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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引导正道的主，求真主

赐福——为慈悯众世界而被派遣的——使

者平安和吉庆。 

清高的真主说： 

مْ ( يِّئَاتِكُ مْ سَ نكُ رْ عَ فِّ نْهُ نُكَ نَ عَ وْ نْهَ ا تُ بَائِرَ مَ تَنِبُوا كَ ْ  إِن جتَ

يامً  رِ الً كَ خَ دْ م مُّ لْكُ خِ نُدْ  )]٣١:(آية النساء[ )وَ
【如果你们远离被禁止的一切大罪，

我就饶恕你们的所有罪过，并使你们进入

一个尊贵的境地（天堂）。】 P0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مِ ( ثْ بَائِرَ اإلِ تَنِبُونَ كَ ْ ينَ جيَ ذِ ا الَّ مَ إِنَّ وَ شَ إِالَّ اللَّمَ احِ وَ فَ لْ

بَّكَ  ةِ  رَ رَ فِ عُ املَغْ اسِ  )]٣٢: (النجم آية[ )وَ
【对于那些远离大罪和丑事，但犯小

                                                        
①
《妇女章》第 31节 



警惕大罪 - 3 - 

罪者，你的养主确是宽恕的。】
①
 

当这些被昭示之后，它能帮助每一位

穆斯林真正地认识这些大罪，从而努力杜

绝并远离它，以免大罪成为他与真主为他

的许诺——宽恕和天堂——之间的一道障

碍。尤其是主的使者 特别警告了我们

这些大罪，他说：“每日的五番拜功和在

两个主麻之间，如果没有犯大罪，它们之

间的过错都被饶恕了。” 

在这篇文章中收集了许多值得穆斯林

重视、了解并当远离的大罪；的确，我们

在挑选中还尽量注重提示人类最伟大的领

袖 所重视的一切大罪。最后，我们祈

求伟大的真主保佑我们所有的穆斯林都能

远离一切的犯罪；使我们全体获得美满的

结局。 

                                                        
①
《星宿章》第 32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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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伴真主 

清高的真主说： 

يْهِ اجلَنَّةَ ( لَ مَ اهللاَُّ عَ رَّ دْ حَ قَ كْ بِاهللاَِّ فَ ِ ن يُرشْ اهُ  إِنَّهُ مَ أْوَ مَ  وَ

ارٍ  النَّارُ  نْ أَنصَ املِِنيَ مِ ا لِلظَّ مَ  )]٧٢: (املائدة آية[ )وَ
【的确，谁举伴了真主，真主必禁止

他进入天堂，他的归宿是火狱。】 P2F

① 

先知 曾经说：“难道我没有告诉你

们最大的罪恶吗？它就是举伴真主。” 

举伴，即是崇拜他人或它物；小的举

伴，如沽名钓誉。 

清高的真主在‘古都斯’圣训中说：

“我比所有的举伴物都富有，谁在崇拜我

的同时崇拜他物，我将抛弃他和他所举伴

的。” 

2、杀人 

                                                        
①
《筵席章》第 72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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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ا( الِداً فِيهَ نَّمُ خَ هَ هُ جَ اؤُ زَ داً فَجَ مِّ تَعَ ناً مُّ مِ ؤْ تُلْ مُ قْ ن يَ مَ  وَ

يْهِ  لَ بَ اهللاَُّ عَ ضِ غَ نَهُ  وَ عَ لَ ظِيامً  وَ اباً عَ ذَ هُ عَ دَّ لَ أَعَ : النساء آية[ )وَ

)٩٣[( 
【谁故意杀害一个信士，他的归宿将

是火狱，并永居其中，他将受到真主的恼

怒和弃绝，真主已为他准备了重大的刑

罚。】P3F

① 

先知 曾经说：“你们当远离七种大

罪：举伴真主；魔术；杀真主所禁止的

人……。” 

