مع رَ جِ نُ يفِ املسْ ينَام نَحْ اء أعرايبٌّ  بَ ام إِاْ جَ قَ  فَ

سولُ اهللاِ  ال أصحابُ رَ قَ د، فَ جِ هْ : يبُولُ يف املسْ هْ مَ  .مَ

正当我们与主的使者（ ）在圣寺里坐着时，突然进来一

个贝都因人，站在清真寺里就尿尿，主的使者（ ）的弟子们

喊道：“不要尿，不要尿。” 

ولُ اهللاِ  سُ الَ رَ قَ وهُ " فَ مُ رِ زْ وهُ الَ تُ عُ تَّى بال "دَ وه حَ  .فَرتكُ

主的使者（ ）说：“你们不要管他，让他尿吧！”众圣门

弟子就没有再管他，直至他尿完。 

مَّ  الَ لَهُ  إِنَّ رسولَ اهللاِ  ثُ قَ اهُ فَ عَ لِ ": دَ ا البَوْ ذَ نْ هَ ءٍ مِ ْ دَ الَ تصلُحُ لِيشَ اجِ إِنَّ هذهِ املسَ

آنِ  رْ ةِ الْقُ اءَ قِرَ لَّ وَ جَ زَّ وَ رِ اهللاِ عَ كْ يَ لِذِ ، إِنَّام هِ رِ ذَ الْقَ  ."وَ

然后主的使者（ ）把他喊过来，对他说：“这是清真寺，

不允许在其中尿尿或丢不洁净的东西，它只是记念伟大尊严的

真主、礼拜和诵读《古兰经》的地方。” 

الَ  ليه: قَ اءٍ فشنَّه عَ نْ مَ اءَ بِدلوٍ مِ مِ فَجَ وْ نَ القَ الً مِ جُ يْهِ . [فأمرَ رَ لَ قٌ عَ تَّفَ  ].مُ

他（传述人）说：“使者命人拿来一桶水，泼在上面。”P225F

① 

在类似这种宽厚的例子还有：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1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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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 أَتَى النبيَّ  ابّ الَ  أَنَّ فتًى شَ قَ سولَ اهللاِ: فَ ا رَ نَا! يَ نْ يلِ بالزِّ  !!ائذَ

有一个年轻的男子来对先知（ ）说：“主的使者啊！请

允许我通奸吧！！” 

قالُوا ، وَ وهُ رُ جَ زَ يْهِ القومُ فَ لَ بلَ عَ أَقْ هْ : فَ هْ مَ الَ النبيُّ مَ قَ هْ ": فَ نُ نْهُ قريبًا "ادْ ا مِ نَ دَ  .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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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كَ ": قَ ُمِّ ِبُّهُ ألِ  ؟"أَحتُ

先知问他：“你想与你的母亲通奸吗？” 

علَني اهللاُ فِداءَك: قَال  .الَ واهللاِ جَ

他回答说：“决不，指主发誓，愿真主使我作为您的献身。” 

الَ  ؟": قَ نَتِكَ بُّه البْ تُحِ ِمْ أَفَ اهتِ هَ ُمَّ هُ ألِ ِبُّونَ الَ النَّاسُ حيُ  ."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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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اءَك: قَ علنِي اهللاُ فِدَ ا رسولَ اهللاِ جَ  .الَ واهللاِ 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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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بُّ ": قَ الَ النَّاسُ حيُ ؟وَ تِكَ بُّهُ ألُخْ تُحِ ِمْ أَفَ هُ لِبَنَاهتِ  ."و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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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علنِي اهللاُ فِداءَك: قَ  .الَ واهللاِ جَ

他回答说：“决不，指主发誓，愿真主使我作为您的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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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  ؟": قَ تِكَ مَّ بُّه لِعَ تُحِ ِمْ أَفَ اهتِ وَ َخَ هُ ألِ ِبُّونَ الَ النَّاسُ حيُ  ."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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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كَ : قَ لِني اهللاُ فِداءَ عَ اهللاِ، جَ  .الَ وَ

他回答说：“决不，指主发誓，愿真主使我作为您的献身。” 

الَ  ؟": قَ الَتِكَ بُّه خلِ تُحِ ِمْ أَفَ هتِ امَّ هُ لِعَ ِبُّونَ الَ النَّاسُ حيُ  "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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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كَ : قَ لِني اهللاُ فِداءَ عَ اهللاِ، جَ  .الَ وَ

他回答说：“决不，指主发誓，愿真主使我作为您的献身。” 

الَ  ِمْ ": قَ هتِ االَ خَ هُ لـِ ِبُّونَ الَ النَّاسُ حيُ الَ "وَ قَ يْهِ وَ لَ هِ عَ يْ دَ عَ يَ ضَ رْ ": ، ثُمَّ وَ هِّ طَ بَه، وَ نْ رْ ذَ فِ مَّ اغْ هُ اللَّ

هُ  جَ رْ نْ فَ صِّ حَ ، وَ بَهُ لْ ءٍ  ،"قَ ْ تُ إِىل يشَ تَفِ لْ تَى يَ فَ لِكَ الْ دَ اَ عْ نْ بَ كُ لَمْ يَ د. [فَ واه أَمحْ  ].رَ

他（ ）说：“人们都不喜欢与他们的姨母通奸。”然后，

他（ ）把自己的双手放在那个青年的身上，并说：“主啊！

求您饶恕他的罪过！求您净化他的心灵！求您保护他的贞洁！”

在此之后，那个青年再没有受到这方面的诱惑。”P226F

① 

先知（ ）能够用这种温柔的方式去影响青年男子的心，

并让他看到自己要求的通奸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从而成为改善

这个青年、并使其正直和纯洁的因素。 

在他（ ）对民众的宽厚中有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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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عن ابْنِ  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قَ بَّاسٍ رَ نْهُ   النبيُّ بيْنَام: عَ ، فَسألَ عَ لٍ قائمٍ و برجُ ا هُ ، إِاَ خيطُبُ

الُوا قَ ومَ : فَ يصُ الَ يستظلَّ وال يتكلمَ وَ ، وَ الَ يقعدَ سِ وَ رَ أَنْ يقومَ يفِ الشمْ ائِيلَ نَذَ َ فقالَ النبيُّ أَبُو إِرسْ

 :" ُه مَ وْ لْيُتِمَّ صَ ، وَ دْ عُ لْيَقْ تَظِلَّ وَ لْيَسْ مْ وَ لَّ يَتَكَ لْ وه فَ رُ يُّ [ "مُ ارِ  ].رواهُ البخَ

正当先知（ ）演讲时，忽然发现一个男子站着，他询问

此人时，人们说：“他叫艾布伊斯拉伊赖，他曾许过愿要封着斋

站在太阳下不坐，不乘凉，也不说话。”先知听后说：“你们告

诉他，让他说话，让他乘凉，让他坐，让他完美斋戒。”P22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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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قَال و بْن العاصِ رَ اهللاِ بْنُ عمرِ بدُ ربِ النبيُّ : عَ نَّ وا: أَينِّ أقولُ  أُخْ صومَ هللاِ ألَ

تُ  شْ ا عِ قومنَّ الليلَ مَ ، وألَ 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النَّهارَ قَ ؟ ": فَ لِكَ قُولُ ذَ ي تَ قد : فقلْتُ له"أَنْتَ الَّذِ

