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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ا تَّْسِليًما ل ِم  سَّ ل  وا عَّلَّيِْ  مَّ ن وا صَّ  (57ب : )األحزا۔ آَّلَّ

安拉的确正在对这位先知降赐仁

慈, 他的天使也正在为他祈祷。信

者啊! 你们也要为他做幸福的祈祷, 

向他祝道平安。 
 

 

 
安拉为了保持安拉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至

圣穆罕默德及我们的无限进步和无限幸福教导我们为

他祈祷。所以一提到他的尊名，我们就要为他作幸福

的祈祷。这种祷告可在心中，可在口里，也可用笔

墨。但在著作中为了阅读方便可以默读或口述以下祷

词： َل َّ الل ٰ    ل َّ َّ صَّ سَّ  (。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 عَّلَّيِْ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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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مٰ بِْسِ  الل ٰ َّ َ ِحيِ   ال َّ َ  ِن ال
 

穆圣诞生时的阿拉伯 

公元 570年 8月，穆圣 (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

安）出生于麦加。他取名穆罕默德，意即‘应受称

颂者’。要了解他的一生和性格，我们必须对他诞

生时阿拉伯半岛上所存在的情况具有些概念。 

他出生时，整个阿拉伯半岛，除了有几处以外

其他都信奉多神教。阿拉伯人溯源是伊布拉欣的后

裔。他们知道，伊布拉欣是个一神论的导师。尽管

如此，他们信奉多神教，所受的宗教礼仪和生活习

惯也都是多神教的。为了为自己辩护，他们说，一

些人在他们与安拉接触方面是优秀的。他们替别人

的说情被安拉所接受。安拉是至高无上的。常人是

难以接近他的。只有完美无缺的人才能接近他。因

此，常人必须在接近安拉并得到他的喜悦和帮助之

前先由别人代表他们说情。他们以这种态度能将对

一神论者伊布拉欣的尊敬与他们自己的多神教的种

种信念结合起来。他们说，伊布拉欣是个圣人，他

不用别人说情就能接近安拉，但是普通麦加人，如

果没有其他神圣与走正道的人说情，就不能接近安

拉。为了寻求这种说情，麦加的民众造了许多圣人

和走正道的人为偶像。他们崇拜这些偶像,供奉祭品

以期通过他们取悦于安拉。这种态度是原始，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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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和满是缺陷和毛病。可是麦加的民众并不因这

些偶像而烦恼 。他们已好久没有一个一神论的异师

，而多神论一旦在任何社会中生根，就会无限地蔓

延。穆圣诞生时，据说，在属于全伊斯兰教的那座

禁寺亦即伊布拉欣和他的儿子伊司马仪所建的那座

朝拜的圣所--------克尔白一处就有 360 个偶像。看来

阴年的每一天，麦加人都有一个偶像。其他大的中

心内还有其他偶像，因此我们可以说，阿拉伯半岛

到处都沉浸在多神教信仰之中。阿拉伯人专心于语

言文化。他们对口语极感兴趣而且渴望它的进展。

可是他们缺乏在智力方面的雄心大志。他们不懂历

史、地理、数学等等。但是由于他们是沙漠地带的

一个民族，必须在沙漠中没有路标界碑的指引下各

处认路行走，这就使他们对天文发生特别的兴趣。

那时整个阿拉伯半岛没有一所学校。据说在麦加只

有几个人能读书写字。 

从道德这一观点来看，阿拉伯人过去是一个自

相矛盾的民族。他们在道德上有某些极严重的缺

点，但同时他们也具有某些令人钦佩的德性。他们

生性豪饮。对他们来说，喝醉后借着醉兴放肆撒野

是一种美德而非恶行。凡邀请朋友们和邻居们以酒

款待他们的那些人被认为有礼貌的人。每一个有钱

的人一天至少五次要举行酒宴。赌博是他们整个民

族的一种娱乐，但是他们把赌博成为一种艺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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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不是为了发财而赌博。赌赢的人总会招待他

们的朋友。战时用赌博券集资金。即使在今天，战

时抽彩奖正在很流行，但是欧洲和美洲的民众应该

知道他们在这方面只是模仿阿拉伯人的做法。战争

来到时，各个阿拉伯部族聚集在一起举行一次赌博

会，谁赢了就负担较大的部分的战费。 

关于文明生活种种愉快舒适的情况，阿拉伯人

则一无所知，他们主要的职业是经商，为此他们的

商队远走各处。就是这样，他们与埃塞俄比亚、叙

利亚和巴勒斯坦通商。他们甚至与印度也有商业关

系。他们中的富人对印度刀剑极为欣赏。他们的衣

着大半由也门和叙利亚供应。城市是他们的经商中

心。阿拉伯半岛的其余部分，除了也门和北方某些

部分外，人们过着贝都因人的生活。那里没有定居

地区或常住的居民区。各部族把这一地区在他们之

间划分了，使一个部族的成员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内

可以自由地到处漫游。任何一处的水源枯竭时，他

们就移往某一别处定居下来。他们的财产是绵羊、

山羊和骆驼。用兽毛做衣服，用兽皮作帐蓬。剩下

来的在市场上卖掉。他们不是不知道金银，不过它

们当然是稀贵的财物。贫穷的人和老百姓用贝壳和

芳香的东西做装饰品。把瓜子洗净，晒干串起来做

项链。各种罪恶和不道德行为猖獗蔓生，夜盗较少

而土匪却司空见惯。相互攻击和掠夺，被认为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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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言

而有信，假如个别人到一个强有力的头人或部族那

里去请求保护，那个头人或部族在道义上必须保护

这个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个部落在整个阿拉

伯半岛上就失去其社会地位。诗人享有很大的威

望，他们像民族领袖一样受尊敬。他们期望领袖们

应该具有极好的口才，甚至能作诗。好客成为民族

的一种美德。一个孤独辛苦的旅行者到达一个部落

的总营时会受到贵宾的接待，他们会为他宰杀最好

的牲口并且关怀备至。他们并不在乎这个来访者是

什么人，只要一个来访者到了就足够了，这种访问

意味着提高该部族的地位和声望。因此，尊敬那位

来访者就成为该部族的本分。尊敬他，就是使该部

族得到荣耀。在阿拉伯这一社会中，妇女是没有地

位和权利的。在他们之间，有人认为弄死女孩是件

体面的事。可是，认为杀害婴孩是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像这样危险的做法不能

在全国范围内盛行，那就意味着种族灭绝。事实

是，在阿拉伯--------或就此而言在印度或任何其他国

家--------如果有杀害婴孩的情况，那也只限于某些家

庭的范围之内。阿拉伯家庭中杀害女婴的，或者是

对他们的社会地位抱有逾常的想法，或者是迫于其

他种种原因。他们可能找不到适当的青年来和他们

的女儿结婚，想到这里，就把女婴杀死。该做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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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在于它的野蛮与残忍，而不在于从一个民族的

人口出发来考虑的结果。使用各种方法来杀害 

女婴，其中有活埋和闷死。   

阿拉伯社会中，只有亲生母亲才算是母亲，后

母不算是母亲。父亲死后，并不禁止他的儿子娶后

母为妻。一夫多妻制非常普遍，一个男人可娶无限

多的妻子。一个人也同时可娶姐妹数人为妻。 

战争中作战双方给予对方的对待是最恶劣的。

仇恨达到极点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受伤者的身体

切开，取出内肚或部分用食人族的方式把它们吃

掉。他们毫不犹豫地肢解他们敌人的尸体，割去鼻

子或耳朵，或挖出一只眼睛，是他们经常使用的残

酷手段。广泛实行奴录制。弱小的部族被作为奴

隶，奴隶没有可接受的地位，每个主人对他的奴隶

可以为所欲为。对主人虐待奴隶，无法采取任何行

动来阻止它，主人可以杀害他的奴隶而不负任何罪

责。如果一个主人杀了别人的奴隶，仍然不会受到

死刑的处罚。他所需要做的一切，无非是适当地赔

偿那悲痛的主人而已。女奴用来满足性欲，这种交

合所生的孩子也看作奴隶来对待，女奴做了母亲仍

然是奴隶。从文明和社会进步来看，阿拉伯人是一

个非常落后的民族，他们不知道相互之间的好意和

体谅。妇女的地位差到不能再差的程度。但阿拉伯

人仍有某些美德，例如：个人的勇敢精神有时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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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的程度。伊斯兰教的穆圣出生在这样的民族

中。他的父亲阿布杜拉在他出生以前已死去。因

此，他和他的母亲阿米娜 (Amina) 不得不由祖父阿

布杜勒•穆塔利布 (‘Abdul-Muṭṭalib) 来照顾。穆罕默德

这孩子由一个住在塔伊夫 (Ta’if) 附近的一个农妇哺

育。那时候阿拉伯有个风俗习惯：把孩子交给农村

妇女养育，那就要把孩子扶养成人，训练他们讲

话，而且给他们的体格打下良好的基础。穆圣六岁

时，他母亲在从麦地那去麦加的旅途中死去，不得

不在途中埋葬。这孩子由一个女仆带到麦加交给他

的祖父。他八岁时，祖父也死了。此后，按照他祖

父的遗愿，他的伯父阿布·塔利布(Abu Talib) 成了他

的保护人。穆圣有两次或三次机会旅行出阿拉伯半

岛。其中一次是在他十二岁时跟着阿布·塔利布去

叙利亚。看来这次旅行只带他到叙利亚东南几个城

镇，因为有关这次旅行的历史资料并未谈及像耶路

撒冷等地方。从那时起直到长大成青年时，他一直

留在麦加。从孩童时期起，他就生性善于深思熟

虑，其他人在争吵或发生敌对行动时，他哪一方都

不参加，除了他谈了自己的看法而结束这些争吵和

敌对行动。据说，生活在麦加及其周围地区的那些

部族，对长期不和而漫无止境的流血行动感到厌倦

了，决心想建立一个协会，其目的是帮助在侵略行

动和不公正对待中的受害者。穆圣听到这事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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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地参加了。这一协会的成员作出以下许诺： 

只要海中还存留最后一滴水，他们

将帮助受压迫的人并恢复他们的权利。

而且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他们

愿意拿出自己的财物来补偿这些受害

者。( Sharḥ Sirat Ibn Hishām by Imam Suhaili ) 

看来这一协会其他任何一个成员都未叫来完成

由这一协会会员庄严参加的这一保证诺言。但当穆

圣宣布他的使命时机会就到了，他最凶恶的敌手是

麦加的一个首领阿布•贾赫耳 (Abu Jahl) ，他鼓吹社

会抵制并当众羞辱穆圣。大约就在那时，有一个人

从别处来到麦加，应由阿布•贾赫耳给他钱财，但

阿布•贾赫耳不肯付。这个人对麦加的民众说了这

种情况，有些年轻人，故意恶作剧，叫他去穆圣那

里。他们以为，穆圣由于害怕大家反对他，特别是

由于害怕阿布•贾赫耳的反对，而拒绝做出什么

事。如果他拒绝帮助这个人，人家就会说他破坏了

他对协会所承担的诺言。另一方面，如果他不拒绝

而决定到阿布•贾赫耳那去要他讨还那笔贷款，阿

布•贾赫耳必然会鄙视地叫他走开。这个人到穆圣

那里去并对穆圣诉说了有关阿布•贾赫耳的事，穆

圣毫不犹豫地立刻站起来同这个人一起去敲阿布•

贾赫耳的家门。阿布•贾赫耳走出来看到他的债主

同穆圣站在一起。穆圣提到了这笔贷款并提出必须



 8   
 

归还这笔款子。阿布•贾赫耳吃了一惊，无可推

托，立即归还了这笔贷款。当麦加其他首领听到此

事，责备阿布•贾赫耳说，他原来是如此地柔弱和

自相矛盾。他向社会鼓吹联合抵制穆圣，然而他自

己却接受穆圣的命令而归还了一这笔款子根据他的

建议偿还了贷款。阿布•贾赫耳为自己辩护说，任

何其他人都会同样这样做。他告诉他们，当他看见

穆圣站在他的门口时，他也看见两只野骆驼一边一

只站在穆圣身旁准备向他攻去。我们说不出他的这

一经受是什么，是否这是故意要使阿布•贾赫耳心

烦意乱而屈服的一种奇迹般的现象，或者这是穆圣

使人敬畏地来到他门口产生了这种幻觉？整个城市

都憎恨和反对的一个人居然有勇气单独到该城的首

领那里去命令他归还一笔款子。也许这一突然景象

唬倒了阿布•贾赫耳，使他一时忘记他已发誓要反

对穆圣的这件事，并且迫使他照穆圣的建议做事。
(Hisham) 

 

穆圣与海迪彻结婚 
 

穆圣二十五岁左右时，他生性正直与富于同情

心，已名扬全城。人们以敬仰心情指向他说，他是

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一名声传到一位富孀耳里。

她向穆圣的伯父阿布·塔利布提出，让他的侄子率

领一支她的商队去叙利亚。阿布·塔利布对穆圣说

及此事，穆圣同意了。这次远处经商收获很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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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出乎意外得多。海迪彻 (Khadijah) 确信，商队的成

功不仅由于叙利亚市场情况的关系，而且也由于这

支商队的带队人的性格正直和办事效率高。她对她

的奴隶梅萨拉 (Maisara) 提出这个话题，梅萨拉支持

她的看法并且对她说，这个年轻人经营她的事业的

正直与同情心非属寻常。海迪彻对他的话深受感

动。这位富孀四十岁，已两次守寡。她派了一个女

的朋友到穆圣那里看看是否可说服他和她结婚。这

个妇人去穆圣那里问他为什么尚未娶妻，穆圣回答

说，还没有这样多钱可以结婚。这个来访者提出，

如果有一位富有而且地位高的妇人，那么他是否同

意娶她为妻？穆圣问道，这位妇人是谁？这个来访

者说，她是海迪彻。穆圣抱歉地说，海迪彻对他来

说地位太高了。来访者保证处理一切困难问题。这

种情况下，穆圣说，他没有其他话可说，只能同意

了。于是海迪彻通知了穆圣的伯父。穆圣与海迪彻

的婚约定好并举行了婚礼。幼时是个孤儿的一个穷

人初步发达起来，他富有了，但是他使用财富的情

况是全人类的实际范例。海迪彻在婚后感到她富有

而他贫穷，因此他们之间的差别不会使他们幸福，

因此她提出把她的财产和奴隶移交给穆圣。穆圣肯

定海迪彻是真心实意的，他宣称，他一接受海迪彻

的奴隶后，立即释放他们。他真的这样做了。而且

他把从海迪彻那里接受过来的大部分财产分给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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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释放的奴隶中有一个叫宰德 (Zaid) 的，他比

其他人都聪明机灵，他的家庭地位很有声望，幼时

被绑架而辗转出卖，直到麦加。他很聪明，很快就

理解了，还是牺牲自由跟着穆圣作他的奴隶为好。 

穆圣释放他的奴隶时，宰德不肯被释放，请求

继续同穆圣一起生活。他真的这样做了，而且随着

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依恋穆圣。可是与此同时，

宰德的父亲和叔父在追寻他并且最终听说他在麦

加。在麦加他们追寻到他在穆圣家里。他们来到穆

圣那里，请求给宰德以自由并且愿意出穆圣想要多

少就多少的赎金，穆圣说：“宰德是自由人，他喜

欢就可以跟你们走。”他叫人把宰德喊来与他的父

亲和叔父见面。这一家人见面和擦干眼泪后，宰德

的父亲对他说：“你的仁慈的主人已解放了你，由

于你的母亲为了儿子分离而非常痛苦，你还是回家

的好。”宰德回答说：“爹，谁不爱他的双亲？我

的心中充满了我对你和妈妈的爱，可是我爱穆罕默

德这个人是如此地深切，以致我不能想象离开他而

去生活在任何其他地方。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但要

我离开穆罕默德我却不能忍受。” 宰德的父亲和叔

父竭尽全力想说服宰德同他们一起回家，可是宰德

就是不同意。那时穆圣就说：“宰德已经是一个自

由人，可是从今天起他是我的儿子。”宰德的父亲

和叔父看到宰德与穆圣之间这种深情，就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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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宰德留在穆圣身边。(Hisham) 

 

穆圣接受安拉的第一次启示 

 

穆圣三十多岁时，他对安拉的爱与崇拜的心情

开始越发地虔诚和热烈。他对麦加民众的种种危

害、罪恶和不道德行为非常厌恶，选择了离麦加两

三里的一个地点让他自己可以沉思。这个地点在一

个小山顶上，由石块形成的一种山洞。他的妻子海

迪彻为他准备好足够维持几天的食物，有了这些食

物他可经常到那名叫希拉 (Hira) 的山洞中去。在洞

中他日夜向安拉礼拜。他四十岁时看见一个精神景

象，就在这山洞中看见的。他看见一个人命令他  

宣读。 

穆圣回答说：“我不知道宣读什么，也不知道

如何宣读。”这个人坚持要求他一定要宣读，最后

要他宣读了以下几节经文： 

ََّ اِ  انَّ ِلْن عَّلٍَّق ۔اِ  اْ قْ ْنسَّ لَّقَّ اْْلِ لَّقَّ ۔ خَّ ب ِكَّ ال َِّذي خَّ ََّ بِاْسِ  رَّ  اْ قْ
ا لَّْ  يَّْعلَّْ  ۔ انَّ لَّ ْنسَّ لَِّ  ۔ عَّل َّ َّ اْْلِ لْقَّ م  ۔ ال َِّذي عَّل َّ َّ بِا ََّ َّْك ب  كَّ اأْل رَّ  مَّ

2. 你要奉你的创造了(众世界)的养主之

名宣读, 

3. 他用血块创造了人, 

4. 要当众朗读!你的养主是最好施的, 

5. 他以笔传授了知识 (还将传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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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传授了人从前所不知道的。 

（96：2-6） 

这几节第一次向穆圣启示的经文以及以后所启

示的其他许多经节都成为《古兰经》中的经文，它

们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些经文命令穆圣站起来

宣布唯一的安拉的名字，唯一的创造主--------创造穆

圣和所有其他人--------他创造了人类并在他的本性中

播下了他自己的爱以及人类的爱的种子。穆圣受命

宣布这个安拉的使命，并且得到安拉的许约，在宣

布这一使命时将得到安拉的赐助与保护。这些经节

预言有一个时期，以笔为工具向世界传授各种各样

知识，并且传授人从前所不知道的。这些经节成为

《古兰经》的提要。穆圣在以后各次启示中所得到

的传授都包括在这些经节的提要之中。在这些经节

中奠定了在此以前所未知的伟大的人类精神进步方

面的基础。这些经节的启示对于穆圣的一生是一种

非常重大的时机。穆圣接受这一启示时，对安拉决

定要他负起的责任充满着畏惧。任何一个在他这种

地位的人会充满自豪--------觉得自己变得很伟大。但

穆圣不同，他能作出伟大的事业，但对自己的成就

并不感到自豪。他得到了这种重大体验以后，到家

里时感到焦虑不安、紧张。海迪彻询问他时，他向

她叙述了全部经历并且综述他的畏惧说，我是一个

能力薄弱的人，如何能担当得起安拉要我负起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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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海迪彻立即回答说： 

ِْزيْکَّ الل ٰہ  اَّبًَّد  ا ُی  الل ٰہِ لَّ ِح َّ مَّ کَّئا َّ مَّ َّ َ َّ ا اِن َّکَّ لَّهَِّصل  ال ِْمل  الْک  ل َّ َتَّ
تَّْکِسب   ۔مَّ اِكِب اْْلَِّق  ت ِعْْی  عََّٰل نَّوَّ يْفَّ مَّ ی الض َّ َِ تَّْق ْممَّ مَّ ْعد   اْْلَّ

 

真相不像你所设想的，我以安拉作证，安拉永

远不会侮辱你，你善待亲属、承担他人的负担、重

兴那些已经消失了的美德、非常好客、帮助受苦的

人。安拉会使你受痛苦吗？”(Bukhari) 

海迪彻说了这些话后领了穆圣去见她的表兄弟

瓦拉卡·彬·垴费勒 (Waraqa bin Naufal)，他是基督教

徒。瓦拉卡听了这话后说： 

“我可肯定，降于穆撒的天使已降于你了。” 
(Bukhari) 

瓦拉卡显然指的是（《申命记》18:18）中的

那一预言。 

第一批皈依者 

 

这消息传到穆圣释放的奴隶宰德-------- 那时他

约三十岁以及他(穆圣）的表弟--------十一岁的阿里

那里时，他俩立即宣布信仰穆圣。阿布·伯克尔

(Abu Bakr) 是穆圣幼时的朋友，他在城外。当他回来

时听到了穆圣这一新的经历。有人对他说：“你的

朋友发疯了，说什么天使从安拉那里带来了使

命。”阿布·伯克尔完全相信了穆圣，他一点也没

有怀疑，穆圣是正确的--------他知道穆圣既神志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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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表里一致。他敲了穆圣的家门，与他见面时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穆圣怕阿布·伯克尔会误解他，要

想作一大堆的解释。阿布·伯克尔不要穆圣作任何

解释，而且坚持他只想知道，是否真的有一个天使

从安拉那里下降于他并且给了他一个使命？穆圣又

要解释，但阿布·伯克尔说他不要听解释，他只要

对以下这个问题作出回答：是否他接受了安拉的使

命？穆圣说：“是的。”阿布·伯克尔立刻宣布信

仰穆圣。他宣布了自己的信仰以后说，争论会减损

了他的信仰的价值。他已是穆圣长期的亲密知友，

他不可能怀疑他，不想要通过争论来使他确信穆圣

的真实性。这一小组忠实的信仰者于是就成了伊斯

兰教的第一批信士：一个上了年岁的妇女，一个十

一岁的男孩，一个无家可归的、无助的、被释放的

年轻奴隶，一个年轻的朋友和穆圣自己。这一小组

人默默地下了决心，要将安拉的光明遍布全世界。

当人民和他们的首领们听到了这事时，他们哈哈大

笑并且宣告：“这些人全都发疯了，没有什么可害

怕的，也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直理开始发出曙光，正如以赛亚先知很久以前

说过的那样：“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

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开始降在穆圣身

上。（《以 赛 亚 书 》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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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的信仰者受到迫害 

 

安拉开始用“另一种话”(《以赛亚书》28:11) 

对穆罕默德说话。国家的青年开始感到惊讶，寻找

真理的人们激动起来，藐视与嘲笑中开始产生赞同

与钦佩。奴隶、青年与不幸的妇女们开始聚集在穆

圣周围。在他的信息和教义中有着卑贱的人们、受

压迫的人们和青年的希望。妇女们认为恢复她们权

利的时候临近了；奴隶们认为解放他们的日子已经

来到了；青年们认为进步的大道将向他们畅开。当

嘲笑开始变成赞同以及冷漠变成依恋时，麦加的首

领和官吏们开始吃惊起来。他们召集会议并互相商

议，他们决定：嘲笑已不是对付这种威胁的办法，

必须使用更为严厉的补救手段。新的力量必须用武

力来镇压下去。他们决定，必须制定迫害和某种联

合抵制的方式。不多时就采取了实际的步骤，麦加

被投入一片之中。穆圣和他的很少的追随者不再被

认为是些疯子，而认为是一种发展着的力量，如果

任其发展而不加阻止，会成为麦加的信仰、威望、

风俗和传统习惯的一种危险。伊斯兰教威胁要打倒

并改造麦加旧的社会结构，要创造新天地。这一

来，阿拉伯半岛的旧天地就意味着要消失，麦加人

不能再嘲笑伊斯兰教。现在这是一个与他们性命攸

关的问题。伊斯兰教是一个挑战，麦加人接受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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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挑战，正如众先知的敌人们总要接受他们的众先

知的挑战一样。他们决定：不是以争论来对付争

论，而是拔出刀剑用武力来镇压这种危险的教导；

不是以穆圣及其追随者的好榜样与他们自己的相较

量，也不是用友好的话来答复友好的话，而是粗暴

地对待无辜者以及辱骂那些说友好话语的人。这一

世界上又一次在信仰和不信之间展开一次冲突；恶

魔的军队向天使们宣战。信仰者的人数还很少，没

有力量抵抗这些猛攻以及不信者的暴力。一次非常

残酷的运动开始了。妇女们被无耻地残杀了；男人

被（大）屠杀。那些宣称信仰穆圣的奴隶被拖在灼

热的沙子和石头上，他们的皮肤变得像兽皮那么

硬。过了一段长时期之后，当伊斯兰教在远近各处

确立时，有一个名叫卡巴布·彬·阿拉特 (Khabbab 

bin Al-Aratt) 的早期皈依者露出他的身体。他的友人

看到他的皮肤硬得像兽皮似的，就问他为什么会这

样？卡巴布笑着说：“这没有什么，只是回忆一下

在早期里皈依伊  斯兰教的那些奴隶被拖过在麦加

街道里灼热的沙子和硬石头上。” 
(Musnad, Vol, 5,P.110) 

 

 信仰伊斯兰教的奴隶来自各个不同地区 

 

比拉勒 (Bilal) 是个黑人；苏海布 (Suhaib) 是希腊

人，他们本来的信仰也是不同的，如查布尔(Jabr)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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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海布原是基督教徒，比拉勒和阿马尔(‘Ammar) 原

是多神教徒。比拉勒被平放在热的沙子上，身上用

石块压着，叫男孩们在他胸口上跳舞，而他的主人

乌麦亚·彬·卡尔夫 (Umayya bin Khalf)如此地折磨

他，然后叫他放弃信仰安拉和穆圣，要他赞美麦加

诸神，拉特 (Lāt) 和乌扎 (Uzzā)。比拉勒只是说：

“Ahad, Ahad”（安拉是独一无二的）。乌麦亚怒气

冲天，把比拉勒交给流浪儿，叫他们拿根绳子套在

他脖子上并把他在尖锐的街石上拖过麦加城。比拉

勒身上流着血，但他继续喃喃地说着：“Ahad，

Ahad（安拉是独一无二的）。”后来，穆斯林在麦

地那定居下来并且能在比较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和崇

拜时，穆圣即任命比拉勒为一名宣礼员。比拉勒是

个非洲人，把阿拉伯文  د 中的 (h) 音吃（我作证）اَّْشهَّ

掉了。麦地那的信士们笑他发音不准，可是穆圣训

斥他们，安拉是多么喜爱比拉勒，这都是由于他在

麦加人折磨之下一直显示出了坚定的信念。阿

布·伯克尔给比拉勒和其他奴隶付了赎金，使他们

确获解放。被释放的奴隶中有一个叫苏海布。他是

一个富商。即使他被解放了，可是古莱西人仍然继

续痛打他。 穆圣离开麦加去麦地那定居。苏海布要

同他一起走，但麦加人不许他走。他们说，他不能

带走他在麦加所赚的钱。苏海布主动提出放弃他所

有的财产和所赚的钱并且问他们那时是否会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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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麦加人接受了他这一安排。苏海布到达麦地

那，双手空空来见穆圣。穆圣听了他的叙述后祝贺

他说：“这是你一生中最好的一次交易。”这些皈

依伊斯兰教的奴隶中，大多数人在外部的表现和内

心的信念上都一直是坚定不移的，但有几个是软弱

的。有一次穆圣看到阿马尔痛苦地呻吟，正在擦眼

泪。在穆圣询问下，阿马尔说他挨了打，被迫放弃

信仰。穆圣问他：“你心中相信吗？”阿马尔断言

他信。那时穆圣说：“安拉会宽恕你的软弱。” 

阿马尔的父亲雅斯尔  (Yasir) 和母亲萨米亚

(Samiyya) 也受不信者的折磨。有次穆圣恰好经过看

到了这种情况。他满怀感情地说： 

ْْبًا ک     فَِّان َّ  يَّاِسَ آلَّ  صَّ ْوِعدَّ ۔اْْلَّن َّۃَّ  لَّ  

“雅斯尔一家啊，耐心忍受吧！因为安拉已为

你们准备好了天园。”这一预言没多时就实现了。

雅斯尔为折磨所死亡，稍后阿布•贾赫耳用一根长

矛杀害了他年老的妻子萨米亚。 

一个名叫自尼拉 (Zinnira) 的女奴，在不信者的

残酷对待下丧失了双眼。 

萨夫丸·彬·乌麦亚 (Safwan bin Umayya) 的奴隶

阿布·福凯 (Abu Fukaih) 被放在炽热的沙粒上，而在

他的胸上放置了重而烫的石块，痛得他舌头都吐了

出来。 

其他奴隶受到相似的粗暴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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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残酷的迫害是难以忍受的。可是早期的那

些信士经得起这些折磨，因为他们天天从安拉那里

得到保证，使他们的信心坚定不移。《古兰经》降

赐给穆圣，可是安拉一再保证的声音降赐给所有的

信士。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些忠实的信仰者就不

可能受得住他们所受到的残酷对待。他们被同胞、

朋友、亲戚所抛弃，他们只有安拉而没有其他的和

他们在一起，他们并不在乎是否有其他任何人。由

于安拉的帮助，这些残酷迫害算不了什么，辱骂听

起来好像祈祷文而石块看来像药膏。 

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自由公民，受到的残酷对

待也不少。他们的长者和首领用不同方法折磨他

们。奥斯曼 (‘Uthman) 是个四十岁的男子，很富裕发

达。可是当古莱西人决定对穆斯林进行普遍迫害

时，他的伯父哈卡姆  (Hakam) 把他绑起来加以痛

打。祖拜尔·彬·阿瓦姆 (Zubair bin al-‘Awwam) 是一

个勇敢的小伙子，后来成为一个穆斯林的大将军。

他被叔父裹在一张席子里用烟在下面薰，让他呛得

透不过气来折磨他。但他不叛教，因为他已找到了

真理而不愿放弃它。阿布·宰尔 (Abu Dharr) 是吉发

尔族人。他听到穆圣的事，去麦加调查研究。麦加

人劝阻他说，他们对穆罕默德的情况知道得很清

楚，他的运动只不过是一种自私的计谋而已。阿

布·宰尔并不受他们的影响，去穆圣那里直接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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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伊斯兰教的教义，他归信了伊斯兰教。阿布·宰

尔问道：“是否我可不告诉我的族人我已信了伊斯

兰教？穆圣说：“你可以这样做几天。”可是他走

在麦加街上听到麦加一伙 首领辱骂穆圣并进行恶毒

攻击。他再也不能把他的信仰秘而不宣了。他立即

宣告： 

د   ہ   الل ٰہ   اِل َّ  اِلٰہَّ  ل َّ  اَّْن  اَّْشهَّ ْحدَّ يْکَّ  لَّ  مَّ َِ د   لَّہ   شَّ اَّْشهَّ ًدا اَّن َّ  مَّ َّم َّ  ُم 
ہ   ْبد  ْول ہ   عَّ س  رَّ  ۔مَّ

“我作证，除安拉以外再没有值得崇拜的，没

有像安拉那样值得崇拜的；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

和先知。”在一群不信者中间响起这一呼声，在他

们看来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行为。他们暴怒着站起来

痛打他，直到他失去知觉倒在地上。(顺便）穆圣

的伯父阿巴斯 (‘Abbas) 也走过来，他那时还不是个

归信者，他为这受害者规劝他们：“你们的食品商

队要经过阿布·宰尔的部族，你们这样对待他会使

他的族人生气而把你们饿死。”次日，阿布·宰尔

呆在家里。可是那天以后他又到那一群人那里去并

且看到他们像以前那样在辱骂穆圣。他到克尔伯那

里，看到人们也在这样做。他再也不能克制自己，

站起来大声宣称了自己的信仰。他又一次受到严酷

的对待。第三次发生同样的情况，阿布·宰尔回到

自己部族中去了。 

穆圣本人也不例外，同样受到那些忠实信仰者



 21   
 

所遭受的残酷对待。有一次他正在祈祷，一伙不信

者把一件披风绕在他脖子上拖他；他的眼睛好象要

凸出来的样子。阿布·伯克尔恰巧来到才救了他，

并且说：“你们想要弄死他，就因为他说安拉是我

的主吗？”又有一次他俯卧着在祈祷，他们把一只

骆驼的肉肚放在他背上。直到有人把这些重物拿走

后他才能站起来。还有一次他在街上走，一群浪流

儿跟在他后面，他们不断拍打他的头颈，告诉人们

他称自己是个先知。这就是对他的仇恨和敌意，对

此他是这么无奈的。 

穆圣住处周围的人家向他家经常丢石块。垃圾

和宰杀牲口留下的脏东西抛到他家的厨房里来。他

在祈祷时很多次有人向他身上抛尘土，以至他不得

不退到安全处进行礼拜。 

 可是对一个弱小无辜的团体以及他们诚实、善

意但无奈的领袖，残酷的行为不会不得到应有的结

果。正直的人看到所有这些情况逐渐向伊斯兰教靠

拢。有一次穆圣正在克尔伯附近的一座名叫萨法 

(Safa) 的小山上休息。麦加的首领阿布·贾赫耳-------

-穆圣的主要敌人，从旁经过开始向他恶毒地破口

大骂。穆圣一声不响回到家里去。他家的一个女奴

对这一苦恼的场面是个目击者。穆圣的叔父哈姆杂

(Hamza) 是城里的人都惧怕的一个勇敢的人。他在丛

林中打猎回家，很豪然自得地背上挂着那只弓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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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来。那女奴并没忘记早上那一情景，她看见哈姆