3、魔术 

清高伟大的真主说： 

رَ ( حْ ونَ النَّاسَ السِّ لِّمُ عَ وا يُ رُ فَ يَاطِنيَ كَ كِنَّ الشَّ لَ ) وَ

 )]١٠٢: (البقرة آية[
                                                        
①
《妇女章》第 93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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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众恶魔却背叛了，它们教人

魔术。】
① 

先知 曾经说：“你们当远离七种大

罪：举伴真主；魔术；非理杀真主所禁止

的人，除非凭着真理……。” 

4、放弃拜功 

清高的真主说： 

لَفَ ( الةَ  فَخَ وا الصَّ اعُ لْفٌ أَضَ مْ خَ هِ دِ عْ نْ بَ وا  مِ بَعُ اتَّ وَ

ن تَابَ  ياّ إِالَّ مَ نَ غَ وْ لْقَ ََ يَ وْ اِِ فَسَ وَ هَ نَ  الشَّ آمَ اً  وَ احلِ لَ صَ مِ عَ  )وَ

 )]٦٠-٥٩: (مريم آية[
【在他们去世之后，有不孝的子孙继

承了他们，那些人废除了拜功，追随私欲，

他们将遭迷误的报应。但是悔罪而信道的

人除外。】 P5F

②
 

                                                        
①
《黄牛章》第 102节 

②
《麦尔彦章》第 59-60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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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 说：“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约会

就是拜功，谁放弃了拜功，谁已经否认

了。” 

5、拒绝交纳天课 

清高的真主说： 

اةَ ( كَ تُونَ الزَّ ؤْ ينَ الَ يُ ذِ كِنيَ الَّ ِ رشْ لْمُ لٌ لِّ يْ وَ ةِ  وَ رَ م بِاآلخِ هُ وَ

ونَ  افِرُ مْ كَ  )]٧-٦: (آية فصلت[ )هُ
【多神教徒真可悲啊！他们拒绝交纳

天课，并否认后世。】 P6F

①
 

6、忤逆父母 

清高的真主说： 

اهُ ( وا إِالَّ إِيَّ بُدُ عْ بُّكَ أَالَّ تَ قَىضَ رَ ا وَ  وَ اناً إِمَّ سَ نِ إِحْ يْ الِدَ وَ بِالْ

نَّ  بْلُغَ ُامَ أٍَُّ  يَ ل هلَّ قُ ا فَالَ تَ َ ا أَوْ كِالمهُ َ مهُ دُ َ أَحَ كَ الكِربَ ندَ الَ  عِ  وَ

ا َ مهُ رْ نْهَ َةِ  تَ محْ نَ الرَّ لِّ مِ نَاحَ الذُّ ُامَ جَ ضْ هلَ فِ اخْ يامً وَ رِ الً كَ وْ ُامَ قَ قُل هلَّ  وَ
                                                        
①
《奉绥来特章》第 6-٧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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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مَ رَ  امَ كَ ْهُ محَ بِّ ارْ قُل رَّ غِرياً وَ يَاينِ صَ  )]٢٤-٢٣: (اإلرساء آية[ )بَّ
【你的养主曾下命令，你们只应当崇

拜他，孝敬双亲。如果他们中的一人或者

两人在你跟前达到老迈时，你不要对他俩

说：“呸”!不要喝斥他俩，你应当对他俩

说有礼貌的话。你应该毕恭毕敬地服侍他

俩，当说：“我的主啊！求您怜悯他俩，犹

如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 P7F

①
 

先知 曾经说：“难道我没有告诉你

们最大的罪恶吗？”他在其中提到‘忤逆

父母’。 

先知 又说：“真主因父亲的喜而

喜，因父亲的怒而怒。” 

７、通奸 

清高的真主说： 

                                                        
①
《夜行章》第 23-24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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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 ( ةً  وَ شَ انَ فَاحِ هُ كَ نَى إِنَّ بُوا الزِّ رَ قْ بِيالً  تَ اءَ سَ سَ ) وَ