ا رسولَ اهللاِ  ي يَ أُمِّ نَ ": قَال. قلتُه بِأَيبِ أنتَ وَ مْ مِ صُ مْ وَ قُ نَمْ وَ ، وَ طِرْ أَفْ مْ وَ ، فَصُ لِكَ تَطِيعُ ذَ إِنَّكَ الَ تَسْ  فَ

رِ  هْ يَامِ الدَّ ثْلُ صِ لِك مِ ذَ ا وَ ثَاهلَِ ِ أَمْ نَةَ بِعَرشْ إِنَّ احلسَ امٍ فَ ةَ أَيَّ ثَ رِ ثَالَ هْ  ."الشَّ

“我告诉先知（ ）我确说过：‘指主发誓，只要我活着，

我一定白天封斋，晚上礼夜间拜。’”主的使者（ ）说：“你

是这样说的吗？”我对他说：“主的使者啊！愿我的父母作为您

的赎身，我确已说了。”使者说：“你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你可

以封斋，也可以开斋；你可以睡觉，也可以礼夜间拜；每月你

可以封三天的斋，的确，一件善功可以获得十倍的报酬，这样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٦٣٢٦段 



 157 四十讲座——有关敬爱的先知  

就类似于你封了终生的斋。”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使者（ ）说： 

؟" يْلَ ومُ اللَّ قُ تَ ارَ وَ ومُ النَّهَ ْ أَنَّكَ تَصُ ربَ لتُ  "أَلَـمْ أُخْ ا رسولَ اهللاِ: قُ الَ  !بَىلَ يَ ، ": قَ لْ عَ فْ فَالَ تَ

يْ  لَ يْنَيْكَ عَ إِنَّ لِعُ ا، وَ قّ يْكَ حَ لَ كَ عَ دِ سَ إِنَّ جلَ مْ فَ قُ نَمْ وَ ، وَ طِرْ أَفْ مْ وَ ا، صُ قّ يْكَ حَ لَ كَ عَ جِ وْ إِنَّ لِزَ ا وَ قّ كَ حَ

لِّ  إِنَّ لَكَ بِكُ ، فَ امٍ ةَ أَيَّ ثَ رٍ ثَالَ هْ لِّ شَ ومَ يفِ كُ بِكَ أَنْ تَصُ سْ إِنَّ بِحَ ا وَ قّ يْكَ حَ لَ كَ عَ رِ وْ إِنَّ لِزَ ةَ وَ َ رشْ نَةٍ عَ سَ حَ

رِ  هْ يَامُ الدَّ لِكَ صِ إِنَّ ذَ ا فَ ثَاهلَِ الَ عبدُ اهللا "أَمْ يلَّ فش: قَ د عَ دِّ ، فشُ دُ !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قلْتُ . ددْتُ إِينِّ أَجِ

ةً  وَّ الَ . قُ يْهِ ": قَ لَ دْ عَ زِ ، الَ تَ اودَ بِيَّ اهللاِ دَ يَامَ نَ مْ صِ ؟ : قُلتُ . "صُ اودَ يامُ دَ انَ صِ ا كَ مَ فَ ": قالوَ نِصْ

رِ  هْ َ  "الدَّ ربُ قولُ بَعد ما كَ بدُ اهللاِ يَ  ].متفقٌ عليهِ . [لِ اهللاِ ليتَني قبِلتُ رخصةَ رسو: فكانَ 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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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8F

①
P当阿布杜拉年老之后，他说：“但愿我当初接受了主的

使者（ ）的建议!”P229F

② 

 

                                                        
①
注：即封一天，开一天。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٨٧٥段，《穆斯林圣训集》第١١٥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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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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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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主的使者（ ）也亲自参加了挖壕沟。当时的壕沟就挖在

“塞勒阿”山的前面，穆斯林背靠着山，壕沟就在他们与敌人之

间。 

穆斯林用六天的时间挖成了壕沟，先知（ ）和那些与他

一起的三千名穆斯林在“塞勒阿”山与壕沟之间建造了堡垒。先

知（ ）下令让妇女和儿童进入麦地那的城堡里。 

侯严耶·本·艾赫泰部去找白尼古来瑞的犹太人，他们与主的

使者（ ）之间结有约会，但他们仍然是恶性不改，直至他们

破坏了与主的使者（ ）之间的约会，他们参加多神教徒对主

的使者（ ）的战争，这更加大了穆斯林的困难，也促使伪信

者的出现。白尼哈里斯的部分人向主的使者（ ）请求返回麦

地那，他们向先知告假说： 

                         ]١٣: األحزاب [ 

【‘我们的房屋，确是破烂的。’其实他们的房屋并不是破

烂的，他们想要逃走。】 P230F

①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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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ءِ بْنِ عَ  نِ الربَ بٍ عَ الَ  ازِ ولُ اهللاِ : قَ سُ نَا رَ رَ ضِ  ملَّا أَمَ نا يفِ بَعْ تْ لَ ضَ رَ قِ عَ رِ اخلنْدَ بحفْ

لِكَ إِىلَ النَّبِيِّ  نَا اَ وْ كَ لُ فَشَ اوِ ذُ فِيها املعَ ، الَ تأخُ يدةٌ دِ ظيمةٌ شَ ةٌ عَ خرَ قِ صَ سولُ اهللاِ اخلنْدَ اءَ رَ ، فَجَ

 َذ أَخَ ، وَ هُ ى ثَوبَ قَ آها ألْ لَامَّ رَ لَ ، فَ وَ الَ املِعْ قَ مِ اهللاِ": وَ ثَها  ،"بِسْ لُ رسَ ثُ ةً فَكَ بَ َ بَ رضَ َ الَ ثُمَّ رضَ قَ : وَ

                                                        
①
《同盟军章》第 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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ةَ " اعَ رَ السَّ مْ ا احلُ هَ ورَ ُ قُصُ
ُبْرصِ اهللاِ إِينِّ ألَ ، وَ امِ اتِيحَ الشَّ فَ طِيتُ مَ ، أُعْ ُ ربَ ، ثُمَّ رضبَ الثانِيةَ "اهللاُ أَكْ

ثَها اآلخرَ  لُ طعَ ثُ قَ الَ فَ قَ نَ اهللاُ أَكْ ": وَ يَضَ مِ َبْ َ األْ ُ القَرصْ
بْرصِ اهللاِ إِينِّ ألَ سٍ وَ ارِ اتِيحَ فَ فَ طِيتُ مَ ، أُعْ ُ ربَ

ائِنِ  مِ اهللاِ ": وقالَ ثُمَّ رضبَ الثَّالثةَ  ،"املدَ رِ  "بِسْ طَعَ بقيَّةَ احلجَ قَ الَ فَ قَ طِيتُ ": وَ ، أُعْ ُ ربَ اهللاُ أَكْ

ُ أَبْوَ 
ُبْرصِ اهللاِ إِينِّ ألَ نِ وَ اتِيحَ اليَمَ فَ اعةَ مَ هِ السَّ ذِ َ هَ اينِ كَ نْ مَ اءَ مِ نْعَ  ."ابَ صَ

当主的使者（ ）命令我们挖战壕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一

个坚不可摧的巨石，于是我们去向先知（ ）诉说，当先知看

到巨石时，他丢下自己的衣服，拿起镐，说道：“以真主的尊名。”