杂这样走进屋里心里觉得厌恶。她嘲笑他说：“你

自以为很勇敢，背着弓箭刀剑四处跑，可是却不知

道阿布•贾赫耳对你无辜的侄子早上干下了什么

事。”哈姆杂听到早上所发生的事以后，虽然他还

不是个信士，但他具有高尚的性格。 他对穆圣的教

义也许已经有所影响，但还不到公开信仰的程度。

当他听到阿布•贾赫耳的无耻放肆的攻击时再也捺

不住自己，他对新教义再也不犹豫不决了。他开始

觉得，迄今他对新教义太漫不经心了，他径直向天

房走去，那里经常是麦加首领们会面议事的地方。

他拿起弓狠狠打了阿布•贾赫耳。他说：“从今天

起，把我算作穆罕默德的一个信徒。你今天早上骂

了他，因为他不会说什么。如果你是个勇敢的人，

走出来同我较量较量。” 阿布•贾赫耳惊得发呆。

他的朋友站起来想帮他一手，但是他们怕哈姆杂和

他的部族。阿布•贾赫耳拦住了他们，考虑到一次

公开的殴斗会引起重大的后果。他说：“对于今天

早晨发生的那件事我真该受责备。”(Hisham&Tabari) 

 

伊斯兰教的信息  

 

反对势力继续增长。同时，穆圣和他的追随者

尽一切可能使麦加人明白伊斯兰教的信息。这种信

息(教义)是多方面的信息，并且具有最终的重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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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仅对阿拉伯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是如此。它

是由安拉启示的信息。其主要内容如下： 

世界的创造主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其他是值得 

崇拜的。众先知已相信他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也这

样教导他们的追随者。麦加人应该放弃所有的图像

和偶像。难道他们没有看见，那些偶象甚至不能赶

掉落在它们脚下放着的祭品上的苍蝇？如果它们受

到攻击，它们不能抵抗。如果问它们一个问题，它

们不能回答。如果求它们帮助，它们做不了什么

事。 可是独一无二的安拉赐助于求他帮助的人们，

与在祈祷中向他诉说的人们作答，征服他的敌人，

并兴起那些在他面前自卑的人们。从他那里发出的

光明，照明了他的献身者。为什么麦加人忽视他而

相信没有生命的图像和偶象去浪费他们的生命呢？

难道他们没有看见，对唯一的真实的安拉缺乏信仰

已经使他们完全陷入迷信与无能之中？他们不知道

什么是清洁，什么是污浊；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

误。他们不尊敬自己的母亲；他们野蛮地对待姐妹

和女儿，并且否认他们应有的权利。他们待妻子也

不好。他们折磨寡妇，剥削孤儿、穷人和弱者，力

图把他们的富贵荣华建立在别人的毁灭之上。他们

对说谎和欺骗已恬不知耻，对偷窃和掠夺也是如

此。赌博和酗酒是他们乐趣。他们对文化和民族的

进步却不在心上。他们还是无视唯一的真实的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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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继续消受，受苦又受苦,到多久？难道他们不要最

好改造自己吗？难道他们不要最好放弃各种形式 

的相互剥削而恢复各自应有的权利；把他们的 

财富花在民族的需要上，在改进许多穷人和弱者的

生活上；把孤儿看作是一种责任，保护他们是一种

职责，扶持寡妇们；并且确立和鼓励在整个社会中

的善行，培养不只是公正和平等而且是同情和仁慈

的精神吗？这世界上的生活应当多做善事。教义进

一步说，“留后善行”，以便在你们故世后它们生

长结果。给予他人而不要向他人索取，才是美德。

学习谦逊让步，你才能更接近你的安拉。为了你的

同胞要实践自我否定，你才能倍增安拉对你的信

任。确实，穆斯林的力量是微弱的，但不要低估他

们的微弱。真理会胜利。这是安拉的律令。通过穆

圣，世界上会建立一种新的善恶和正误的度量与准

则。公正与仁慈将占支配地位。在宗教方面是不允

许强迫和干预的。妇女和奴隶所受的残酷对待将被

消除。安拉的王国将代替恶魔的王国而建立起

来。”  

这一教义向麦加民众布讲时，他们中间本意良

好和善于思考的人们对此开始留下深刻的印象。麦

加的长者觉得这种情况很严重，他们派代表到穆圣

的伯父阿布·塔利布那里，对他说了以下一段话： 

“你是我们这些首领中的一个，由于你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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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们到现在一直在饶恕你的侄子穆罕默德。可

是，现在是我们必须结束在我们中间的这场冲突和

民族危机的时候了。我们要求，他必须停止说那些

反对我们偶像的任何什么话。让他去说安拉是独一

无二的，但不许他说任何反对我们偶像的话。如果

他同意这样做，我们与他之间的冲突和争论就算了

结。我们一定要你去说服他。可是如果你做不到这

点，那么就必须在以下两种情况中选一种，要么你

必须抛弃你的侄子，要么我们，--------你的民众将抛

弃你。” (Hisham) 

阿布·塔利布面临一种艰难的选择，抛弃自己

的侄子觉得很难，与自己的民众脱离关系同样也觉

得艰难。阿拉伯人对金钱倒觉得无所谓，他们的威

望在于做领导。他们为自己的民众而生活，而他们

的民众也为他们而生活。阿布·塔利布极度心烦意

乱。他派人把穆圣叫来，对他解释了麦加首领们的

要求，含着眼泪说：“如果你不同意，那么，要么

我不得不抛弃你，要么我的民众将抛弃我。”穆圣

显然很同情他的伯父叔父，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

说： 

“我请你不要放弃你的民众，我请你不要站在

我的一边。相反地，你可以抛弃我而站在你民众的

一边。但独一无二的安拉是我的见证者，即使他们

把太阳放在我的右边，月亮放在我的左边，我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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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停止宣传唯一的安拉这个真理。我一定会继续这

样做下去，直到我死去。你可以选择你喜欢做的

事。”(Hisham&Zurqani) 

这一坚定、直截了当和诚恳的回答打开了阿

布·塔利布的眼睛，他沉浸在深思中。虽然他没有

勇气相信，但他以为，他很幸运能活到看得见这种

信念的雄伟表现以及对责任感的尊重。他转向穆圣

说：  

“我的侄子啊，你走你的道吧。尽你的责任

吧。让我的民众抛弃我吧。我同你在一起。” 
(Hisham) 

 

移居阿比西尼亚 

 

当暴行达到极点时，穆圣召集了他的追随者，

指着西方对他们说，在海的那一边有个国家，那里

有个公正的皇帝，人们不会因改变宗教信仰而被杀

害，那里他们能平平安安地崇拜安拉。让他们到那

边去；这种改变也许可以使他们免除痛苦。一群穆

斯林男女和孩子听从这一建议行动起来，到阿比西

尼亚去了。这一移居是哀婉动人而规模不大的。阿

拉伯人把自己看作克尔伯的看守人，实际上他们是

这样，离开麦加对他们是一种很大悲痛。他们除非

在麦加实在生活不下去，不会想到离开麦加。麦加

人（伊斯兰教的敌人）也不准备忍受这种迁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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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会让他们的受害者逃走而让他们有一线机会去

任何别的地方。这一群人因此不得不保持绝对秘密

出发前的各种准备工作，而且在出发时甚至不能向

亲友告别。可是有些人知道了他们要离开麦加，而

且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麦尔（后来成为

伊斯兰教第二代哈里法，那时还是一个不信者、穆

斯林的死敌和迫害者）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这一

群人中间的某些人，其中有个妇女叫乌姆·阿布杜

拉 (Umm' ‘Abdullah)。欧麦尔看到家用财物绑扎打包

放在牲口上，他立刻明白，这是一群要离开麦加去

别处避难的人。他问道：“你们要走了吗？”乌

姆·阿布杜拉回答说：“是的，我以安拉作证，你

说得对。”我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因为你们这里

非常残酷地对待我们。现在我们不会回来，直到安

拉愿意使我们生活安逸放心。”欧麦尔受感动地

说：“愿安拉和你们在一起。”他的话音中含有情

感。这种无声的场面使他心烦意乱。麦加人得知

后，派了一群人追他们。这群人追到海边，看到穆

斯林已上了船。既然不能追上他们，就决定派一个

代表团去阿比西尼亚，激发国王反对这些避难者并

说服他把他们引渡给麦加人。代表中有一个叫阿姆

尔•彬•阿勒•阿斯 (‘Amr bin al-As)。他后来加入了伊

斯兰教并征服埃及。那代表团去阿比西尼亚拜见了

国王，与宫廷官员策划阴谋。但是不管麦加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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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宫廷官员能对国王施加多大压力，国王仍然非常

坚定，拒绝将穆斯林避难者移交给迫害他们的人。

代表团失望地回去了，可是麦加人马上想出另一条

计策来迫使穆斯林从阿比西尼亚回来。他们在去阿

比西尼亚的商队中流传出一种谣言，说什么，全麦

加人都接受伊斯兰教了。这一谣言传到阿比西尼

亚，许多穆斯林避难者高兴地回到了麦加，但一到

麦加就发现传到他们耳朵里的谣言是假造的。有些

穆斯林重新回到阿比西尼亚去，但是有些决定留

下。在后者之中，有一个麦加领导首领的儿子叫奥

斯曼·彬·马兹乌恩 (‘Uthman bin Maz‘un)。奥斯曼得

到他父亲一个朋友瓦利德·彬·穆希拉 (Walid bin 

Mughira) 的保护，开始平静地生活。可是他看见其

他穆斯林继续受野蛮的迫害。这使他非常不快活。

他去瓦利德那里放弃所受的保护。他觉得在其他穆

斯林继续受苦时，他不应该受这样的保护。瓦利德

把这件事向麦加人宣布了。  

有一天，阿拉伯桂冠诗人拉比德 (Labid) 坐在麦

加首领中间朗诵他的诗，他念到一行诗， 

ک ل    َّالَّۃَّ  لَّ  نَِّعيٍْ   مَّ اِكل   ُمَّ  زَّ

其意为所有的恩赐与优雅的事物终归地尽。奥斯曼

大胆地反对他说：“天园中的恩赐与优美将永存不

朽。”拉比德不惯于这种顶撞，发起火来说：“古

莱西人，你们的宾客以前未曾受过如此侮辱。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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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开始有这等事？”为了使拉比德息怒，听众之

间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你继续朗诵吧，别管这个

傻瓜。”奥斯曼坚持地说：“我说的一点也不

傻。”这激怒了那个古莱西人。他跳向奥斯曼，狠

狠打了他一下，把一只眼珠都打了出来。瓦利德也

在场，他是奥斯曼父亲的密友。他忍受不了已故朋

友的儿子受到这种对待。但是奥斯曼已不再像以前

那样受他的保护了，而且阿拉伯的风俗习惯现在不

准他袒护，因此他无能为力。一半出于愤怒，一半

出乎痛苦，他朝着奥斯曼说：“我朋友的儿子啊，

假如你不放弃我的保护，你会保住你的眼睛的。你

得怪你自己。”奥斯曼回答说：“我渴望着这一

天。我并不为掉了一只眼睛而伤心，因为另一只眼

睛也在等待着同样的命运。不要忘记，在穆圣受苦

时，我们要不到宁静。”(Halbiyya, Vol.1, P.348) 

 

欧麦尔接受伊斯兰教 

 

大约在这时，发生了另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欧麦尔--------后来成为伊斯兰教的第二哈里法，那时

还是伊斯兰教的最凶恶和最可怕的敌人之一，他觉

得对新运动尚未采取有效步骤，决定去杀死穆圣。

他拿了他的剑出去了。他的一个朋友在路上偶然遇

见他，迷惑地问他：“你要到哪里去？想做些什

么？”欧麦尔说：“去杀穆罕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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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这样做了，他的族人会使你平安无事

吗？而且你真的知道事情是怎样的吗？你知道你的 

姐姐和她的丈夫已经加入了伊斯兰教吗？” 

这又如晴天霹雳，使欧麦尔心里非常不痛快。

他决定先去干掉他姐姐和她的丈夫。他到他们家

时，听见里面有朗读的声音。这是卡巴布的声音，

他在教他们《古兰经》。欧麦尔很快地进了屋。卡

巴布听到急促的脚步声警觉而已经躲藏了起来。欧

麦尔的姐姐法蒂玛 (Fatima) 把《古兰经》的叶子收

拾好。欧麦尔对着他的姐姐和姐夫说：“我听到你

们已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说后他举起手要打她的

丈夫, 顺便说,是他自己的表兄。法蒂玛冲向欧麦尔

和她的丈夫中间；因此欧麦尔的手落在法蒂玛的脸

上，打在她的鼻子上，鼻孔里不断流出血来。这一

打使法蒂玛反而更勇敢起来。她说：“是的，现在

我们是穆斯林，而且以后也是。你要干什么就干什

么吧。”欧麦尔虽然粗鲁，但是一个勇士，他姐姐

的脸被他自己的手打得满脸鲜血，心中充满悔恨。

他立刻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他要看看他们在朗读的

《古兰经》那些叶子。法蒂玛不肯给他看，怕他会

把那些叶子撒碎后丢掉。欧麦尔答应他不会做出这

样的事，可是法蒂玛说他不干净。欧麦尔自己提出

要洗个澡。洗净了，心也冷静下来了，他手里拿着

《古兰经》叶子。那些叶子是《塔哈》章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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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他看到了以下的经节：  

َّنَّا إِن َِّن  َّنَّا إِل َّ  إِلَّ َّ  لَّ  الل ٰ   أ اْعب ْدِن  أ َِّقِ   فَّ أ ةَّ  مَّ ئاَّ يِلِذكْ  الص َّ  إِن َّ ۔  َِ
اعَّۃَّ  َّاد   آَّتِيَّۃ   الس َّ َّک ا أ ى أ ْخِفيهَّ ا نَّْفٍس  ک ل    ِله ْجزَّ  ۔تَّْسعَّ  ِِبَّ

“我确是安拉;除我之外,再没有值得崇

拜的对象,所以你要崇拜我,为了记念我, 

要固守拜功;“复生日确是要来临的。我

即将(向人们)显现它,以便每人都照着自

己的努力受赐回报; (20:15-16) 
这种对安拉确实存在的坚定断言，这种对伊斯

兰教即将代替麦加现有的习惯崇拜方式而确立真正

崇拜的鲜明许约--------所有这些以及一大堆其他相联

系的思想概念必然感动了欧麦尔，他再也不能克制

自己。信念在他心中涌出，他说道：“多么奇妙，

多么鼓舞人心啊！”卡巴布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

说：“安拉为我作证，只是在昨天我听到穆圣在祈

祷，要欧麦尔或阿姆尔·彬·希沙姆  (‘Amr bin 

Hisham) 信仰伊斯兰教。你的改变是那次祈祷的结

果。”欧麦尔下定决心，他问：“穆圣在哪里？”

然后直奔去达尔·阿尔卡姆 (Dar Arqam)见穆圣，手

里还拿着那把出鞘的剑。当他敲门时，穆圣的同伴

从门缝中看到了欧麦尔，他们恐怕他有什么凶恶的

企图。可是穆圣说：“让他进来。”欧麦尔进来

了，手里拿着剑。穆圣问道：“什么事情把你带到

这里来了？”欧麦尔说：“安拉派来的先知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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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来是要成为一个穆斯林。”穆圣喊道： 

“ ْکْبَّ  الل ٰہ   اَّ ”(安拉至大）。同伴们喊道：“ ْکْبَّ  الل ٰہ   اَّ ”

（安拉至大）。麦加周围的山脉中发出这呼喊声的

回音。这一件改变信仰的消息像野火般传播开来。

从此以后，那个非常可怕的迫害伊斯兰教的人--------

欧麦尔自己连同其他穆斯林在一起开始受迫害。他

已经变了个人，现在他因受苦难而高兴，正如他过

去因使人家受苦难而高兴一样。他在麦加各处走动

时，大受折磨。  

 

迫害加剧 

 

迫害越发严重而不堪忍受。许多穆斯林已经离

开了麦加，那些仍然留在麦加的穆斯林不得不比以

前忍受更大的苦难。但是穆斯林丝毫没有背离他们

已经选择的道路。他们的心一直是勇敢的，他们的

信仰一直是坚定的。他们对唯一的安拉的忠诚献身

之心不断地在增长，对偶像崇拜的憎恨也在增加。

这种冲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厉害了。麦加人召集另

一次大会，这次大会决定对穆斯林进行全力联合抵

制。麦加人将不同穆斯林进行正常交易，他们既不

从他们那里买东西，也不卖东西给他们。穆圣、他

的家属和许多亲戚，虽然不是穆斯林，仍然支持

他。他们被迫躲在阿布·塔利布的一所产业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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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偏僻之处中避难。穆圣的家属和亲戚在这种封

锁之下无财资、无途径和无储备，忍受着说不尽的

艰难困苦。三年中这种情况没有任何松动。但在最

后，五个正直的敌人对这些情况有反感，他们到这

些受封锁的家属那里去提出废除这种联合抵制，并

且叫这些家属出来。阿布·塔利布出来责备了他的

民众。这五个人的反叛整个麦加都知道了，可是善

良的感情重新表现它的力量。麦加人决定，他们必

须撤消这种野蛮的联合抵制。联合抵制结束了，但

它的后果还存在。没过几天，穆圣忠诚的妻子海迪

彻去世了。一个月以后，他的伯父阿布·塔利布也

去世。穆圣现在失去了伴侣和海迪彻的支持，他和

穆斯林失去了阿布·塔利布的良好照料和帮助。这

两个人的去世，自然也使他们丧失了公众的同情。

穆圣另一个伯父阿布•拉赫卜看来起先想站在穆圣

一边，他的兄弟死去给他的震惊以及对他的遗愿的

尊重，仍记忆犹新。但是不久麦加人终于使他取消

了这种念头。他们使用一贯的舆论手法。穆圣教

导，不信安拉的独一性是一种罪过，在后世要受惩

罚；他的教导与他们祖祖辈辈所教导的一切事物相

抵触，等等。阿布•拉赫卜决定比过去更加反对穆

圣。穆斯林和麦加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了。三年

的联合抵制和封锁扩大了他们之间的鸿沟，集会和

讲道看来是不可能了。穆圣对虐待和迫害并不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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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上 ，只要他有机会见到群众并与他们讲话，那么

这些都无所谓。可是现在看来，在麦加他已没有这

样的机会。除了公众的反感以外，穆圣现在觉得已

不能在任何一条街道或一个公共场所露面。如果他

这样做，他们就向他扔尘土，一直把他扔回家。有

一次回家时，他满头是尘土。一个女儿在除去这些

泥土时哭了，穆圣叫她不要哭，因为安拉同他在一

起。虐待并不使穆圣心烦意乱，他倒甚至认为虐待

也有其好处。例如，有一天麦加人出乎一种统一的

诡计，没有人对他说话，也没有对他作出任何恶意

的对持。穆圣失望地退隐在家里，直到安拉再向他

保证的声音促使他重新走到他的群众中去。 

 

穆圣去塔伊夫  

 

看来现在在麦加已没有人会听他讲道，这使他

很悲哀，他觉得自己停滞不前。因此他决定到另外

什么地方去布讲他的教义，他选定离麦加东南约六

十英里以瓜果和农业著名的小镇塔伊夫。穆圣的决

定与众先知的传统做法相一致。穆撒一时去法老那

里，一时去以色列，而且一时去麦德彦 (Midian)。同

样地，伊撒一时去加利利 (Galilee)，一时横越去约

旦，而且一时去耶路撒冷。因此伊斯兰教的穆圣觉

得麦加人恶意对待他而不肯听他讲道，就到塔伊夫

去。塔伊夫在信仰多神教以及习惯做法方面不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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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加。在克尔白中可以看到的那些偶像，并不是阿

拉伯半岛上全部或所有重要的偶像。在塔伊夫可以

看到一个重要的偶像叫拉特  (al-Lāt)。由于这个偶

像，塔伊夫也是一个朝觐中心。塔伊夫的居民与麦

加的居民有着血缘关系；塔伊夫与麦加之间的许多

绿色地点属麦加人所有。穆圣到达塔伊夫后，塔伊

夫首领们就去访问他，但是看来没有人愿意接受他

的教义。普通老百姓听他们领导的话，轻视地拒绝

了这种教义。这并不是一件稀罕的事，陷入世俗事

务中的人们总是把无助的先知看成一种干扰，或者

甚至是一种讨厌的东西。因为这种教义没有有形的

支持--------诸如人数或武器--------他们也觉得能够轻视

地拒绝它。穆圣并不例外。对他的报道已经传到了

塔伊夫。他不带着武器又没有追随者，孤单一个

人，只有一个同伴--------宰德。镇上的人，只要取悦

于他们的首领，以为他是一个讨厌的人，应当驱除

他。他们发动镇上流浪汉和流浪儿向他进攻，他们

不断向他扔石块，把他赶出镇外。宰德受了伤，穆

圣开始大量流血。但是这种追逐继续不断，直到这

两个毫无自卫力量的人被赶出塔伊夫镇外几英里之

远。穆圣极为伤心沮丧，那时一个天使降落在他身

旁问他是否要把迫害他的那些人消灭掉。穆圣说：

“不，我希望就是从这些折磨者的身中会生出那些

崇拜唯一真实的安拉的人们。” 
(Bukhari, Kitab Bad’ul-Kha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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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筋疲力尽，心中沮丧，停留在恰巧是两个麦

加人所拥有的葡萄园内。这两个在麦加也迫害过

他，但是这时候他们却同情他。 

是否因为一个麦加人受到了塔伊夫人的恶意对 

待，还是因为他们心中突然发出人类仁慈的一个火

花。他们叫一个信基督教的奴隶送给穆圣一满盘葡

萄。这个奴隶名叫阿达斯(‘Addas)是尼尼微(Nineveh) 

人。阿达斯把这盘葡萄送给穆圣和他的同伴。当他

带着渴望的神色看着他们时，听到穆圣说：“奉无

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他更觉得好奇。

他内心的基督教信仰被激跃起来，觉得自己见到了

一个希伯来先知。穆圣问他是什么地方人，他说是

尼尼微人。这时穆圣说：“阿米泰 (Amittai) 之子约

拿 (Johnah) 是尼尼微人，是位圣者，像我这样的一

位先知。”穆圣对阿达斯也讲了他的教义。阿达斯

觉得自己被迷住了，立刻相信了。他含着眼泪拥抱

穆圣并且开始吻他的头、手和脚。这一会晤结束

后，穆圣重新向着安拉说： 

 

و إلَّيْك الل ه     َّْشت  ْعفَّ  أ ِت  ضَّ ِقل ۃَّ  ، ق و  اِن  ، ِحيلَِّت  مَّ وَّ هَّ  يَّا لن اِس ا عََّلَّ  مَّ
َّْرحَّ َّ  ْیَّ  أ اِمِ  َ َّْنتَّ  ال ب   أ ْسهَّْضعَِّفْیَّ  رَّ َّْنتَّ  اْْل  أ ب   مَّ ْن  إلَّ  ، رَّ  ؟ تَّکِل ِن  لَّ
ِن  بَِّعيدٍ  إلَّ  م  َّْم  ؟ يَّهَّجَّه  م   إلَّ  أ ل ْته  عَّد  ي لَّ َِ َّْل ْن  لَّْ   إْن  ؟ أ  كبِ  يَّت 
ب   عَّلَّي   لَِّتْن  ، أ بَّاِل  فَّئاَّ  غَّضَّ ع   ِهيَّ  عَّاِفيَّه ك مَّ َّْمسَّ َّع وذ   ، ِل  أ  وِر بِن   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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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جِهك قَّْت  ال ِذي مَّ ََّ َّْش ات   لَّ    أ ل مَّ ل حَّ  الظ  صَّ َ   عَّلَّيْ ِ  مَّ َّْل ْنيَّا أ ةِ  الد  ََّ اْْلِخ  مَّ
َّْن  ِلْن  بَّك ِب  ت ْْنِلَّ  أ َّْم  ، غَّضَّ ِل   أ ك عَّلَّي   َيَّ ْخط  ْتبَّ  لَّك ، س   حَّت   الْع 

ضَّ  َْ لَّ  ، تَّ ْولَّ  مَّ لَّ  حَّ ةَّ  مَّ  . بِك إل   ق و 

“安拉啊，我向你呈表我的哀诉。我的力量是

微弱的，又没有办法。我的民众瞧不起我。你是弱

者和穷人的养主，你是我的养主。你将把我遗弃给

谁呢？--------给那些到处把我推来推去的异乡人，还

是给那些我自己城市里压迫我的敌人呢？如果你并

不对我发怒，我并不担心我的敌人。你的仁慈同我

在一起。我寻求你的庇护。正是你能驱散世上的黑

暗并能在今世和后世给予所有人以和平和安宁。不

要让你的怒气和盛怒降临到我的身上吧。你从来不

发怒，除非发怒后又要马上喜悦。除了同你在一起

之外，就没有任何力量，也得不到任何庇护。”
(Hisham & Tabari) 

祈祷后，他动身回麦加。途中他在拿克拉

(Nakhla) 停留了几天，重新出发，按照麦加的传统，

他不再是麦加的一个公民。他已经从麦加出走，因

为他认为麦加对他有敌意。除非他得到麦加人的准

许，否则他是不能回麦加的。因此他请人转告麦加

的首领之一穆蒂姆·彬·阿迪 (Muṭ‘im bin ‘Adī)，问

他麦加人是否准许他回来？穆蒂姆虽然像其他人一

样是个死敌，但他有颗高尚的心。他召集了他的几

个儿子和亲戚。他们武装好了到克尔白那里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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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院子中宣布准许穆圣回来。于是穆圣回来，绕

行了克尔白。穆蒂姆、他的几个儿子和亲戚，拿了

出鞘的剑，护送穆圣到他家里。从阿拉伯人的习惯

观念来看，这样做并非对穆圣有保护的意义。穆圣

继续受苦，穆蒂姆并未庇护他。穆蒂姆的行动等于

宣布正式准许穆圣回麦加。 

穆圣塔伊夫之行使即使是伊斯兰教的敌人们也

不得不称赞他。威廉•缪尔爵士 (Sir William Muir) 在

他的穆圣传记中(谈及塔伊夫之行时）写道： 
There is something lofty and heroic in this journey of 

Muhammad to At-Ta’if; a solitary man, despised and rejected by 

his own people, going boldly forth in the name of God, like Jonah 

to Nineveh, and summoning an idolatrous city to repent and 

support his mission. It sheds a strong light on the intensity of his 

belief in the divine origin of his calling (Life of Muhammad by 

Sir W. Muir, 1923 edition, pp. 112- 113). 

译：“穆罕默德塔伊夫之行，其中具有高尚和

英雄的精神；一个孤独的人，被自己的民众鄙视和

抵制的，奉安拉之名，犹如约拿到尼尼微去那样，

大胆地向前走去，号召一个崇拜偶像的城市悔悟而

且拥护他的使命。这就充分地显示出他对自己的号

召来自安拉的强烈信念。” 

麦加回复到过去敌对的情况。穆圣的故乡又一

次对他成为火狱，但是他继续向民众讲他的教义。

他的惯用语句“安拉是独一无二的”开始到处可以

听以。带着热爱和尊敬的心情，带着相互了解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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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穆圣坚持不懈地阐明他的教义。人们走开了，

可是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对他们讲。不管人们注意不

注意，他宣讲他的教义，坚持不渝地宣讲看来收到

了效果。没有移居阿比西尼亚并留在麦加的那些穆

斯林，秘密地向他们的朋友、邻居和亲戚讲道。这

些人中间，有些被劝信而公开宣称了自己的信仰，

和其他穆斯林一起受苦。但是还有许多人，虽然心

里已被劝信但没有勇气公开承认，他们等待着安拉

的王国来到世上。 

与此同时，穆圣得到的许多启示示意非常可能

从麦加移居出去。他们要移居到什么地方的某些想

法也示意给了他，这是一个有许多井和枣林的城

镇。他想到了亚玛玛 (Yamama)，但是这个念头很快

就被取消了。于是他有把握地等待着，他们注定要

去的无论什么地方，必然会成为伊斯兰教的摇篮。 

 

伊斯兰教传播到麦地那 

 

每年一次的朝觐时间接近了。朝圣者从阿拉伯

半岛各地纷纷开始来到麦加。穆圣看到哪里有一群

人就到哪里去，向他们阐明独一的安拉的思想概

念，叫他们放弃各种过激的行为，并且要他们准备

迎接安拉的王国。有些人听了很感兴趣；有些人要

想听但被麦加人驱散了；有些人已下定决心，停止

了他们的讥笑。穆对在米纳 (Mina) 山谷时，看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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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个人。他发现他们属于卡兹拉奇 (Khazraj) 部

族，一个与犹太人结盟的部族。他问他们是否愿意

听他要讲的话？他们已经听到过他而且感到兴趣，

因此他们同意了。穆圣花了一些时间告诉他们说,安

拉的王国近在身边，偶像即将消失，唯一的安拉这

种信念必然会胜利，虔诚与纯洁将重占支配地位。

在麦地那他们会欢迎这种教义吗？那几个人听了印

象非常深刻。他们接受了这种教义并且答应，他们

回麦地那后和其他人商量一下，在明年对他报告麦

地那是否愿意接受麦加穆斯林的避难者。他们回去

后和他们的朋友亲戚们商量。那时，麦地那有两个

阿拉伯部族和三个犹太部族，那两个阿拉伯部族是

欧斯 (Aus) 和卡兹拉奇部族，那三个犹太部族是巴

努•库赖杂 (Banu Quraiza)、巴奴·那迪尔(Banu Nadir) 

和巴奴·戈奴卡 (Banu Qainuqa‘) 部族。欧斯族与卡兹

拉奇族在战争之中，库赖杂族和那迪尔族同欧斯族

结盟，而夸伊奴卡族与卡兹拉奇族结盟。他们已厌

倦了这种无穷无尽的战争，想要和平。最后他们一

致承认卡兹拉奇族的首领阿布杜拉·彬·欧

培·彬·萨罗尔为麦地那的君王。从犹太人那里，

欧斯族和卡兹拉奇族听到过《圣经》中的那些预

言，犹太人经常向他们讲述自己困难的故事，并最

后补充说：“像穆撒那样的”先知快要降临了。这

是以色列权力归回以及他们敌人毁灭的标志。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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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民众大规模地组织去杀害另一个国家，

如果一个民族强迫另一个民族离开自己的家园，难

道那些受难者没有权利进行战争吗？许多青年自觉

自愿地信了。下一年朝觐时，十二个麦地那人到麦

加来加入穆圣的信仰。这些人中，十个属于卡兹拉

奇族，两个属于欧斯族。他们在米那山谷中会见穆

圣，握着穆圣的手严肃地宣称他们信仰安拉的独一

性，决心戒绝一切常有的恶习，戒绝杀害女婴，戒

绝彼此诬控，他们也决心关于一切善良的事情他们

服从穆圣。他们回麦地那时，开始告诉其他人有关

他们信仰的事。热情增加了，偶像从壁龛中取出抛

到了街上去。那些过去经常在偶像前膜拜的人们开

始把头抬得高高的，他们决心除了唯一的安拉以外

向谁也不膜拜，犹太人惊异了。几百年来的友谊、

讲理和争辩都没能产生的变化，这位麦加的导师几

天就产生了。麦地那民众走到这几个穆斯林中间去

向他们打听有关伊斯兰教的教义，但是这少数穆斯

林对付不了这样多的询问，而且他们知道的也不

多。因此，他们决定向穆圣提出请求，派一个人到

他们那里教伊斯兰教。穆圣同意曾经去过阿比西尼

亚的一个穆斯林穆萨布 (Mus‘ab) 去。穆萨布是出麦

加传播伊斯兰教的第一个传教士。约在此时，穆圣

从安拉那里得到一个重大的许约。在那些日子他在

一个精神景象中见到自己在耶路撒冷，许多先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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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面集合在一起进行礼拜。耶路撒冷只是意味着

麦地那将成为崇拜唯一的安拉的中心。其他先知在

伊斯兰教的穆圣之后集体礼拜意味着追随不同先知

的人们会加入伊斯兰教，以及伊斯兰教因此会成 

为世界性的宗教。  

那时麦加的情况非常危急。迫害采取了最大程

度的凶恶形式。麦加人耻笑这一景象，把它说成是

如意算盘，他们并不知道新的耶路撒冷已经奠定了

基础。东方和西方的各个民族都渴望着，要听这来

自安拉的最后一种伟大教义。就在那些日子里，凯

撒和伊朗的霍斯劳在进行战争，霍斯劳胜利了，伊

朗军队横行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耶路撒冷被摧毁

了，埃及和小亚细亚被征服了。离开君士坦丁堡仅

十英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口，伊朗将军们能扎下他

们的营栅。麦加人为伊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说安

拉已给予审判--------崇拜偶像的伊朗人已击败了有经

的基督教徒。那时，穆圣得到了下一启示：   

مم   غ ِلبَِّت    َ َّْدنَّ  ِف ۔  ال ْ   اأْلَّْرِض  أ ه  يَّْغِلب و غَّلَِّبِهْ   بَّْعدِ  ِلْن  مَّ ۔  نَّ سَّ
ِ  ِسنِْیَّ  بِْضعِ  ِف  َ   لِل ٰ َّْل ِلْن  قَّْبل   ِلْن  اأْل ئِذٍ  بَّْعد   مَّ يَّْولَّ ُ  يَّ  مَّ ََّ ْؤِلن ونَّ  ْف  اْْل 

َِ ۔  ِ  بِنَّْص َ   الل ٰ ْن  يَّْنص  اء   لَّ وَّ  يَّشَّ ه  ِزيز   مَّ ِحي    الْعَّ َّ َ ْعدَّ ۔  ال ِ ا مَّ ِْلف   لَّ  لل ٰ  ُی 

ه   الل ٰ   ْعدَّ لَِّتن َّ  مَّ ََّ  مَّ َّْكثَّ ونَّ  لَّ  الن َّاِس  أ  ۔يَّْعلَّم 

罗马人在近的地方败北了, 他们在战败

后, 数年之内还将获得胜利。在这 (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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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之前, 安拉是最高主权者, 其后, 他也

是最高主权者。那一天, 信仰的人藉着安

拉的帮助将大为欢乐。他帮助他所意欲

的人。他是优胜者, 永久仁慈者。(要好

好记着) 安拉的许约。安拉是不会爽约

的, 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30:3-7)    

几年后，这一预言实现了。罗马人打败了伊朗

人，收复了他们丧失的领土。“那一天，信仰的人

藉着安拉的帮助将大为欢乐”那部分 预言也实现

了。伊斯兰教开始发展。麦加人相信，他们用说服

人们不要去听穆斯林的话并且相反地对他们抱着很

大敌意的手段可以消灭伊斯兰教。就在此时，穆圣

在启示中得到穆斯林胜利和麦加人毁灭的消息。穆

圣宣告了以下经节： 

قَّال وا ب ِ ِ  ِلنْ  بِآَّيَّۃٍ  يَّأْتِينَّا لَّْولَّ  مَّ لَّْ   رَّ َّمَّ ا بَّي ِنَّۃ   تَّأِِْتِْ   أ ح ِف  ِف  لَّ  اأْل ملَّ  الص  
لَّْو ۔  َّن َّا مَّ ْ   أ َّْهلَّْتنَّاه  اٍب  أ ذَّ ال وا قَّْبِل ِ  ِلْن  بِعَّ ب َّنَّا لَّقَّ َّ  لَّْولَّ  رَّ لْتَّ أ  إِلَّيْنَّا ْرسَّ

وًل  س  نَّت َِّبعَّ  رَّ َّْن  قَّْبِل  ِلْن  آَّيَّاتِكَّ  فَّ ى نَِّذل َّ  أ ْزَّ َنَّ ب ِص   ل   ک   ق ْل ۔  مَّ َّ َتَّ  ل 
وا ب َّص  َّ َتَّ هَّعْ  فَّ ونَّ فَّسَّ نْ  لَّم  َّْصحَّاب   لَّ اِط  أ ََّ ِوي ِ  الص ِ ِن  الس َّ لَّ ى مَّ  ۔اْههَّدَّ

134. 他们说:“为什么他不从他的养主那

里带给我们任何迹象?”难道像以前经典

中所记述的那样明显的迹象,未曾降临他

们? 
135. 如果在他 (这位使者降临) 之前, 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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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毁灭了他们, 那么, 他们必定说: “我

们的养主啊! 你为什么没有派遣使者到

我们这里 ,以便我们在被贬低受耻辱之

前, 跟从你的迹象?” 