 )]٣٢: (اإلرساء آية[
【你们不要接近私通，因为私通确是

下流的事，这行径真恶劣！】 P8F

①
 

主的使者 说：“当仆人通奸时，伊

玛尼（信仰）就离开了他，犹如伞一般罩

在他的头上；当他停止时，信仰就返回了

他。” 

8、同性恋 

在提到关于鲁特的民族时，清高的真

主说： 

مْ ( كُ لَقَ لَ ا خَ ونَ مَ رُ تَذَ املَِنيَ وَ نَ العَ انَ مِ رَ كْ أْتُونَ الذُّ تَ أَ

ادُونَ  مٌ عَ وْ م بَلْ أَنتُمْ قَ كُ اجِ وَ نْ أَزْ م مِّ بُّكُ : الشعراء آية[ )رَ

)١٦٦-١٦٥[( 
【你们怎么放弃你们的养主为你们创

                                                        
①
《夜行章》第 32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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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妻子，而与男人们交接呢？不然，你

们都是犯罪的民众。】 P9F

① 
主的使者 说：“真主诅咒同性恋

者。” 

9、吃高利贷 

清高的真主说： 

وا اهللاََّ( قُ نُوا اتَّ ينَ آمَ ذِ َا الَّ ا أَهيُّ ا إِن  يَ بَ نَ الرِّ يَ مِ قِ ا بَ وا مَ رُ ذَ وَ

نَ اهللاَِّ بٍ مِّ رْ نُوا بِحَ أْذَ لُوا فَ عَ فْ ْ تَ إِن ملَّ نِنيَ فَ مِ ؤْ نتُم مُّ ولِهِ  كُ سُ رَ  )وَ

 )]٢٧٩-٢٧٨: (البقرة آية[
【信道的人们啊！如果你们真是信士，

那么，你们当敬畏真主，放弃剩余的利息。

如果你们不顺从，那么，你们当知道真主

和他的使者将向你们宣战。】 P10F

② 
主的使者 说：“真主诅咒吃高利贷

                                                        
①
《众诗人章》第 165－166节 

②
《黄牛章》第 278－279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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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授权放债的人。” 

10、侵吞孤儿的财产 

清高的真主说： 

لُونَ يفِ ( أْكُ لْامً إِنَّامَ يَ ى ظُ الَ اليَتَامَ وَ لُونَ أَمْ أْكُ ينَ يَ ذِ إِنَّ الَّ

ِمْ نَاراً  عِرياً  بُطُوهنِ نَ سَ لَوْ يَصْ سَ  ])١٠: (النساء آية[ )وَ
【侵吞孤儿财产的人，只是把火吞入

自己的肚腹里，他们将被抛入烈火之

中。】P11F

① 

又说： 

الَ ( نُ  وَ سَ يَ أَحْ تِي هِ الَ اليَتِيمِ إِالَّ بِالَّ بُوا مَ رَ قْ اإلرساء [ )تَ

 )]٣٤: (آية
【你们当以最好的方式去接近孤儿的

财产。】P12F

② 

11、污蔑真主和他的使者  
                                                        
①
《妇女章》第 10节 

②
《夜行章》第 34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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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ىلَ اهللاَِّ( بُوا عَ ذَ ينَ كَ ذِ  الَّ ةِ تَرَ يَامَ مَ القِ وْ يَ م  وَ هُ وهُ جُ وَ

ةٌ  دَّ وَ سْ  )]٦٠: (الزمر آية[ )مُّ
【复生日，你将看见那些污蔑真主的

人面色黑暗。】P13F

① 
主的使者 说：“谁诬蔑我，就让他

在火狱之中为自己准备一把椅子吧。” 

12、高傲自大、自命不凡、得意忘形 

清高的真主说： 

ينَ ( ِ ربِ تَكْ ِبُّ املُسْ  )]٢٣: (النحل آية[ )إِنَّهُ الَ حيُ
【的确他不喜爱高傲自大的人。】 P14F

② 

主的使者 说：“谁心中有芥子粒大

的傲气，他都进不了天堂。” 