然后猛击了巨石一下，击碎了它的三分之一。然后他说：“真主

至大，我获得了沙姆地区的钥匙，指主发誓，我现在确已看到

了它的红色宫殿。”然后他又猛击了巨石第二次，击碎了巨石的

另外三分之一，然后他说：“真主至大，我获得了波斯的钥匙，

指主发誓，我确已看到了它的白色宫殿。”然后他又猛击了巨石

第三次，打碎了巨石的剩下三分之一。然后他说：“真主至大，

我获得了也门的钥匙，指主发誓，我现在在这里确已看到了率

纳阿市的大门。” 

多神教徒围困了主的使者（ ）一个月，他们之间并没有

发生战争，那是因为真主用战壕阻碍在他们与穆斯林之间。 

先知生平的学者们说：“‘壕沟战役’之日的恐惧非常骇人听

闻，人们都气馁了，担心他们的子女和财产，多神教徒们寻找

狭窄一点的战壕，以便他们的马可以跨过去，他们中有一伙人

穿过了。其中有阿姆鲁·本·温迪，虽然他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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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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ا": قَ ارً مْ نَ هُ بُورَ قُ ُمْ وَ يُوهتَ َ اهللاُ بُ ألَ طَى، مَ سْ ةِ الوُ الَ نِ الصَّ ا عَ لُونَ غَ  "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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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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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32F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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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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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 ）的公正 

伊斯兰带来了绝对的公正，犹如清高的真主所说： 

 :تعاىل قال                    ]النحل :

٩٠.[ 

【[90]真主的确命人公平、行善、施济亲戚……。】 P233F

①
P清高

的真主还说： 

 : قال تعاىلوَ                          

     ]٨: املائدة.[ 

【你们绝不要因为怨恨一伙人而不公道，你们当公道，公

道是最近于敬畏的。】 P23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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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لِ اهللاِ  سُ هُ رَ جْ نَ وَ تلوَّ الَ  فَ قَ ودِ اهللاِ؟": وَ دُ نْ حُ دٍّ مِ عُ يفِ حَ فَ ةُ فَ  "أَتَشْ امَ ه أُسَ الَ لَ رْ : قَ فِ استَغْ

                                                        
①
《蜜蜂章》第 90节 

②
《筵席章》第 8节 



 163 四十讲座——有关敬爱的先知  

ولَ اهللاِ سُ ا رَ  !يلِ 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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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سولُ اهللاِ  امَ رَ انَ العيشُّ قَ امَّ كَ لَ الَ  فَ مَّ قَ وَ أَهلُه، ثُ ىلَ اهللاِ بِام هُ نَى عَ أَثْ ، فَ تطبَ ، ": فاخْ دُ عْ ا بَ أَمَّ

بْلَ  انَ قَ نْ كَ لَكَ مَ إِنَّام أَهْ عِيفُ فَ مُ الضَّ قَ فِيهِ َ ا رسَ إِذَ ، وَ وهُ كُ يفُ تَرَ ِ مُ الرشَّ قَ فِيهِ َ ا رسَ انُوا إِذَ ُمْ كَ مْ أَهنَّ كُ

، لَقَطَعْتُ يَ  قَتْ َ دٍ رسَ َمَّ ةَ بِنْتَ حمُ اطِمَ هِ، لَوْ أَنَّ فَ يسِ بِيَدِ ي نَفْ الَّذِ إِينِّ وَ ، وَ دَّ يْهِ احلَ لَ وا عَ امُ اأَقَ هَ قٌ [ "دَ تَّفَ مُ

يْهِ  لَ  ].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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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5F

① 

这就是先知（ ）的公正，不分地位贵贱、不分贫富、不

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真理和公正的天平面前，人人平等。 

在另一个例子中提到，努阿曼·本·白锡尔（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 

الَ  بَشريٍ أَنَّ النُّعامنَ بْنَ  ةَ : قَ واحَ رةُ بِنْتُ رَ مَ ي عُ الَتْ أمّ قَ ، فَ طِيةً طَاينِ أَيب عَ ىضَ : أَعْ الَ أرْ

سولُ اهللاِ  دَ رَ تَّى يشهَ سولَ اهللاِ حَ أَتَى رَ الَ  ، فَ قَ طِيةً : فَ ةَ عَ احَ وَ مرةَ بِنْتَ رَ نْ عَ نِي مِ إِينِّ أَعطَيْتُ ابْ

ولَ اهللاِ ا رسُ كَ يَ دَ نِي أَن أُشهِ تْ أمرَ ولُ اهللاِ ! فَ سُ الَ رَ قَ ا؟": فَ ذَ ثْلَ هَ كَ مِ لَدِ ائِرَ وَ طَيْتَ سَ الَ  "أَعْ : قَ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٤٠٥٣段，《穆斯林圣训集》第١68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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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 . الَ  مْ ": قَ نَائِكُ بْ َ أَ لُوا بَنيْ دِ اعْ قُوا اهللاَ وَ عَ بَشريٌ فردَّ عطيَّتَهُ  "فاتَّ جَ رَ  ].متفقٌ عليْهِ . [فَ

我的父亲给了我一些礼物，但我的母亲欧麦莱图·宾图·莱娃

哈说：“我不同意，除非得到主的使者（ ）见证。”所以他（我

的父亲）来见主的使者（ ）说：“主的使者啊！我给了我与

阿姆拉·宾图·莱挖哈所生的儿子一些礼物，她让我来找您见证。”

主的使者（ ）说：“你给了你其他的孩子类似的礼物吗？”

他说：“没有。”使者说：“你们当敬畏真主，你们当公平地对待

自己的孩子。”然后白锡尔返回之后，收回了自己的礼物。” P236F

①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先知（ ）说： 

اهُ؟": قاَل وَ نُونَ سِ الَ  "أَلَكَ بَ مْ : قَ الَ . نَعَ ا؟": قَ ذَ ثْلَ هَ طَيْتَ مِ مْ أَعْ هُ لُّ كُ الَ  "فَ : الَ قَ . الَ : قَ

رٍ " وْ ىلَ جَ دُ عَ هَ تفقٌ عليْهِ [ "فَالَ أَشْ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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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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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سولُ اهللاِ  الَ رَ لَكَ ": قَ يْ بْ ! وَ دْ خِ ؟ قَ لْ دِ ْ أَعْ ا ملَ لُ إِذَ دِ عْ نْ يَ مَ نْ وَ ْ أَكُ ا ملَ تُ إِذَ ْ رسِ خَ تُ وَ

لُ  دِ يْهِ [ "أَعْ لَ  ] متفقٌ 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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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8F

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447段，《穆斯林圣训集》第١623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2507段，《穆斯林圣训集》第١623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14段，《穆斯林圣训集》第١06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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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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  هُ لُونَ يفِ حُ ": القائِلُ  وَ دِ عْ ينَ يَ ، الَّذِ نْ نُورٍ نَابِرَ مِ ىلَ مَ نْدَ اهللاِ عَ طِنيَ عِ مْ إِنَّ املقْسِ هِ مِ كْ

لّوا ا وُ مَ مْ وَ لِيهِ أَهْ لِم[ "وَ سْ اهُ مُ وَ  ].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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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9F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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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ولُ  لِكُ ": يَ الَ أَمْ ْلِكُ وَ نِي فِيامَ متَ لُمْ ، فَالَ تَ لِكُ ي فِيامَ أَمْ مِ سَ ا قَ ذَ مَّ هَ رواه أبوداود [ "اللهُ

 ].والرتمذيُّ 

“主啊！这是我能掌握的分配，对于您能掌握而我不能掌握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١٨٢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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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求您不要责备我。”① 