136. 你说:“每人都是等候着 (自己的结

果) 的。你们也等候(你们自己的结果)

吧!你们即将知道,谁是在正道上的,谁获

得(真正的)指导。(20:134-136) 

麦加人抱怨缺乏迹象。他们被告知了，以前的

经典记述的有关伊斯兰教和穆圣的预言应当是足够

的，假如麦加人在伊斯兰教教义能够向他们解释之

前被毁灭，他们会抱怨缺乏考虑这些迹象的机会。  

因此，那些麦加人应该等候着。  

对信士许约胜利以及对不信者许约失败的启示

每天都接受着。那些麦加人看着自己的权力和富贵

以及看着穆斯林的无权和贫穷，然后在穆圣每天的

启示中听到安拉帮助以及穆斯林胜利的许约时，他

们不胜惊异。还是他们疯了，或是穆圣疯了？他们

一直在希望，迫害会逼使穆斯林放弃自己的信仰回

到麦加人中间来，穆圣自己和他最亲密的追随者会

对他的宣称怀疑起来。但是，与他们的希望相反，

他们却听到如下确信的许多断言: 

ا أ قِْس    فَّئاَّ  منَّ  ِِبَّ  َ ا۔  ت ْبِص لَّ منَّ  لَّ  مَّ  َ ْول   إِن َّ   ۔  ت ْبِص وٍل رَّ  لَّقَّ  س 
يٍ   َِ ا۔  كَّ لَّ وَّ  مَّ ْوِل  ه  ٍَ  بِقَّ اِع ا قَِّليئًا  شَّ لَّ ۔  ت ْؤِلن ونَّ  لَّ ْوِل  مَّ َّ  بِقَّ  اِهٍن 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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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 قَِّليئًا  منَّ  لَّ  َ ك َّ يل  ۔  تَّذَّ ب ِ  ِلْن  تَّْْنِ ْیَّ  رَّ ِ اْلَّ لَّْو ۔  الْعَّ لَّ تَّ  مَّ و َّ  عَّلَّيْنَّا قَّ
َّقَّاِميِل  بَّْعضَّ  ْذنَّا۔  اأْل َّخَّ لْيَِّمِْی  ِلنْ    ألَّ ْعنَّا ث   َّ ۔  بِا طَّ تِْیَّ  ْن   لِ  لَّقَّ ۔  الْوَّ
ا مَّ ْ   فَّ دٍ  ِلْن  ِلْنت  َّحَّ اِجِزينَّ  عَّْن    أ إِن َّ   ۔ حَّ ة   مَّ ََّ ه َِّقْیَّ  لَّهَّْذِك إِن َّا۔  ِللْم   مَّ

ْ   أَّن َّ  لَّنَّْعلَّ    بِْیَّ  ِلْنت  ِ ذ  تَّ إِن َّ   ۔  ل  ة   مَّ ََّ َّْس َِ  عََّلَّ  ْلَّ َّاِف إِن َّ   ۔  ينَّ الْک َّق    مَّ  ْلَّ
ْح ۔  الْيَِّقِْی  ب ِ ب ِكَّ  بِاْسِ   فَّسَّ ِظيِ   رَّ  ۔الْعَّ

 

39. (不要有任何误解,)我以 (两类事物)凡

你们所看见的作证, 
40. 和你们所看不见的。 

41. 这(«古兰经»)确是一位尊贵的使者(所

带来)的言语, 

42. 这不是一个诗人的话; 但你们完全不

信仰! 

43. 这也不是占卜者的话; 但你们完全不

接受劝告! 

44. 这是从所有世界的养主降下的启示。 

45. 如果他假借我的名义捏造任何言语, 

46. 我确已用右手捉住了他, 

47.  然后我一定割断他的生命动脉, 

48.你们没有人能使他避免 (我的惩罚) 。 

49. 这(«古兰经»)对敬畏的人确是劝告(和

荣誉)的源泉, 

50. 我确知你们有些是拒绝 («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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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1. (我也知道) 这«古兰经»将在不信者的

心中引起后悔。 

52. 这 («古兰经») 确是绝对的真理。 

53.所以你要赞颂你伟大养主的尊名。
(69:39-53) 

麦加人受到警告说，他们天真的希望会毁灭。

穆圣既不是一个诗人，也不是占卜者，也不是假装

者。《古兰经》是虔信者的一部经典。对这《古兰

经》确实有不信的人，但对这《古兰经》也有暗暗

地敬佩的人。也有些妒忌它的教义以及它的真理的

人。这经文中含有的那些许约和预言都会实现。要

求穆圣不要理睬所有的反对力量并且继续赞扬他的

优胜者安拉。 

第三次朝觐来临了。麦地那来的朝圣者中间有

一大群穆斯林。由于麦加人的反对，麦地那来的这

些穆斯林要想私下见见穆圣。穆圣自己的想法越来

越向着麦地那，觉得麦地那是一个可能的移居所

在。他把这事向几个至亲说了，可是他们试图劝阻

他不要作此等想法。他们的理由是：虽然麦加满城

是反对势力，但有好几个有影响的亲戚提供支援。

而麦地那前景全不可测，假如麦地那结果也像麦加

那样抱有敌意，那么穆圣在麦加的亲戚能援助吗？

可是穆圣确信安拉已决定移居麦地那。因此他拒绝

了他亲戚的劝告，决定移居去麦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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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巴的首次誓约 

 

子夜以后，穆圣对在阿卡巴山谷与麦地那穆斯 

林再度会面，他的叔父阿巴斯和他在一起。麦地那

来的穆斯林有 73 个，其中 62 个属于卡兹拉奇部

族，11 个属于欧斯部族。这一群人中间有两个妇

女，一个是欧姆·阿玛拉  (Ummi' ‘Ammara)，是巴

奴·那查尔族 (Banu Najjar)。他们是由穆萨布教导伊

斯兰教教义的，都充满着信心和决心。后来他们都

将成为伊斯兰教的栋梁，欧姆·阿玛拉是一个典型

人物。她在自己的孩子们身上灌注了永不磨灭的对

伊斯兰教忠诚的精神。她的一个儿子叫哈必布

(Habib) 在穆圣逝世以后的一次遭遇战中被冒充使者

的穆赛利麻 (Musailima) 所俘。穆赛利麻试图动摇他

的信仰，问道：“你相信穆罕默德是安拉派来的使

者吗？”他回答是：“是的”，穆赛利麻说：“你

相信我是安拉派来的使者吗？”“不！”哈必布回

答说。听了这话后，穆赛利麻命令砍掉他的一肢。

此后，他又问哈必布：“你相信穆罕默德是安拉派

来的使者吗？”哈必布回答说：“是的。”他又

问：“你相信我是安拉派来的使者吗？” 哈必布回

答说：“不！”于是穆赛利麻命令从哈必布身上去

掉另一只肢体。这样，一个肢体又一个肢体都被砍

了下来，哈必布的身体被斩成许多块。他惨遭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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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但留下了千古不朽的个人英雄精神以及为坚信

宗教而牺牲的典范。 
(Halbiyya, Vol. 2, P.17) 

欧姆·阿玛拉陪同穆圣参加了好几场战争。 

总而言之，麦地那的这一群穆斯林的信仰和忠

诚，达到了非常卓越的程度。他们到麦加来不是为

了财富，而是为了信仰；而且他们信心十足。阿巴

斯由于家属关系有所感触，合理地觉得理应对穆圣

的安全负责，因此对这一群人说道： 

“卡兹拉奇啊，我的这位亲戚在这里受到他民

众的尊敬。他们不全是穆斯林，可是他们却保护

他。但现在他已选定离开我们去你们那儿。 

卡兹拉奇啊，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全阿

拉伯半岛会反对你们。如果你们认识到你们这次邀

请所承担的危险性，那么就把他带走。如果你们没

有认识到这种危险性，那么放弃你们的意图，让他

留在此地。”  

这一群穆斯林的首领巴拉 (Al-Bara’) 很有把握地

回答道： 

“我们已经听到你说的话。我们的决心很坚 

定。我们的生命由安拉派来的先知来支配。我们已

经决定，就等着他的决定。” 
(Halbiyya,Vol.2, P.18) 

穆圣对伊斯兰教及其教义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在解释时，他对这一群人说：“如果你们能像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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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妻子儿女那样热爱伊斯兰教，我就去麦地

那。”还没有等他说完，这73个信士的一群人就异

口同声地大声说道：“会的，会的。”他们由于热

情而忘却了他们的声音可能会被人听到。阿巴斯提

请他们小心，把话讲得低声些。可是这群人充满信

心。死亡在他们看来是无所谓。阿巴斯叫他们小心

些的时候，有一个人大声地说：“我们不怕。安拉

派来的先知啊，允许我们，我们现在就能对付那些

麦加人，对他们给你作出的坏事进行报复。”但是

穆圣说：我还没有受命战斗。” 

于是这群人向穆圣作效忠宣誓，就散会了。 

麦加人终于得悉了这次会见。他们到麦地那营

地向他们的首领说了这些来访者的坏话。最高首领

阿布杜拉·彬·欧培·彬·萨罗尔  (‘Abdullah bin 

Ubbay bin Salul) 对此事一无所知。他叫麦加人放心，

说他们听到的一定是些不足信的谣传。麦地那民众

公认他是领袖，没有他的准许以及在他不知道的情

况下是不会做出任何事来的。他不知道，麦地那民

众已抛掉了恶魔的统治而接受了安拉的统治。 

 

迁徙(希吉拉） 

 

那群穆斯林回到麦地那。穆圣和他的追随者开

始作迁居准备。一家又一家开始消失了。穆斯林们

坚信安拉的王国已临近，勇气十足。有时一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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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搬空了整整一条巷。早上麦加人会看到大门锁

着，就知道那些居民已迁居去麦地那了。伊斯兰教

影响在不断增长，使他们惊讶不已。 

最后，除了几个奴隶归信者、穆圣自己、阿

布·伯克尔和阿里以外，没有一个穆斯林留在麦

加。麦加人认识到，他们的受折磨者将要逃走。首

领们又聚集在一起并且决定现在应该杀死穆圣。出

乎安拉的特殊计划，看来他们指定要杀死穆圣的那

一天也就是被安拉指定他出走的那一天。当麦加人

集合在穆圣屋前要杀害他时，穆圣在夜幕中正在出

走。麦加人一定怕穆圣预计到他们可恶的阴谋。他

们小心翼翼地进行着。当穆圣自己从旁经过时，他

们还当他是其他什么人，向后退以便避免被发觉。

那天前，穆圣最亲密的朋友阿布·伯克尔已得知穆

圣的计划。他按时与穆圣相会，然后两个人离开了

麦加，躲避在离麦加约三四英里的一座小山上一个

叫索尔的山洞中。麦加人知道穆圣已出走时，他们

聚集起来并且派了一支部队去追捕他。他们由一个

迹人 领路来到了索尔山洞。那迹人站在穆圣和阿

布·伯克尔坐在里面躲藏的山洞口说，穆罕默德不

是在山洞里，就是已经上了天。阿布·伯克尔听到

这句话时，他的心沉下去了。他轻轻地说：“敌人

已马上要抓住我们了。”穆圣对他的同伴说： 

ْن  لَّ  ْزَّ َّ  إِن َّ  َتَّ نَّا الل ٰ عَّ  ۔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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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忧愁,安拉确是和我们同在的。”
(9:40) 

阿布·伯克尔接着说：“我怕的倒不是为了我自 

己，而是为了你。因为，如果我死了，只不过是一

个终有一死的凡人；但是如果你死了，那将意味着

信仰与精神的死亡” (Zurqani)。穆圣叫他放心并

说：“即使如此，也不要怕。在这洞中不只是我们

两个。还有一个第三位--------安拉。”(Bukhari) 

麦加暴政注定要结束，伊斯兰教必然有成长发

展的机会。那些追捕的人失误了，他们讥笑那迹人

的判断。他们说,这是一个多么敞开的山洞，如果任

何人躲在里边，由于同蛇和毒蛇在一起，太危险

了。假如他们只是稍微弯一下身子，他们就可以看

到这两个人，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让迹人走了就回

麦加。 

穆圣和阿布·伯克尔在洞中等候了两天。第三

个晚上，按照计划两头能快跑的骆驼被带到那山洞

里，一头给穆圣和领路人骑；另一头给阿布·伯克

尔和他的仆人阿米尔·彬·福海拉骑。 

 

苏拉卡追捕穆圣 

 

出发之前，穆圣回首看着麦加，心中百感交

集。麦加是他出生之地，他在孩童时期以及成人后

都生活在那里，并在那里接受安拉的号召。这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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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祖祖辈辈自从伊司马仪时代起就在那里生活和繁

荣的地方。带着这些思想，他对它长时间地看了最

后一眼然后说道：“麦加，对我来说世界上任何其

他地方都没有你更可爱，但是你的民众却不让我生

活在这里。”阿布·伯克尔听了这话说：“这个地

方赶走了它的先知，等待着的只是它的毁灭。”麦

加人未能追捕到他们两个，悬赏捉拿这两个逃亡

者。不论是谁，如能抓住穆圣或阿布·伯克尔，死

的或活的都行，并交还给麦加人，定能得一百头骆

驼的奖赏。这一布告在麦加周围各部族中四处张

扬。贝多因族的一个首领叫苏拉卡·彬·马立克被

这一奖赏所诱惑，开始去追捕这两个人，终于在去

麦地那的路上见到了他们。他看到上面骑着人的两

头骆驼，觉得这两头骆驼上面肯定是穆圣和阿

布·伯克尔，就用踢马刺策马要它飞奔。那匹马跑

不多远就用后腿站起而跌翻在地，苏拉卡也跟着跌

翻在地。苏拉卡自己对这件事的叙述是很有趣的。 

他说：“我从马背上翻倒在地以后，用阿拉伯

人通常使用的迷信方式--------抛箭--------来占卜我的运

气。那些箭预示凶兆。但那笔奖赏对我引诱力很

大。我又骑上马背重新追赶，差不多要追上他们。

穆圣很端庄地骑着骆驼，也不回头观看。阿布·伯

克尔一次又一次地向后看(显然是出于对穆圣安全

的担心）。当我接近他们时，我的马又一次后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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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跌了下来。我又用箭一占卜我的运气；那些箭

又示凶兆。我那匹马的蹄子深深插在沙中。再骑上

去追赶看来有困难。那时我明白了，那伙人是受安

拉保护的。我大声叫喊他们，恳求他们停下。当我

走得与他们足够近的时候，我对他们讲了自己邪恶

的企图以及我的回心转意。”我说：“我不再追捕

你们而回去了。”穆圣让我回去，但要我答应对谁

也不要透露他们的去向。我开始确信，穆圣是个真

实的使者，注定要成大业。我请求穆圣给我写一张

安全保证书，以便日后他登上极位时我可用着它。

穆圣叫阿米尔·彬·福海拉写给我一张保证书，他

就写了。当我带了这张保证书准备往回走的时候，

穆圣接受了有关未来的一个启示说：“苏拉卡，如

果霍斯劳的那些金手镯带在你的手腕上，你会觉得

怎么样？”我听到这一预言时大为惊异。我问道：

“哪一个霍斯劳？霍斯劳·彬·霍尔米兹 ，那个伊

朗的君王？”穆圣说：“是的。”(Usudul-Ghaba) 

十六或十七年以后，这一预言一字不差地实现

了。苏拉卡接受了伊斯兰教去了麦地那。穆圣逝世

以后第一代是阿布·伯克尔，然后是欧麦尔成了伊

斯兰教的哈里法。伊斯兰教影响的不断增长，引起

了伊朗人的妒嫉而向穆斯林进攻，但是，不是他们

征服了穆斯林，而是他们自己被穆斯林征服。伊朗

的首都被穆斯林攻陷，俘得了城内的财宝，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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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霍斯劳国家典礼时所戴的那些金手镯。信伊斯兰

教以后，苏拉卡常常谈到他追捕穆圣和他一伙人并

且告诉人家他和穆圣之间所经历的事。当在伊朗战

争中取得的战利品放在欧麦尔的前面时，他看到了

那些金镯，就记起穆圣对苏拉卡讲话。这是在完全

孤立无援的时候所作出的一个崇高的预言。欧麦尔

决定要人们看到这一预言的正式实现。因此，他派

人把苏拉卡请来，命令他把这些金镯带上。苏拉卡

坚决表示，男人戴了金饰，却是伊斯兰教所禁止

的。欧麦尔说：“这是确实的，但在目前情况下是

个例外。穆圣预先看到霍斯劳的金镯在你的手腕

上，因此现在你得戴上这些金镯，要不你会受惩

罚。”苏拉卡由于听从穆圣的教导而不愿戴上，否

则，他自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也巴不得给人们提供

这一伟大预言的实现的明显证明。他戴上了那些金

镯，穆斯林们都看到，这一预言实现了。 (Usudul-

Ghabba) 。逃亡的穆圣成了君王，他自己已不在这个

世界上。可是那些继承他的人可以证明，他的话和

他的种种意境在实现着。 

穆圣抵达麦地那 

 

我们回过来说那迁徙的事。穆圣叫苏拉卡回去

后，他平平安安赶路上麦地那。他抵达麦地那时，

看到人们在焦急地等候他。对他们来说，再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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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一天那样喜庆吉祥的日子了。因为为麦加升起

的太阳，却来照耀麦地那。  

穆圣已离开麦加的消息已传到了他们那里，因 

此他们盼望着他的到来。一群群人出麦地那几英里

来找他。他们在早上出去，晚上失望地回来。当穆

圣真的抵达麦地那时，他决定在附近一个名叫库巴

(Quba) 的村庄中停留一会儿。一个犹太人看到两头

骆驼，肯定它们是载着穆圣和他的教友来的。他登

上一处高地大声呼喊道：“卡伊拉的子孙啊，你们

等着的人已来到了。”在麦地那听到这一呼声的所

有的人都奔向库巴村来，而库巴村里的人由于穆圣

来到他们中间而非常高兴地唱起颂扬他的歌来。 

穆圣极端单纯朴素的气质就在库巴村里所发生

的事件中可清楚地看出来。麦地那大多数人以前都

没有见过穆圣。他们看见穆圣一些人坐在一棵树下

时，许多人把阿布·伯克尔当作穆圣。阿布·伯克

尔虽然年纪轻些，胡须开始变白，以及衣着也比穆

圣好一些。因此，他们向他表示应该向穆圣表示的

敬意后，就转向他而坐在他的前面。当阿布·伯克

尔看到，他们把他错看作穆圣时，他站起来拿着他

的披风对着太阳悬挂起来，说道：“安拉派遣的先

知，你坐在阳光下，我给你遮这个荫。”(Bukhari) 

他用有礼貌和极得体的方式使麦地那的来访者明白

他们弄错了对象。穆圣在库巴村停留了十天，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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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地那的民众领他进了城。他进城时发见所有男女

儿童等民众都出来接待他。他们唱的许多歌中有一

首歌是： 

ِني َّاِت  ِلْن   الِْودَاعِِ ثَّ

ا عَّا لَّ  دَاعِ  ِلل ٰہِ  دَّ

َِ  ِجْئتَّ  ْلَّْل  اْْلَُطاعِِ بِا

لَّعَّ    عَّلَّيْنَّا الْبَّْدر   طَّ

بَّ  جَّ َ   مَّ ْک  عَّلَّيْنَّا الش  

ا ْوث   اَّي  هَّ ْبع   ِفيْنَّا اْْلَّ
 

“第十四个夜晚的月亮，从特尼耶特·维大

(Thaniyyat ul-Wida’) 后面升起，照耀着我们。只要在

我们中间有位先知，号召我们信仰安拉，我们义不

容辞地责任是向安拉表示我们的感谢。对你这位由

安拉派到我们这里来的先知，我们奉献自己完全服

从的心意。”(Halbiyya) 

穆圣不是从东侧进麦地那。麦地那民众把他说

成是一轮“第十四个夜晚的月亮”，他们的意思

是，在穆圣到来把他的光明照耀在他们身上之前，

他们是生活在黑暗之中。穆圣进麦地那时是一个星

期一的日子。他离开索尔山洞时是一个星期一，而

且看来也稀奇，约在十年以后，他光复麦加时还是

一个星期一。 

 

阿布·阿优布·安萨里作穆圣的东道主 

 

穆圣在麦地那，所有的人都渴望着有幸作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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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主。他的骆驼经过一条巷道时，家家户户都排

着队接待他。他们同声说道：“这里我们以我们的

家、我们的财产以及我们的生命来接待你，并且向

你提供保护。来同我们一起住吧。”有许多人显示

出更大的热情，走到前面拉住骆驼的缰绳，一定要

穆圣在他们的家门前下来走进他们的屋子。穆圣彬

彬有礼地回绝说：“放开我的骆驼吧，它受安拉的

命令，会在安拉要它停下的地方停下。”终于它在

一个属于巴奴·那查尔部族的孤儿们的场所停下

了。穆圣从骆驼上下来后说：“看来这是安拉要我

们停留下来的地方。”他探询了一下。一个受托管

理孤儿的人走向前来主动提供这场所给穆圣使用。

穆圣回答说：“除非答应他付钱，否则他不会接受

那个提议。”定下了一个价格，穆圣决定在那里造

一座清真寺和几幢房子。安排好以后，穆圣问：

“谁住得离这场所最近？”阿布·阿优布·安萨里

上前说道：“我家住得最近，如果穆圣用得着我时

可随意使唤。”穆圣请他在家里给他准备一间房

间。阿布·阿优布的房子有两层楼。他主动提出让

穆圣住在二楼。但穆圣为便于接待来访者宁愿住在

底层楼。麦地那民众又一次显示出对穆圣的忠诚之

心。阿布·阿优布同意让穆圣住在底层，但不肯到

那穆圣住的房间上面的一层去睡觉。他和妻子认为

这样做很不礼貌，一夜没睡。在夜间一大罐水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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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了，水流在地板上。阿布·阿优布怕有些水会

滴到穆圣住的房间里去，拿起被子在水还未滴下去

之前把它擦干了。早晨他拜见穆圣对他讲了上一夜

发生的事情。穆圣听后同意在二楼居住，阿布·阿

优布准备好了饭菜送上去。穆圣吃了他要吃的东

西，而阿布·阿优布吃留下来的东西。几天后，其

他人也要分担招待穆圣的工作。直到穆圣定居到自

己房子里并且安排好自己的饮食起居之前，他是由

麦地那民众轮流招待的。有一个寡妇的独生子名叫

阿纳斯，大约八九岁。她领着这男孩到穆圣那里，

自愿要他侍候穆圣。在伊斯兰教历史记载中，这位

阿纳斯是个不朽的人物。后来他成为一位大学士，

而且也很富有。他高寿达一百多岁，在哈里发几代

时期中受到所有人的极大尊敬。据说，阿纳斯曾经

说过：“虽然我在儿童时期去侍候穆圣，直到穆圣

逝世，穆圣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过什么刻薄的话，也

没有告诫过我，也没有叫我做过我难能做到的工

作。”穆圣在麦地那居住时，只有阿纳斯同他在一

起。因此，阿纳斯的话真实地表达了穆圣在麦地那 

权力与地位不断发扬壮大时所发展形成的性格。 

后来，穆圣派获得了自由的自己奴隶宰德到麦

加去接穆圣家属和亲戚。麦加人被穆圣及其追随者

计划得很好的突然离去惊呆了。因此，有一段时期

他们没有作出使他烦恼的任何事情。穆圣和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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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伯克尔的家属离开麦加时，他们没有横加阻

难。两人的家属平平安安抵达麦地那。同时，穆圣

在他买下的那块场地上打下了一座清真寺的地基。

此后，为他自己和教同伴们造了几幢房子。这些建

筑物的竣工大约花了七个月时间。 

 

在麦地那生活并不安全 

 

穆圣抵达麦地那后几天之内，那里的那些信奉 

异教的部族对伊斯兰教发生兴趣起来，大多数人都

加入了伊斯兰教。有许多人并不心悦诚服，也参加

了。这样，有一伙人加入了伊斯兰教行列但内心却

不是穆斯林。这些成员在后来历史中起了一种非常

险恶的作用。有些人成了虔诚的穆斯林，另外一些

人仍然不是虔诚的穆斯林，不断阴谋策划来反对伊

斯兰教和穆斯林。有些人干脆拒绝加入伊斯兰教。

但是他们不能忍受新的信仰不断增长的影响，因此

从麦地那移居去麦加。麦地那成了一个穆斯林城

市。城中确立了崇拜唯一的安拉的信念。那时世界

上还没有第二个城市可以作出如此的声称。穆圣和

他的朋友们移居之后几天内，全城居民一致放弃偶

像崇拜，代之而确立对唯一的隐而不见的安拉的崇

拜，这对穆圣他们说来是莫大的喜悦。但是对穆斯

林们来说尚无安宁可言。在麦地那城内，一伙阿拉

伯人只是外表上加入了伊斯兰教，他们在内心中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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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穆圣的死敌。那时有犹太教徒，继续阴谋反对

他。穆圣意识到这些危险性，他总是警惕着并且强

烈要求他的朋友们和追随者也保持警惕。他自己经

常彻夜不眠。(Bari, Vol. 6，P.60) 。他给长时间的防范

警惕弄得很疲劳，有一次他表达了需要帮助的一种

愿望。马上他听到一种盔甲的声响。他问道：“这

是什么？”“穆圣啊，我是萨德•彬•阿比•瓦卡

斯，来给你执行守卫任务。”(Bukhari&Muslim) 麦地

那民众积极负起巨大的责任。他们邀请穆圣来生活

在他们中间。现在他们的责任是保护他。那些部族

商议了一下，决定轮流执行守卫穆圣的任务。 

在穆圣人身的不安全以及他的追随者缺乏安宁

方面，在穆圣生活在麦加和生活在麦地那之间是无

甚差别的。唯一的差别是，在麦地那穆斯林们能在

他们奉安拉之名建造的清真寺中公开礼拜。他们能

毫无阻碍地为此而一天聚集五次。  

过了两三个月，麦加民众从迷惑中恢复过来，

开始想方设法使穆斯林们不得好过。他们马上发

现，只是使麦加城内和周围的穆斯林们遭受麻烦还

达不到他们的目的，必须向在麦地那的穆圣和他的

追随者进攻，把他们赶出新的安全地。因此他们写

了一封信给麦地那的一个首领阿布杜拉·彬·欧

培·彬·萨罗尔，他在穆圣来此以前是各派公认的

麦地那君王。他们在信中说：“听到穆圣到了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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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们大为震惊，而且对麦地那的民众说来给他

提供庇护是一种错误。”信中他们最后写道： 

  ْ ن َّک  يْه ْ   اِ اِحبَّنَّا ٰامَّ ن َّا صَّ اِ َّن َّہ   بِالل ٰہِ  ن ْقِس    مَّ اتِل ن ہ   ْم اَّ  لَّه قَّ جَّ َِ ْ   اَّْم  ُت 

ِِیَّن َّ  ْ   لَّن سَّ ِعنَّا اِلَّيْک  ت ٰ  بِاَّْْجَّ ْ   نَّْقه لَّ  حَّ اتِلَّهَّک  قَّ ِبيْحَّ مَّ  ل  ْ   نَّْسهَّ اكَّک   ۔نِسَّ

“你们既然已让我们的敌人(穆罕默德）进入

了你们家中，我们以神的名义起誓并宣告，我们麦

加民众将联合进攻麦地那，除非你们麦地那民众同

意把他赶出麦地那或向他作联合进攻。我们进攻麦

地那时，将杀死所有强壮的男子并奴役所有的妇

女。”(Abu Dawud, Kitab-ul-Kharaj) 

阿布杜拉·彬·欧培·彬·萨罗尔认为这封信

是意外地来得正好的事物。他与麦地那的其他伪信

者商议并且说服他们，如果他们允许穆圣平安地生

活在他们中间，他们会招致麦加的敌意。因此，他

们只是要平息麦加人的怒气的话，也应该向穆圣作

战。穆圣获悉这一消息。他去阿布杜拉·彬·欧

培·彬·萨罗尔那里试图使他确信这样一种步骤是

自取灭亡。麦地那有许多人已经成为穆斯林并且准

备为伊斯兰教而捐躯。如果阿布杜拉向穆斯林宣

战，麦地那大多数民众将站在穆斯林一边战斗。因

此，这种战争会使他付出巨大代价而他会自取灭

亡。阿布杜拉为这一劝告所触动，被劝得放弃了自

己的计划和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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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把麦加和麦地那的穆斯林结成兄弟 

 

此时，穆圣采取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措施。他召 

集所有穆斯林并在麦加来的教胞和麦地那的辅士之

间建立了情同手足的关系。这一想法大家很高兴地

接受了。麦地那人把麦加人当作他们的兄弟。在这

种新的兄弟关系情况下，麦地那的穆斯林主动提出

与麦加穆斯林分享自己的财产和所有的东西。一个

麦地那穆斯林主动建议与他的两个妻子中的一个离

婚并那位麦加教胞可以和她结婚。麦加穆斯林出于

对后者日常必需品的关心谢绝了此建议，但是麦地

那穆斯林还是坚持要这样做。这种情况不得不向穆

圣请教。麦地那穆斯林极力主张麦加穆斯林是自己

的兄弟；因此，他们必须与他们分享自己的财产。

麦加穆斯林不知道如何管理土地。可是如果他们不

能分享土地的话，就可以分享收获物。麦加穆斯林

谢绝了这种惊人慷慨的提议，宁愿仍旧做自己的商

业经营。很多麦加穆斯林又富起来了。可是麦地那

穆斯林总记得自己与麦加穆斯林分享自己财产的提

议。不止一次地，一个麦地那穆斯林死后，他的儿

子与麦加教胞分他的遗产。这种做法延续了好多

年，直到《古兰经》中以有关遗产分配的教导把它

废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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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和犹太教徒之间的盟约 

 

穆圣除了把麦加和麦地那的穆斯林结成兄弟之

外，还在麦地那所有居民之间缔结盟约。以这一盟

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和穆斯林团结成为一个共同

公民。穆圣对阿拉伯和犹太的首领解释说，在穆斯

林在麦地那作为一个团体出现之前，在这个城市中

只有两种团体，而现在有了穆斯林，那就有了三种

团体。他们应当加入一种各方必须保持的盟约才为

恰当，此盟约确保他们所有的人的和平相处。他们

终于达成协议。该盟约写道：  

“以安拉派遣的先知穆圣与忠实信士为一方，

以及所有其他的人为另一方，双方之间自愿结此盟

约。如果麦加穆斯林中任何人被杀，由麦加穆斯林

自己负责。保证释放他们的战俘也由他们自己负

责。麦地那的穆斯林部落同样对他们自己的生命与

战俘负责。不论何人如反叛或挑起敌意和混乱，将

认为是大家的公敌。大家就有责任和义务来反对

他，即使他恰巧是儿子或至亲也是如此。如果一个

不信者在战斗中为一信士所杀，该不信者的穆斯林

亲戚不谋求报复。他们也不将帮助不信者反对信

士。入此盟约的犹太人将得穆斯林的帮助。 犹太人

不将受到任何艰难险阻。不会帮助他们的敌人来反

对他们。没有一个不信者会给麦加来的任何人以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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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之处。他不将担任麦加财产的受托管理人。在穆