13、作伪证 

                                                        
①
《队伍章》第 60节 

②
《蜜蜂章》第 23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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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انِ ( ثَ نَ األَوْ سَ مِ جْ تَنِبُوا الرِّ اجْ ورِ  فَ لَ الزُّ وْ تَنِبُوا قَ اجْ  )وَ

 )]٣٠: (احلج آية[
【你们当远离污秽——偶像，当远离

谎言。】 P15F

① 
主的使者 说：“复生日，作伪证者

的双足不能移动，直到它进入火狱。” 
主的使者 又说：“难道我没有告诉

你们几种大罪吗？举伴真主；忤逆父母；

真的，还有伪证。”他一直在重复着它，甚

至我们希望他能停下来。 

14、饮酒 

清高的真主说： 
رُ ( نُوا إِنَّامَ اخلَمْ ينَ آمَ ذِ َا الَّ ا أَهيُّ ُ  يَ املَيْرسِ ابُ  وَ األَنصَ  وَ

ونَ  لِحُ فْ مْ تُ لَّكُ عَ تَنِبُوهُ لَ اجْ يْطَانِ فَ لِ الشَّ مَ نْ عَ سٌ مِّ جْ المُ رِ األَزْ ) وَ

                                                        
①
《朝觐章》第 30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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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٩٠: (املائدة آية[
【信士们啊！饮酒、赌博、拜佛、抽

签都是属于恶魔的秽行，故当远离，以便

你们成功。】P16F

① 

主的使者 说：“真主诅咒酒和喝酒

的、斟酒的、卖酒的、买酒的、酿酒的、

顾人酿酒的、运酒的、顾人运酒的和吃其

利润的人。” 
主的使者 又说：“真正的信士不喝

酒。” 

15、赌博 

清高的真主说： 
رُ ( نُوا إِنَّامَ اخلَمْ ينَ آمَ ذِ َا الَّ ا أَهيُّ ُ  يَ املَيْرسِ األَ  وَ ابُ وَ  نصَ

ونَ  لِحُ فْ مْ تُ لَّكُ عَ تَنِبُوهُ لَ اجْ يْطَانِ فَ لِ الشَّ مَ نْ عَ سٌ مِّ جْ المُ رِ األَزْ  )وَ
 )]٩٠: (املائدة آية[

                                                        
①
《筵席章》第 90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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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士们啊！饮酒、赌博、拜佛、抽

签都是属于恶魔的秽行，故当远离，以便

你们成功。】
① 

16、中伤贞节的信女 

清高的真主说： 
نُوا ( عِ نَاِِ لُ مِ افِالِِ املُؤْ نَاِِ الغَ صَ ونَ املُحْ مُ رْ ينَ يَ ذِ إِنَّ الَّ

يَايفِ  نْ ةِ  الدُّ رَ اآلخِ ظِيمٌ  وَ ابٌ عَ ذَ ُمْ عَ هلَ  )]٢٣: (النور آية[ )وَ
【的确那些中伤贞节无瑕的信女的

人，他们将遭到今后两世的诅咒，并受重

大的刑罚。】P18F

②
 

主的使者 说：“谁诽谤他的女仆通

奸，复生日，他将被执行诽谤罪，除非他

说的是事实。” 

17、偷盗 

                                                        
①
《筵席章》第 90节 

②
《光明章》第 23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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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قُ ( ارِ السَّ اءً بِ  وَ زَ ُامَ جَ هيَ دِ وا أَيْ طَعُ اقْ ةُ فَ قَ ارِ السَّ بَا وَ سَ امَ كَ

نَ اهللاَِّ  االً مِّ كِيمٌ  نَكَ يزٌ حَ زِ اهللاَُّ عَ  )]٣٨: (املائدة آية[) وَ
【偷盗的男女，你们当割去他们的手，

以报他们的罪行，以示真主的惩罚，的确

真主是万能的，至睿的。】 P19F

① 

主的使者 说：“真正的信士不奸

淫、不偷盗。” 