先知（ ）警告偏向其中某一位妻子的人，他说： 

المُ  السَّ ليه الصالةُ وَ الَ عَ هُ ": قَ قُّ شِ ةِ وَ يَامَ مَ القِ وْ اءَ يَ ا جَ َ امهُ دَ لَ إِىلَ إِحْ امَ انِ فَ أَتَ رَ انَتْ لَهُ امْ نْ كَ مَ

ائِلٌ   ].أبوداود وابن ماجهرواه [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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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1F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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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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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的图谋和先知的态度 

我们前面已提到，先知（ ）与麦地那的犹太人制定了一

项互不侵犯的条约。但是犹太人很快就破坏了这项协议，并开

始从事他们臭名昭著的破坏约会，制造阴谋的行为。 

在犹太人白尼盖奴噶阿的阴谋中：他们利用先知（ ）与

众穆斯林都忙于“白德尔”战役时，白尼盖奴噶阿的部分犹太人

骚扰一名穆斯林妇女，并在市场上当众脱光她的衣服。当这名

女子大声呼救时，来了一名穆斯林男子杀死了其中的一个犹太

人。然后犹太人围住他将其打死。当先知（ ）从“白德尔”战

役返回之后，他传唤犹太人，并质问他们所发生的恶劣事件。

他们对先知言语苛刻，并且派人送回条约书，准备战斗。因此，

先知（ ）包围了他们，当他们看到无法战胜穆斯林时，他们

向先知（ ）请求放他们一条生路，让他们带着自己的妻室子

女离开，他们的财物归穆斯林。然后先知接受了他们的请求，

把他们从麦地那驱逐出去。穆斯林从他们的堡垒中没收了许多

武器。 

至于白尼奈堆尔的犹太人，他们破坏了协议，并企图暗杀

先知（ ）。在迁徙后的第四年，先知（ ）去他们那里，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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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 

主的使者（ ）获得了真主的启迪，所以他站起来又回到

麦地那。 

然后先知（ ）以流放惩罚他们，让他们离开麦地那，前

往海依白尔①。他们亲手摧毁了自己的房屋，然后用六百峰骆驼

担负着着物品，离开麦地那前往海依白尔。 

至于白尼古来瑞的犹太人，他们确已抢先破坏了条约，并

与多神教徒和联盟军结约在“壕沟”向主的使者（ ）宣战。当

真主打败驱散了同盟军之后，他们已离开，然后先知（ ）带

领三千名士兵去惩罚白尼古来瑞的犹太人，他围困了他们，并

对他们加紧封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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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处罚俘虏的方式比此更加残

酷。在《旧约》的许多篇章中都确已提到过，在《依苏哈赫》

（31/6-35）中提到以下的惩罚：以色列俘虏了麦德彦人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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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城市和城堡。穆萨非常生气，他说：“你们让所有女人都

活着？现在你们要杀死所有的男孩，把所有认识与自己同房男

人的女人都杀死，但是把所有淫妇生的孩子，以及她们中不知

道孩子的父亲是谁的女人，都为你们留着。”求真主保护。事实

上，穆萨（ ）绝不会做出这种大规模灭绝人性的裁决。但他

们就是这样篡改《旧约》，这是他们自己曾经对俘虏的处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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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战争成为定制？ 

先知（ ）并没有拿过剑迫使他人加入伊斯兰，《古兰经》

非常清楚地拒绝了这种概念。清高的真主说： 

الَ تَعاىل   : قَ      ]وقال]٢٥٦ :البقرة ، :         

      ]وقال]٩٩: يونس ، :         ]٦: الكافرون.[ 

【信仰绝无强迫。】 P244F

①
P又说：【难道你要强迫世人都做信士

吗？】P245F

②
P又说：【[6]你们有你们的信仰，我也有我的信仰。】 P24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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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ىل الَ تَعَ  :قَ                     

 : وقال] ١٩٤: البقرة[                    ]البقرة :

 : ، وقال]١٩٠         ]١٩١: البقرة.[ 

【谁侵犯你们，你们可以同样的方法报复谁。】P247F

④
P又说：【[190]

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 P248F

⑤
P又说：

                                                        
①
《黄牛章》第 256节 

②
《优努斯章》第 99节 

③
《不信道的人们章》第 6节 

④
《黄牛章》第 194节 

⑤
《黄牛章》第 19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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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进攻你们，你们就应当杀戮他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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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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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50F

②
P因此，先知（ ）首

先反抗的就是古莱什人，而非其他的阿拉伯人。 

但是，当麦加之外其他的阿拉伯多神教徒合谋、团结起来

敌对穆斯林时，真主命令他们抵抗所有的多神教徒。在《忏悔

章》中提到，清高的真主说： 

                    ]٣٦: التوبة[. 

【以物配主的人群起而进攻你们，你们也就应当群起而抵

                                                        
①
《黄牛章》第 191节 

②
《朝觐章》第 39-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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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他们。】① 

因此，为主道战斗当时是针对所有没有天启经典的多神教

徒，先知的（ ）言词证实了这一点，他说： 

المُ  السَّ ليه الصالةُ وَ الَ عَ ا ": قَ الُوهَ إِنْ قَ ولُوا 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فَ قُ تَّى يَ اتِلَ النَّاسَ حَ تُ أَنْ أُقَ رْ أُمِ

مْ إِالَّ  الَـهُ وَ أَمْ مْ وَ هُ اءَ نِّي دِمَ وا مِ مُ صَ ىلَ اهللاِ عَ ُمْ عَ اهبُ سَ حِ ا وَ هَ قِّ  ."بِ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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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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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٥٨: األنفال.[ 

【[58]如果你怕某部落不忠于盟约，你就应当公开地把他

们的盟约掷还他们。真主确是不喜欢欺诈者的。】 P253F

③ 

打击他们是义不容辞的，直到他们归信，或他们自甘下贱

地交纳人头税，以便穆斯林相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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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忏悔章》第 36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25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2段 

③
《战利品章》第 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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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侯德比耶”条约之后，他向所有的统治者派遣使者，号召他

们加入伊斯兰，他把使者派往盖苏尔①，派往科斯鲁②、穆诰给

斯③和奈嘉西④，以及阿拉伯东部地区和沙姆地区的统治者那里。 

部分基督教徒和其他的一些人加入了伊斯兰，但沙姆地区

的基督徒蓄意杀害了他们中的一些确已加入伊斯兰的杰出者。 

基督徒首先向穆斯林挑战，他们暴虐地、非正义地杀害他

们中那些确已加入伊斯兰的人们。但先知（ ）派遣的众使者

号召他人自愿地、而非强迫地加入伊斯兰。他从来没有强迫过

任何人接受伊斯兰。”⑤ 

因为主的使者（ ）就是根据下列原则与敌人战斗的： 

1-古莱什的多神教徒被视为敌方，因为他们首先发起的侵

略，所以他们成为穆斯林的斗争对象。 

2-无论何时看到犹太人背叛，倾向于多神教徒，当反抗之。 

3-任何一个阿拉伯部落侵犯穆斯林，或者是帮助古莱什对

付穆斯林，当反抗之，直到该部落加入伊斯兰。 

4-任何有经典者首先发起侵略，如基督徒，当反抗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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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指罗马及沙俄的皇帝 