斯林和不信者之间的战争中他哪一方都不参加。如

果一个信士无故受到粗暴对待，穆斯林有权为反对

那些粗暴行为的人们而斗争。如果一公敌攻击麦地

那，犹太人将站在穆斯林一边分担战争费用。与麦

地那其他部族缔约的各个犹太部族将享有与穆斯林

相同的权利。犹太人仍信自己的宗教，而穆斯林仍

信自己的宗教。犹太人享有的权利，也将为他们的

追随者所享有。麦地那所有公民若无穆圣认可和批

准，无权宣战。但这并不损害任何个人为个别冤屈

或罪恶行为报仇雪耻的权利。犹太人负责自己各种

组织的费用，而穆斯林负责穆斯林各种组织的费

用。如遇战争，一致对敌。签订此盟约者须视麦地

那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城市。外来受本城公民保护者

将受公民身份的对待。但如果没有她的亲戚应允的

话，不允许麦地那民众接受一个妇女作为公民。一

切争端诉诸安拉与穆圣来解决。缔约各方无权与麦

加人或其同盟者缔结任何约定。这是因为缔约各方

同意抗击他们的公敌。各方在和平时与战时都保持

团结。各方都不得缔结各自分散的和约。但不强迫

任何一方参战。虽然如此，如果一方犯下暴行，定

将受到惩处。安拉确是走正道的人以及信士的保护

者，穆圣是安拉派遣的圣人。” 
(Hisham) 

以上是该盟约的概要，它是由历史记载中可见



 65   
 

到的那些片断集录而成。毫无疑问，它的重点在

于，解决麦地那各方之间各种争端和意见不合时，

其指导方针是诚实、真实和公正。那些犯下暴行的

人须对该些暴行负责。盟约上写得很清楚，伊斯兰

教的穆圣决心以礼貌与仁慈的态度和心意对待麦地

那其他公民，尊重他们以及待他们像兄弟一样。 如

果以后发生争端和冲突，责任在犹太人身上。 

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在麦加人没有重新想

出什么反对伊斯兰教的敌对行动的情况下过了两三

个月。麦地那欧斯部族的首领萨德·彬·穆阿泽 到

达麦加要环行克尔白，这就提供了一个诱因。阿布

•贾赫耳看见他在绕着克尔白走就说道：“你们给

予穆罕默德这个叛教者以保护之后，你们还想能安

安全全地来到麦加绕着克尔白走吗？你们以为能保

护和救得了他吗？我以神的名义起誓，若不是为了

阿布·苏非安，你就不能安全地回到家里。” 

萨德·彬·穆阿泽回答说：“相信我的话，如

果你们麦加人不许我们朝拜和环行克尔白的话，那

本你们甭想你们安全地去叙里亚。”约在那时，麦

加首领之一瓦利德·彬·穆希拉 (Walid bin Mughira) 

病得很厉害。他觉得自己已不行了。麦加其他首领

围着他坐着。瓦利德控制不住自己就哭了起来。麦

加那些首领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哭。“你们以

为我怕死吗？不，我怕的是穆罕默德的信仰会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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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即使麦加也会在他的控制之下。”阿布·苏

非安要他放心并说道：“只要我们活着就会用自己

的生命来抵制这种信仰的传播。” 
(Khamis, Vol.1) 

 

麦加人准备攻打麦地那 

 

从以下这些事件的叙述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

出，麦加敌意的缓和只是暂时的。麦加首领们准备

重新向伊斯兰教进攻。垂死的首领们使他们的幸存

者发誓对穆圣采取敌对行动，激起他们对他和他的

追随者进行战争。他们煸动麦地那民众拿起武器反

对穆斯林并且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的

话，麦加人以及与之结盟的那些部族将攻打麦地

那，杀死他们的男子，奴役他们的妇女。如果当时

穆圣不抵抗而为防卫麦地那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

么他将承担全部责任。 因此，他进行了一系列的侦

察和调查研究工作。他派了一批批人到麦加周围各

地去侦察报告准备战争的种种迹象。在这些派去的

人和麦加人之间不时发生--------扭打、混战等事端。

欧洲作者说，这些事端是穆圣发起的，因此，在紧

接而来的战争中他是侵略者。可是在我们面前的是

麦加人十三年的暴政，他们想引起麦地那民众反对

穆斯林的种种阴谋诡计以及威协要攻打麦地那城。

记得所有这些情况的人们不会指责穆圣来负起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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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端的责任。如果他派出一批批人去进行侦察

工作，那是为了自卫。十三年暴政足够证明穆斯林

有理作自卫方面的种种准备。如果在穆斯林和麦加

敌人之间紧接着发生了战争，责任不在穆斯林方

面。大家都知道，今天基督教国家相互之间宣战时

凭借的是微弱理由。假如那时麦加人对穆斯林所作

所为的一半向欧洲的一个民族去做的话，他们就会

觉得有理去进行战争。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大规模

地组织去杀害另一个国家，如果一个民族强迫另一

个民族离开自己的家园，难道那些受难者没有权利

进行战争吗？穆斯林移居麦地那后，不需要更多的

理由向麦加人宣战。可是穆圣从未宣战。他总是容

忍着，把他的防卫活动限制在侦察工作之内。可是

那些麦加人不断激怒并折磨着穆斯林。他们激发麦

地那民众反对穆斯林，干扰他们朝觐的权利。他们

改变了商队的正常路线而改道走麦地那周围各部族

的地区，使这些部族反对穆斯林。穆斯林和平受到

威胁；因此，接受麦加人十四年来一直进行着的战

争挑战显然是穆斯林的义务和责任。 没有人会在这

种情况下对穆斯林接受这种挑战的权利提出疑问。 

穆圣在忙于侦察的同时，并未忽视麦地那的他

的信士们的正常和精神上的各种需要。如上所述，

麦地那的大多数多神教徒都真誠地信仰伊斯兰教，

但是有些人只是在外表上信仰。因此，穆圣开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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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他追随者为核心的伊斯兰教政府形式。此前，

阿拉伯人用刀剑和个人暴力解决他们的争端。穆圣

引用司法程序。委派了法官来处理个人或各方相互

向对方提出的要求。除非法官宣判某项要求是公正

和确实的，否则不予接受。旧日里，寻求知识的人

是受人们所鄙视的。穆圣采取步骤来促进扫盲、鼓

励学习，请求能读会写者教其他人他们会的知识；

不公正和残酷的行为被终止了；确立了妇女的各种

权利；使富裕者为贫穷者出钱供给他们的生活必需

品以及改进麦地那的社会福利设施；保护劳动者不

受剥削；为弱小和无能的继承人指定了受托管理

人；钱款借贷事宜开始必须用书面形式；履行所有

承诺的重要性开始被强调了;对奴隶作出的过度行

为被废除了;卫生与公共卫生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

开始了人口普查;命令拓宽街道与公路，并采取保

持它们清洁的措施。总之，为促进一种理想的家庭

和社会生活而制订了各种法律。野蛮的阿拉伯人在

历史上第一次被纳入礼貌和文明生活的行列中。 

 

 

白德尔战役 

 

穆圣在规划实际制订不仅为他一代阿拉伯人而

且也为全人类永远有用的种种法律时，麦加民众在

作战争的规划。一边穆圣规划的律法会带给他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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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和所有其他人以和平、荣耀和进步；一边他的麦

加敌人作出计划来毁灭那律法。麦加人的计划终于

导致了白德尔战役。这是迁徙(希吉拉)后第十八个

月。由阿布·苏非安率领的一支商队从叙利亚回来

的道路上。麦加人借口保护这支商队集结大军并决

定向麦地那进发。穆圣获悉这些麦加敌人的打算和

消息。他也从安拉那里得到启示说,以敌人之道还治

敌人之身的时候到了。他和几个同伴出了麦地那

城。那时没有人知道，这一群穆斯林去对抗从叙里

亚来的那支商队呢，还是去对抗从麦加来的那支军

队。这群穆斯林约有三百人。那时候一支商队并不

只是由载着货物的许多骆驼组成，它还包括有沿途

护送保卫那支商队的武装人员。自从麦加人与麦地

那穆斯林之间形势紧张以来，麦加首领们对武装商

队加以特别注意。历史上记载着在此不久以前通过

这一路线的其他两支商队的实况。其中一支有两百

名武装人员作为保卫和护送力量，另一支有三百

人。像基督教作家们说的那样，穆圣领了三百个同

伴出发攻击一支没有防卫力量的商队的这种说法是

错误的。这种提法是调皮捣蛋而无事实根据的。现

在从叙利亚来的那支商队是一支大商队，根据它的

大小以及对其他商队提供的武装护送力量，认为一

定有四百到五百个左右的武装人员提供作为该支商

队的护送力量，看来是合乎情理的。如果说穆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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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一群三百人装备很差的穆斯林去攻击这样一支装

备精良的商队以期掠夺它的货物，这是极端不公正

的说法。只有对伊斯兰教抱有成见并且决心有恶意

的那些人才会提示这样一种想法。 如果这群穆斯林

出去对抗的只是这支商队，他们的冒险活动可以说

成是战争冒险，虽然是自卫战争，因为从麦地那出

发的那群穆斯林人数少、武装差，而麦加商队的人

数多、武装得极好，而且他们已经对麦地那穆斯林

不断进行敌对运动了一段很长时间。 

就事实而论，从麦地那出发的这一小群穆斯林

所面临的情况非常严峻。我们已经说过，他们不知

道要去对抗的是从叙利亚来的那支商队呢？还是从

麦加来的那支军队？穆斯林所伤脑筋的那种确定不

了的心情在《古兰经》中有暗示。但是那些穆斯林

作两手准备。穆斯林离开麦地那时情况不明确，但

他们还是出来看来安拉要显示他们的信仰以及他们

极大的真诚之心。他们离开麦地那走了一段路之后

穆圣才告诉他们，他们去对抗的是麦加的那支大军

而非从叙利亚来的那支小商队。 

许多消息来到穆斯林那里，使他们能够推测麦

加军队的人数有多少。最适当的推测，是 1000人，

都是武艺高强、屡经沙场的军士。伴随穆圣的人数

仅 313 个。其中许多人不精通武艺而且缺乏经验，

大多数人装备很差。极大多数人是走行的，或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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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这一群人中只有两匹马。他们作战的武器装

备得极差，同时可以说一无经验，要抗击一支由绝

大多数富于经验的战士组成而且人数三倍于自己的

军队。十分明显，这是历史上曾经进行过的最危险

的事情。穆圣非常明哲，他确保应该不强迫任何人

违反自己的意志参加这种战争。他明白地对他率领

的一群穆斯林说：“你们必须对抗的不再是那支商

队而是从麦加来的那支军队。”他征求这群穆斯林

的意见。从麦加来的同伴一个又一个站起来向穆圣

保证自己的忠诚和热忱以及他们对前来攻击以麦地

那为家的穆斯林的麦加敌人作战的决心。每次听了

一个麦加穆斯林说话以后，穆圣征求更多的意见和

更多的忠告。麦地那的那些穆斯林还没有说过话。

侵略者来自麦加，与随着穆圣移居到麦地那来的那

些穆斯林中许多人有血缘关系而且这些穆斯林现在

在这一小群人中间。 麦地那穆斯林怕说了对麦加敌

人作战的热情会伤害麦加兄弟的感情。可是穆圣一

再征求更多的意见。“安拉派遣的先知，您不断听

了你要想听的所有意见，可是您还要征求更多的意

见。也许您指的是我们麦地那穆斯林，是吗？” 

穆圣说：“是的。”那个麦地那穆斯林说：

“你征求我们的意见，因为您以为您来到我们这里

时，我们只是同意在您和您从麦加移居来的同伴在

麦地那受到攻击时才战斗。但是现在我们看来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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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麦地那，您就觉得我们的盟约中并未包括我们现

在所处的情况。可是安拉派遣的先知啊，我们缔结

盟约时，还没有像现在那样好地了解您。现在我们

知道您所持有的精神品位是多么地崇高。我们不再

考虑过去同意的那些条款。现在您叫我们做什么

事，我们就站在您身边，我们不会做出像穆撒的同

伴那种事，他们说了： 

ْب  َّْنتَّ  اِْذهَّ ب  كَّ  أ رَّ اتئِاَّ  مَّ قَّ نَّاٰه  إِن َّا فَّ منَّ  ه   ۔قَّاِعد 

 

你和你的养主去与他们作战吧! 我们反

正在这里坐着 (待观其成)。” 
如果您要我们战斗，我们将在您的右方、左方、

前方和后方向敌人作战。敌人确实要攻击您。但是

我们向您保证，除非他踩过我们的尸体，他休想攻

击到您。安拉派遣的先知啊！您要我们战斗，我们

准备做得更多些。离开这里不远是海，如果您命令

我们跳进海里去，我们决不犹豫。” 

(Bukhari， Kitab ul-Maghazi & Hisham) 

这是早期穆斯林所表现的奉献与牺牲精神，在

世界历史中未曾见过与此相同的情况。以上已引述

了穆撒的同伴的例子。至于伊撒的门徒，我们知

道，他们在伊撒临危的时候抛弃了他。其中一个门

徒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赏金出卖了他。另一个咒诅

了他，其余的十个逃走了。从麦地那加入穆圣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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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穆斯林与他作伴结谊只一年半。可是他们得到的

信仰如此强烈，只要穆圣命令，他们就会毫不犹豫

地投身入海。穆圣听取了意见。对他的同伴的奉献

精神毫不怀疑。他征求意见为的是细察那些意志薄

弱的人并把他们送走。但他看到麦加和麦地那的穆

斯林竞相表达自己的献身精神。两地穆斯林都决心

对敌作战，即使敌人的数目三倍于他们并且在装

备、武器与经验方面要比他们优良得多。他们宁愿

相信安拉的许约，显示对伊斯兰教的尊敬，以及为

保卫伊斯兰教而捐躯。 

穆圣确知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的穆斯林的献身

精神以后就向前进军。他到了一个名叫白德尔的地

方时，接受了一个同伴的建议，命令他的战士驻扎

在白德尔小溪附近。穆斯林占领了这一水源，但是

他们占领的阵地都是沙地，因此不利于战时战士的

行动。穆圣的同伴们对这种不利情况自然表现出忧

虑的心情。穆圣自己也分担着他们的忧虑，整夜祈

祷着。他一次次地祈祷说： 

“我的安拉，此刻在整个世界的地面上，只有

这三百个人忠诚信奉您并且决心确立对您的崇拜。

我的安拉啊！如果这三百人今天在这战役中死于敌

人之手，谁将留下来颂扬您呢？”(Tabari) 

安拉听到了自己先知的祈求。夜里下了雨，穆

斯林占领的沙地变得潮湿结实。敌人占领的干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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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泥泞溜滑。也许麦加敌人选择这部分阵地而把另

一部分阵地留给穆斯林是由于他们出于经验的眼光

选中干地便于士兵与骑兵的行动。但是安拉一次及

时的行动转变了形势。前一天夜里下的雨使穆斯林

占领的沙地变硬而使麦加人扎营的硬地变滑。夜间

穆圣从安拉那里得到一个明析的提示：敌人的那些

重要人员将临死亡。他甚至得到向他启示的个别人

的一些名字。他们将倒下死去的地点也启示给他

了。他们正如启示中提到过名字那样地死去而且在

预示的地点倒下。  

这一战役中，这一小群穆斯林显现出惊人的勇

敢和献身精神。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穆斯林

军队中没有几个将军，其中有一个名叫阿布杜·拉

赫曼·彬·欧夫 (‘Abdur-Rahman bin‘Auf)，他是麦加首

领而且在他生活道路中是一个有经验的士兵。战役

开始时，他看看自己的左右方有何等辅助力量。使

他不为惊奇的是在他的两侧翼只有两个麦地那来的

小伙子。他的心沉下去了，对自己说：“每个将军

在他两侧需要支持力量。今天我要更大的支持力。

可是我只有两个没有经验的毛头小子。同他们两个

我可做些什么？”阿布杜·拉赫曼·彬·欧夫说

“我刚对自己说完这些话，这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就

用手肘碰碰我的侧部。我弯下身去听这孩子，那孩

子说：‘叔叔，我们听到过一个叫阿布•贾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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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过去经常折磨和骚扰穆圣。叔叔，我要和他

战斗；告诉我，他在哪里？’”阿布杜·拉赫

曼·彬·欧夫还没来得及回答这一朝气蓬勃的问

题，他的注意力同样地被另一侧的那个孩子吸引过

去，这个孩子问他相同的问题。阿布杜·拉赫曼举

起自己指头指着阿布•贾赫耳--------武装到牙齿并且

站在由两名剑出鞘的高级将领保护的列兵之后。阿

布杜·拉赫曼还没有放下指头，这两个男孩就以飞

鹰般的速度猛扑敌阵直向他们选定目标扑去。攻击

非常突然，士兵和护卫们都呆住了。他们攻击这两

个孩子，一个孩子失去了一条臂膀。但是他们仍然

不慌不垮。他们攻击阿布•贾赫耳时力量是如此地

猛烈，使这个大统帅受了致命伤倒在地下。从这两

个孩子的这种充满决心的精神中，可以判断出，穆

圣的同伴不论老少对他们和穆圣所身受的残酷迫害

的心情是多么深刻。我们只是从历史中看到有关他

们的情况，也深受激动。麦地那民众从目击者那里

听到这些残酷的行为。他们的感情是可以很好地想

象出来的。他们一方面听到过麦加人的残酷行为，

而在另一方面听到穆圣的忍耐和克制。无怪乎他们

有如此大的决心要为穆圣和麦加的穆斯林受到的虐

待和冤屈报仇雪恨。他们只是在寻找一个机会来告

诉麦加折磨者：如果穆斯林还没有报复，不是由于

他们没有力量，而是由于安拉还没有准许他们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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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一小群穆斯林武装力量的殊死战斗决心之

大，能从另一件事中衡量出来。战役尚未开始时阿

布•贾赫耳派了一个贝多因族首领到穆斯林一方报

告他们的人数。这个首领回去报告说：“穆斯林有

三百多个人。”阿布•贾赫耳及其追随者高兴了。

他们以为穆斯林是囊中之物。那个贝多因首领说：

“但是我对你们的忠告是，不要和这些人作战，因

为他们每个人有必死决心。我看到骆驼上的不是人

而是死亡。”(Tabari & Hisham) 

 

一个伟大的预言实现了 

 

这一战役的时间迫近了。穆圣从那个他一直在 

祈祷着的小茅屋里走出来宣布说： 

م   ي ْهزَّ ل  ونَّ  اْْلَّْمع   سَّ ي وَّ ََّ  مَّ ب   ۔الد  

那军队很快地将被击溃, 转身逃跑。 

（54：46） 

这些话安拉以前在麦加某些时候已向穆圣启示

过，显然是与这一战役有关的。当麦加人的残暴行

为达到极点时，穆斯林移居到他们能够得到安宁的

那些地方去，穆圣得到安拉启示的以下这些经节： 

ْد  لَّقَّ اءَّ  مَّ عَّْونَّ  آَّلَّ  جَّ َْ ر   ِف ب وا۔  الن  ذ  ذ َّ ا بِآَّيَّاتِنَّا كَّ ْذنَّاه   ک ل ِهَّ َّخَّ أ َّْخذَّ  ْ  فَّ  أ
ْقهَِّدرٍ  عَِّزيزٍ  ْ  ۔  ل  ك  ار  ف َّ َّك  ِْی   أ ٰ   ِلنْ  خَّ ْ  ا مل َّْم  ئِت  ْ   أ ة   لَّت  اءَّ ََّ َِ ا ِف  بَّ ب  ۔  ل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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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  ْن   يَّق ول ونَّ  أ يع   َنَّ ِ َ   ْجَّ نْهَِّص م  ۔  ل  ي ْهزَّ ل  ونَّ  اْْلَْمعُِ سَّ ي وَّ ََّ  مَّ ب  ۔  الد  
ۃ   بَِّل  اعَّ ْ   الس َّ ه  ْوِعد  اعَّۃ   لَّ الس َّ َ    اَّْدٰه  مَّ َّلَّ أ ِلْیَّ  إِن َّ ۔  مَّ َِ ْج  ِف  اْْل 

ٍل  ئاَّ ٍَ  ضَّ ع  س  وِهِهْ   عََّلَّ  الن َّاِر  ِف  ي ْسحَّب ونَّ  يَّْومَّ ۔  مَّ ج  مق وا م  س َّ  ذ   لَّ
 ََّ قَّ   ۔ سَّ

42. 警告者们确也来到法老的人民那里。 
43. 他们拒绝了我一切的迹象。所以我以

优胜者、全能者的惩罚常道惩治了 

他们。 

44. 你们中不信者比那些人还好? 或者在

(从前的) 经典中有赦免你们的(诺言) ?  

45. 他们说:“我们是必操胜算的军队?”  

46. 那军队很快地将被击溃, 转身逃跑。 

47. 是, 那时候是他们受约的时候; 那时候

对他们将是最不幸的, 最痛苦的。 

48. 罪人将 (犯明显) 的谬误, (将遭致) 精

神失常。 

49. 在他们面孔着地一齐被拖进入火狱的

日子, (有的对他们说 :) “你们尝受火狱

的惩罚吧!”(54:42-49) 

这些经节是《月亮》章中的一部分。根据所有

伊斯兰教记载，此章在麦加启示的。穆斯林权威学

者将此章日期放在穆圣宣称使者以后的大约第五至

第十年之间，也就是说，至少在希吉拉（即穆圣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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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那一年）之前三年。更可能是

此前八年启示的。欧洲的权威人士的观点与此相

同。按照诺尔德克 (Noldeke) 的看法，此章全部是在

穆圣宣称使者以后第五年以后启示的。惠里(Wherry) 

认为这个日期稍微太早了一些。照他的看法，此章

属迁徙以前第六或第七年，即在穆圣宣称使者以

后。总之，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权威人士都同意，此

章是在穆圣及其同伴从麦加迁徙去麦地那以前的那

些年份中启示的。这些在麦加启示的经节的预言价

值是毋容争议的。这些经节中清楚地意示着，在白

德尔战役中麦加人将遭受什么样的结局。他们将遭

遇的命运已预示得很清楚。穆圣从那小茅屋出来

时，重申了那麦加启示的经章中的那些预言的经

节。在该茅屋中祈祷时，他一定想起了这些在麦加

启示的经节。他诵读了这些经节，提醒他的同伴，

实现安拉诺言的时间到了。 

那受约的时候真的来到了。以赛亚先知在

（《以赛亚书》21:13-17）中已预言了这个受约的时

候。战役开始了，虽然穆斯林不准备打这一战役，

而非穆斯林被劝告不要去参加这一战役。三百十三

个穆斯林，其中大部分缺乏经验，不习惯于作战，

而且他们几乎全部都没有装备，站在人数三倍于他

们而且全部都是久经沙场的士兵之前。几个小时

内，麦加许多战功卓著的首领都被杀死了。正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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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样，基达的一切荣耀归于无

有。麦加军队狼奔豕突，四处逃散，留下一片尸体

和一些俘虏。那些俘虏中有穆圣的叔父阿巴斯，在

麦加的那些日子里他一般支持穆圣。阿巴斯被迫参

加了麦加军队向穆圣作战。另一个俘虏是阿布

勒·阿斯 (Abu’l ‘As)，穆圣的女婿。在死亡的中间有

阿布•贾赫耳--------麦加军队的统帅，而且根据所有

的记载，他是伊斯兰教的死敌。 

胜利来到了，但是带给穆圣的情感是错综复杂

的。他为过去十四年中不断反复宣读的安拉许约的

实现而高兴，那些许约在一些早期宗教著作中也有

记载。但是他同时为麦加人的苦难境况而哀伤。他

们遭受的结局是多么地可怜而可鄙！假如这个胜利

临到在他这种地位的另一个人身上，他会高兴得跳

起来。但是在他面前的那些俘虏的样子，被绑着，

拷着手铐，使穆圣和他忠实的朋友--------阿布·伯克

尔流下了眼泪。继承阿布·伯克尔担任伊斯兰教第

二代哈里法的欧麦尔看到了这种情况，但不能理

解，为什么穆圣与阿布·伯克尔为胜利而哭泣？欧

麦尔给弄糊涂了。因此鼓起勇气问穆圣：“安拉派

遣的先知啊，告诉我，安拉赐给你这样一次重大胜

利时为什么你要哭泣？如果我们一定要哭泣的话，

我要和你一起哭，或者至少要哭丧着脸。”穆圣指

着那些麦加俘虏的悲惨样子。这就是不服从安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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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以赛亚先知一次又一次谈到过这位先知（穆

圣）的正义和公正，他从一场殊死战役中胜利地涌

现出来。关于这一点，在这一时机中有了一次重大

的显示。穆圣回麦地那时在途中歇息一夜。那些忠

诚的同伴望着他，见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他们不

一会儿猜想到，这是因为他听到了叔父阿巴斯的呻

吟，他叔父作为战俘被绑得紧紧的躺在不远之处。

他们松开了阿巴斯身上的绳索，阿巴斯就停止了呻

吟。穆圣不再受阿巴斯呻吟的扰乱就睡着了。过了

一会儿他醒了，觉得奇怪，为什么不再听到阿巴斯

呻吟。他猜想阿巴斯已晕厥过去。但看管阿巴斯的

那些穆圣同伴对他说,他们已松开了阿巴斯身上的绳

索好让您安静地睡觉。穆圣说，不，不，一定不许

有不公平的情况。如果阿巴斯同我是亲戚，其他战

俘同其他人也是亲戚。要么把所有战俘的绳索都松

开，要么把阿巴斯身上的绳索也绑紧。那些同伴听

了这一告诫就决定松开所有战俘身上的绳索，自己

负起安全拘禁这些战俘的责任。战俘中能读书写字

的，如果他们每人担当起教十个麦地那男孩识字的

工作就允许给他们自由--------这是他们获取自由的赎

金。那些无人为他们付赎金的战俘可以得到自由，

只要他们要求。那些付得起赎金的，付了就释放。

用这种办法释放战俘，结束了把战俘变成奴隶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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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做法。 

吴候德战役 

 

麦加军队从白德尔溃退时，他们宣告要重新攻

打麦地那以报复穆斯林在白德尔战役中使麦加人遭

受失败的仇恨；只有一年以后，他们真的全力以赴

重新攻击麦地那。他们感到在那次失败中受了莫大

的耻辱和贬黜，麦加首领们不准那些活着的亲属为

在那次战役中死去的人哭泣。他们也规定了从商队

中获取的利润必须交纳为一笔战费。这样，他们作

好了一切准备，三千人的一支军队在阿布·苏非安

的统率下攻击麦地那。穆圣召集会议，询问他的追

随者：“还是在麦地那城内或是在外面迎敌？”他

自己赞成前一种选择。他宁愿让穆斯林守在麦地那

城内，让敌人来攻打他们的家园。他以为，这样可

以把侵略和攻打的责任放在敌人身上。可是在会议

中有许多穆斯林在白德尔战役中没有机会参加过战

斗而现在亟欲为安拉而战斗。他们坚持要来一次直

接公开的战斗而有机会在战斗中死去。穆圣采纳了

大家的意见。(Tabaqat)   

当这件事在讨论时，穆圣讲述了他的一个梦。

他说：“我见到了一个梦。我看到一头牛，而我也

看到我的剑断了剑头。我还看到那头牛被宰杀了，

而且我把一只手放在盔甲的内侧。我也看到自己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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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只公羊。”同伴们请他解释这一梦。 

穆圣说：“那牛被宰杀了，意指我同伴们中有

几个将在战斗中被杀死。断了我的剑头，意指我的

家属中某个重要的人将会死去，或者也许我自己会

受到某种痛苦或损伤。把我的手放在盔甲的内侧，

看来意味着，我们还是守在麦地那城里较好。我看

到自己骑着公羊，意味着我们将制服不信者的统

帅，而且他将死在我们手中。” 
(Bukhari, Hisham & Tabaqat) 

这一梦和解释说得很清楚，穆斯林们守在麦地

那较好。虽然如此，穆圣并不固守已见，因为这一

梦的解释是他自己的，不是安拉所启示的。他接受

了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出麦地那迎敌。当他出发

时，他的追随者中间有部分更为热诚的人认出了自

己的错误，走近穆圣说：“安拉派遣的先知啊！你

提出的办法看来较好。我们应该在麦地那内迎

敌。” 

穆圣说：“现在不了，安拉派遣的使者已穿上

了盔甲，不管来的是什么，现在我们向前出发。如

果你们是坚忍不拔的，安拉会赐助于你们。”

(Bukhari & Tabaqat)，说了这些话后，他率领了一支

1000 人的队伍向前出发。在离开麦地那不远处扎营

过夜。在迎敌之前让他的作战部队休息一下, 是穆

圣的惯常做法.晨礼时他巡视了一下，他见到一些犹

太人也参加在穆斯林队伍之内。他们假装着他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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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地那各部族有着盟约。由于穆圣洞悉犹太人的阴

谋诡计，就把这些犹太人打发走了。他刚做了这件

事，伪信者的首领阿布杜拉·彬•欧培·本•萨罗尔

把他的三百个追随者也撤走了。他说穆斯林军队现

在打不过敌人了，现在参加这个战役必然是死亡。

穆圣现在打发走了自己的联盟者犯了一个错误。在

最后时刻擅离阵地的结果，使得穆圣统率的穆斯林

只剩下 700 人。这七百个人面对着人数比他们大四

倍多而且装备强好几倍的一支军队。麦加军队中有

七百个穿盔甲的战士；穆斯林军队中只有一百个人

穿盔甲。麦加人有 200 个骑着马；穆斯林只有两个

人骑着马。穆圣到了吴候德，在那里一个狭隘山口

上布置了五十名战士的一支守卫队，交给他们的任

务是，抗拒敌人向该山隘的任何攻击或企图占领该

山隘。穆圣把这任务对他们讲得清清楚楚, 就是要

他们站在布置给他们的阵地上，不论其余穆斯林发

生什么情况，没有命令，不准离该地半步。剩下的

650 人，穆圣同他们去和人数约五倍于他们的一支

军队作战。但是由于安拉的帮助，没多时这 650 个

穆斯林把3000个熟练的麦加士兵驱散了。穆斯林们

追击着他们。五十名穆斯林驻守着的那个小山隘是

在后方。那些守卫者对司令者说： 

“敌人被打败了。是我们去参加这一战斗为我

们争得来世桂冠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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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司令向他们重申了穆圣交代得很清楚的命令 ,  

但是那些战士解释说, 穆圣的命令应当理解其精神

而不是照字面理解。敌人已亡命逃跑，继续守卫着

这一隘口没有什么意义。 

 

转胜为败 

 

这样地争论着，他们离开了那山隘投入了战

斗。在逃跑的麦加军队中有一个名叫 哈立

德·彬·瓦利德 (Khalid bin Walid) ，这个人后来成为

穆斯林大将军。他尖锐的眼光落在那没有守卫的山

隘上。现在那里只有几个人守卫着。哈立德大声地

对另一个麦加将领阿姆尔·彬·阿勒·阿斯叫喊，

叫他看一看后面的那个隘口。阿姆尔看了一下，觉

得来了生机。两个将军叫他们的士兵不要逃而爬到

那小山上去。他们杀了仍在那里守卫着的几个穆斯

林，从高处开始攻击穆斯林。听到了那些厮杀的叫

喊声，那些击溃了的麦加军队重新集结起来，杀回

阵地。穆斯林突然受到袭击。他们追杀麦加军队时

已在整个战场上四处分散。穆斯林已不能集合起来

抗击这一新的进攻，看来只有个别的穆斯林士兵在

与敌人作战。这些人中有许多在战斗中倒下，其他

的退却了。几个穆斯林在穆圣周围成一个圈子，他

们一共不会超过二十人。麦加军队猛烈向这圈人攻

击。这一圈人中的穆斯林一个接着一个在麦加刀手



 85   
 

的砍杀下倒下。从那小山上弓箭如雨发。那时塔尔

哈 (Ṭalḥa,古莱西人,在麦地那避难的麦加穆斯林) 看

到敌人的箭都射向穆圣面部。他伸出手来遮住穆圣

的面部，一支支箭射在塔尔哈的手上, 但他的手并

没有落下，虽然每支箭都击中了他的手。那只手终

于射得支离破碎。塔尔哈失去了他的手臂，在他余

生中带着这手臂的残余部分生活。在伊斯兰教第四

代哈里法时，那时内部纷争抬头，塔尔哈被敌人嘲

笑，说他是没有手的塔尔哈。塔尔哈的一个朋友回

答说：“是的，是没有手的。可是你们知道他在什

么地方失去他的手的吗？在吴候德战役中，那时他

举起手来挡住敌人向穆圣面部射来的许许多多

箭。”  

吴候德战役很久以后，塔尔哈的朋友们问他：

“在那些箭射到你手上时，难道你不觉得钻心痛而

痛得叫起来吗？”塔尔哈回答说： 

“这使我钻心痛，也几乎痛得使我叫起来，但

我对这两者都忍住了，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的手稍

稍抖动一下，就会使穆圣的面部暴露在敌人的排箭

下。” 

剩下与穆圣在一起的几个人抵挡不住他们面临

的军队。一伙敌人走向前来把他们推走了。那时穆

圣单独一个人挺立如一座山，一块石头立即击中了

他的前额，砸了一道深口，另外一块石头把穆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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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盔上的环圈砸进了他的面颊。当那些箭密集飞快