18、拦路抢劫 

清高的真主说： 
بُونَ اهللاََّ( َارِ ينَ حيُ ذِ اءُ الَّ زَ هُ  إِنَّامَ جَ ولَ سُ رَ نَ يفِ  وَ وْ عَ سْ يَ وَ

تَّلُوا أَوْ  قَ اداً أَن يُ ضِ فَسَ هيِمْ  األَرْ دِ طَّعَ أَيْ قَ بُوا أَوْ تُ لَّ م  يُصَ لُهُ جُ أَرْ وَ
يَا نْ يٌ يفِ الدُّ زْ ُمْ خِ لِكَ هلَ ضِ ذَ نَ األَرْ ا مِ وْ نفَ الٍَ أَوْ يُ نْ خِ ُمْ يفِ  مِّ هلَ وَ

ظِيمٌ  ابٌ عَ ذَ ةِ عَ رَ  )]٣٣: (املائدة آية[) اآلخِ
【那些敌对真主和使者并且扰乱地方

                                                        
①
《筵席章》第 38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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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他们的报酬是死刑，或钉死在十字

架上，或交叉着割去他们的手脚，或驱逐

出境。这是他们在今世所遭到的凌辱，他

们在后世将有重大的刑罚。】
① 

19、伪誓 

真主的使者 说：“谁发伪誓，并以

此来侵吞穆斯林的财产，他将被恼怒地去

见真主。” 

20、不义 

侵吞别人的财产，打人，骂人，违法

乱纪，欺负弱者。 

清高的真主说： 
نُوا( ينَ آمَ ذِ َاِِ  إِالَّ الَّ احلِ لُوا الصَّ مِ عَ وا اهللاََّ وَ رُ كَ ذَ ثِرياً وَ   كَ

وا ا ظُلِمُ دِ مَ عْ نْ بَ وا مِ ُ انتَرصَ لَبٍ  وَ نقَ وا أَيَّ مُ ينَ ظَلَمُ ذِ لَمُ الَّ يَعْ سَ وَ

                                                        
①
《筵席章》第 33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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لِبُونَ  نقَ  )]٢٢٧: (الشعراء آية[ )يَ
【不义的人，将来就知道他们获得的

是什么归宿。】P21F

① 

真主的使者 说：“你们当警防不

义，的确它在复生日是重重黑暗……。” 

21、自杀 

清高的真主说： 
بَاطِلِ إِالَّ ( م بِالْ يْنَكُ م بَ كُ الَ وَ لُوا أَمْ أْكُ نُوا الَ تَ ينَ آمَ ذِ َا الَّ ا أَهيُّ يَ

مْ  نكُ اضٍ مِّ رَ ن تَ ةً عَ ارَ َ ونَ جتِ الَ  أَن تَكُ انَ  وَ مْ إِنَّ اهللاََّ كَ كُ سَ نْفُ تُلُوا أَ قْ تَ
يامً  حِ مْ رَ  )]٢٩: (النساء آية[ )بِكُ

【你们不要自杀，真主确是怜悯你们

的。谁过分并且不义地犯此严禁，我将要

把他投入火狱之中，这对于真主是容易

的。】P22F

②
 

真主的使者 说：“谁诅咒信士就犹

                                                        
①
《众诗人章》第 227节 

②
《妇女章》第 29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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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杀了他；谁用‘否认主’中伤信士，他

就是杀他的凶手；谁用凶器自杀，复生日，

真主将以此来惩罚他。” 

22、习惯性撒谎 

清高的真主说： 
اذِبِنيَ ( ىلَ الكَ نَةَ اهللاَِّ عَ عْ ل لَّ عَ نَجْ لْ فَ بْتَهِ مَّ نَ آل عمران [)ثُ

 )]٦١: (آية

【然后让我们祈求真主诅咒那些撒谎

的人。】P23F

① 

真主的使者 说：“……的确说谎能

导致人放荡；放荡能导致人进火狱。如果

一个人经常撒谎，真主将把他记录在撒谎

人的行列之中。” 