②
指古波斯国王的称号 

③
指伊斯兰之前埃及与亚历山大国王的称号 

④
指埃塞俄比亚古代皇帝的称号 

⑤
《简述与非穆斯林战争及和解的原则》第 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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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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ظِيمُ ": قَ ا تَعْ طّةً فِيهَ مَ خُ أَلُوينِ الْيَوْ اهللاِ الَ يَسْ ا وَ ، أَمَ يلِ ابِسُ الفِ ا حَ بَسهَ إِنَّامَ حَ تْ وَ ألَ ا خَ مَ

رُ  احُ اهَ مْ إِيَّ طَيْتُهُ اتِ  اهللاِ إِالَّ أَعْ  ."مَ

 “它没有疲惫的不听使唤了，但阻止象军的主阻止了它。

指主发誓，为了尊重真主的禁忌，今天无论古莱什人向我提出

什么要求，我都会给予他们的。”  

先知（ ）驱赶着自己的骆驼站了起来，然后他返回驻扎

在几乎没有水“侯德比耶”，他从自己的箭筒里抽出一支箭，插

入地下，大地为他们流出源源不断地淡水，直至他们每个人都

从中获得了足够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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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并且先知（ ）的弟子们还让他注意到他们是多么地喜爱

先知，和顺服他的命令。当他返回之后，告诉了古莱什人自己

的所见所闻，然后他们又派出了尅纳奈部落名为侯莱素·本·阿格

莱麦的一名男子，在其之后，他们又派遣了米克莱兹·本·哈弗苏

的男子，正当他同主的使者（ ）说话时，苏海鲁·本·阿米尔

来了，先知（ ）说： 

الَ النبيُّ  مْ " قَ كُ رِ نْ أَمْ مْ مِ ل لَكُ هِّ دْ سُ  ."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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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一年将可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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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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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加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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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有许多圣门弟子反对这一条约，他们认为该条款是对

穆斯林大众的欺辱和歧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察觉

到了它的积极影响和有效的成果。其中包括： 

1.这是古莱什人承认穆斯林国家的一项协议，制定了两国

平等的条约，因为这个承认对其它的部落中间有着很大的作用。 

2.恐惧进入多神教徒和伪信者的心中，他们中的许多都坚

信伊斯兰确已胜利。部分迹象确已清楚地呈现了，那就是部分

勇敢的古莱什人争先加入伊斯兰，如哈立德·本·沃立德和阿姆

鲁·本·阿税。 

3.停战增加了伊斯兰传播的机会，让人们知道有许多部落

的人确已全部加入了伊斯兰。 

4.穆斯林不再受到古莱什的威胁，他们可以专注于对付犹

太人和其它敌视的部落。因此，在“侯德比耶”条约之后发生了

“海依白尔”战役。 

5.该条约谈判导致许多古莱什的同盟理解并倾向于穆斯林

的立场。当侯莱素·本·阿格莱麦亲眼目睹穆斯林大众的集体精神

之后，他回去对他的对族人说：“我亲眼看见挂着牌子、打着标

记的牲，所以我认为不应阻止他们来朝觐天房。” 

6.“侯德比耶”条约加强了先知（ ）对“穆阿特”战役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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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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ىلَ   ،]١: املائدة[       : قَالَ تَعَ

【［1］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履行各种约言。】P262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٣٤: اإلرساء[          :تَعَاىلَ  قَالَ 

【你们应当履行诺言；诺言确是要被审问的事。】P263F

②
P真主说： 

 ].٢٠: الرعد[         : قَالَ 

【[20]他们是实践真主的誓约而且不破坏盟约的。】 P264F

③ 

先知（ ）说： 

ُ ": قالَ النَّبيُّ  ؛ فَالَ حيَ دٌ هْ مٍ عَ وْ َ قَ بَنيْ يْنَهُ وَ انَ بَ نْ كَ ، أَوْ مَ هُ دُ َ أَمَ يضِ تَّى يَمْ ا حَ هَ دَّ الَ يَشُ ةً وَ قْدَ لَّنَّ عُ

اءٍ  وَ ىلَ سَ مْ عَ نْبِذَ إلَيْهِ  ].رواه أبو داود والرتمذي[ "يَ

“谁与其它的部落之间定有盟约，在约会结束之前他绝不能

                                                        
①
《筵席章》第 1节 

②
《夜行章》第 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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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大骗子沐赛赖麦的两个使节来见先知（ ）时，他俩说

了与沐赛赖麦一样的话。先知（ ）说： 

الَ  الَ  أَنَّ ": النبيِّ   قَ امَ  لَوْ نَاقَكُ بْتُ أَعْ َ تَلُ لرضَ لَ الَ تُقْ سَ ولٌ  "الرُّ سُ تَل رَ قْ رت سنتُه أَال يُ . "فَجَ

 ].رواه أبوداود[

“假若不是因为双方交战不杀来使，我必砍掉你俩脑袋。”

因此，按照圣行双方交战，不杀来使。 P26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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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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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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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لُ اهللاِ  سُ لٍ ": قَالَ لَهُ رَ نْدَ ا أَبَا جَ ن ! يَ عَكَ مِ ملِنْ مَ اعِلٌ لَكَ وَ إِنَّ اهللاَّ جَ ، فَ بْ تَسِ احْ ْ وَ ربِ اصْ

طَيِنَاهُ  أَعْ ا، وَ لْحً مِ صُ َ الْقَوْ بَنيْ نَا بَيْنَنَا وَ قَدْ دْ عَ ا، إِنَّا قَ جً ْرَ خمَ ا وَ جً عَفِنيَ فَرَ تَضْ دَ املسْ هْ طُونَا عَ أَعْ ، وَ ىلَ ذَلِكَ مْ عَ

ِمْ  رُ هبِ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 "اهللاِ، فَال نَغْ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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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7F

① 

同样地，当与古莱什结盟的赛给福部落的男子艾布白穗尔

逃跑之后，他来投奔先知（ ），然后古莱什派两名男子来索

要他，由于尊重“侯德比耶”和约的协定，先知（ ）把他送回

了。在这些明确的证据中显示先知（ ）完全地忠诚守信，遵

守协定和条约，即使是在对穆斯林不公平的情况下也罢！ 

另一个例子，也说明了先知（ ）遵守与非穆斯林之间的

协议。白拉乌的传述，当先知（ ）打算去副朝时，他首先派

人去向麦加的居民请求允许穆斯林进城。他们为他规定的条件

是：只能在麦加停留三夜，他们只能带着兵器袋进入，他们不

能向任何人宣传伊斯兰。 

阿里·本·艾布塔利布书写这些条款，他写道：这是真主的使

者穆罕默德（ ）所决定的。他们说：“如果我们知道你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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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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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ا":قَ افِرً تُولُ كَ انَ املقْ إِنْ كَ اتِلِ وَ نَ القَ أَنَا بريءٌ مِ ، فَ تَلَهُ قَ هِ فَ سِ ىلَ نَفْ الً عَ جُ نَ رَ نْ أَمَّ رواه [ "مَ

 ].بيهقيال

“谁承诺保护一名男子的人生安全，然后又杀死他，我与杀

人者无关，即使被杀者是一个否认主的人也罢。”P269F

②
P他（ ）还

说： 

الَ  دَ إِالَّ كَ ": قَ مٌ العَهْ وْ ا نَقَضَ قَ تْ مَ مْ انَ الْقَ  ].رواه احلاكم[ "لُ بَيْنَهُ

“破坏约会者，他们之间只有战争。”P270F

③ 

先知（ ）祈求真主保护远离背信弃义的欺骗行为，他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3013段 