地射来而穆圣身受创伤时，他祈祷说：“我的安

拉，饶恕我的民族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些

什么事。”(Muslim)。穆圣倒在那些为保卫他而丧失

了生命的死者身上。其他穆斯林前来保卫穆圣免受

更多的攻击，他们也倒下死去。穆圣失去知觉躺在

这些尸体中间。敌人看到这种情况，以为他已死

亡。他们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收兵，着手整顿队

伍。在保卫穆圣以及被排山之势的敌军所推开的穆

斯林中间有一个欧麦尔。现在清除了战场，欧麦尔

看到这种情况，确定穆圣已死。欧麦尔是一个勇敢

的人，他一再证明自己一个勇敢的人；特别是在同

时对罗马帝国和伊朗作战时证明了这种美德。他从

未在困难前畏缩过。这个欧麦尔萎靡不振坐在一块

石头上哭得像小孩儿似的。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同

伴名叫阿纳斯·彬·那德尔 (Anas bin Nadr) 碰巧来到

那里，相信穆斯林已经取得胜利。那时他看到他们

已制服了敌人，可是因为他自从上一夜没有吃过东

西，就从战场上撤回去拿了些枣子。他看到欧麦尔

在哭，惊异地问道：“欧麦尔，穆斯林打了一个大

胜仗，你为什么不欢欣鼓舞而还在哭？”  

欧麦尔回答道：“阿纳斯，你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事。你只看见这个战役的前半部分，你并不知道

敌人抢占了那小山上的战略点并向我们猛烈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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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们相信自己已经战胜了，因此散开了追杀敌

人。对敌人这种进攻毫无抵抗力。只有穆圣和少数

几个卫士抗击全部敌军，他们所有人在战斗中都倒

下了。”  

阿纳斯说：“如果这是真的，坐在这里哭有什

么用？我们敬爱的大师已经去的地方，我们一定也

要去。”  

阿纳斯手中拿着最后一粒枣子。他就要将这枣 

子放在嘴里吃，可是相反地他却把它扔掉了，他

说：“枣子啊，除了你之外，还有什么站在阿纳斯

与乐园之间呢？”  

一边说着这句话，一边他拔出他的剑突然冲入

敌军之内，一个人对抗三千个敌人，起不了多大作

用，可是一种有信心的精神却远远胜过许多人。他

勇敢地战斗着，最后受伤倒地，但是继续战斗着。

这时候成群结队的敌人迅速赶来野蛮地杀害了他。

据说，战斗结束时辨认死者，阿纳斯的尸体无法辨

认。它被斩成七十块。最后阿纳斯的一个姐妹从一

只肢解下来的手指认出他的尸体。她说：“这是我

兄弟的尸体。”(Bukhari) 

在穆圣身旁围成一圈的穆斯林被驱散了，他们

看到敌人收兵后马上又奔向前来。他们从许多死者

中间抬出了穆圣的身体。阿布·乌贝达·彬·阿

勒·贾拉赫 (Abu ‘Ubaida bin al-Jarrah) 用牙齿咬住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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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面颊的那些环圈，把它们拔了出来，在企图拔 

出时掉了他两只牙齿。 

过了一会儿，穆圣苏醒过来。围着他的卫士派

出送信的人通知穆斯林们重新集结起来。一支击溃

了的军队开始集结。他们把穆圣护送到小山脚下。

阿布·苏非安那个敌军统帅看见这些穆斯林的残

兵，大声地喊道：“我们已经杀死了穆罕默德。”

穆圣听到这一气壮如牛的喊叫声，但不许穆斯林们

回答，恐怕敌人知道了真相后再来攻击，那么那些

疲劳不堪而且身受重伤的穆斯林又将不得不和这些

成群结队的野蛮敌人作战。阿布·苏非安没有听到

穆斯林有任何回答，确认穆圣已经死亡。他喊叫了

第一句话后接着又大声喊叫了第二句：“我们也已

经杀死了阿布·伯克尔。”穆圣不许阿布·伯克尔

作任何回答。阿布·苏非安接着又喊叫了第三句:

“我们也已经杀死了欧麦尔。”穆圣也不许欧麦尔

回答。这时候，阿布·苏非安喊叫说：“我们已杀

死了所有这三个人。”这时欧麦尔再也忍不住气喊

道：“我们三个都活着，凭借安拉的永久仁慈，准

备同你战斗，砸烂你们的脑袋。”阿布·苏非安喊

起他们民族的呼声：“光荣属于呼巴尔 (Hubal, 是麦

加人全民崇拜的偶像) , 光荣属于呼巴尔，因为呼巴

尔结束了伊斯兰教。”穆圣不能忍受这种反对独一

并且唯一的崇拜对象--------安拉--------的大话，为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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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他和所有穆斯林们准备牺牲他们的一切。他不

许穆斯林们去更正他自己已死亡的宣告。为了战略

的理由，也不许更正对阿布·伯克尔以及欧麦尔已

经死亡的宣告，只因留下的他的残余部队人数太

少。敌人部队士气高涨而人数众多，但是现在敌人

侮辱了安拉，穆圣受不了这样的侮辱。他的精神燃

起了怒火。他怒目环视着周围的穆斯林们说：“为

什么站着不响而不去答复侮辱唯一的崇拜对象安拉 

的这种话？”  

那些穆斯林问：“先知啊，我们应该说些什么

呢？”  

他说：“你们说： 

ل    اَّْعَٰل  اَّلل ٰہ   اَّجَّ ل    اَّْعَٰل  اَّلل ٰہ  ۔ مَّ اَّجَّ  ۔مَّ

‘只有安拉是伟大的、优胜者，只有安拉是伟

大的、优胜者，只有他是至高无上和值得荣耀的，

只有他是至高无上和值得荣耀的。’”穆斯林们照

此大声呼喊。这种喊声使敌人呆住了，他们站在那

儿懊恼，想想穆圣竟然还没有死。在他们前面站着

只有很少几个身受创伤和精疲力尽的穆斯林。要结

果他们的性命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他们不敢再进

攻。他们满足于已取得的胜利，他们兴高采烈地回

去了。  

吴候德战役中，穆斯林转胜为败。然而，这一

战役给穆圣的真理提供了明证。因为这一战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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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在此前所作的各种预言都实现了。穆斯林在战

役开始时是胜利的；穆圣敬爱的叔父哈姆杂(Hamza) 

战死；敌人的司令员在战斗开始后不久就被杀死；

穆圣本人受伤，许多穆斯林被杀。所有发生的这些

事情，正如穆圣梦境中所预言的那样。  

除了实现事先预言的这些事情以外，这一战役

提供了有关穆斯林真诚之心和献身精神的许多证

明。他们的行为是如此地值得为人楷模，在历史上

无可伦比。我们已经叙述了某些足以证明这一点的

事情，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谈，它说明穆圣同伴所表

现出来的确定性的信心和献身精神。当穆圣同几个

穆斯林在那小山脚下休息时，他派了他的几个同伴

去照顾躺在战场上的伤员。一个同伴经过长时间的

寻找后找到了一个麦地那穆斯林伤员。他快将死

了。那个同伴弯下身去说： 

م   ئاَّ ْ   اَّلس َّ  عَّلَّيْک 

“祝你平安。”那个穆斯林举起一只颤动的

手，把来人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说：“我在等候着

有个人来。” 

那个同伴对那士兵说：“你的情况很危急，你

有什么事情要传达给你的家属吗？”  

那个垂死的穆斯林说：“有的，有的，对我的

亲属说声祝他们平安并且告诉他们，我已死在此

地，但是我留给他们要照顾的一个宝贵的人。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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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那个安拉派遣的先知。我希望我的亲属会用

他们的生命保卫他的人身安全，并且记住我这唯一

的遗愿。”(Mu’atta & Zurqani) 

垂死的人们有很多话要对亲属说，可是这些早

期的穆斯林，即使在他们垂死的时刻，想的不是他

们的亲属、儿子、女儿或妻子，也不是他们的财

产，而只是穆圣。他们怀着穆圣是世界救星的确定

性信心去面向死亡。他们的孩子们如果活下来的

话，就没多大成就，但如果他们为保卫穆圣人身而

死，他们既为安拉又为人类尽了职。他们相信，牺

牲了他们的家庭，他们就为人类尽了责而且为他们

的安拉尽了责。他们自己招致了死亡，但这样他们

就保卫了人类普遍而永久的生活。  

穆圣收集了伤员和死者，给予伤员以急救，掩

埋了死者。那时穆圣知道了，敌人是非常残酷地对

待穆斯林的，他们肢解了穆斯林死者的尸体，这里

割掉一只鼻子，那里割掉一只耳朵。有一具被肢解

的尸体是穆圣的叔父哈姆杂的。穆圣激动地说：

“不信者的行动证明了迄今为止我们认为是无理的

事情现在是有理的。”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

受命于安拉，不要去管那些不信者，对他们继续表

示悯怜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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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死亡的谣传到达麦地那 

 

穆圣死亡的谣传以及穆斯林军队被击溃的消息 

到达麦地那，此时穆斯林的残余部队尚未能回到这

个城市。妇女和孩子们发狂地向吴候德奔去，其中

许多人从回来的士兵那里知道了事实真相就往回

跑。巴奴·迪哪尔 (Banu Dinar) 部族中的一个妇人继

续走去直到吴候德。这个妇人在这战役中失去了丈

夫、父亲和兄弟，根据有些叙述者的说法，她也失

去了一个儿子。有一个正在回来的士兵碰到她并对

她说：“你的父亲死了。”她回答说：“我并不在

乎我的父亲，告诉我关于穆圣的情况。”那个士兵

知道穆圣活着，因此他并不立即回答她的询问而继

续告诉她说，她的兄弟和丈夫也死了。对于这些报

道她并没有什么触动，仍旧一次次地询问： 

ا لَّ  لَّ عَّ ْول   فَّ س  َل َّ  الل ٰہِ  رَّ ل َّ َّ  عَّلَّيْہِ  الل ٰہ   صَّ سَّ  ۔مَّ

“安拉的使者干了些什么？”她使用的是一句

奇怪的语句，但是如果我们记得使用这一语句的是

一个妇人，这似乎不再是什么奇怪的事。妇女的情

感是强烈的，她往往会对死了的人讲话好象他是活

着似的。如果那个人是她的近亲，她常常会埋怨

他，问他为什么抛弃她而把她留下无人关心和没人

照顾。妇女们丧失亲人时通常用这种方式来哀悼。

这个妇人使用的这一语句，因此是适合于一个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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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穆圣的死亡而悲痛时用的。这个妇人认为穆圣是

个亲人而不肯相信他已死亡，即使她已听到他已经

死亡。同时她并不否定这一消息而继续以一个妇人

真正悲痛的心情说道：“安拉的使者干了些什

么？”她这样说，假装着穆圣还活着，而且抱怨，

一个像他那样的忠诚领袖会决意给他们所有的人以

离别之苦。  

那个正在回来的士兵发现，这个妇人并不在乎

她的父亲、兄弟和丈夫的死亡，他理解了她对穆圣

的深切热爱，就告诉她说：“至于穆圣呢，正如你

的心愿，他完全活着。”这妇人叫那士兵指给她看

穆圣在哪里。他指着战场上的一个地方。这妇人冲

到穆圣那个地方，一手握着他的披风，吻着它说：

“我的父亲和母亲为你而牺牲吧，安拉派遣的先知

啊，如果你活着，我并不在乎其他任何人死去。” 
(Hisham) 

因此，我们能够看出，在这战役中男女穆斯林

表现的坚忍不拔和献身精神是何等伟大。基督教徒

自豪地叙述抹大拉的马利亚 (Mary Magdalene) 和她伴

侣的故事，并且告诉我们关于他们的奉献和勇敢的

精神。据说在凌晨时分她们偷偷地通过那些犹太

人，冲向伊撒的坟墓。但是这怎么能与迪那尔部族

这个穆斯林妇人的忠诚献身之心相比拟呢？  

历史上还记载着另外一个例子。在埋葬了死者

以后，穆圣在回到麦地那时，他看到那些走出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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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城来接待他的妇女和孩子们。他骑的那只单峰驼

的绳索由麦地那的一个首领萨德·彬·穆阿泽执握

着。萨德把这头单峰驼牵得很自负的样子。他好像

对世界在宣告，穆斯林终于成功地把穆圣身心矍铄

地送回麦地那。他正在向前走时，看到自己上了年

纪的母亲前来迎接回来的那些穆斯林。这一上了年

纪的妇女视力很差。萨德认出了她，转身向穆圣

说：“先知啊，这就是我的母亲。”   

穆圣回答说：“让她走 向前来。”  

那妇人走向前来，发呆的样子试图找出穆圣的 

脸部。最后总算找到了他的脸，心里很高兴。穆圣

看见她说：“妇人，我很悲伤，失掉了你的儿

子。”  

那个忠诚的妇女回答说：“但是，我见到你活

着，我已经把一切不幸的事都吞入肚中去了。”她

用的那一阿拉伯语句是“我已把不幸的事烤熟了吞

了下去。” 
(Halbiyya, Vol. 2, P.210) 

这句话所指的情感是多么地深刻啊！正常地

说，悲哀会吞灭人生，而在这里，一个上了年纪的

妇人失掉了她老年依靠的儿子。可是她说，不是让

悲哀吞灭了她，而是她吞吃了悲哀。事实是，她的

儿子为穆圣而死，这就使她的余年得到生活的供

养。  

穆圣到达了麦地那。在这战役中，许多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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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死，许多受了伤。这战役还不能说以穆斯林失

败而告终。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些事证明其结果相

反。它们证明，吴候德战役正如任何其他战役那样

对穆斯林说来是一次伟大的胜利。穆斯林们翻到他

们早期历史的这些篇章时能从吴候德战役中汲取营

养和精神鼓舞。  

穆圣回到了麦地那，恢复他的宣教任务。他又

从事于训练和教导他的追随者。可是像以前一样，

他的工作继续受到阻扰。吴候德战役之后，犹太人

变得更胆大妄为，伪信者重新抬起头来。他们开始

认为自己有办法有能力来消灭伊斯兰教，只不过他

们必须齐心协力。因此，犹太人开始使用新的捣乱

方法。他们以诗句的形式发布恶毒咒骂的读物来侮

辱穆圣及其家庭。有一次他们叫穆圣去解决一项纷

争，他不得不去犹太人的一座堡垒。犹太人策划把

一块石板掉在他的身上来结果他的性命。穆圣已从

安拉那里事先得到警告。他惯于受到这样的及时的

警告。穆圣一言不发离开了坐位。后来犹太人承认

了他们肮脏的阴谋诡计。穆斯林妇女在大街上受到

侮辱，在这样的一次事件中，一个穆斯林丧了命。

另外一次事件中犹太人向穆斯林姑娘扔石块，这个

姑娘痛苦地死去。犹太人这种行为使他们和穆斯林

的关系紧张，迫使他们向犹太人作斗争。但是穆斯

林只是把他们赶出麦地那。两个犹太部族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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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叙利亚；另外一个部族中，有些人去了叙利

亚，有些人定居在麦地那北面的一个犹太人防守得

很坚固的要塞海拜尔 (Khaibar)。 

 

禁酒之命和其无可比拟的效果 

 

吴候德战役与下一次战役之间的这一段和平时

期中，世人都目击伊斯兰教对其追随者影响的非凡

的榜样。我们谈谈禁酒。在描绘伊斯兰教以前阿拉

伯社会情况时，我们指出，阿拉伯人是根深蒂固的

酒徒。每天五次饮酒在每个阿拉伯人的家中是种时

尚。喝酒喝得神志不清是习惯做法，而且阿拉伯人

对此却不以为耻。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这是一种

美德。一个客人来了，一次次送上酒来是一个家庭

主妇必须做的事情。要使这样一个民族断绝这种致

命恶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迁徙后第四

年，穆圣得到安拉的的命令，饮酒应被禁绝。一旦

这一命令颁布，饮酒这件事从穆斯林社会中消失掉

了。据记载，当接受启示说应使饮酒非法化时， 穆

圣派人叫了一个同伴来，命令他在麦地那各条街道

上颁布这条新的命令。一个安萨里（一个麦地那穆

斯林）家中正在举行酒宴，邀请了许多人，正在端

着一杯杯酒。一大坛酒已喝尽，第二坛正在被打

开。许多人已不省人事，还有许多人正在失去知

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听到有人宣布，在安拉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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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下，穆圣已禁止了饮酒。这伙人中间的一个站起

来说：“这看来像一道禁止饮酒的公告，让我们去

看看是否是这样。”另一个站起来，用他的手杖把 

那个装满了酒的泥坛子打得粉碎，说： 

“先服从，然后去打听。我们听到了这一宣告

就够了。我们一面去打听，一面继续喝酒，这是不

适当的。我们的责任是宁可让这些酒流到街上去，

然后去打听这个颁布的命令。” 
(Buhkhari & Muslim, Kitab ul-Ashriba) 

这一个穆斯林是对的，因为如果已经禁酒，他

们还在喝酒的话，他们犯了违背法令的罪；另一方

面，如果并没有禁酒，他们仅仅一次把坛中的酒流

动街上去，那么损失并不算多。这一命令颁布以

后，饮酒从整个穆斯林社会中消失。用不到特别的

努力或运动来进行这次革命性变化。穆斯林听到了

这个命令并且表明他们准备响应接受这一命令，他

们活到 70 或 80 岁，未曾见到有任何穆斯林听到这

禁令以后显示出意志薄弱而违反这一禁令的情况。

如果有任何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未曾有

过任何机会前来直接领受穆圣的影响和感化。把这

一点与美国的禁酒运动以及欧洲如此多年以来努力

提倡的禁酒运动相比。在一种情况中，穆圣简单地

颁布一条命令已经足够来取消阿拉伯社会中根深蒂

固的社会恶习。在另一种情况中，法律中特别制订

了禁酒令。警察和车队，海关官员和税务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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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组成单位大家竭尽全力试图消灭饮酒恶

习，可是失败了而且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失败。酒徒

胜利了，饮酒恶习并未被打败。我们的时代是一个

社会进步的时代，可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时代与早期

穆斯林时代相比，我们感到疑惑，这两个时代中哪

一个受得起这一称号--------我们的这个时代呢？还是

伊斯兰教带来这一伟大社会革命的那个时代？  

 

吴候德战役后非信者部落的极端恶劣的阴谋 

 

吴候德发生的事情大概不会容易地被忘怀的。 

麦加人以为吴候德是他们反对伊斯兰教的第一次胜

利，他们在全阿拉伯半岛发布了新闻，用它来激励

所有阿拉伯部族来反对伊斯兰教并且说服他们，穆

斯林并不是战无不胜的。如果他们继续兴旺昌盛，

这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力量强大，而是因为阿拉伯

正统观念的软弱无力。这是由于阿拉伯偶像崇拜者

的软弱无力。如果阿拉伯偶像崇拜者齐心协力制服

穆斯林，那并不是一件难事。这种宣传的结果，使

对穆斯林的敌对情绪开始高涨起来。 阿拉伯其他部

族在折磨穆斯林方面开始超过麦加人。有些部族开

始公开攻击穆斯林，有些部族开始鬼鬼祟祟地使穆

斯林遭受损失。迁徙后第四年，阿德勒(‘Adl) 和卡

拉 (Qara) 两个部族派了他们的代表到穆圣那里提

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倾向于伊斯兰教，他们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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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派几位深通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到他们那儿

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教他们新的宗教。事实

上，这是伊斯兰教死敌巴奴·利赫扬 (Banu Lihyan) 

所策划的一个阴谋诡计，他们是在许以一笔重大酬

报的情况下派这些代表团到穆圣那里来的。穆圣毫

不怀疑地接受了这一请求，派了十个穆斯林去教那

两个部族伊斯兰教的信条和原理。当他们到达巴

奴·利赫扬的领地时，护送他们的人们把这消息传

递给那部族的人们，邀请他们逮捕这伙人或将他们

处死。在这种恶毒的建议下，巴奴·利赫扬的两百

名武装人员出发追赶这伙人，最后在一个名叫拉吉 

(Raji’) 的地方追上了他们。十个穆斯林和二百个敌

人之间发生一次遭遇战。穆斯林充满了信念，敌人

却没有什么信念。那十个穆斯林爬上一高处向两百

个人挑战，敌人试图用阴险的诡计制服这些穆斯

林。他们提出，只要他们下来，就可以不伤害他

们。可是这些穆斯林的带队人回答说,他们已经看够

了不信者作出的诺言。说了这话后，他们向安拉祈

祷：“安拉啊！你深知我们的困境，请把这种情况

告知我们的穆圣吧？”不信者看到这几个穆斯林坚

强不屈，就向他们发动进攻。那些穆斯林根本没想

到什么叫做失败，英勇地战斗着，十个中有七个在

战斗中倒下。不信者对留下的那三个重新提出自己

的许诺，只要他们(穆斯林）走下那高地就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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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生命。这三个相信了那些不信者的话就投降

了。他们一投降，不信者就把他们绑了起来。这三

个中的一个说：“这是破坏你们保证诺言的第一个

行动，只有安拉知道你们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

了这话后，就不肯跟他们走了。那些不信者开始折

磨这个受害者，把他拖下来。但是他们被这一个人

的抵抗决心所吓倒，因此就地把他杀害了。其他两

个被他们带走，卖给麦加的古莱西人做奴隶。两个

中的一个是胡拜布 (Khubaib)，另一个是宰德。胡拜

布的买主要杀死他以报他的父亲被杀死在白德尔战

役中的仇。有一天，胡拜布要一把剃刀来完成他的

梳洗，胡拜布把剃刀拿在手里，那一人家的一个孩

子出于好奇心走到他身旁，胡拜布把那孩子抱在自

己膝上。 

那孩子的母亲看到这种情况害怕起来， 她心里

充满了内疚的感觉，这里是在几天以后他们就要把

他杀害的一个人，手里如此危险地拿着一把剃刀接

近着他们的孩子。她深信，胡拜布将要杀害这个孩

子。胡拜布看见那妇人脸上极度恐慌的样子说：

“你想象着我将杀死你们的孩子吗？一点也不要这

样想，我不会做这种罪恶的事情，穆斯林不会欺骗

人。” 

那妇人被胡拜布诚实坦率的态度极大感动。即

使在以后的任何时刻她也不会忘记这种情况并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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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说：“我从未见到过像胡拜布那样的一个俘

虏。”最后麦加人把胡拜布领到一个广场上进行当

众杀害。行刑的时间到了，胡拜布请求他们让他礼

两拜。古莱西人同意了，胡拜布在众目瞩视之下作

了他今世最后的礼拜。礼拜完毕后他说：“我要继

续礼拜，但并未如此做，恐怕你们认为我怕死。”

于是他平静地引颈就戮。他这样做时喃喃地念着以

下“词句”： 

ْنٍب  أي ِ  عََّٰل  عِ  ِلل ٰہِ  کَّانَّ  جَّ ََّ ْص  يْ لَّ

اِل  عََّٰل  ي بَّاِرْك  ِ ِشلْوٍ  اَّْمصَّ ع   ُُمَز َ

لَّْست    ْسلِ  ا قْهَّل   ِحْْیَّ  ا بَّاِلْ  مَّ  ًمال 

اِت  ِفْ  ٰذِلکَّ  مَّ  اء اِْن  مَّ  اْلِلٰ ِ  ذَّ  ي َّشَّ
 “当我作为一个穆斯林死亡时，不在乎我无头

的尸体倒向右方或左方。 为什么我要在乎呢？我在

安拉的道上死亡；如果他愿意，他会赐福于我从尸

体上被割下来的每一部分。”(Bukhari) 

胡拜布刚刚结束他轻轻念这些词句的声音，刽

子手的刀已落在他的颈上，他人头落在一旁。在进

行这一当众杀害时聚观的群众中有一个萨义

德·彬·阿米尔 ，他后来成为一个穆斯林。据说，

每当在萨义德面前谈到杀害胡拜布的事，他都会昏

迷过去  (Hisham)。第二个俘虏宰德也被拉出来杀

害。观众中有麦加首领阿布·苏非安。阿布·苏非

安转向宰德问道：“你宁愿让穆罕默德代替你吗？

你宁愿自己平平安安躺在家里而让我们把穆罕默德

抓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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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德骄傲地回答道：“什么啊，阿布·苏非

安？你说什么？我以安拉发誓，我宁愿死也不愿穆

圣踩在麦地那街上的一根刺上。”阿布·苏非安不

得不被这样的忠诚之心所深深感动。他惊异地看着

宰德毫不犹豫地可是用一种慎重的语调宣告说： 

“神为我作证，我从未看到过有像穆罕默德同

伴热爱穆罕默德那样的任何一个人热爱另一个人的

情况。”(Hisham,Vol.2)  

约在此时，娜吉德  (Najd) 的一些人到穆圣那

里，要穆斯林去教他们伊斯兰教。穆圣不信任他

们。但是阿米尔部族的首领阿布·巴拉那时恰巧在

麦地那。他自愿为该部族作保并且向穆圣保证，他

们不会作出任何伤害的事情。穆圣选出能背诵《古

兰经》的七十名穆斯林。这群人抵达别尔·麦乌那 

(Bi’r Ma‘una) 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名叫哈拉

姆·彬·麦勒汉 (Haram bin Malhan) 到阿米尔部族的

首领（巴拉的侄子）那里去教他伊斯兰教义。那个

部族的人们表面上款待着哈拉姆。可是他正在向那

首领讲话时，从后面偷偷走来一个人，用长矛袭击

哈拉姆。哈拉姆当场死亡。当那长矛穿过哈拉姆颈

部时，有人听见他说： 

ْکْبَّ   اَّلل ٰہ   ب ِ  ف ْزت  ۔ اَّ رَّ ْعبَّۃ مَّ  ۔الْکَّ

 “安拉是伟大的。克尔白（ 天房）的养主是

我的见证，我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Bukhari)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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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肮脏的方式谋害了哈拉姆以后，那些部族首领

煽动该部族向这群穆斯林教师的其余人员进攻。但

是，那部族的人们说：“我们的首领阿布·巴拉自

愿作保；我们不能攻击这群穆斯林。”于是，这个

部族的首领们在曾经去过穆圣那里请穆斯林教师的

两个部族的帮助下，和其他几个部族一起向这群穆

斯林进攻。“我们(穆斯林）来此地是传道教经

的，不是来战斗的”这种简单的呼吁根本不管用。

他们开始杀害这群人。七十人除了三个以外都给谋

害了。一个幸存者是跛子，在这次遭遇以前已爬到

一座小山上去了。其他两个到树林里去喂骆驼了。

他们从树林里回来后发现六十六个同伴躺在地上死

了。两个人商量着，一个说：“我们应该到穆圣那

儿去报告这一事件。”另外一个人说：“我不能离

开我们这群人的首领，穆圣委派他作为我们领导被

谋杀的这个地方。”说了这话后，他单身冲入不信

者中间死于战斗中。另外一个被俘，但在后来为了

实现该部族首领所立的誓约而被释放了。这一群被

谋杀的穆斯林中包括阿米尔·彬·福海拉，他是阿

布·伯克尔的一个获得自由的奴隶。杀害他的是一

个人叫贾巴尔 (Jabbar)，后来他成了穆斯林。他把自

己皈依伊斯兰教归因于对穆斯林进行的这次大屠

杀。  

贾巴尔说：“当我开始杀害阿米尔时，我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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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尔说：‘安拉可以作证，我已经达到了我的目

的。’我问一个人：‘为什么一个穆斯林在临死前

要说这种话？’那个人解释说：‘穆斯林们把死于

安拉的道上看作是一种幸福和胜利。’”这一回答

给贾巴尔的印象如此之深，使他开始系统地研究伊

斯兰教，终于成了一个穆斯林。 
(Hisham & Usud ul-Ghabba) 

这两个不幸事件中，作为一种险恶阴谋的结

果，大约有八十名穆斯林丧失了生命。消息同时传

到麦地那。被杀害的不是一般普通的人，而是背诵

《古兰经》者，他们并未犯罪，也没有伤害任何

人，他们不在参加战斗，他们被人以安拉和宗教的

名义用谎话诱骗而落入敌人手中。这些事实确切证

明，对伊斯兰教的敌意和仇恨是深刻而不能改变

的。另一方面，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热情同样是深

切而坚决不移的。 

 

与巴奴·穆斯塔里克的遭遇战 

 

吴候德战役之后，麦加严重饥荒。穆圣不顾麦

加人对他怀有的一切敌意，不顾他们为了全国范围

内散布对他的憎恨一直在使用着的一切阴谋诡计，

还是筹集了一笔资金去帮助麦加那些穷人的迫切需

要。麦加人即使对这种友好的表示也仍然无动于

衷，他们的敌意并不由此而有所减退，实际上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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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深重。迄今为止同情穆斯林的那些部族也对他

们有了敌对情绪。有一个这样的部族叫巴奴·穆斯

塔里克 (Banu Mustaliq)，他们过去同穆斯林的关系很

好，但是现在他们已在开始准备攻打麦地那。穆圣

听到他们在准备，就派人去探明真相。回来的人证

实了这些报道，穆圣决定前去迎击这一新的进攻。

因此他集结了一支部队，将部队带到巴奴·穆斯塔

里克的领土上。穆斯林部队与敌人相遇后，穆圣试

图说服敌人后撤而避免战斗，敌人拒绝了。战斗开

始了，几小时后敌人被打败了。  

因为麦加不信者集中精力加害于穆斯林，友好 

的部族不断地转成含有敌意的部族，穆斯林中的伪

信者也乘着这种时机冒险在穆斯林这一边投入战

斗，他们或许想他们会有机会做出些加害(穆斯

林）的事情。但与巴奴·穆斯塔里克的遭遇战几小

时之内就结束了，因此那些伪信者在战斗中没有机

会进行捣乱。然而穆圣决定留在巴奴·穆斯塔里克

镇区里几天。在他耽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麦加穆

斯林和一个麦地那穆斯林之间为了在一口井旁打水

的事发生争吵。那个麦加人恰巧以前是个奴隶，他

打了那个麦地那人，后者就发出警报，叫来了麦地

那同伙--------叫做安萨尔(辅士）。那个麦加人也发

出警报，叫来了麦加同伙--------叫做穆哈吉林 (迁

士）。双方充满着激动的情绪。没有人搞清这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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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一回事，双方的年轻人都把剑拔了出来。阿布杜

拉·彬·欧培·彬·萨罗尔认为这是一个天赐良

机，他决心火上加油。他对麦地那人说：你们对那

些迁士的优待超过了限度，这使他们宠坏了，现在

他们试图在各方面支配你们。”这种话也许会产生

阿布杜拉想要的效果，争吵也许会呈现严重的形

态。但并没有如此，阿布杜拉错误估计了他那含有

恶毒用意的那些话的效果。虽然如此，他相信那些

麦地那穆斯林业已被他说服了，甚至继续说到这种

地步： 

“让我们回到麦地那去吧。那时，麦地那公民 

中的最高贵的将把最鄙贱的赶出去。”(Bukhari)  

所谓那最高贵的公民，他意指他自己，而那最

卑贱的，他意指穆圣(祈求安拉保佑我们，避免这

种想法），他说出了这种话后，笃信的穆斯林就看

穿了他的恶毒用意。他们说,他们听到的不是一句头

脑简单的话，而是来引他们走邪道的恶魔的话。 一

个年轻人站起来经由他的叔父去报告了穆圣。穆圣

派人把阿布杜拉·彬·欧培·彬·萨罗尔和他的朋

友叫来，问他们是什么一回事。阿布杜拉和他的朋

友否认自己曾经在那次事情中干出过说他们干了的

那种事。穆圣没说什么。但事实真相传播开来了。

经过一定的时间，阿布杜拉·彬·欧培·彬·萨罗

尔的儿子--------阿布杜拉也听到了这件事。年轻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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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杜拉立刻拜见穆圣说：“安拉的先知啊！我的父

亲侮辱了你。惩罚他以致罪。如果您决定这样的

话，我宁愿请您下令让我去杀了我的父亲。如果您

命令其他什么人去杀他，我的父亲死在他的手下，

可能刺激我杀死那攻击者以报杀父之仇。这样，我

也许会引起安拉的不悦。” 

 穆圣说：“但是我并没有这样的意图，我愿以

同情和体谅之心对待你的父亲。”年轻的阿布杜拉

把他父亲的不忠和无礼与穆圣的同情心和仁慈相

比，他的信仰更增加了，同样他对他父亲的怒气也

升级了，向麦地那走去。当他们接近麦地那时，他

在途中喝住了他的父亲说：“如果你不收回你用以

反对穆圣的话，我就不会让你继续上路去麦地

那。”“你说的‘穆圣是鄙贱而你是高贵的’那句

话，现在你必须说‘穆圣是高贵的而你是鄙贱

的。’直到你说了这话，我才让你走。”阿布杜

拉·彬·欧培·彬·萨罗尔吃惊而害怕地说：“我

的儿子，我同意，穆罕默德是高贵的而我是鄙贱

的。”年轻的阿布杜拉这才放他父亲走。 
(Hisham, Vol. 2) 

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两个犹太部族由于他们恶

毒的阴谋和行凶的诡计被逐出麦地那。二个中的一

个，巴奴·那迪尔，一部分移居去叙利亚，一部分

移居到麦地那北面的一个名叫海拜尔的城镇中，海

拜尔 是犹太人在阿拉伯半岛上防守坚固的中心。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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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在那里的犹太人开始鼓动阿拉伯人反对穆斯林。