23、不以真主所降的经典而判决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61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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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ونَ ( افِرُ مُ الكَ ئِكَ هُ لَ أُوْ لَ اهللاَُّ فَ م بِامَ أَنزَ ْكُ ْ حيَ ن ملَّ مَ  )وَ

 )]٤٤: (املائدة آية[
【谁不以真主所降的经典而判决，谁

就不是信道的人。】 P24F

① 

24、女扮男装，男扮女装 

真主的使者（ ）说：“真主诅咒女

性化的男人和男性化的女人。” 

25、老鸨（妓院老板） 

真主的使者 说：“三种人进不了天

堂：“忤逆父母者；老鸨（妓院老板）和男

性化的女人。” 

26、小便淋漓不净 

                                                        
①
《筵席章》第 44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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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基督教徒的行为。清高的真主说： 
رْ ( ثِيَابَكَ فَطَهِّ  )]٤: (املدثر آية[ )وَ

【你当清洁你的衣服。】 P25F

① 

先知 在经过两座坟时说：“他俩正

在受惩罚，他俩不是因为大罪而受到惩罚；

至于第一个人：他不能清洁小便；而另外

一个曾经中伤别人。” 

27、背叛（叛逆） 

清高的真主说： 
يْدَ اخلَائِنِنيَ ( ي كَ ْدِ أَنَّ اهللاََّ الَ هيَ  )]٥٢: (يوسف آية[ )وَ

【真主不引导叛逆者的诡计。】 P26F

② 

真主的使者 说：“不诚实的人，没

有伊玛尼；不守诺言的人，没有教门。” 

28、为今世而学习与隐藏知识 

                                                        
①
《盖被的人章》第 4节 

②
《优素福章》第 52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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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نَ البَيِّنَاِِ ( نَا مِ لْ ا أَنزَ ونَ مَ تُمُ كْ ينَ يَ ذِ ُ  إِنَّ الَّ اهلْ نْ وَ  مِ دَ

مُ اهللاَُّ  نُهُ عَ لْ ئِكَ يَ لَ يَّنَّاهُ لِلنَّاسِ يفِ الكِتَابِ أُوْ ا بَ دِ مَ عْ مُ  بَ نُهُ لْعَ يَ وَ
نُونَ   )]١٥٩: (البقرة آية[ )الالَّعِ

【我在经典中为世人阐明真理之后，

那些隐讳我所降示的明证和正道的人，这

等人将遭到真主的诅咒，所有诅咒的人都

诅咒他们。】P27F

① 

主的使者 说：“谁求学不是为了取

得真主的喜悦，（他求学）而是为了今世的

荣誉，复生日，他闻不到天堂的气味。” 

29、责备 

清高的真主说： 
م بِاملَْنِّ ( اتِكُ قَ دَ بْطِلُوا صَ نُوا الَ تُ ينَ آمَ ذِ َا الَّ ا أَهيُّ األَذَ يَ  )وَ

 )]٢٦٤: (البقرة آية[

                                                        
①
《黄牛章》第 159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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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以责备和

伤害来对待接受施舍的人，从而使你们的

施舍变的无效。】
① 

真主的使者 说：“三种人的功修

（主命和副功）不被真主接受：“逆子；责

备受施者和否认前定的人。” 

30、喜爱窃听别人说话 

清高的真主说： 
الَ ( وا وَ سُ َسَّ  )]١٢: (احلجراِ آية[ )جتَ

【你们不要互相窥探。】 P29F

②
 

真主的使者 说：“谁偷听讨厌他的

人说话，复生日，他的双耳将要被注入铅；

谁画肖像，复生日，他将遭到惩罚并被责

成给肖像吹入灵魂，但他绝没有这种能

力。” 

                                                        
①
《黄牛章》第 264节 

②
《寝室章》第 12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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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中伤他人 

清高的真主说： 
الَ ( ي وَ اءٍ بِنَمِ شَّ ازٍ مَّ َّ نيٍ مهَ هِ الٍََّ مَّ لَّ حَ  القلم[ )مٍ تُطِعْ كُ