②
《白衣哈给圣训集》第 2830 段 

③
《哈克木圣训集》第353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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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  تِ البِطَانَةُ ": قَ ا بِئْسَ إِهنَّ يَانَةِ فَ نَ اخلِ وذُ بِكَ مِ  ].رواه أبوداود[ "أَعُ

“我求您保护我远离背信弃义，它确是最恶劣的习性。”P271F

① 

先知（ ）禁止人背信弃义与欺骗，他说： 

الَ  يَا": قَ مَ القِ اءٌ يَوْ ادِرٍ لِوَ لِّ غَ فُ بِهِ لِكُ ةِ يُعْرَ  ].متفق عليه[ "مَ

“复生日，对于每一个背信弃义者都有一面众所周知的旗

子。”P272F

② 

同时，先知（ ）还明确表示自己不会破坏任何约会，他

（ ）说： 

المُ  الةُ والسَّ دِ ": قالَ عليهِ الصَّ يْسُ بِالْعَهْ  ].رواه أمحد وأبوداود[ "إِينِّ الَ أَخِ

“我不会违背约会。”P273F

③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١٥٤٧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5373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٣٠١5段，《穆斯林圣训集》第١٧٣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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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伟大的光复战役 

的确，在一致通过的“侯德比耶”条约中提到胡扎阿部落与

主的使者（ ）结盟，白克拉部落与古莱什结盟。当胡扎阿部

落的一名男子听到白克拉部落一名男子朗诵侮辱先知（ ）的

诗歌时，他打伤了那名男子。这造成他们之间的战争，白克拉

部落决心打击胡扎阿部落。他们请求古莱什的奈基德帮助，古

莱什为他们供应了武器和坐骑，并且还有一些古莱什人偷偷与

他们一起参战，其中包括：率福娃奴·本·伍麦叶，阿克赖麦·本·艾

布结核离和苏海鲁·本·阿米尔，胡扎阿部落到麦加的禁地寻求庇

护，但是白克拉部落并不遵守禁地的禁忌，他们在其中共杀害

了胡扎阿部落的杀害二十多人。 

因此，当古莱什人协助白克拉部落对付先知（ ）的盟友

胡扎阿部落时，他们就已经违反了他们与主的使者（ ）之间

签订的和平条约。当胡扎阿部落告诉先知（ ）他们所遭遇的

一切时，他说： 

الَ  ْ ": قَ يسِ نْهُ نَفْ نَعُ مِ َّا أَمْ مْ ممِ نَّكُ نَعَ َمْ  ."ألَ

 “我一定会像保卫我自己一样保卫你们。” 

古莱什人开始为他们的行为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他们

派出艾布苏福杨去找先知（ ），企图更新并延长“侯德比耶”



 186 四十讲座——有关敬爱的先知  

条约，但是遭到了先知（ ）的拒绝，并没有答应他。然后他

试图求助于一些有影响力的圣门弟子，作为他与主的使者（ ）

中间的媒介，但是均遭到了拒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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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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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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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两个同伴也加入了伊斯兰。 

先知（ ）让阿巴斯带艾布苏福杨出去，沿途观看伊斯兰

的军队，以便让他亲眼看到伊斯兰和穆斯林军队的力量。阿巴

斯向先知（ ）建议给予艾布苏福杨创造一点让他引以为荣的

事情，因为他是一个喜爱荣耀的人。因此先知（ ）说： 

لَقَ ": قالَ النبيُّ  نْ أَغْ مَ نٌ وَ وَ آمِ هُ دَ فَ جِ لَ املسْ نْ دَخَ مَ ، وَ نٌ و آمِ هُ يَانَ فَ فْ ارَ أَيبِ سُ لَ دَ نْ دَخَ مَ

نٌ  وَ آمِ هُ ه فَ ابَ يْهِ بَ لَ  ."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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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4F

① 

主的使者（ ）禁止厮杀，并命令将领们不要杀死任何人，

除非是企图杀害他们的人。除了哈立德·本·沃立德，穆斯林军队

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的确，哈立德在韩德麦遇到率福娃奴·本·伍

麦叶、苏海鲁·本·阿米尔和阿克赖麦·本·艾布结核离等一伙古莱

什人，他们阻止他进入麦加，他们拔出武器，并用箭射他，哈

立德呵斥他们，并与他们打了起来，哈立德杀了大约十三个多

神教徒，然后他们就被打垮了。穆斯林方面阵亡的有凯尔

汝·本·贾比尔和侯白西·本·哈立德·本·莱比阿。 

有人在“侯军”为先知（ ）支起了帐篷，他强制性地进入

了麦加，人们自愿地、被迫地接受了伊斯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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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780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0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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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偶像时，他都用手杖指着偶像说： 

              ٨١: اإلرساء 

【真理已来临了，虚妄已消灭了。】 P275F

①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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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 قَ مْ لٌ بِكُ اعِ نَ أَينِّ فَ وْ رَ ا تَ يْشٍ مَ رَ َ قُ عْرشَ ا مَ الوا "يَ ريمٌ وابْن أخٍ كريمٍ : قَ ا؛ أَخٌ كَ ريً . خَ

اءُ ": قال قَ تُمُ الطُّلَ أَنْ بُوا فَ هَ  "ا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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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76F

② 

第四十一讲座 

                                                        
①
《夜行章》第٨١节 

②
《沃法素》第 718-720页，《正确的生平》第 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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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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هُ  بحانَ الَ سُ  : قَ                       

                          ]آل عمران :

١٥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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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77F

①
P清高的

真主还说： 

اىلَ  عَ الَ تَ  : قَ                ]١٣: املائدة[، 

【你当饶恕他们，原谅他们。真主确是喜爱行善者的。】P278F

②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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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سولُ اهللاِ : قَ ثَ رَ نِ  بَعَ نْ بَ لٍ مِ اءتْ بِرجُ ، فَجَ دٍ يْالً قِبَلَ نَجْ نِيفةَ خَ ي حَ

قالُ لَه ، : يُ دِ جِ ي املسْ وارِ ن سَ ةٍ مِ يَ ةِ فَربطُوهُ بِسارِ لُ اليَاممَ يِّدُ أَهْ مةُ بْن أُثالٍ سَ ولُ اهللاِ ثُامَ سُ جَ إليهِ رَ رَ فَ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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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筵席章》第 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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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لَه قَ ؟": فَ ةُ مَ ا ثُامَ كَ يَ نْدَ ا عِ اذَ الَ  "مَ ، وإنْ : قَ ا دمٍ ؛ إِنْ تقتلْ تقتلْ اَ دُ خريٌ ا حممَّ ي يَ نْدِ مْ عِ نْعِ مْ تُ نْعِ تُ

نْه ما شئتَ  ، فَسلْ تُعطَ مِ نتَ تُريدُ املالَ إِنْ كُ ىل شاكِرٍ ، وَ سولُ اهللاِ . عَ هُ رَ دِ  فرتكَ ن الغَ انَ مِ تَّى كَ  حَ

ال لَه ؟": قَ ةُ مَ ا ثُامَ كَ يَ نْدَ ا عِ اذَ الَ  "مَ مْ : قَ نْعِ مْ تُ نْعِ إِنْ تُ ، وَ مٍ ا دَ تُلْ اَ قْ تُلْ تَ قْ لْتُ لَك؛ إنْ تَ ، ما قُ ىلَ شاكرٍ عَ