麦加人已是伊斯兰教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不需要任

何新的挑拔来煽动麦加人反对穆斯林。 同样地，阿

拉伯部落中地位很高的娜吉德的伽太凡 (Ghatafan) 部

落由于它同麦加人的友好关系，对穆斯林也有敌

意。定居在海拜尔 的犹太人已经煽动着麦加的古莱

西人和娜吉德的伽太凡人来进攻麦地那。除了这些

人以外，他们计划使两个强大部落巴奴·苏垒姆 

(Banu Sulaim) 和巴奴·阿萨德(Banu Asad) 也来反对伊

斯兰教。他们也劝说巴奴·萨德(与犹太人联盟的

一个部族）加入麦加人反对伊斯兰教的联盟。在长

时期的阴谋策划下，组成了一个阿拉伯各部族的同

盟来同穆斯林作战。这个同盟包括麦加人，生活在

麦加四周各个地区的各个部族，娜吉德的各部族，

以及生活在麦地那北面地区的那些部族，也有犹太

人。 

壕沟战役 

 

迁徙后第五年(公元 627 年 2 月底)集结了一支

大军。据历史学家估计，这支大军人数在两万和两

万四千人之间。但是由阿拉伯半岛各部族组成的一

支盟军的人数不可能仅仅是一万。而且两万四千人

看来与实际情况相近。他们必须是一万八千至两万

人。这一群乌合之众要攻打麦地那城是一个不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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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繁荣的城市，完全不能抗击阿拉伯盟军的进

攻。城内居民该时男子（包括老人、年轻人和孩子

们）人数只有三千多一点。对这样一些居民，敌人

集结了一支两万到两万四千身体结实、富于战争经

验的汉子组成的大军，而且（由于从这个国家四面

八方集结而成）这支军队的人员都是精选出来的。

在另一方面，麦地那居民中可召集来抗击这支大军

的包括了所有年龄的男子。人们可以看出麦地那穆

斯林居民被迫作战的敌我悬殊之势。这种战争双方

力量的对比是太不平衡了。敌人的力量强大，有两

万到两万四千人。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穆斯林包

括城内老的小的所有男人在内差不多只有三千人。

穆圣听到敌人作了这么大的准备，他召集会议征询

意见。在征询的对象中有一个波斯人名萨耳曼

(Salmān) 他是皈信伊斯兰教的第一个波斯人。穆圣

问萨耳曼：“如果你们波斯人在大军压境时要防卫

一个城市，你们怎么办？”萨耳曼说：“如果一个

城市不设防而且城里军队人数又很少时，我们国内

照例是在城的四周掘上壕沟而在城里守卫。”穆圣

就赞许这一想法。麦地那在一侧有许多小山，那一

侧就有了天然屏障。另一侧是居民密集的街巷区。

城市的这一侧不能被出其不意地攻击。第三侧是许

多房子和棕树，在不远处是犹太部族巴努•库赖杂 

的堡垒。巴努•库赖杂部族已与穆斯林签订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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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因此这一侧也可认为不会受敌人攻击。第四

侧是一片开阔平原，这一侧是敌人最可能发动猛攻

的地方。因此，穆圣决定在这开阔的一侧掘条壕沟

以阻止敌人出其不意的进攻。这项任务由穆斯林分

担--------十个人掘十码壕沟。一共是一英里的一条壕

沟，必须掘得足够地宽和足够地深。 

掘壕沟的工作正在进行，穆斯林壕兵碰到一块

岩石，这块岩石穆斯林难以把它凿开。穆圣接到这

一报告就马上赶到该处。他拿起鹤嘴锄用力凿击这

块岩石，溅出了火星，穆圣大声呼喊：“Allahu 

Akbar（真主最伟大）。”他再凿击，又发出了火

星，穆圣又大声呼喊：“Allahu Akbar（真主最伟

大）。”第三次凿去，又溅出火星来，穆圣又喊

道：“Allahu Akbar（真主最伟大）”，那岩石就凿

成碎块。那些同伴们就问穆圣有关这一切事。“为

什么您一次又一次喊‘Allahu Akbar’（真主最伟

大）？” 

穆圣说“我用这鹤嘴锄三次凿击这块岩石，我

三次看见安拉向我显示的伊斯兰教未来荣耀的景

象。在第一次火星中，我看到罗马帝国在叙利亚的

许多宫殿，那些宫殿的钥匙就给了我。第二次我看

到麦特因 (Mada’in) 的照亮的许多波斯宫殿，波斯王

国的那些钥匙就给了我。第三次，我看到萨那

(San‘a) 的大门，也门王国的那些钥匙就给了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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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安拉的许约，你们应当信赖这些许约。敌人

不能伤害你们。” 
(Zurqani, Vol.2 & Bari, Vol.7) 

由于人力有限，穆斯林掘的那条壕沟从军事战

略上来看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至少看来可保证敌

人不能突然进入城市。后来发生的战事充分证明这

条壕沟是可以跨越的。敌人不能经由城市的其他侧

面攻击城市。  

因此从壕沟的那一侧，阿拉伯各部族的那支大

军开始逼近麦地那。穆圣获悉这一消息后就带了一

千二百人出城保卫麦地那，也布置了其他人员防守

城市其他部分。   

历史学家对防守壕沟的人数估计不一。有的人 

认为是三千人，另一些人认为是一千二百到一千三

百人，还有一些人认为是七百人。这些估计差异极

大，显然难以相互一致。但是，在衡量其实证之

后，我得出结论，所有对从事防守这条壕沟的穆斯

林人数的这三种估计都是正确的。它们与这战役的

各个不同阶段有关。 

 

在极不利的条件下战斗 

 

我们已经同意，伪信者在吴候德战役中撤出

后，留在战场上的穆斯林人数是七百。壕沟战役仅

在吴候德战役两年之后就发生了。在这两年中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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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的人数按历史记载来看并无多大增加。这一时

期中无人指望有作战力的穆斯林人数能从 700 人增

加到 3000 人。与此同时，说在吴候德与壕沟战役之

间有作战力的穆斯林人数没有增加也是没有理由

的。伊斯兰教人数不断在增加。我们可以期望，在

吴候德与壕沟战役之间人数有所增加。从以上两种

考虑来看，似乎可以随之而得出一种正确的估计，

壕沟战役中穆斯林战士的人数是 1200。唯一要回答

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权威人士说人数是 3000 而有

些说 700？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两个数字

涉及这战役的两个不同阶段。壕沟战役分三个阶段

来战斗。第一个阶段是在敌人临近麦地那以前穆斯

林在掘壕沟。这一阶段中，我们可以设想，为了把

掘出的泥土搬去远处，孩子们，而且在某种程度

上，妇女们甚至也要出来帮忙。因此，在掘壕沟

时，我们可以设想，在穆斯林一方一共使用了三千

人。这一数目包括孩子和一些妇女在内。孩子们能

帮忙运泥土，而妇女们总是同男子们竞相在穆斯林

各种运动中帮忙出力，在做与掘土相关的辅助工作

方面一定也是很有用处的。有证明可以支持这种设

想。掘壕沟开始时，即使孩子们也要出来。实际上

全部居民参加了掘土工作。但敌人来到而战斗一开

始，穆圣就命令十五岁以下的男孩撤离作战现场。

那些十五岁以上的男孩如果想战斗的话，准许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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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Halbiyya Vol.2) 因此可以看出，穆斯林在掘壕

沟时的人数比战斗开始时的人数要多得多。战斗时

男小孩子都撤离了。在战役中估计穆斯林人数为

3000，是只指掘壕沟时说的，而那些估计这一数字

为 1200，是指只有成年男子参加的实际战斗时说

的。我们尚未解释的那个唯一的估计数字是 700

人。照我们的看法，即使这一估计也是对的。像伊

本•伊斯哈格 (Ibn Ishaq) 那样可靠的权威人士也认为

这一估计是正确的。在这一估计方面，他的建议受

到地位不比他低的伊本•哈兹姆 (Ibn Hazm) 的支持。 

幸亏当我们转向战斗中的其他细节，连这个估计也

是正确的。有明确的事实表明，当巴努•库赖杂违

背了他们的誓言，加入了敌方，决定从后方向穆斯

林进攻时，穆圣接到报告知道他们罪恶意图后决定

在城市暴露给巴奴·库赖杂进攻的这一部分驻扎了

守卫部队。麦地那的这一部分原先是不设防的，因

为巴努•库赖杂与穆斯林是联盟的。而且穆斯林设

想他们不会让敌人从他们那侧攻击这城市。据说，

穆圣接到巴努•库赖杂背叛的报告时，很显然穆斯

林妇女由于这一联盟原被认为城市的这一部分是安

全的，现在不再安全了；穆圣决定派两百人和三百

人的两支部队去防守该两处现在是无护守力量的部

分城市。穆圣命令他们时时呼喊“Allahu Akbar（真

主最伟大）”，可使穆斯林主力部队知道，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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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很安全。伊本•伊斯哈格的估计，认为壕沟

战役战士人数是 700 个，因此也是正确的。如果从

1200 人中派了 500 人去守卫该城市后方，剩下的只

能是 700 人。因此壕沟战役中穆斯林军队人数的所

有这三种估计结果都是正确的。  

因此，守卫壕沟的战士，穆圣只有七百人。壕

沟确实是掘好了，但是要对付和抗击一支如此强大

的敌军，即使借助这壕沟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

穆斯林照例信赖安拉和他的帮助。他们弱小的军力

等待着敌人的军队，而妇女和孩子们都遣送到该城

两处显然是安全的地方。敌人到了壕沟处觉得很惊

讶，因为这一种策略在阿拉伯战争中以前从未用

过。因此他们决定在他们那一边的壕沟边上扎营，

考虑攻打和进入麦地那的方法。一侧有壕沟的保

护，第二个侧面有许多小山作天然屏障，第三侧有

石块垒造的许多房屋和树林。敌人不可能向该城的

任何其它部分进行突然袭击。敌人的将领们齐首商

议，作出决定，必须试图割断现在仍居住在麦地那

的犹太人巴努•库赖杂部族与穆斯林的联盟关系并

且请他们在这猛攻麦地那的紧要关头参加他们的阿

拉伯同盟。只要巴努•库赖杂给他们让出一条道路

进入麦地那。最后阿布·苏非安选中了被流放的巴

奴·那迪尔部族首领，反对麦地那各阿拉伯部族的

主要煽动者胡耶伊·彬•阿赫塔布 (Huyai bin Akh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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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委派他去同巴努•库赖杂会谈，要他们提供方便

从后方攻击这城市。胡耶伊·彬•阿赫塔布到犹太

人堡垒中去见巴努•库赖杂的首领。起先他们拒不

见他。当他解释说：“这正是击败穆斯林的非常时

机”他成功地争取了库赖杂族中的一个名叫卡布 

(Ka‘b) 的首领。他解释说：“全阿拉伯半岛都出来

攻打和消灭穆斯林。站在壕沟另一侧的不是一支军

队而是穆斯林不可能抵抗无数的体格强壮的战

士。”最后他们商定了，只要不信者的这支军队成

功地越过那壕沟，巴努•库赖杂就攻打穆圣为了安

全起见把所有妇女和孩子遣送去的麦地那的那个住

区。他们相信，这一计划会粉碎穆斯林的抵抗并且

是他们全部居民--------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死亡陷

阱。假如这一计划即使取得部分成功，那么穆斯林

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使他们困难重重。他们就无法

逃避这死亡陷阱。  

 

巴努•库赖杂背信弃义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巴努•库赖杂与穆

斯林是联盟的。即使他们不站在穆斯林方面参战的

话，人们期待着，他们至少要在他们那一侧堵住敌

人的道路。因此，穆圣对城市的这一部分一点也没

有设防。巴努•库赖杂知道，穆斯林信任他们很守

信用。因此，他们决定同阿拉伯人联合行动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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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参加，恐怕穆斯林警觉到而在巴努•库赖杂这

一侧采用步骤来保卫这部分城市。这是一个非常危

险的情节。 

在商定从两侧攻打穆斯林后，阿拉伯军队开始

攻打壕沟。虽然如此，几天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

事。于是他们想出派弓箭手站在高地，命令他们攻

击守卫壕沟的穆斯林士兵。这些人站在壕沟边上，

相隔的距离不大。只要穆斯林的防守显示出任何溃

散的现象，不信者就试图借助他们最好的骑兵冲过

壕沟。他们相信，不断作这样的进攻，就能在壕沟

的穆斯林一侧攻占一处地方，从那里就能把他们的

军队渡过壕沟向该城发动全面进攻。因此一次接着

一次地进攻，守卫的穆斯林不得不连续不停地战

斗。有一天他们是如此地忙于抗击这些进攻，以致

在指定的时间未能作某些每日应作的拜功。穆圣对

这感到伤心，他说：“安拉要惩罚那些异教徒，他

们搅乱了我们的拜功。”这种事说明敌人进攻的猛

烈程度。可是它也说明，穆圣最最关心的是对安拉

的崇拜。麦地那受到四面围攻。不仅是男人，而且

是妇女和孩子们都面临着必然死亡。全城都笼罩在

忧虑之中。但是穆圣仍然想的是在指定的时间固守

拜功。穆斯林并不像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那样每星

期只有一次崇拜安拉。穆斯林必须一天五次进行拜

功。在战争中，要进行即使是一次的集体拜功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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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更不用说每天进行五次集体拜功。但是穆圣

即使在战争中每天召集五次拜功。如果敌人的进攻

搅乱了其中的一次拜功，就会使他痛苦。  

回头说那战斗，敌人从前方进攻，巴努•库赖

杂打算从后方进攻，但不想使穆斯林居民警觉到。

他们要想从后面进入城市杀死躲避在那里的妇女和

孩子们。有一天，巴努•库赖杂派一个奸细去探

听，是否派有守卫的人员保护妇女和孩子们，如果

有的话，有多大的守卫力量。面对敌人危险的一些

家属都被集合在一处了，那个奸细来了，在那地方

四处走动并且猜疑地探望起来。他在这样行动时，

穆圣的姑母萨菲娅 (Ṣafiyya) 发觉了他。那时恰巧只

有一个成年男子在值班警卫而且即使是他也是个病

人。萨菲娅向他报告了她见到的情况并且建议在他

（奸细）能报告敌人在这部分城市中的妇女和孩子

们是如何地没有保护的力量之前他必须向那奸细下

手。那个生病的穆斯林不肯做任何事，这时萨菲娅

只能自己拿起一根棍子开始与这个讨厌的外来家伙

打起来。在其他妇女的帮助下，她成功地制服了他

并把他打死。后来证实，这个家伙确实是巴努•库

赖杂的一个间谋。穆斯林变得紧张不安起来，开始

担心到现在为止他们认为是相当安全的这一侧也不

安全。但是前方的进攻是这样地剧烈，需要全部穆

斯林的部队去抵抗进攻。然而穆圣决定抽出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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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去保护妇女和儿童。正如我们在讨论穆斯林在

这战役中人数时所说的那样，穆圣从一千二百人中

派了五百人去保护这城市中的妇女，因此在保卫壕

沟方面只剩下七百人同一支一万八千到两万人的军

队作战。一些穆斯林对他们所面对的不利条件感到

不安。他们到穆圣那里说,情况是如此危急，要拯救

这座城市看来可能性不大。他们请求穆圣祈祷，他

们也请求穆圣教他们专用于这种情况下的祈祷。穆

圣回答说：“不要怕。只向安拉祈祷，他会保护你

们克服你们的软弱，增强你们的信心，消除你们的

忧虑。”穆圣用以下语句自己进行祈祷：  

ْْنِلَّ  اَّلل ٰه   َّ  يْعَّ  الِْکٰهِب  ل  َِ اِب  سَّ ابَّ  اِْهِزِم  اْْلِسَّ  اَّلل ٰه   َّ  اْلَّْحزَّ

   ْ ْ   اْهِزْله  لِْزْْل  زَّ  ۔مَّ

 “赐给我《古兰经》的安拉啊！你是最迅速的

清算者，求你打败这些来攻击我们的成群吧！安拉

啊！我再次恳求你，打败他们，使我们支配他们，

打乱他们一切罪恶的意图。” 

يْخَّ  يَّا َِ ْمبِْْیَّ  صَّ  َ ْک ِيْبَّ  اْْلَّ يْنَّ  يَّاُم  ِ  َ ْضطَّ ْکِشْف  اْْل  ْی  ا ْ مَّ  ھَّ ِ ِبْ  غَِِّّ  َْ کَّ  مَّ
ِان َّکَّ  ی فَّ َٰ لَّ  تَّ انَّزَّ بِاَّْصحَّاِبْ  ِبْ  لَّ  مَّ

 “安拉啊！你听到那些在苦难折磨中的人们向你呼

喊的声音。你向那些忧心忡忡的人们作答。 解除我

的痛苦、我的忧虑和我的恐惧吧。你知道我和我的

同伴们所面临的处境是何等危险。” (Zurq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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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伪信者在穆斯林部队中比其他人更紧张不

安。连对自己的民族自尊感以及他们对城市、妇女

和孩子们的安全等等所有的关心都在他们心中消失

了。他们只想在自己民族面前不受耻辱。因此他们

一个个开始借故从穆斯林中开小差。《古兰经》

(33:14) 中述及此事。  

يَّْسهَّاِْذن   يْق   مَّ َِ نْه     فَّ ْول ْونَّ  الن َِّب َّ  ِل  ة  عَّ  ب ي ْوتَّنَّا اِن َّ  يَّق  ا۔ ْورَّ لَّ  مَّ
ةٍ  ِهَّ  ْورَّ ْمنَّ  اِْن ۔ بِعَّ يْد  َِ اًرا اِل َّ  ي  ََّ  ۔ِف

他们一部分人(甚至) 向先知请假说:“我们的家里是

没有掩护的。”其实他们的家不是没有掩护,而是他

们想逃跑而已。 

此时战役的形势以及穆斯林所处的情况，在 

《古兰经》的以下经节中描写道： 

ْ   إِذْ   اء مك  ْ   ِلْن  جَّ ْوِقت  ِلنْ  فَّ لَّ  مَّ َّْسفَّ ْ   أ إِذْ  ِلْنت  اغَِّت  مَّ ار   زَّ َّبْصَّ  اأْل
ِت  بَّلَّغَّ ل وب   مَّ ََّ  الْق  ن  ونَّ  اْْلَّنَّاِج تَّظ  لل ٰہِ  مَّ ن ونَّا بِا نَّاِلكَّ  ۔ الظ    ه 
ْؤِلن ونَّ  ابْه ِليَّ  لِْزل وا اْْل  ز  اًل  مَّ ِديًدا ِزلْزَّ إِذْ ۔ شَّ نَّا يَّق ول   مَّ  ِفق ونَّ اْْل 

ال َِّذينَّ  ض   ق ل وبِِهْ   ِف  مَّ ََّ ا لَّ نَّا لَّ عَّدَّ ول     الل ٰہ   مَّ س  رَّ مًرا إِل َّ  مَّ  َ  إِذْ مَّ ۔ غ 
ۃ   قَّالَّْت  اِكفَّ ْ   طَّ َّْهلَّ  يَّا ِلنْه  بَّ  أ َِ قَّامَّ  لَّ  يَّْث ْ   ل  وا لَّت  اْرِجع   ۔ فَّ

11. (要记住那个时候:)当他们(你们的敌

人)从你们上下来到你们处,那时,(你们)

惊惶得视力分散,心跳到喉咙,你们对安

拉沉溺于各式各样的怀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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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那时, 信仰的人受到了 (严重的) 考验, 

遭遇了猛烈的震动。 
13. (也要记住那个时候 :) 当伪信者和心

中有病的人说: “安拉和他的使者对我

们做了虚假的诺言。” 
14. 当他们中的一伙人说 :“亚思里布 

(Yathrib) 人啊! (现在) 你们没有立足之地, 

你们离弃 (伊斯兰教) 吧!”(33:11-14) 

这里，提醒穆斯林，他们如何在前方受到阿拉

伯各部族一支联军的进攻，而在后方又受到犹太人

的攻击。提醒他们那时是多么地痛苦悲惨。眼睛畏

缩着，心跳到喉咙，他们甚至开始怀疑安拉。信仰

的人于是受到考验，他们都受到震动。 伪信者和心

中有病的人开始说：“我们都被安拉和他的使者所

作的虚假诺言所欺骗了！”他们中的一伙人甚至开

始使穆斯林军队丧失士气，说什么：“现在不要战

斗了，只能回去而毫无其他办法。”  

真正信仰的人那时候的行动，《古兰经》中也

有描写：  

ا ْلَّ َّ َّ  مَّ أ ْؤِلن ونَّ  رَّ ابَّ  اْْل  ا قَّال وا اأْلَّْحزَّ ذَّ ا هَّ نَّا لَّ عَّدَّ ول     الل ٰ   مَّ س  رَّ  مَّ
قَّ  دَّ صَّ ول     الل ٰ   مَّ س  رَّ ا مَّ لَّ ْ   مَّ ه  ادَّ اًنا إِل َّ  زَّ تَّْسِليًما إمِيَّ ؤْ  ِلنَّ ۔  مَّ  ِلنِْیَّ اْْل 
ال   ق وا ِرجَّ دَّ ا صَّ ما لَّ د  َّ  عَّاهَّ ْ   عَّلَّيْ ِ  الل ٰ ِمنْه  ْن  فَّ ْبَّ    قَّضَّ  لَّ لِ  َنَّ ْ  نْ مَّ ْن  ه   لَّ
  َ ا يَّنْهَِّظ لَّ ل وا مَّ  ۔ تَّْبِديئًا  بَّ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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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所以你看!)当真正信仰的人看到(入

侵的)联军时,他们说:“这就是安拉和他

的使者对我们所预约的(那支军队);安拉

和他的使者完全说了实话。”这个现状

增加了他们的信仰和服从(精神)。 
24. 信者中有些人实践了他们对安拉所做

的诺言, 有些人完成了他们 (成仁) 的志

向, 还有些是等候着 (牺牲的), 他们丝毫

也不动摇。(33:23,24)  
真正信仰的人，那就是说，与伪信者和信仰不

足的人不同。当他们看到人数非常多的敌人时，就

使他们想起安拉和他的使者已经告诉他们的话。阿

拉伯半岛所有部落的这次进攻，只是证明了安拉和

穆圣的真理。真正信仰的人一点也没有动摇，反而

他们增加了服从的精神和信仰的热诚。真正信仰的

人坚守着对安拉做过的诺言，有些人已牺牲，完成

了他们的一生志向；有些人等候着牺牲在安拉的道

路上以完成他们的志向。  

敌人毫不停顿地猛攻那壕沟。有时他们成功地

消除壕沟所设的防卫力量和障碍。有一天，敌人的

那些重要将领跨过了这条壕沟。但是他们受到穆斯

林如此英勇的反击，迫使他们不得不后撤。这次遭

遇战中，不信者的一个大首领垴费勒 (Naufal) 丧了

命。这个首领是如此地地位重要，使那些不信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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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受不了他的尸体受到任何侮辱。因此他们

传话给穆圣，如果将那首领的尸体交还给他们，他

们愿付一万迪拉姆。对交还一具尸体来说，这个价

钱很高。这一出价是出于一种自觉有罪的的感觉。

不信者在吴候德战役中肢解过穆斯林的尸体，怕穆

斯林也会这样做。但是伊斯兰教义与此不同，伊斯

兰教彻底禁止肢解死者。穆圣收到这一通知和出价

时说：这具尸体对我们有什么用处？把这尸体交还

时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如果这能使你们高兴的

话，把这具尸体拿走吧。”(Zurqani，Vol.2, P.114) 

缪尔所著(《Life of Muhammad》伦敦--------1878，

第 322页)十分动人地描写了那次向穆斯林进攻时战

斗的猛烈情况。我们就毋需表示歉意地引述于下： 
“Next morning, Mahomed found the whole force of  the 

Allies drawn out against him. It required the utmost activity and 

an unceasing vigilance on his side to frustrate the manoeuvres of 

the enemy. Now they would threaten a general assault; then 

breaking up into divisions they would attack various posts in 

rapid and distracting succession; and at last, watching their 

opportunity, they would mass their troops on the least protected 

point, and, under cover of a sustained and galling discharge of 

arrows, attempt to force the trench. Over and again a gallant dash 

was made at the city, and at the tent of Mahomed, by such leaders 

of renown as Khalid and ‘Amr; and these were only repelled by 

constant counter-marches and unremitting archery. This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day; and, as the army of Mahomed was 

but just sufficient to guard the long line, there could be no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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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at night Khalid, with a strong party of horses, kept up the 

alarm, and still threatening the line of defence, rendered outposts 

at frequent intervals necessary. But all the endeavours of the 

enemy were without effect. The trench was not crossed.” 

译：“次日清晨，穆罕默德看见，联军拉出全

部兵力准备向他进攻。要挫败敌人的这种军事行动

需要他的一方最大的能动性和无穷的警惕性。有时

他们集体进攻，有时将兵力分成几个部分以迅速和

使人心烦意乱的连续进攻向各个据守点攻打；最后

他们伺机在防守力最弱的地方集中部队在持续和激

烈的弓箭射击的掩护下企图越过壕沟。在像哈立德

和阿姆尔那样著名领袖率领下一次又一次向那城

市，向穆罕默德的营帐作强烈的冲刺；但是这些攻

击都给连续的抵抗和不断的飞箭所挡住了。这种情

况持续了一整天；而且由于穆罕默德的军队刚够守

卫这条很长的战线，他们不可能松一口气。即使在

夜间，哈立德的一群强大的马队仍然在活动，威胁

着防线，必须每隔极短一段时间经常进行前哨警

戒。但是敌人的一切努力并无结果，壕沟没被跨

越。” 

战斗持续了两天。仍然没有发生短兵相接，没

有什么大的流血。 二十四小时的战斗结果，敌人方

面只死了三个人而穆斯林方面死了五个人。欧斯族

的一个首领，穆圣的一个忠诚同伴萨德·彬·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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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受了伤。可是，不断向壕沟的攻击造成壕沟某些

地方损坏，这就使这些被损坏处容易受到进一步攻

击。可以看到许多英勇和忠心的场面。那是一个寒

冷的夜晚，也许是阿拉伯半岛上最寒冷的一个夜

晚。我们根据穆圣神圣的配偶阿伊莎的可靠叙述，

穆圣在睡眠中一次次地起来去守护那个壕沟的被破

坏的部分。他已筋疲力尽。他回到床上，但稍稍使

自己暖和了一下后又去守卫那壕沟。一天，他已精

疲力尽到看来几乎动不了的地步。那时他说，他想

要一个忠诚的穆斯林来代替他在那寒冷的夜晚中担

任守护那壕沟的体力劳动。他马上听到一个声音，

那是萨德•彬•阿比•瓦卡斯  。穆圣问他为什么 

来了。萨德说：“来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穆圣说：“用不着保护我的人身安全。一部分 

壕沟被破坏了，去守卫那个部分，使穆斯林安全

吧。”萨德走了，穆圣才能睡觉。（有过某种巧

合，因为穆圣抵达麦地那时，对他人身的危险性很

大，即使在那个时候，自己自荐做他的保卫的人就

是萨德）。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有一次穆圣听到

兵器的声音。穆圣问道：“这是谁？”回答说：

“阿巴德·彬·比舍尔 (Abbad bin Bishr) 。”  

穆圣问道：“还有什么其他人同你在一起

吗？”阿巴德说：“有的，还有一伙同伴。我们是

来守卫你的帐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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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说“不要管我的帐逢。不信者正在试图跨

越那壕沟，去和他们作战吧。”(Halbiyya, Vol. 2)  

我们以前说过，犹太人试图偷偷摸摸进入城

来。在这种企图下，一个犹太奸细丧了命。他们看

到阴谋已被发觉时，开始更加公开地帮助阿拉伯联

军。可是尚未企图从后方发动一次协同作战，因为

这一侧的阵地狭窄而且驻有穆斯林守军，不可能进

行大规模进攻。但几天以后，犹太人和异教徒联军

决定向穆斯林同时发动一次突然袭击。  
 

联军溃退 
 

可是，安拉以奇迹般的方式使这一危险的阴谋 

不能得逞。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人叫努艾姆

(Nu‘aim)，他属于伽太凡部族的人，心里倾向伊斯兰

教。他随从异教徒军队一起来，但是想找个机会帮

助穆斯林。他一个人干不了什么大事。但他看到犹

太人和阿拉伯人联合起来而穆斯林面临着必然的死

亡和毁灭时，决心做那他能够拯救穆斯林的事。他

到巴努•库赖杂处，同他们的首领说：“如果阿拉

伯军队逃走了，你们想想穆斯林会怎样做？你们和

穆斯林订了盟约，是否穆斯林会由于你们的背约而

惩罚你们呢？”这一质问使犹太人的首领们害怕起

来。他们问他：“那该怎么做呢？”努艾姆向他们

建议，要 70个异教徒做人质。如果那些异教徒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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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战是忠实的，他们不会拒绝这一请求。他们应

该说，这 70人将在犹太人自己从后方攻击穆斯林时

守卫犹太人的战略要点。他同犹太人谈话后，又跑

到异教徒领袖们那里。他问他们：“如果犹太人不

守信约；如果为了博得穆斯林的好感，他们要些异

教徒作人质，然后把这些人质移交给穆斯林，那么

你们将怎么办？对你们来说，是否你们应该检验犹

太人的忠实而且要求他们参予共同攻击更为重

要？”那些异教徒的首领对他的劝告感到很有道

理。他们就照此行动起来，传给犹太人，问他们现

在是否从后方攻击那城市，而他们（联军）已准备

好按计划进攻。犹太人回答说：“翌日是安息日，

那一天我们是不能战斗的。”再者，他们说：“我

们是属于麦地那的，而阿拉伯联军都是外来人。如

果阿拉伯人从战斗中撤走，犹太人将怎么办？”因

此，他们应该给 70个人作人质。那时犹太人才准备

作他们的那部分进攻。” 双方已开始相互猜疑。阿

拉伯人拒绝接受犹太人的请求。如果犹太人信守与

阿拉伯人的约定的话，他们提出的这种建议就毫无

意义。由于猜疑对勇气起了破坏作用，阿拉伯军队

丧失了热情，夜晚来临时，入睡时心中疑难重重，

官兵们去自己的营帐时情绪压抑。而后发生了一个

奇迹，穆斯林们得到了天助（安拉的相助），刮起

了凛厉的大风，帐篷全部扫光，煮锅在火上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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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火都被吹灭了。异教徒们相信通夜燃 簧火。一

堆明旺的营火是一种吉兆，一堆熄灭了的营火是一

种凶兆。营前的一堆火熄灭了，住在里面的人认为

这是一种不吉利的预兆，那天他们要撤出战斗，然

后再参加。异教徒的领袖们已满腹怀疑。当有些住

在营中的士兵整装撤离时，另一些认为穆斯林作了

一次夜袭。这种猜想成为传染性的。他们都开始打

包并撤出阵地。据说，阿布·苏非安在帐中睡觉。

异教徒各部分军队突然撤走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

他焦急地起身，在慌乱中骑上了一头拴住的骆驼。

他刺了那头牲口，但它走动不了。他的朋友指出了

他正在干的事，解开了那头骆驼，阿布·苏非安和 

他的朋友们才得以离开阵地。  

夜晚过去了三分之二，战场上已空无一人。两 

万到两万五千之间的士兵和随从的一支军队消失

了，后面留下一片空旷。就在那时，穆圣得到一个

启示，由于安拉一个行动的结果，敌人逃走了。为

了弄清事实，穆圣要想派他的一个追随者去看一下

战场并向他汇报。天气冰冷，衣着单薄的穆斯林冷

得都发僵。有些人听到穆圣在深夜里喊出的话声，

他们想回答但说不出话来。寒冷不让他们说话，只

有胡宰法 (Hudhaifa) 能大声说话：“是的，安拉派遣

的使者，你要我们做什么？”  

穆圣又大声呼喊，由于寒冷又没有人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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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只是胡宰法能答话。穆圣要胡宰法去探视战场，

因为安拉已通知他说，敌人已逃跑了。胡宰法走近

壕沟，从那里看到敌人已撤离了阵地。没有士兵也

没有其他男人。胡宰法回到了先知(祈求安拉赐他

幸福与平安），念诵了清真言，并说敌人已经逃走

了。次日，穆斯林也解开帐篷回家。持续约二十天

的严峻考验已经结束。 

 

巴努•库赖杂受到惩罚 

 

穆斯林又能在和平中生活。可是他们还得了结

巴奴·库赖杂的问题。巴努•库赖杂背弃了与穆斯

林订的盟约，这件事不能就此结束。穆圣集合了他

疲惫的同伴们，告诉他们还不能休息。在太阳还未

落山之前，他们必须进攻巴努•库赖杂的堡垒。于

是他派阿里到巴努•库赖杂那里，问他们为什么背

弃了他们庄严的诺言。巴努•库赖杂并无后悔的意

思，也不想请求饶恕。相反地，他们侮辱阿里和其

他穆斯林代表并且口出恶言，恶毒辱骂穆圣及其家

庭中的妇女。他们说：“我们不把穆圣当一回事，

而且从未和他订过什么盟约。”阿里回去报告犹太

人的答复时，看见穆圣和同伴已在向犹太人堡垒进

军。犹太人一直在辱骂穆圣和他的妻女们。阿里恐

怕这会使穆圣很痛心，建议穆圣毋须参加，因为穆

斯林们自己能对付那些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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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懂得阿里的心思说：“阿里，你不想要我

听到他们的辱骂？” 

阿里说：“真是。” 