 )]١٠-١١-: (آية
【你不要顺从那些妄誓的、卑贱的、

说谎的和进谗言的人。】 P30F

① 

先知 在经过两座坟地时说：“他俩

正在受惩罚，他俩不是因为大罪而受到惩

罚；至于其中的一个人曾经中伤别人。” 

32、诅咒 

真主的使者 说：“谁诅咒信士就犹

如杀了他。” 

33、相信占卦者和占星家 

真主的使者 说：“谁去找占卜的人
                                                        
①
《笔章》第 10-11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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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相信他所说的话，谁确已否认了降示给

穆罕默德的使命。” 

34、妻子虐待丈夫 

清高的真主说： 

بَاطِلِ إِالَّ ( م بِالْ يْنَكُ م بَ كُ الَ وَ لُوا أَمْ أْكُ نُوا الَ تَ ينَ آمَ ذِ َا الَّ ا أَهيُّ يَ
مْ  نكُ اضٍ مِّ رَ ن تَ ةً عَ ارَ َ ونَ جتِ الَ  أَن تَكُ انَ  وَ مْ إِنَّ اهللاََّ كَ كُ سَ نْفُ تُلُوا أَ قْ تَ

يامً  حِ مْ رَ  )]٢٩: (النساء آية[ )بِكُ
【你们怕她们是执拗的妇女，你们可

以劝戒她们，可以和她们同床异被，可以

打她们。如果她们服从你们，那么，你们

不要再想法欺负她们。的确，真主是至尊

的，至大的主。】 P31F

①
 

真主的使者 说：“如果丈夫要求与

其妻同房，而她拒绝了，丈夫恼怒地过夜，

天使们诅咒她直至清晨。” 

                                                        
①
《妇女章》第 29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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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伤害邻居 

真主的使者 说：“谁没有使他的邻

居感到安全，那么，他就进不了天堂。” 

36、领导欺骗下属 

清高的真主说： 
ونَ النَّاسَ إِنَّامَ السَّ ( ظْلِمُ ينَ يَ ذِ ىلَ الَّ ونَ يفِ  بِيلُ عَ بْغُ يَ وَ

ابٌ أَلِيمٌ  ذَ ُمْ عَ ئِكَ هلَ لَ ِ احلَقِّ أُوْ ريْ ضِ بِغَ : الشور آية[ )األَرْ
)٤٢[( 

【应受责备的是那些欺辱他人，并且

在大地上蛮横无理的人，这等人将受痛苦

的刑法。】 P32F

① 
 

真主的使者 说：“任何掌权者欺骗

他的下属，那么，他就是在火狱之中。” 

37、使用金银器皿吃喝 

                                                        
①
《协商章》第 42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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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的使者 说：“使用金银器皿吃

喝的人，他只是把火狱的火咕噜噜地吞进

自己的肚腹。” 

38、男人穿丝绸戴黄金 

真主的使者 说：“谁在今世穿了丝绸，

在后世，他就没有穿丝绸的缘份了。” 

39、争辩和伪君子 

真主的使者 说：“……谁为虚假而

故意争辩，真主恼怒他，直到他放弃。” 

40、缺斤短两 

清高的真主说： 
نيَ ( فِ طَفِّ لْمُ لٌ لِّ يْ  )]١(: املطففني آية[ )وَ

【伤哉，称量不公的人。】 P33F

①  

                                                        
①
《称量不公章》第 1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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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不怕真主的惩罚 

清高的真主说： 
مُ ( وْ رَ اهللاَِّ إِالَّ القَ كْ نُ مَ أْمَ رَ اهللاَِّ فَالَ يَ كْ نُوا مَ أَمِ أَفَ
ونَ  ُ

 )]٩٩(: األعراَ آية[ )اخلَارسِ
【难道他们不怕真主的惩罚吗？只有

亏折的民众才不怕真主的惩罚。】 P34F

① 

真主的使者 经常说：“使心灵坚定

的主啊！求您使我们的心坚定吧！” 