ولُ اهللاِ  سُ هُ رَ كَ ئتَ فَرتَ نه ما شِ لْ تُعطَ مِ يدُ املالَ فَسَ رِ نتَ تُ إِنْ كُ دِ  وَ نَ الغَ انَ مِ تَّى كَ الَ لَهُ حَ قَ : فَ

؟" ةُ مَ ا ثُامَ كَ يَ نْدَ ا عِ اذَ الَ  "مَ لْتُ لَكَ : قَ إِنْ : ما قُ ا دمٍ وَ قتُلْ تقتلْ اَ ، وإنْ تَ ىل شاكرٍ نعِمْ عَ مْ تُ نْعِ  إِنْ تُ

ئتَ  نْه ما شِ لْ تُعط مِ ، فَسَ نتَ تُريد املالَ ولُ اهللاِ  .كُ سُ الَ رَ قَ ةَ ": فَ مَ امَ وا ثُ لِقُ   "أَطْ

主的使者（ ）派遣了一支骑兵到奈吉德方向，他们回来

时，从哈尼法部落带回了一名男子，名叫苏玛麦·本·欧萨鲁，是

也玛麦人的领袖，他们把此人绑在清真寺里的—根柱子上。然

后主的使者（ ）出来对他说：“苏玛麦啊！你认为我将会如

何处治你呢？”他说：“穆罕默德啊！我认为是好的，如果你杀

了我，你确已杀了一个生命受到保护的人；如果你施恩放了我，

我将感恩不尽；如果你想要钱，你要多少，就可以获得多少。”

然后主的使者（ ）便离开了苏玛麦，到了第二天，使者对他

说：“苏玛麦啊！你认为我将会如何处治你呢？”他说：“就像我

对你所说，如果你杀了我，你确已杀了一个生命受到保护的人

（就会有人为我报仇）；如果你施恩放了我，我将感恩不尽；如

果你想要钱，你要多少，就可以获得多少。”然后主的使者（ ）

再次离开他，又到了次日，使者对他说：“苏玛麦啊！你认为我

将会如何处治你呢？”他说：“就像我对你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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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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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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قَ دَ فَ جِ لَ املسْ ، ثُمَّ دَخَ د فاغتَسلَ جِ نَ املسْ انطَلَقَ إِىل نخلٍ قَريبٍ مِ هدُ أَنَّ الَ إلهَ إِالَّ : فَ أَشْ

د ه؛ يا حممَّ ه ورسولُ ا عبدُ هدُ أَنَّ حممدً جهٌ أبغضَ ! اهللاُ، وأشْ ضِ وَ ا كانَ يفِ األرْ كَ  واهللاِ مَ هِ إِيلَّ من وجْ

ن دينِك فأصبحَ  ن دِينٍ أبغضَ إِيلَّ مِ ا كانَ مِ ، واهللاِ مَ لِّها إيلّ وهِ كُ ك أحبَّ الوجُ دْ أصبَح وجهُ قَ فَ

ينِ كلِّه إيلَّ  كَ أحبَّ البِالدِ . دينُك أحبَّ الدِّ كَ فأصبَحَ بلدُ لَدِ نْ بَ ن بلدٍ أبغضَ إيلَّ مِ واهللاِ ما كانَ مِ

لِّها إيلَّ  ا تَر؟ وإنَّ . كُ اَ امَ ةَ فَ رَ مْ ا أُريدُ العُ أَنَ نِي وَ تْ ولُ اهللاِ  خيلَك أخذَ ه رسُ رَ  فَبرشَّ تمِ ره أنْ يعْ  .وأمَ

الَ له قائلٌ  ةَ قَ كَّ م مَ الَ : فلامَّ قدِ ؟ قَ ولِ اهللاِ : أصبَوتَ سُ ع رَ لَمتُ مَ ، ولكنْ أَسْ الَ واهللاِ ال  الَ وَ

نْطَ  بَّةُ حِ ةِ حَ نَ اليَاممَ مْ مِ أْتِيكُ ولُ اهللاِ تَ سُ نَ فِيها رَ تَّى يأاَ  ].متفق عليه. [ة 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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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想去副朝，您看如何？”然后主的使者（ ）

向他报喜，并命令他去副朝。当他到达麦加之后，有人问他：“你

偏离了你与你祖先的宗教？”他说：“不是那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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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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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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اه جابرُ  ولِ اهللاِ  رَ سُ عَ رَ ا مَ زَ ولُ اهللاِ  أَنَّه غَ سُ ل رَ فَ ، فلامَّ قَ ه، قِبَلَ نجدٍ عَ ل مَ فَ ، قَ

ولُ اهللاِ  سُ نَزلَ رَ اهِ، فَ ثِري العضَ ائِلةُ يفِ وادٍ كَ تْهم القَ ركَ تفرَّ  فأدْ اهِ، يَستظلُّونَ وَ قُ النَّاسُ يفِ العضَ

ولُ اهللاِ  سُ لَ رَ نَزَ ، وَ رِ هُ  بالشجَ ا سيفَ رةٍ، فعلَّق هبِ مُ  .حتتَ سَ

他曾经与主的使者（ ）一同出征奈吉德方向，当主的使

者（ ）返回时，他与使者一起返回了，午睡时间，他们到了

一个满地都是荆棘树的山谷，主的使者（ ）下了坐骑，人们

都分开荆棘坐在树荫下乘凉；主的使者（ ）也坐到树下，并

把自己的剑挂在树上。 

ابِرُ  مةً : قَال جَ نَا نَوْ ولُ اهللاِ فنِمْ سُ ا رَ إِاَ الِسٌ  فَ ايبٌّ جَ رَ هُ أَعْ نْدَ ا عِ إِاَ ونَا فَجئْنَاهُ فَ عُ الَ يدْ قَ فَ

ولُ اهللاِ  سُ الَ يلِ ": رَ قَ تًا، فَ لْ هِ صَ دِ وَ يفِ يَ هُ تَيْقَظْتُ وَ اسْ ، فَ ائِمٌ ا نَ أَنَ ي وَ يْفِ طَ سَ َ رتَ ا اخْ ذَ نْ : إِنَّ هَ مَ

لْتُ  نِّي؟ قُ نَعُكَ مِ مْ ا : يَ هَ الِسٌ اهللاُ، فَ وَ جَ ولُ اهللاِ  "هُ سُ مَّ ملَ يعاقِبْه رَ يُّ [ .ثُ واهُ البُخارِ  ].رَ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114段，《穆斯林圣训集》第١٧٦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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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比尔说：“我们都睡着了，突然听到主的使者喊我们，我

们来到他跟前时，突然发现有个贝都因人坐在他的身边。”主的

使者（ ）说：“我睡觉的时候，这名男子拔出了我的剑，我

醒来了，我的剑在他手中，他对我说：‘是谁阻止你杀我的？’

先知（ ）说：‘真主。’然后他就坐在这里了。”然而主的使者

（ ）并没有惩罚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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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的慷慨 

至于慷慨、宽宏大量和宽容，先知（ ）在这些尊贵的美

德方面是无与伦比的。 

他（ ）的慷慨是全面的，包括所有等次的慷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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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  لَكِ ": قَ نِّتًا وَ تَعَ الَ مُ نِّتا وَ عَ ثْنِي مُ بْعَ ْ يَ اإِنَّ اهللاَ ملَ ً يَرسِّ امً مُ لِّ عَ ثَنِي مُ  ].رواه مسلم[ "نْ بَ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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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1F