穆圣说：“可是为什么呢？穆撒是他们的亲

属，可是他们使他遭受的痛苦比我受的要多。”穆

圣继续进军。犹太人组织了防御力量，战斗就开始

了。他们的妇女们也加入战斗。有些穆斯林坐在城

墙脚下。一个犹太女人看到了，把一块石头扔向他

们的身上，杀死了一个名叫赫拉德 (Khallad) 的。围

攻进行了几天。最后，犹太人觉得他们坚持不了多

久。于是，他们的首领们传话给穆圣，请求他派阿

布·鲁巴巴 。这人是欧斯部族（一个与犹太人友好

的部族）。的麦地那穆斯林首领。他们要和他商议

有关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事。穆圣派阿布·鲁巴巴

到犹太人那里去。犹太人问他：“是否我们要放下

武器而接受穆圣的判决吗？”阿布·鲁巴巴说：

“你们应该这样做。”但同时他把一只手指在颈部

划了一下，意示杀死。穆圣对这个问题从未对任何

人说过什么话。但是阿布·鲁巴巴害怕犹太人的罪

行应受死而别无他法，无意地作了这么一个手势，

这对那些犹太人是一个致命的结果。犹太人拒绝阿

布·鲁巴巴的劝告，不肯接受穆圣的判决。假如他

们接受了判决，他们会受到的最严厉的惩罚是驱逐

出麦地那。但是命该如此，他们拒绝接受穆圣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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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他们说：“我们们宁愿接受我们的联盟者欧斯

部族首领萨德·彬·穆阿泽的判决，而不是穆圣

的。我们将同意他提出的任何惩罚。”犹太人之间

也发生了争论。他们中有些人开始说：“我们确实

背弃了同穆斯林签订的约定。”另一方面，穆斯林

的行为表明，他们是真实和正直的，而且他们的宗

教也是正确的。那些有这种想法的犹太人加入了伊

斯兰教。阿姆尔·彬·马迪 (‘Amr bin Ma‘di) 是犹太

人的首领之一，他责备他的民众说：“你们破坏了

信用，背弃了誓言，现在打开在你们面前唯一的一

条道路不是加入伊斯兰教就是付出人丁税。” 

他们说：“我们不愿进入伊斯兰教，也不愿付

人丁税，我们宁愿死亡。”阿姆尔回答说：“那样

的话我与你们毫无关系。”说了这话后就离开了堡

垒。穆斯林纵队的司令官穆罕默德·彬·马斯拉马

(Muhammad bin Maslama) 看到了他，问他是谁？他知

道此人的身分以后就叫他平安地离去了，自己大声

地祈祷说：   

ْلِنْ  لَّ  اَّلل ٰه   َّ  َِ ْ اِت  اِقَّالَّۃَّ  َتَّ ََّ ثَّ اِم  عَّ ََّ  ۔الِْک

“安拉啊！永远赐给我这种遮护正派人错误的

力量吧。” 

他的意思是，这个犹太人对他民族的所作所为

已经悔悟。因此，穆斯林道德上的责任就要饶恕像

他那样的人们。放了他，他做了一件好事，而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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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安拉将赐给他一次又一次做这样好事的机

会。穆圣获悉穆罕默德·彬·马斯拉马做的这件事

时，没有责备他放了那个犹太领袖。确切地说，他

赞同他的这一做法。 

只有个别的犹太人表示有求和并接受穆圣判决

的意向。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仍然很顽固，拒绝接

受穆圣的判决，相反地要求萨德·彬·穆阿泽的判

决。(Bukhari) 。穆圣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传话给萨

德，那时萨德正负伤躺着，要他来给犹太人的背信

弃义作出判决。穆圣的决定一宣布，与巴努•库赖

杂长期联盟的欧斯人跑到萨德那儿，强调他要作出

有利于巴努•库赖杂的判决。他们说卡兹拉奇部族

总是力图挽救与他们联盟的犹太人。现在是轮到萨

德来挽救与他的部族联盟的犹太人了。萨德骑着马

到巴努•库赖杂那里去。他部族的人们在他两侧跟

着他跑，竭力要他不去惩罚巴努•库赖杂。萨德回

答的话总是，作出一次判决的人担任着一种职责。

他必须正直完善地履行这一职责。”他说：“因此

我一定要把一切都考虑在内，无畏无私地作出我的

判决。”萨德到达犹太人的堡垒时，看到巴努•库

赖杂人在堡垒墙边排队等候他。另一侧是穆斯林

们。萨德走近他们时问道：“你们愿意接受我的判

决吗？”他们说：“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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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的判决与《圣经》是协调一致的 

 

他转向巴努•库赖杂，问他们，他们同意了。 

然后羞怯地指向穆圣坐着的那一边问道：“是否那

一边的人也同意遵守他的判决？”穆圣听后回答

说：“是的。”(Tabari & Hisham) 。于是萨德按照

《圣经》中的下一律令作出判决。《圣经》说： 

“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

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

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

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

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

的男丁。惟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

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

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

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但这些国民的

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

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你所吩咐的，

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

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

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

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 

（《申命记》20:10-18） 

根据《圣经》教义，如果犹太人胜了而穆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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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了，所有穆斯林--------男女和孩子--------都得处死。

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这就是犹太人最想要做的

事。犹太人至少要做的是把男人处死，奴役妇女和

孩子，夺走穆斯林的财物，这就是《申命记》中规

定的对生活在世界远处各地对民族的处理办法。萨

德与巴努•库赖杂友好，他的部族与他们的部族联

盟。当他看到犹太人拒绝接受穆圣的判决而且这样

一拒绝可以受到为了这种罪行伊斯兰教规定的较轻

的惩罚时，他决定用穆撒制订的惩罚律令给犹太人

作出判决。这一判决的责任就不落在穆圣或穆斯林

身上，而落在穆撒和他的教义身上，落在过去残酷

对待穆斯林的犹太人身上。原先给他们提出的是可

以算为一种怜悯的判决，但是他们不肯接受这种判

决而坚持要萨德作判决。萨德决定用穆撒律法惩罚

犹太人。可是基督教徒到今天还在破坏伊斯兰教先

知的名誉，说穆圣残酷地对待了犹太人。如果穆圣

残酷对待犹太人，为什么他对其他民族或在其他场

合不残酷？有许多场合穆圣的敌人拼命讨好要他大

发慈悲，他们从来也未曾白白求乞而总是得到他的

宽恕。这一场合中，敌人坚持不要穆圣而要另一个

人作出判决。犹太人提名的这个人，在他们和穆斯

林之间担任裁决者，当众询问穆圣和犹太人，是否

他们愿意接受他的判决。正是在他们双方都同意

后，他才进行宣判。那么他的判决是什么呢？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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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犹太人的罪行施用了穆撒律法。那么为什么他

们不应该接受这个判决呢？难道他们不把自己算作

穆撒的追随者中的人们吗？如果做出了什么残酷的

事，那是由犹太人对犹太人做出的。犹太人拒绝接

受穆圣的判决而代之以引用他们自己宗教的律法来

处理他们的罪行。如果做出了什么残酷行为，那是

穆撒做的，他制订了对被围攻的敌人的惩罚并且在

安拉的命令下把它记载在他的经本中。基督教作者

不应向伊斯兰教的穆圣泼口辱骂以泄他们的怒气。

他们应该谴责规定这种残酷惩罚的穆撒或者命令他

这样做的穆撒的安拉。 

壕沟战役结束了，穆圣宣布：“从今天起异教

徒将不进攻穆斯林；相反地，穆斯林将进攻异教

徒。”形势正在转变。穆斯林将对那些迄今为止无

缘无故攻击并折磨他们的部族和团伙采取攻势。穆

圣所说的话不是空言恫哧。壕沟战役中阿拉伯联军

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他们只损失了几个人。在不

到一年时间内，他们可以再来攻击麦地那，而且准

备得甚至更充分。他们可以集结一支四万或五万人

而不是二万人的军队进行一次新进攻。他们并不是

没有能力集结一支人数为十万或十五万的军队。但

是现在伊斯兰教的敌人竭尽全力来消灭伊斯兰教和

穆斯林已有二十一年的时间了。他们的计划不断地

失败已经动摇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已经开始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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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的教导是真实的而他们全民所信仰的偶像和众

神是虚假的，而创造者是穆圣所教导的唯一的隐而

不见的安拉。这种害怕穆圣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心

理在他们身上渐渐起着作用。可是外表上还看不到

这种害怕的样子。那些不信者实际上还是照老样子

过着日子。他们到偶像那里按着民族的习惯需要向

偶像祈祷。但是他们的精神涣散了。表面上他们过

的是异教徒和不信者的生活；而在内部他们心中诵

念着清真言： 

 ۔الل ٰہ   اَّل َّ  اِلٰہَّ  لَّ 

‘除安拉以外再没有值得受拜的。’ 

壕沟战役之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穆

圣宣布今后不信者将不攻击穆斯林，而且相反地穆

斯林将攻击不信者。穆斯林的忍耐心已达到了最大

限度。形势即将扭转。( Bukhari, Kitabul-Maghazi) 

 

穆圣是否力图继续战争 
 

迄今为止的各个战役中，穆斯林或是留在麦地

那，或是走出城外某些距离去和侵略者作战。穆斯

林并未首先发动这些战斗并且在这些战斗开始后无

意想把这些战斗继续下去。一般说来，敌对行动一

旦开始，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结束--------大家同意的一

种和平解决办法，或是一方屈服于另一方。迄今为

止的穆斯林与不信者之间的战斗中，未曾有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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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和平的意示，也未曾有过任何一方提出屈服的

情况。战斗确实有过中断的情况，但没有人能够

说，穆斯林和不信者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按照一

般准则，穆斯林能够攻击敌对部族并且迫敌投降。

但穆斯林并未如此做。敌人停止作战时，穆斯林也

停止。他们停止作战，因为他们相信，可能有次和

谈的机会。可是，不信者看来显然没有和谈的意

向，也没有投降的意向时，穆圣认为，或者以和平

的方式，或者以一方投降一方的方式来结束战争的

时候已经来到。如果能获得和平，就得结束战争。

因此，壕沟战役之后，穆圣看来已决定获得两者中

之一：和平或投降。要穆斯林向不信者投降是不可

能的。安拉许约，伊斯兰教战胜迫害它的敌人。穆

圣在麦加时已多次作出这方面的宣言。穆斯林那时

能求得和平吗？ 一个和平运动可以或者由强者一方

或者由弱者一方发起。如果弱者一方求取和平，它

不得不投降，暂时或永久地投降，要交出它的一部

分领土或一部分国家岁入；或者必须接受敌人强加

给他们的其他各项条件。如果强者一方提出和平，

可以理解，其目的是不想完全毁灭弱者一方而是要

它保持完全或部分独立以取得一定的条件作为还

偿。 迄今为止在穆斯林和不信者之间所进行的各次

战役中，后者一次次失败，可是他们的力量未被击

溃。他们仅仅未能企图毁灭穆斯林而已。未能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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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并不等于失败，它只意味着侵略尚未成功。未

能成功的攻击还可以重复进行。因此，麦加人尚未

受到打击，只是对穆斯林的侵略未能成功。从军事

上来看，穆斯林肯定是弱者。他们确实还保持着防

卫力量，可是他们苦于人数很少的一方，少得虽然

能抵抗多数人的侵略，但不能进攻。因此，穆斯林

还未能确  获他们的独立性。假如他们请求和平，

这就意味着他们的防御力量已经击溃，他们已在准

备接受不信者的条款。由他们提求和平，对伊斯兰

教是个大灾难，这会等于自取灭亡。这会带给由于

不断失败而丧失士气的敌人以新生机。重新产生希

望和野心会取代他们不断在增长着的失败感。不信

者会认为，虽然穆斯林已经保住了麦地那，但他们

对战胜不信者获取最后胜利仍然没有信心。因此，

不能由穆斯林一方进行和平建议。这只能由麦加一

方着手提出，或者如果有第三方面的话，可由第三

方面着手提出。但是，找不到第三方面。麦地那发

生的那次冲突中是对着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因此，

可以向穆斯林求取和平的只是不信者，可是丝毫没

有这种迹象。穆斯林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也许会

永远进行下去。穆斯林不能请求和平，而阿拉伯人

不愿谋求和平。阿拉伯半岛上的内乱，因此，看来

没有尽头，至少还要乱上一百年还不够。  

如果穆斯林要结束这种内乱，他们前面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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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道路。他们不准备向阿拉伯人放弃自己的良心，

那就是说，放弃他们所喜爱的宣称信仰、宗教礼仪

和讲道传教的权利；而从不信者那方面来说并无任

何要求和平的行动。穆斯林一向有能力抵御接连不

断的侵略。因此，就必须要穆斯林逼迫阿拉伯人或

者投降或者接受和平。穆圣决定采取这条道路。 

穆圣谋求的是战争吗？不，他要带来的是和平

而不是战争。如果他在此事无所事事，阿拉伯半岛

就会陷入不断内战的灾难之中。他所采取的这一步

骤是通向和平的唯一道路。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长

期战争。有些延续了百年之久，有些是三四十年左

右。长期战争总是由于战争双方都没有采取决定性

行动所形成。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决定性行

动只能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全部投降或

议和。  

穆圣能处于被动情况吗？他能把自己和他的弱 

小的穆斯林限制于麦地那而不进攻吗？这是不可能

的。不信者发动了侵略战争采取。消极态度并不会

使战争结束，相反地会使战争延续。这会意味着不

信者在任何他们想要的时候攻击麦地那。他们能在

想要停止的时候就停止，要攻击的时候就攻击。战

争中止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它只意味着一种战

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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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与基督教有关战争的教义 

 

但是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为一真实的宗教进 

行战争是否对吗？因此，让我们来谈谈这一问题。 

关于战争这一课题，宗教教义采取的形式不

同。《旧约全书》的教义，我们在上面已引述过。

穆撒受命用武力进入迦南地带，打败当地居民，把

他自己的民族定居其中。（《申命记》20:10-8） 

不管穆撒经典中的这种教义，也不管约书亚、

达五德和其他先知的实例加强了这一教义的内涵，

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依然对他们的各位先知非常尊敬

并且把他们的经典看作安拉的经典。当穆撒教统结

束时，我们看到伊撒教导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

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马太福音》，5:39） 

基督教徒经常引用伊撒的这一教导并且争辩 

说，伊撒传教反对战争。但在《新约全书》中，我

们看到几段经文，其涵义与此截然相反。例如有一

段经文说道：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

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马太福音》，10:34） 

另一段说道:“耶稣说:但现在那有钱包或旅行



 140   
 

袋的，要带着；没有刀的，要卖掉衣服去买一

把。”（《路加福音》，22:36） 

以上三节经文中的后两节与第一节的意义相

反。假如伊撒为战争而来，他为什么教导把另一侧

的脸也转过来？看来我们不得不要么承认在《新约

全书》中有一个矛盾，要么以适当方式来解释这些

自相矛盾教义中的一个教义。这里我们且不谈把另

一侧的脸也转过来是否行得通这个问题。我们所关

心的只是要指出，基督教民族在他们整个历史过程

中从未对进行战争有所犹豫。基督教徒在罗马首次

取得政权时，他们既打防御战争，又打侵略战争。

今天他们在世界上是有支配地位的列强，而他们不

断地拓防御和侵略战争。只是现在胜利的一方被其

余的基督教世界奉为圣徒，他们的胜利被说成是基

督教文明的胜利。基督教文明的意义成为取得支配

和成功的任何事物。两个基督教国家发生战争时，

每个国家都宣称自己是基督教理想的保护者。取得

胜利的那个强国被奉为真正基督教的强国。然而，

从伊撒时代到我们这一时代，整个基督教世界确实

一直卷入--------而且有迹象表明将继续卷入--------在战

争之中。因此，基督教各民族的实际结论是:战争

是《新约全书》的真正教义，而把另一侧的脸也转

过来的教义或者是早期孤立无援的基督教徒所采取

的一种机会主义的适合那时情况的教义，或者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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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只是用于个人的，而不是用于各个国家和民族

的。  

再者，即使我们设想，伊撒教导的是和平而非

战争, 这也不能就可以说那些不按照这种教义行动

的人们就不是神圣而受人尊敬的人。 因为基督教世

界一直在崇敬着诸如穆撒、约书亚和达五德等提倡

战争的人 。不仅如此，教会本身也一直把战争中受

难的人奉称为民族英雄, 他们被教皇们封为圣徒。 

 

《古兰经》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教导 

 

伊斯兰教的教义不同于这两种教义（犹太教和

基督教）。它介乎这两者之中。伊斯兰教不像穆撒

那样教导侵略，它也不像今天的（而且大概是腐败

了的）基督教那样鼓吹一种相互矛盾的教义。它不

要我们把另一侧的脸也转过来，而同时卖掉自己的

衣服去买剑。伊斯兰教的教义适合人类的天然本

能，是促进和平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伊斯兰教禁止侵略，但是如果如果不斗争危害

和平并促发战争的话，这就强烈要求我们去战争。

如果不斗争的结果是，破坏信仰自由和真理的寻

求，那么我们有责任战斗。和平能最终建立在这种

教义上，而且穆圣把自己的各种原则与实践也建立

在这种教义的基础上。穆圣在麦加时受到一贯而连

续不断的迫害，可是他并未向侵略作斗争，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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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中他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当他迁移到麦地那

时，敌人出来要破除伊斯兰教，因此必须向敌人作

战来保卫真理和信仰自由。  

我们把《古兰经》中与战争这一课题有关的几

节经文引述于下:  

（1）在《古兰经》中我们看到: 

اتَّل ونَّ  ِلل َِّذينَّ  أ ِذنَّ   َّّن َّ ْ   ي قَّ وا بِأ ِلم  إِن َّ  ظ  ِهْ  نَّْص  عََّلَّ  الل ٰہَّ  مَّ َِ 
  َ ِدي وا ال َِّذينَّ ۔  لَّقَّ ج  َِ ِْیِ  ِديَّاِرِهْ   ِلْن  أ ْخ ٍ  بِغَّ ق  َّْن  إِل َّ  حَّ  ب  نَّارَّ  يَّق ول وا أ
لَّْولَّ  الل ٰہ   ْفع   مَّ ْ   الن َّاسَّ  الل ٰہِ  دَّ ه  ْت  بِبَّْعٍض  بَّْعضَّ لَّ ِ د  اِلع   ْلَّ  وَّ بِ  صَّ  يَّع  مَّ

ات   لَّوَّ صَّ اِجد   مَّ سَّ لَّ َ   مَّ ا ي ْذكَّ ثِِیًا الل ٰہِ  اْس    ِفيهَّ ن َّ  كَّ ََّ لَّيَّْنص  نْ  لل ٰہ  ا مَّ  لَّ
  َ ِوي    الل ٰہَّ  إِن َّ  ه  يَّْنص  ْ   إِْن  ال َِّذينَّ ۔  عَِّزيز   لَّقَّ ن َّاه  ت َّ َّ  ِف  لَّ  ْرِض اأْل
وا َّقَّال  ةَّ  أ ئاَّ ا الص َّ آَّتَّو  َّاةَّ  مَّ ک ما الز َّ  َ َّلَّ أ مِف  مَّ  َ ْع َّْوا بِاْْلَّ ّنَّ نْ  عَِّن  مَّ َِ اْْل  لِل ٰہِ  تَّ  مَّ
وِر  عَّاِقبَّۃ    ۔ اأْل ل 

 

40. (无辜) 遭遇战争的攻击者被授予 (防 

御) 战争的许可, 因为他们已受了虐待。

安拉是有力帮助他们的。 
41. 这些 (无辜的) 人无合法理由而被驱

逐出他们的家园, 只因为他们说: “我们

的养主是安拉。”假如不是安拉(利用不

信者之间的针锋相对)以一些人防止另一

些人(的恶作剧),那么 ,修道院、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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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犹太会堂和安拉的尊名常被记念的

礼拜寺，必被摧毁无遗。安拉必将帮助

那些支援他(宗教)的人。安拉的确是最

有力量的,最优胜的。 
42. 如果我使他们在大地上有立足的力

量 , 那么 , 他们必将固守拜功、交纳天

课、劝促善功、阻止恶事。一切事情的

结局都是在安拉的掌握中。 
(22:40-42) 
 

以上经节的大意是说，侵略的受害者被赐予战

争的许可。安拉是非常有力量帮助那些受害者的-----

---那些由于他们的信仰而被逐出他们家园的人们。 

这种许可是明哲的，因为如果安拉不去防止凶恶的

人而帮助走正道的人，那就在这世界上不会有信仰

和崇拜的自由。安拉一定会帮助那些支援并确立信

仰自由和他的宗教的人们。因此可以说，一个民族

长期受着蛮横放肆的侵略之苦时，当侵略者毫无理

由地侵略并且力图妨碍干扰其受害者的宗教信仰时

就许可他们作战。当受害者获取权力时，他们的责

任是确立宗教自由，以及确保一切宗教和一切宗教

场所。他的权力必须用于照顾穷苦的人，提高国家

的进步以及全面促进和平等方面，而不是用于他个

人的荣耀方面。这一教义真是清楚明了瞭而别无其

他可循。它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早期穆斯林实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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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已而作战。伊斯兰教禁止侵略战争，许约穆斯林

取得政治权力，但警告他们不准用这种权力来扩展

自己的权势和财产，而是要改善穷苦人的生活以及

促进和平与进步。  

（2）在《古兰经》中我们看到: 

ما إِن َّ  لَّ تَّْعهَّد  ْ  مَّ اتِل ونَّت  ِبيِل الل ٰہِ ال َِّذينَّ ي قَّ قَّاتِل وا ِف سَّ لل ٰہَّ لَّ امَّ
ْ  ِلْن  وه  ج  َِ َّْخ أ ْ  مَّ وه  يْث  ثَِّقْفه م  ْ  حَّ اقْه ل وه  ْعهَِّدينَّ ۔ مَّ ِب   اْْل  َي 
ْسِجِد  ْ  ِعْندَّ اْْلَّ اتِل وه  لَّ ت قَّ ْهِل مَّ د   ِلنَّ الْقَّ َّشَّ الِْفْتنَّۃ  أ ْ  مَّ وك  ج  ََّ َّْخ يْث  أ حَّ

ا ْ  فَّ إِْن قَّاتَّل وك  ْ  ِفيِ  فَّ اتِل وك  ت َّ ي قَّ اِم حَّ ََّ ِلكَّ اْْلَّ ذَّ ْ  كَّ اء  قْه ل وه  زَّ  جَّ
ْ  حَّت َّ  قَّاتِل وه  ِحي   ۔ مَّ ور  رَّ إِن َّ الل ٰہَّ غَّف  ْوا فَّ إِِن اْنهَّهَّ ينَّ ۔ فَّ َِ َّاِف الْک
انَّ  ْوا فَّئاَّ ع ْدمَّ إِِن اْنهَّهَّ يْن  ِلل ٰہِ فَّ ِ يَّت ونَّ الد  ونَّ ِفْتنَّۃ  مَّ لَّ تَّت 

ْیَّ ۔ اِْلِ  إِل َّ عََّلَّ الظ َّ
191. 你们要为安拉的道路, 与同你们作战

的人进行 (防御) 战争, 但切莫过度。(切

记) 安拉绝不喜欢过分的人。 
192. 不论你们在什么地方发现那些 (无

理作战的) 人, 你们都要消灭他们。他们

从哪里把你们驱逐出去,你们也从哪里把

他们驱逐出去;因为迫害比杀戮更坏。不

要在禁寺附近与他们作战,除非他们在那

里与你们作战。但如果他们(在那里)与

你们作战,那么,你们也就在那里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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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这样做是对不信奉者的惩罚。 
193. 但如果他们停战, 那么, 安拉确实是

最宽恕的, 永久仁慈的。 

194. 你们要与他们作战, 直到迫害消除和

宗教 (被无限地声言) 只是为了安拉的。

如果他们停战,那么,(要记着)除了不义的

人以外,任何敌对行为都是不被许可的。 
(2:191-194) 

 

只是为了安拉而作战，而不是为了自己或者出

于忿怒或扩展财势，而且即使作战也切莫过度，因

为安拉决不喜欢过分。作战限于双方战斗者之间，

禁止杀戮任何其他个人。对宗教的侵略定将遭遇积

极抵抗，因为这种侵略比流血还坏。穆斯林不要在

禁寺附近作战，除非敌人率先进攻。在禁寺附近作

战阻碍公众朝觐的权利。 可是如果敌人攻击，穆斯

林就可还击，这是对侵略公正的还报。但是如果敌

人停战，穆斯林也必须停战，并且宽恕并忘记过

去。只要还存在着宗教迫害以及尚未确立宗教自

由，战斗就得持续下去。宗教是为了安拉的。在宗

教方面，使用武力或压力是错误非法的。如果不信

者停止使用武力或压迫而使信仰自由，穆斯林就停

止和不信者作战。那些犯了暴行罪的人，必须向他

们拿起武器。暴行停止，战斗也必须停止。 

我们可以说，这些经节明确地教导以下一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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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i）只是为了安拉才能诉诸战争，而不是为

了任何自私的动机，也不是为了扩展地位和财势或

者为了争取任何其他利益和感兴趣的事物。 

（ii）我们只能和率先攻击我们的人作战。   

（iii）我们只能和同我们作战的人作战。我们

不能和不参加战争的人作战。  

（iv）即使敌人发动攻击之后，我们的责任是

把战争控制在限度之内。不论在领土上或在所用的

武器方面，扩大战争是错误的。  

（v）我们只和敌人所派遣的正规军作战。我

们不和敌方其他人作战。  

（vi）在战争中避免破坏一切宗教礼拜和宗教

仪式。如果敌人不损坏举行宗教典礼的那些场所，

那么，穆斯林也不应该在那些场所作战。 

（vii）如果敌人使用一个礼拜场所作为进攻基

地，那么穆斯林可以进行还击。如果他们如此做，

不会受到谴责。即使在宗教场所邻近也不允许战

斗。绝对禁止攻击宗教场所，毁坏它们或对它们作

出任何损害之事。但用作战斗基地的一处宗教场所

会招致反攻。对该场所造成任何损害的责任那时落

在敌人身上，而不在穆斯林身上。  

（viii）如果敌人认识到使用一处宗教场所作

为基地的危险性和错误，改变了作战前线，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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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必须作出相应的改变。敌人开始从一处宗教

场所攻击的这件事，不能用作向该场所进攻的一种

借口。出于崇敬的心意，穆斯林必须在敌人改变作

战前线时立刻作出相应的改变。  

（ix）只有存在着阻碍宗教和宗教自由时才继

续作战。当宗教获得自由而且不再受干扰以及敌人

宣告并且开始照此行动时，那么，即使战争是敌人

发动的，也不能再进行战争。   

（3）在《古兰经》中我们看到: 

ما ِلل َِّذينَّ  ق ْل     َ فَّ وا إِْن  كَّ َْ  يَّنْهَّه  ْ   ي ْغفَّ ا ْلَّ  لَّفَّ  قَّْد  لَّ إِْن  سَّ  مَّ
ما ود  ْد  يَّع  قَّ ْت  فَّ ضَّ ن َّۃ   لَّ لِْیَّ  س  َّم َّ ْ  ۔  اأْل قَّاتِل وه  ت َّ  مَّ  ِفْتنَّۃ   تَّت ونَّ  لَّ  حَّ

ونَّ  يَّت  ين   مَّ ِ إِِن  ِلل ٰہِ  ک ل      الد  ْوا فَّ إِن َّ  اْنهَّهَّ َّ  فَّ ا الل ٰ  ل ونَّ يَّْعمَّ  ِِبَّ
إِْن ۔  بَِّصِی   ل َّْوا مَّ وا تَّوَّ اْعلَّم  َّ  أَّن َّ  فَّ ك ْ   الل ٰ ْولَّ ْولَّ  نِْع َّ  لَّ نِْع َّ  اْْلَّ  مَّ
 ۔الن َِّصِی  

39. 你向不信的人们说:如果他们停止 (战

争),安拉将饶恕他们已往的 (过失和恶

行);如果他们恢复(战争),那么,从前人们

的例子业已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必

将受到那样的待遇)。 

40. 要与他们 (不信者) 继续战斗, 直到迫

害终止, 而宗教完全是为了安拉的。如果

他们停止,安拉确实看着他们的行动。 

41. 如果他们转变了, 那么, 要知道, 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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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们的保护者--------一个卓越的保护

者、卓越的帮助者!  

(8:39-41） 

那就是说，战争是强加在穆斯林身上的。但是

如果敌人停止战争，穆斯林有责任也停止战争，而

且要饶恕过去。但是如果敌人不停止战争而一次又

一次向穆斯林进攻，那么他们应该记住早期各个先

知的那些敌人的命运。当宗教迫害继续存在而只要

宗教不是为了安拉的，而且阻扰宗教事务尚未被放

弃时，穆斯林还得战斗。侵略者停止战争时，穆斯

林也得停止。因为敌人信仰虚假的宗教，他们不得

继续战争。各种信仰和行动的价值，安拉知道得最

清楚，而且在他会给他们他所意欲的报酬。穆斯林

没有权利去干预另一民族的宗教，即使那种宗教在

他们看来是虚假的。如果在提出一次和平建议后敌

人继续作战，那么即使穆斯林人数少，也肯定能够

胜利。因为安拉会帮助他们，而且谁能比安拉赐予

更好的帮助呢？  

以上这些经节的启示，与白德尔战役有关。这

一战役是穆斯林与不信者之间第一次正规战争。这

次战役中，穆斯林是无缘无故被侵略的受害者。敌

人决意扰乱麦地那及其周围地区的和平。尽管如

此，穆斯林还是胜利了，而且敌人的一些重要首领

被杀死。对这种无缘无故的侵略给予报复，看来是

自然、公正而必需的。可是穆斯林受教在敌人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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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后立即停止战斗。敌人必须让步承认的只是信

仰和崇拜的自由。  

（4）在《古兰经》中我们看到: 

إِْن   نَّح وا مَّ لِْ   جَّ اْجنَّْح  ِللس َّ ا فَّ َّ ک َّْل  ْلَّ تَّوَّ وَّ  إِن َّ    الل ٰہِ  عََّلَّ  مَّ ِميع  ال  ه   س َّ
ِلي    إِْن ۔  الْعَّ ما مَّ يد  َِ َّْن  ي  ع وكَّ  أ ْدَّ إِن َّ  ُیَّ ْسبَّكَّ  فَّ وَّ  الل ٰہ   حَّ  ه 
كَّ  ال َِّذي َّي َّدَّ هِ  أ َِ ْؤِلنِْیَّ  بِنَّْص بِاْْل   ۔ مَّ

62. 如果他们 (不信者见到你们的军备) 

而倾向和平, (使者啊!) 那么, 你也得倾向

和平, 并信赖安拉。安拉确是全听的,全

知的。 

63. 如果他们立意将来欺骗你, (要记着,) 

安拉确是满足你的。他已藉信仰者和自

己对你的帮助,使你强大起来了。 
(8:62-63) 

那就是说，如果在战斗过程中不信者在任何时

候倾向和平时，穆斯林要立即接受他们的建议来议

和。即使冒着受欺骗的危险也得如此做。他们是信

赖安拉的。欺骗对穆斯林无用，他们依靠安拉的帮

助。他们的胜利不应归功于他们自己，而应归功于

安拉。在最黑暗、最困难时期，安拉总是站在穆圣

和他的追随者一边。因此在面对欺骗时，他将站在

他们一边。穆斯林一定要接受和平的建议。不应该

借口它可能是敌人寻求获取一次新的进攻机会的一

种策略而不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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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节中强调和平，不无有其重要意义。它

预示着穆圣在候代比亚签订的和平条约。穆圣得到

预先通告说，敌人寻求和平的时刻将要来临。这一

提议不能根据敌人是侵略者而且已经犯下许多暴行

或者敌人不能信赖等原因而予以拒绝。伊斯兰教谆

谆教导的那一正直道路，要求一个穆斯林接受和平

建议。虔诚与政策都认为这种接受是合乎需要的。   

（5）在《古兰经》中我们见到: 

ا يَّا  َّي  هَّ ن وا ال َِّذينَّ  أ ا آَّلَّ بْه ْ   إِذَّ ََّ ِبيِل  ِف  ضَّ ي َّن   الل ٰہِ  سَّ هَّبَّ لَّ  وافَّ نْ  تَّق ول وا مَّ  ِْلَّ
قَّ  َّلْ لٰ َّ  إِلَّيْت     أ ْؤِلنًا لَّْستَّ  الس َّ ونَّ  ل  ضَّ  تَّْبهَّغ  ََّ ْنيَّاا اْْلَّيٰوةِ  عَّ ِعنْدَّ  لد    فَّ
انِ    الل ٰہِ  غَّ ثِِیَّة   لَّ ِلكَّ  كَّ ذَّ نْه ْ   كَّ ن َّ  قَّْبل   ِلْن  ك  مَّ ْ  عَّ  الل ٰہ   فَّ ي َّن وا لَّيْت  هَّبَّ  فَّ
ا کَّانَّ  الل ٰہَّ  إِن َّ  ل ونَّ  ِِبَّ ِبًِیا تَّْعمَّ  ۔خَّ

信仰的人啊!当你们为主道出征时,要做

适当的调查,凡是向你们道祝平安的,不

要对他说:“你不是信仰的人。”你们寻

求现时生活的必需品,但在安拉那里有很

多好的东西。从前你们也是这样,但安拉

施给了你们(特别)恩惠;所以你们要做适

当的调查。安拉对于你们的一切行为是

完全知悉的。(4:95) 
 

那就是说，穆斯林出征时要确定，他们已向敌

人阐明了虽然这战争是不合理的，但敌人仍然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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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即使如此，如果穆斯林接到一个人或团体的和