有人说：“主的使者啊！您害怕我们会

变心吗？” 

真主的使者 说：“的确，心灵是在

慈主的两指之间，他可以任意地改变它。” 

42、断穆斯林为卡费尔 

真主的使者 说：“谁对他的弟兄

说：‘卡费尔’（否认主的人），那么，他俩
                                                        
①
《高处章》第 99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警惕大罪 - 29 - 

之中一定有一个是卡费尔。” 

43、放弃主麻拜和聚礼拜 

真主的使者 说：“一定有一伙人坚

持礼主麻拜，否则，真主一定将要封闭他

们的心，而使他们变成疏忽的人。” 

真主的使者 又说：“谁听见宣礼而

不参加聚礼，除非有缘故，否则，他的拜

功不被接受。” 

46、对死人嚎啕大哭 

真主的使者 说：“两种行为使人成为

否认主的人：侮辱血统；嚎哭死人。” 

47、更改路标 

真主的使者 说：“真主诅咒更改路

标的人。”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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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续发、拔稀眉毛的女人、要求拔稀

眉毛的女人、牙齿美容术和纹身 

真主的使者 说：“真主诅咒纹身的

人和要求纹身的人，拔稀眉毛的女人和要

求拔稀眉毛的女人，为了美丽而把牙齿锉

稀，从而更改了真主创造的人。” 

真主的使者 又说：“真主诅咒续发

的人和要求续发的人，纹身的人和要求纹

身的人。” 

49、叛教 

清高的真主说： 
اكِفُ فِيهِ ( اءً العَ وَ نَاهُ لِلنَّاسِ سَ لْ عَ بَادِ  جَ الْ دْ فِيهِ  وَ رِ ن يُ مَ وَ

َادٍ بِ  ابٍ أَلِيمٍ بِإِحلْ ذَ نْ عَ هُ مِ قْ  )]٢٥: (احلج آية[ )ظُلْمٍ نُّذِ
【我为全人类——麦加人或者外来人

同样——创造了禁寺，谁因不义而欲在禁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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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中叛教，我将让他尝试痛苦的刑罚。】
①
 

有人问主的使者“什么是大罪？”真

主的使者 说：“大罪有九种：举伴真

主……。”在其中提到：“把你们的朝向—

—禁寺、禁地——合法化。” 

50、无故开斋（斋月），有能力而放弃

朝觐 

主的使者 说：“伊斯兰是建立在五

项基础上：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应受

崇拜的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立行

拜功；交纳天课；封（赖麦丹月的）斋；

朝觐天房。” 

最后，我们祈求清高伟大的真主使我

们远离这一切大罪，在复生日，使我们的

脸发光。” 

                                                        
①
《朝觐章》第 25节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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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真主说： 
بْيَضُّ يَ ( مَ تَ وهٌ  وْ جُ دُّ وَ  وُ وَ وهٌ  تَسْ جُ دَِّْ  وُ وَ ينَ اسْ ذِ ا الَّ أَمَّ  فَ

ذَ وَ  وا العَ وقُ ذُ مْ فَ نِكُ دَ إِيامَ عْ تُم بَ رْ فَ مْ أَكَ هُ وهُ ونَ جُ رُ فُ نتُمْ تَكْ  ابَ بِامَ كُ
تْ وَ  يَضَّ ينَ ابْ ذِ ا الَّ ونَ وَ  أَمَّ الِدُ ا خَ مْ فِيهَ َةِ اهللاَِّ هُ محْ ي رَ فِ مْ فَ هُ وهُ  )جُ
 )]١٠٧-١٠٦: (آل عمران آية[

【在那一天，有些脸是发光的，有些

脸是发暗的。至于那些脸发暗的人，（有人

对他们说：）‘你们即是在信仰之后又否认

的人？由于你们曾经的否认，你们尝试刑

法吧；’至于那些脸色发光的人，他们将进

入真主的慈恩，并永居其中。】 P36F

① 

 
 

艾布阿布杜拉·艾哈默德 

译于圣城麦地那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06-107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