① 

他（ ）并且还说： 

الَ  مْ ": قَ كُ لِّمُ الِدِ أَعُ لَةِ الوَ نْزِ مْ بِمَ ا لَكُ  ].رواه أمحد وأبوداود[ "إِنَّام أَنَ

“我对你们就像一位父亲一样在教授你们。”P282F

② 

当有人询问他某项裁决时，往往他的答复会超出答案，这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٤٧٨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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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净时，他（ ）说： 

المُ  السَّ يْهِ الصالةُ وَ لَ الَ عَ يَتُتُه": قَ لُّ مِ ِ هُ احلْ اؤُ ورُ مَ وَ الطَّهُ نَنِ [ "هُ  ].رواه أمحدُ وأصحاب السُّ

“海水是洁净的，海里的死物是合法的。”P283F

① 

他（ ）慷慨地把自己的时间和休息用在解决人们的需求、

致力于他们的利益上，在这方面他也是最慷慨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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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4F

② 

证明先知（ ）无比的慷慨还有：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

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بْدِ اهللاِ  ابِرُ بْنُ عَ الَ جَ ولُ اهللاِ ": قَ سُ ئِلَ رَ ا سُ الَ  مَ قَ طُّ فَ يْئًا قَ  ].متَّفقٌ عليْهِ [. "الَ : شَ

“只要有人向主的使者（ ）寻求帮助时，他都决不会说：

‘不’。”P285F

③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ئِلَ رَ  :عن أنس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ا سُ ولُ اهللا مَ الَ  سُ ، قَ طَاهُ يْئاً إالَّ أَعْ المِ شَ ىلَ اإلسْ : عَ

الَ  قَ هِ فَ ومِ عَ إىلَ قَ جَ رَ ، فَ بَلَنيِ نَامً بَنيَ جَ طَاهُ غَ أَعْ لٌ فَ جُ هُ رَ اءَ طِي : فَجَ ـعْ داً يُ ـمَّ ـحَ إنَّ مُ وا فَ مُ لـِ ومِ أَسْ ا قَ يَ

ةَ  اقَ ى الفَ شَ ـخْ طاءً ال يَ  .أخرجه مسلم. عَ

“任何人因为伊斯兰向主的使者（ ）寻求时，他都会给

予他。”他又说：“有人来于他，他给了那个人充满两山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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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9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59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87段 

译者注：这里专指生活在海里的动物。 
②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41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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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兰吧!的确，穆罕默德会不怕贫穷地给予你们’。”① 

艾奈斯说：“即使某人是因为获得今世的利益而加入伊斯

兰，但不久他就会变得喜爱伊斯兰超过今世及其中的一切。” 

在“侯奈尼”战役之后，主的使者（ ）给予了率福娃

奴·本·伍麦叶三百峰骆驼，后来他说： 

الَ  ولُ اهللاِ ": قَ سُ طَاينِ رَ دْ أَعْ اهللاِ لَقَ إِ  وَ طَاينِ وَ ا أَعْ طِينِي مَ عْ حَ يُ امَ بَرِ َبْغَضُ النَّاسِ إِيلَّ فَ هُ ألَ نَّ

بُّ النَّاسِ إِيلَّ  َحَ تَّى إِنَّه ألَ  ].رواه مسلم[ "حَ

“指主发誓，真主的使者（ ）确已给了我他所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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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7F

②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الَ  امَ قَ نْهُ َ اهللاُ عَ يضِ بَّاسٍ رَ نِ ابْنِ عَ ولُ اهللاِ: عَ سُ انَ رَ ا   كَ ودَ مَ انَ أَجْ كَ ، وَ ِ دَ النَّاسِ باخلريْ وَ أَجْ

يلُ  ربْ اهُ جِ قَ لْ نيَ يَ ، حِ انَ مضَ رِ رَ هْ ونُ يفِ شَ المُ  –يكُ يْهِ السَّ لَ ولُ اهللاِ  –عَ سُ لرَ ، فَ آنَ رْ ه القُ سُ ارِ ودُ  فيُدَ أَجْ

لةِ  سَ يْحِ املرْ نَ الرِّ ِ مِ يْهِ [باخلريْ لَ  ].متفقٌ 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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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8F

③ 

朱拜勒•本•穆图阿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مٍ  طْعِ ِ بْنِ مُ بَريْ نْ جُ الَ  عَ ينَا : قَ ولِ  معبَ سُ لِقتْ بِهِ  اهللاِ  رَ ٍ عَ نَنيْ نْ حُ له مِ فَ قْ هُ النَّاسُ مَ عَ مَ وَ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12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12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30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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طَف رة، فَخَ مُ وهُ إِىل سَ تَّى اضطَرُّ أَلونَهُ حَ رابُ يسْ قَفَ األعْ هُ فَوَ داءَ ولُ اهللاِ ت رِ الَ  رسُ قَ وا ": فَ دُّ رُ

يْالً  ينِ بَخِ وْ ِدُ مْ ثُمَّ الَ جتَ يْنَكُ تُه بَ مْ سَ ، لقَ امً عَ اه نَ ه العضَ ذِ دُ هَ دَ انَ يل عَ اهللاِ لَوْ كَ وَ ائِي فَ دَ َّ رِ يلَ الَ عَ ا وَ ابً ذَّ الَ كَ وَ

ا بَانً يُّ [ "جَ  ].رواهُ البُخا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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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9F

① 

我们的先知（ ）具有慷慨的品性，甚至是在他为圣之前，

当他在希拉山洞中办功时，吉布笠莱天使来临他， 然后他惊恐

不安地返回到妻子海迪彻那里，海迪彻安慰他说：“绝不然，指

主发誓，真主永远都不会使你受辱，因为你接济近亲，帮助弱

者，关心穷人，款待客人，主持正义。”P290F

② 

艾奈斯说： 

الَ أَنَسٌ  ان النبيُّ : قَ يْئًا لِغدٍ  كَ رُ شَ خِ يُّ . [الَ يدَّ ذِ مِ واهُ الرتْ  ].رَ

“先知（ ）从不为明天储备东西。”P291F

③ 

艾布赛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نْ أَيبِ سعيدٍ  الَ  عَ ولَ اهللاِ : قَ سُ ارِ رَ نَ األنْصَ أَل نَاسٌ مِ وه سَ ألُ ألُوه ثُمَّ سَ ا سَ مْ مَ طَاهُ أَعْ ، فَ

ألُو ا سَ مْ مَ طَاهُ أعْ ه فَ نْدَ ا عِ دَ مَ ا نَفِ تَّى إِاَ ألُوه، حَ ا سَ مْ مَ طاهُ ألُوه فأعْ الَ ه ثُمَّ سَ ي ": قَ نْدِ ونُ عِ كُ ا يَ مَ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٢٦٦٥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60段 

③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246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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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ربِّ ْ يُصَ ربَّ تَصَ نْ يَ مَ نِهِ اهللاُ، وَ غْ نِ يُ تَغْ سْ نْ يَ مَ هُ اهللاُ، وَ عِفّ فْ يُ فِ تَعْ نْ يَسْ مَ مْ وَ نْكُ هُ عَ رَ لَنْ أَدَّخِ ا فَ مَ هُ اهللاُ، وَ

دٌ  طِيَ أَحَ ِ  أُعْ ربْ نَ الصَّ عُ مِ سَ أَوْ ٌ لَهُ وَ ريْ وَ خَ طاءً هُ يْهِ [عَ لَ  ].متفقٌ 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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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92F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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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