平建议时，不要借口这种建议是不可靠的而加以拒

绝。如果穆斯林拒绝和平建议，那么他们不是为了

安拉而战，而是为了扩展自己的地位财势和世俗利

得而战。正如宗教来自安拉那样，世俗的利得和荣

耀也来自安拉。杀害不是目的。我们今天要杀害的

那个人，也许明天可以被引上正道。假如穆斯林们

本身以前未被饶恕的话，他们能成为穆斯林吗？穆

斯林应当戒杀，因为被赦免下来的生命可以转变为

引上正道的生命。安拉完全知悉人们的一切行为、

他们行为的目的以及行为的动机。  

这一经节教导说，即使在战争开始后，穆斯林

的责任是彻底搞清楚，敌人真的一心有侵略意向。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敌人开始准备战争，他们并

不想要侵略，而是出乎激励和恐惧。除非穆斯林查

明，敌人已计划好一次侵略性进攻，否则他们不应

该出征。如果结果是，或者如果敌人宣称，他们的

准备是为了自卫，穆斯林就要接受这种宣称而停止

作战。他们毋需争辩，敌人的准备只是为了侵略；

也许他们要想侵略，但已改变了他们的意图。意图

和动机不是不断地在改变着的吗？伊斯兰教过去的

敌人不是变成朋友了吗？ 

（6）关于许约的不可破坏性，《古兰经》说

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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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ت ْ   ال َِّذينَّ  إِل َّ  ِكْیَّ  ِلنَّ  عَّاهَّ َِ ْش ْ   لَّْ   ث   َّ  اْْل  وك  لَّْ   يًْئاشَّ  يَّْنق ص   مَّ

ما   َ اِه ْ   ي ظَّ ًدا عَّلَّيْت  َّحَّ وا أ َِّت   أ ْ   إِلَّيِْهْ   فَّ ه  ِِتِْ   إِلَّ  عَّْهدَّ د َّ   الل ٰہَّ  إِن َّ  ل 

ِب    ه َِّقْیَّ  َي   ۔اْْل 

“只有那些多神教徒你们业已与他们做

了许约,他们又从未爽约而且没有帮助任

何人反对你们 ,你们要保持对他们的信

约,直到其固定的限期。不要把他们驱逐

出境。安拉确实喜爱敬畏的人。” 

（9:4） 

与穆斯林做了许约的异教徒，遵守条约并且没

帮助敌人反对穆斯林，穆斯林必须报之以同等的对

待。宗教的虔诚之心要求穆斯林在自己方面和文字

和精神实质上保持该协议。 

（7）与穆斯林作战的一个敌人要想研究伊斯

兰教义，《古兰经》作出有关命令说: 

إِْن   د   مَّ َّحَّ ِكْیَّ  ِلنَّ  أ َِ ْش كَّ  اْْل  ه   اْسهَّجَّارَّ َْ َِّج أ ت َّ  فَّ عَّ  حَّ  الل ٰہِ  مَّ کَّئاَّ  يَّْسمَّ
َّبِْلْغ    ث   َّ  نَّ    أ أْلَّ   ۔لَّ

“如果任何多神教徒要求你保护,你要保

护他,以便他听到安拉的言语;然后遣送

他到其安全的地方,这是因为他们是不知

道(真理)的民族。”（9:6） 

那就是说，如果与穆斯林作战中的任何人，为

了研究伊斯兰教、思考其教义要求穆斯林庇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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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到穆斯林的保护，其时间之长短可依达到此目

的的合理需要而定。 

（8）关于战俘方面，《古兰经》教导说: 

ا َّْن  ِلنَِّبي ٍ  کَّانَّ  لَّ ى لَّ    يَّت ونَّ  أ ََّ َّْس ت َّ  أ َّْر  ِف  ي ْثِخنَّ  حَّ  ۔ِض اأْل

只有在正式战争状况中, 先知才应该俘虏

(敌人)。（8:68） 

这就是说，先知不应该使敌人成为俘虏，除非

在大规模流血的正规战争中。直到--------而且即使在

伊斯兰教来临之后，在没有战争和流血的情况下把

敌对部族当作俘虏的制度，到这里就宣布为非法。

只能从战士中以及在一次战役后才能抓俘虏。 

（9）也制订了释放俘虏的一些规章。因此，

我们看到:《古兰经》说: 

ا إِل َّ ن ًا فَّ ا بَّْعد   لَّ إِل َّ اءً  مَّ  ۔ ِفدَّ

“然后,恩惠他们,或者取其赎金。” 

（47:5） 
按照伊斯兰教的规章，最好不要取其赎金而释

放俘虏。由于不可能总是这样做，也规定了可用赎

金来释放俘虏。 

（10）对于自己不能付赎金的俘虏，以及没有

人能够或者愿意为释放他们而付赎金的俘虏，经文

中也有规定。亲属们往往是能够付赎金的，但是他

们不付，因为，他们可能想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在的

时候可以私吞他们的财产而宁愿把他们留在那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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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虏。《古兰经》中有此规定:  

ال َِّذينَّ  ونَّ  مَّ ا الِْتهَّابَّ  يَّْبهَّغ  ْت  ِم َّ لَّتَّ ْ   لَّ ان ت  َّمْيَّ کَّاتِب   أ ْ  فَّ  إِْن  وه 
ِْیًا ِفيِهْ   عَِّلْمه ْ   ْ   خَّ آَّت وه  اِل  ِلنْ  مَّ ْ   ال َِّذي الل ٰہِ  لَّ ك   ۔آَّتَّا

在你们的奴仆中,凡要求立约释放者,如

果你们见他们是适合的,那么,你们就与

他们订约;(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钱财,那

么,)你们要用安拉赐予你们的财富援助

他们(获得自由)。(24:34) 
那就是说，那些没有赎金而不应予以释放的

人，又没有人为他们付赎金的人，如果他们仍然要

求自由--------可以签订一项许诺保证，如果允许他们

工作赚钱，他们愿付自己的赎金。虽然如此，只有

如果他们有理由肯定有能力来工作赚钱的话，才能

允许他们这样做。如果证明他们有能力，在他们努

力工作赚钱时应该还要有穆斯林的经济援助。那些

穆斯林个人中能够担负得起这种任务的可以付钱；

或者筹集捐款，让这些不幸者能站住脚。  

以上从《古兰经》中引用的各节经文中，含有

关于战争与和平这个课题方面的伊斯兰教教义。它

们告诉我们，按照伊斯兰教教义，在什么情况下出

征才是对的以及在作战时穆斯林必须注意哪些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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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关于战争的戒律 

 

然而穆斯林的教义不仅是《古兰经》中所规定 

的许多教训，它也包括穆圣的训诲和范例。在具体

情况下他的行为或他的教诲也是伊斯兰教教义的一

个重要部分。此处我们叙述穆圣关于战争与和平这

一课题方面的一些训喻:  

（i）禁止全体穆斯林肢解死者。(Muslim)  

（ii）禁止穆斯林采取欺诈手段。(Muslim)  

（ iii）不要杀害儿童，也不要杀害妇女。
(Muslim)  

（ iv）不要杀害祭司和神职人员以及宗教领

袖。（Tahavi） 

（v）不要杀害老弱妇孺。总要看到有和平的

可能性。(Abu Dawud) 

（vi）穆斯林进入敌人领土时，他们不应使全

体居民惊恐万状。他们不准虐待平民老百姓。
(Muslim)  

（vii）穆斯林军队扎营的地方，不应该造成公

众的不便。他们行军时应注意不要堵住道路，也不 

要引起其他徒步旅行者的不安。  

（ viii ） 不 准 损 毁 别 人 的 面 部 外 形 。
(Bukhari&Muslim) 

（ix）使敌人尽可能受到最少的损失。 
(Abu Daw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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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看管战俘时，有亲密关系的那些战俘应

放在一起。(Abu Dawud) 

（xi）战俘生活应舒适。穆斯林应更多关心他 

们的舒适，甚于自己的舒适。(Tirmidhi) 

（xii）从其他国家来的使者与代表团，必须非

常尊敬地接待他们。必须不计他们所作出的任何错

误或失礼行为。(Abu Dawud, Kitab ul-Jihad) 

（xiii）如果一个穆斯林犯了虐待战俘的罪，

必须无赎金释放这个战俘作为补偿。  

（xiv）穆斯林照顾一个战俘时，后者的衣食

应与穆斯林的相同。(Bukhari) 

穆圣对用于一支战斗部队的这些法规是如此地

坚持不懈，以致他宣布，任何人若不遵守这些法

规，他就不是为安拉而战，而是为他自己卑鄙的私

利而战。(Abu Dawud) 

伊斯兰教第一代哈里法阿布·伯克尔，基于这

些命令附加了禁止建筑物的拆除、砍伐树木的命

令，它们也是穆斯林教义的一部分。 

（xv）公共建筑与结果子的树（和粮食作物）

不得损毁。(Mu’aṭṭa) 

从穆圣的这些教训以及伊斯兰教第一代哈里法

的这些命令来看，显然伊斯兰教所制订的措施办法

产生了防止或停止一次战争或减少战争祸害的结

果。我们已在前面说过，伊斯兰教导的基本原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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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虔诚方面的教诲；它们具有穆圣范例以及伊

斯兰教早期几代哈里法的实际行动的具体表现。全

世界都知道，穆圣不仅教导这些原理，而且身体力 

行，也坚持穆斯林遵守它们。 

转而看我们这一时代，我们只可说，没有其他

教义似乎能解决战争与和平这个问题。穆撒的教导

离我们公正与正义的概念甚远。今天也不可能照那

教义去做。伊撒的教导不切合实际，而且一向如

此。基督教徒在他们历史上从未试图把这种教义付

诸实现。只有伊斯兰教教义是切实可行的；就是这

个教义一直由其主张者宣讲和付诸实施，它的实践

也可以创建和维护世界和平。 

在我们这个时代，甘地先生(Mr. Gandhi) 明确教 

导说，即使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也不应该作

战。我们不应该战斗。但在世界历史中任何时间也

未曾实践过这种教义。它从未放进坩锅中被试验

过。因此，不可能说，这种教导在战争与和平方面

有什么价值。甘地先生的寿命很长，足以看到印度

国民大会获得政治独立。但是国大党的政府从未解

散过军队或印度其他武装部队。它只是在作出计划

使之印度化。它也在计划把印度国家军队中在最近

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进攻缅甸和印度时（被英国

当局开除）的那些印度官员恢复原职。甘地先生本

人在许多场合中大声疾呼减轻暴力行为的罪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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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竭力主张释放犯有这种罪行的那些人。这至少表

明，甘地先生的教导不能付诸实行，这一点甘地先

生以及他的追随者都是知道的。至少尚未提供实际

例子来向这个世界表明，在国家与国家以及民族与

民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如何能采用非暴力运

动，或者非暴力运动如何能防止或结束一次战争。

宣传一种制止战争的方法，但从未能提供可以说明

这种方法的实际例子。这就指明这种方法是不切合

实际的。因此，这就看来，人类的经验和智慧都指

出，只有一种方法可以防止或停止战争；那就是伊

斯兰教穆圣教导和实践的方法。  

ِ  اَّلل ٰه   َّ  ل  مَّ  عََّلٰ  صَّ ٍدکَّ َّم َّ ل َّيْتَّ  اُم  اِهيْ َّ  عََّٰل  صَّ ََّ عََّٰل  اِبْ اِهيْ َّ  آِل  مَّ ََّ  اِبْ
بَّاِرْك  ل ِْ   مَّ سَّ يد   اِن َّکَّ  مَّ ِ ِيد   مَّ  ۔ُمَّ

 

由不信者发动的零星攻击 

 

阿拉伯联盟在壕沟战役中失败，垂头丧气地回

去，可是远未认识到，他们已无能力再去折磨穆斯

林了。虽然他们被打败，但认为他们仍然人数很多

而具有支配力量。他们能随便虐待个别穆斯林，殴

打他们或甚至杀害他们。他们希望用袭击个别穆斯

林的做法来去除自己的失败感。因此，该战役后不

久，他们（麦地那周围的部族）开始攻击麦地那周

围的穆斯林。法杂拉 (Fazara) 部族中有些人骑着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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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麦地那附近的穆斯林。他们杀死了放牧骆驼的

牧民，抓走其妻子当俘虏以及把骆驼带走。那个妇

人成功地逃了出来，但是一伙法杂拉人却把若干牲

口带走了。一个月以后，迦太凡 (Ghatafan) 部族一伙

人从北面进行攻击，企图夺走穆斯林的骆驼群。穆

圣派了穆罕默德·彬·马斯拉马以及十个乘着坐骑

的同伴去侦察和保护穆斯林的骆驼群。但是敌人埋

伏等待着这些穆斯林并且杀气腾腾地攻击他们，把

他们都杀死了。可是穆罕默德·彬·马斯拉马只是

失去了知觉躺在那里。他恢复知觉后振作起来，回

到麦地那作了报告。过了几天，穆圣的一个使节在

去罗马首都途中被朱哈姆部族所袭击和抢劫。一个

月以后，巴奴·法杂拉袭击一支穆斯林商队，抢走

了许多货物。这种袭击可能不是由于宗教对抗所激

起。巴奴·法查拉是一个天性好杀人越货的部族。

海拜尔的犹太人是壕沟战役的主要因素，也决心要

为他们在那次战役中惨败报仇。他们在罗马边境上

到处煽动各部族和国家官员。因此，阿拉伯首领们

不能向麦地那作直接攻击，就同犹太人在一起，不

断地阴谋使穆斯林的生活过不下去。然而穆圣还须

下决心作一次决战。以为，阿拉伯首领也许会提出

一个和平建议，内乱也许会结束。 

 

 
 



 160   
 

穆圣和 1500 个同伴动身去麦加 
 

这时穆圣见到一个梦，《古兰经》如此记载: 

ْد   قَّ  لَّقَّ دَّ ولَّ    الل ٰ   صَّ س  ْؤيَّا رَّ   َ ِ  ال ل ن َّ  بِاْْلَّق  ْسِجدَّ  لَّهَّْدخ  امَّ  اْْلَّ ََّ ِ  اْْلَّ  ْن إ
اءَّ  َّل ِِقْیَّ  آَِّلِنْیَّ  الل ٰ   شَّ ْ   ُم  ت  ء مسَّ ينَّ  ر  َِ ص ِ قَّ ل  و لَّ  مَّ َّاف  ِل َّ  نَّ ُتَّ عَّ ا فَّ   لَّ

وا لَّْ   لَّ  تَّْعلَّم  جَّعَّ ِلكَّ  د مِن  ِلنْ  فَّ ْهًحا ذَّ يًبا فَّ َِ  ۔قَّ

安拉确已使他使者的梦兆付诸实现:如果安拉

愿意的话,你们必将安全地进入禁寺,你们有的剃头,

有的剪发,你们将没有恐惧。但是他知道你们所不知

道的。其实,他在那个(胜利)之外,还为你们注定了另

一个即将来临的胜利。 

那就是说，安拉已决定让穆斯林平安地进入天

房的境域，有的剃了头，有的剪了发（这些都是朝

觐天房者的外形特征）,而且没有什么恐惧心理。可

是穆斯林并不确知，安拉将如何使之发生。而且，

在穆斯林平安地完成朝觐之前，他们一定会得到另

一次胜利，那一胜利的预兆已许约在那个梦之中。  

在那个梦中，安拉预示了穆斯林的最后胜利，

他们和平地向麦加进军，以及不使用武力而征服麦

加。可是穆圣把这意义理解为:安拉已命令穆斯林

立刻试图环绕天房。穆圣错误地理解那个梦，却成

为那梦中许约的“近在眼前”的那次胜利的时机。

因此，穆圣错误地作了向天房行进的计划。他对穆

斯林宣布了他的梦并且对此作了解释，要求他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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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准备。他说:“你们将去那里只是完成天房的环

行。因此，不要向敌人作什么示威行动。”（公

元）628 年 2 月下旬，以穆圣为首的一支一千五百 

个人的朝觐者1队伍上路去麦加了。 

麦加人马上得到了这队人马的报告。传统习惯

确定，大家都有权利环绕天房。对穆斯林否定这种

权利，有点说不过去。穆斯林们毫不含糊地宣布，

他们这次来的目的别无他意，而是为了环绕天房。

穆圣已禁止任何示威行动。不会有任何争端、质问

或要求。尽管如此，麦加人开始准备好像要有武装

冲突的样子。他们在各个方面作起防御工事，号召

周围部族作好援助准备，看来决心要战斗。穆圣抵

达麦加附近时，得到消息说，古莱西人准备战斗。

他们穿着虎皮，和他们的妻儿们在一起，庄严地发

誓不让穆斯林通过。那些虎皮是决心要野蛮地战斗

的征象。没过多时，麦加军队的先锋部队就与穆斯

林对峙起来。穆斯林们不能再向前进，除非拔出剑 

来。可是穆圣决不做那种事。 

他雇用了一个向导领穆斯林这队人马走另一条

路过沙漠。穆圣和他的同伴由那向导领着走到离麦

                                                           
1  壕沟战役一年以后计划的这一朝觐中，只有 1500 人伴随着穆圣。壕沟

战役中，穆斯林战斗员的人数可能比这个数目少而不会多。因此，历史

学家认为壕沟战役穆斯林战斗员的人数是三千，这是错误的。这一数目

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是一千二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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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很近的一处名为候代比亚 (Ḥudaibiya) 的地方。 

穆圣的母驼停下来不肯再走。 

一个同伴说:“安拉派遣的先知啊，那头母驼 

看来走累了，最好换一只坐骑吧。” 

穆圣说:“不，不，那牲口没有走累。看来倒

不如说，安拉要我们停在此地而不再往前走。因

此，我建议在此扎营，问问麦加人是否让我们完成

这次朝觐？作为个人来说，我愿意接受他们决心要

强加给我们的任何条件。” (Ḥalbiyya,Vol. 2,P.13) 

麦加军队此时不在麦加。他们走出相当一段距

离在通往麦地那的主要道路上迎战穆斯林。假如穆

圣要的话，他可以领着他的1500人进入麦加，在毫

无抵抗的情况下占领这个城市。但是他决心只是企

图环绕天房，而且还只是在如果麦加人准许的情况

下才这样做。他只是在麦加人决定先动手后才战斗

抵抗麦加人。因此他放弃走主要道路而扎营在后戴

比亚。这一消息立刻传到麦加军队统帅那里，他命

令他的士兵撤回并驻扎在麦加附近。然后麦加人派

了一个名叫布德勒 (Budail) 的首领与穆圣谈判。穆圣

向布德勒说明，他和穆斯林们只要环行天房；但是

如果麦加人逼我们打的话，穆斯林也将不得不打。

此后，麦加统帅阿布·苏非安女婿欧尔瓦(‘Urwa) 来

到穆圣那里。他的行为极端不礼貌。他把穆斯林叫

做乞丐和社会渣滓，并且说麦加人不会让他们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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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加。越来越多的麦加人前来会谈，他们最后说的

一句话是:“至少在今年我们不会让穆斯林在天房

环行。”如果他们在这一年准许穆斯林环行天房 ，

那就是使他们受到羞辱。到下一年，穆斯林也许会

这么做。 

与麦加人联盟的有些部族强烈要求麦加领袖们

让穆斯林环绕天房，毕竟穆斯林要的只是环行天

房，为什么连这一点都不许他们做？但是麦加人仍

然毫不退让。那些部族领袖随即说，麦加人不想和

平并且威胁要与他们解除盟约。由于害怕，麦加人

被说服，试图与穆斯林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穆圣获

悉这消息后，立即派奥斯曼 (后来是伊斯兰教第三

代哈里法)到麦加人那里去。奥斯曼在麦加有许多

亲戚。他们出来围着他，提出让他环行天房，但宣

布他们不让穆圣这样做，直到下一年。奥斯曼说:

“除非我陪着我的大师（穆圣），否则我是不愿环

绕天房。“奥斯曼与麦加首领的会谈持久不决。一

个谣言就恶意地传播开来，说他已经被谋杀了。这

谣言传到穆圣耳朵里，于是穆圣就召集同伴们说：

“一个使节的生命在所有国家之间都认为是神圣

的。我听说麦加人谋杀了奥斯曼，如果这是真的

话，不管后果如何，我们一定要进入麦加。”在这

变化了的环境之下，穆圣不得不改变原先他想和平

进入麦加的意图。穆圣接着说：“那些庄严地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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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得不再向前进而除了作为胜利者之外就不愿

向后转的人，走到前面来在我的手上宣誓吧。”穆

圣还没有说完这句话，所有这一千五百个同伴都站

起来争先恐后地握着穆圣的手宣誓。这一誓言在早

期穆斯林历史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被称为

“树下的誓约。”立誓的时候，穆圣坐在一棵树

下。立下誓约的所有的那些人直到他们老死时对此

都觉得自豪。在那一场合下，这 1500 人中没有一个

退缩不前。他们都许诺，假如穆斯林使节已被谋杀

的话，他们不再想回去。他们或者在黄昏以前占领

麦加，或者他们都战死。立誓尚未结束，奥斯曼回

来了。他报告说，麦加人不同意让穆斯林环绕天

房，直到下一年。他们委派了代表和穆斯林达成一

项协议。奥斯曼回来不久之后，麦加酋长苏海勒来 

到了先知。达成了一项协议并被记了下来。 

 

候代比亚条约 

 

约文如下: 

“奉安拉之名。阿布杜拉之子穆罕默德与麦加

使节苏海勒·彬·阿姆尔签订以下和平条约。十年

内无战争。任何人想要与穆罕默德联盟以及与他订

立任何协定可任凭他如此做。任何人想要与古莱西

人联盟以及与他们订立一约定也可任凭他如此做。

一个青年或者父亲还活着的一个人，如果未曾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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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父亲或保护人的准许，到了穆罕默德那里去，将

被返回他父亲或保护人那里去。但如果任何人到了

古莱西人那里去，他就不将被返回。今年穆罕默德

将不进入麦加而回去。但在明年他和他的追随者能

进入麦加，用三天时间完成环行天房。在这三天

里，古莱西人将退到四周小山中去。穆罕默德及其

追随者不得武装进入麦加，阿拉伯半岛上旅行者总

是在身上带着的有鞘的剑不在此例。”(Bukhari) 

签订这一和平条约时，发生了两件怪事。在那

些条款议定后，穆圣开始口述这一协定时说:“奉

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苏海勒表示反对说:“我们知道并相信安拉，

但这个‘无限博爱、永久仁慈’是什么？这是一个

双方之间的协定，因此必须尊重双方的宗教信

仰。”  

穆圣立刻同意了，对他的书记员说:“只写上

‘奉安拉之名’。”穆圣接着把这协议的条款口述

下去。开头的一句是:“安接派遣的先知穆罕默德

与麦加民众签订以下和平条约。”苏海勒又反对

说:“假如我们认为你是安拉派遣的先知，我们就

不会同你作战了。”穆圣又接受了这个反对意见并

指示把“安拉派遣的先知穆罕默德”改写为“阿布

杜拉之子穆罕默德”由于穆圣不断地同意麦加人提

出的一切意见，所有同伴对此感到烦恼不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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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开始沸腾，欧麦尔是他们所有人中间最激动的

一个，走向穆圣问道:“安拉派遣的先知啊，难道

我们不对吗？”  

穆圣说:“对的，我们是对的。”欧麦尔问道:

“难道安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完成环行天房

吗？” 

穆圣说:“是的。”欧麦尔又问: “那么为什么

要签订这协议？” 

穆圣说:“的确，安拉确实预先告诉，我们会

和平地完成环行天房，可是他没启示在什么时候。

我确实断定过好像是在今年推行，可是这仅仅是我

的理解。” 

欧麦尔就不作声了。  

然后其他同伴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中有些

人问，为什么同意把成为穆斯林的青年交还给他的

父亲或保护人，而一个穆斯林改变了信仰或碰巧跑

到麦加那里去却得不到同等的条款呢？穆圣解释

说，这并无什么坏处。他说: “每一个成为穆斯林

的人，因为他接受了伊斯兰教谆谆教导的信念和实

际行动而变成穆斯林。他并不是为了参加一个团

体、采取它的习俗而成为穆斯林的。这样的一个人

不论到何处都会宣扬伊斯兰教的教义，成为传播伊

斯兰教的一种媒介。但是一个放弃了伊斯兰教的人

对我们是无用的。如果他心中不再相信我们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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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他不再是我们的人。就让他到别处去的好。”

这一回答使那些怀疑穆圣所采取的步骤是否明智的

人深为信服。在今天这也应该使那些认为伊斯兰教

中对叛教者的惩罚是处死的人们得到满意的。假如

是这样的话，穆圣会坚持要归还那些放弃伊斯兰教

的人并加以惩处。 

该协议写成并由双方签署后，立刻就发生了一

个事件来考验双方的诚意。麦加全权代表苏海勒的

一个儿子捆绑着，身受创伤，精疲力尽地出现在穆

圣面前。他跪在穆圣脚下说 :“安拉派遣的先知

啊，我在内心里是个穆斯林，由于我的信仰在我父

亲手中受着这些苦恼的事情。我的父亲在这里同你

在一起。因此我逃出并设法到这里来。”穆圣还没

有开口，苏海勒就插嘴说:“协议已经签订，他必

须跟他一起走。”阿布·詹达勒 (Abu Jandal)，就是

那年轻人的名字，站在许多穆斯林前面，穆斯林兄

弟中的一个兄弟被他父亲虐待着走投无路。把他送

回去，是他们受不了的义务。他们拔出了剑，看来

决定要死命救出这个兄弟。阿布·詹达勒自己哀求

着穆圣让他留下。他会把他从那些暴君的毒手中设

法逃出后又送回给他们吗？但穆圣已决定了。他对

阿布·詹达勒说:“先知们不会自食其言。我们现

在已经签订了协定。你要耐心忍受并且要信任安

拉。他必然会赐予你自由，并且会赐予像你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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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青年自由。”那一和平条约签订后，穆圣回到

麦地那。没多时，另一个名叫阿布·巴斯尔  (Abū 

Baṣīr) 的青年从麦加皈依者来到麦地那，但根据协

议条款规定也被穆圣送了回去。在遣返途中，他和

押送他的人打了起来，在殴打过程中他杀死了其中

一个押送者，就这样逃走了。麦加人又到穆圣那里

诉说。穆圣说:“我们已将你们的人交给了你们，

他现在从你们手中逃走，找到他并且再把他交给你

们，已不再是我们的责任。”几天以后，一个女人

逃到麦地那。她的几个亲属随后就来并且要求她回

去。穆圣解释说，那协定制订了的条款是与男人有

关，与妇女无关。因此他拒绝送回这女人。 
 

穆圣致各国帝王书信 
 

穆圣从候代比亚回来在麦地那定下心以后，制

订了在各个地区传播他的教义的计划。他把这向同

伴们说了后，有些熟悉帝王宫廷中要遵守的礼仪、

习俗的同伴对穆圣说:“各国君王不会接受不具有

发信者封印的函件。”因此穆圣刻制了一枚印章，

其上刻有： الل ٰہ رسول ُممد  

（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出乎尊敬“安拉”这词刻在顶上，此词之下

是“使者”，最下面是“穆罕默德。” 

公元 628 年回历元月，使者们各自携带穆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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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信前去各国首都，邀请统治者接受伊斯兰教。使

者们前去罗马帝国赫勒克留、伊朗国王、埃及（埃

及国王那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从臣）以及阿比

西尼亚。他们也到其他君王与统治者那里去。 

 
 

致罗马帝国皇帝书信 
 

致罗马帝国皇帝的信是由迪赫亚·克勒比

(Dihya Kalbi) 携送的。他受命先去拜见布斯拉(Busra) 

总督。迪赫亚见到那总督时，罗马帝国大帝巡视帝

国正在叙利亚。那总督很快地将迪赫亚送去朝见罗

马帝国皇帝。迪赫亚进宫时，有人告诉他，无论何

人在群臣前受皇帝接见时，必须拜倒在他前面。迪

赫亚不肯这样做并且说，穆斯林不拜任何人。因

此，迪赫亚坐在皇帝面前而没有规定的致敬礼。皇

帝命一位翻译官员读信，并且问是否有一支阿拉伯

商队在城里？他说，他亟欲询问一个阿拉伯人关于

这位送信给他邀请他接受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先知。

在城里有一支商队，它恰巧是阿布·苏非安的。宫

廷官员把他带到皇帝那里。阿布·苏非安受命站在

其他阿拉伯人前面，叫他们改正阿布·苏非安的

话，如果他撒谎或讲得不对。然后赫勒克留向阿 

布·苏非安进行询问。历史记载着这样一段对话:  

赫勒克留:“你认识自称为先知并且送给我一封信

的那个人吗?你能说出，他出自何等样的门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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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苏非安:“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是我的 

一个亲戚。” 

 赫勒克留:在他以前在阿拉伯地区中有没有人像他

那样作过宣称吗？” 

阿布·苏非安:“没有过。” 

赫勒克留:“在他作出宣称之前，你们的民族有没

有人指控过他曾经说过谎？” 

阿布·苏非安:“没有。” 

赫勒克留 :“在他的祖先中有没有人做过皇帝或统

治者？” 

阿布·苏非安:“没有。” 

赫勒克留 :“你如何评定他的一般能力以及他对事

物作判断的能力？”  

阿布·苏非安:“对他的能力和判断能力我们从来

也找不出什么岔儿。” 

赫勒克留 :“ 他的追随者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

有势力的大人物，还是穷困低贱的人物？” 

阿布·苏非安:“大多数是穷困低贱的和年轻的

人。” 

赫勒克留:“ 他们的人数有增加之势呢，还是有减

少之势？” 

阿布·苏非安:“有增加之势。”  

赫勒克留 :“他的追随者曾经回信过他们原来的信

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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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苏非安:“没有。” 

赫勒克留 :“他曾经爽过约吗？”  

阿布·苏非安:“迄今尚未。不过最近我们和他订

了一个新条约。让我们看看他对该条约的情况如

何。” 

赫勒克留 :“你们同他作过任何战斗吗？” 

阿布·苏非安:“作过的。” 

赫勒克留 :“结果如何？” 

阿布·苏非安:“像水轮上的水桶那样，我们和他

之间胜负互相交替。白德尔战役中，举例来说，那

时我不在，他就能胜了我方。吴候德战役中，我统

帅了我方，我们痛责了他的一方。我们撕裂了他们

的肚子、耳朵和鼻子。” 

赫勒克留 :“但是他教导的是什么？”  

阿布·苏非安:“我们应当崇拜唯一的安拉而不要

树立与他同等的对象。他传道时反对我们祖祖辈辈

崇拜的那些偶像。相反地，他要我们崇拜唯一的安

拉，只说实话，总要放弃一切罪恶、腐化的行为。

他规劝我们彼此和好相处、守约和履行我们的职

责。” 

这一具有趣的对话结束了。于是皇帝说道 :

“我首先问你关于他的门第，而你说，他属于名门

贵族。实际上，各个先知总是出身于名门。然后我

问你，在他以前是否有任何人作过相似的宣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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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没有。我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以为，如果在不

久前有个人作过这样的宣称的话，那么，人们可能

说这个先知是仿效那个宣称的。然后我问你，是否

在他作出宣称之前他曾经被指控过撒过谎？而你说

没有。我由此推断出，对人不说谎话的一个人，不

会说有关安拉的谎话。我接着问，是否在他的祖先

中有人做过皇帝？而你说没有。由此我知道，他的

宣称不可能是为了恢复王朝的一个微妙的计划。然

后我问你，加入他的行列的人是否大多数是有财有

势的大人物，还是贫因微弱的人们？你回答说，他

们一般都是贫困微弱的人，而不是骄傲的大人物，

过去每一个先知的追随者也都如此。然后我问你，

他的人数在增加还是在减少？你说在增加。这一点

上，我记得，每一个先知的追随者会不断增加，直

到这个先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我问你，是否他

追随者由于厌恶或失望而离开他？你说没有。这方

面，我记得，各个先知的追随者通常是坚定不移

的。他们由于其他原因而离散，而不是由于对信仰

发生厌恶。然后我问你，在你们和他之间是否有过

战斗？如果有的话，结果如何？你说，你与他的追

随者像水轮上的勺斗。各个先知都如此。开始时，

他们的追随者过着逆境的生活，遭受种种不幸，但

最后他们胜利了。然后我问你，他教导些什么？你

说他教导崇拜唯一的安拉、说实话、做善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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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约和履行职责的重要性。我也问你，是否他曾经

弄虚作假过？你说没有。这就是有道德的人的做

法。因此，依我看来，他宣称自己是个先知是真实

的事。我过去相当盼望着在我们时代出现‘那位先

知’，但我不知道，他会是一个阿拉伯人。如果你

对我说的是实话，那么，我认为他影响和他的统治

权将必然遍布这些国土。”(Bukhari) 

这一段话引起朝臣们困扰不安，他们开始责备

皇帝称赞另外一个社团的导师。他们提出了异议。

那些宫廷员于是送走了阿布·苏非安和他的朋友。

穆圣写给罗马帝国皇帝函件的本文，可以在历史记

载中看到。其函文如下: 

ِ  بِْسِ   ِن  الل ٰ ْمَّ َّ َ ِحيِ   ال َّ َ دٍ  ِلْن ۔ال َّم َّ ْبِدالل ٰہِ  ُم  ْوِلہ   عَّ س  رَّ قْلَّ ِه  اِٰل  مَّ ََّ 
ْمِم  عَِّظيِْ     َ م  ۔ ال ئاَّ ِن  عََّلَّ  سَّ ى ات َّبَّعَّ  لَّ دَّ ا۔ اْْل  ْ  بَّْعد   اَّل َّ ََّ اَّْدع   ِفِان ِ  ْو
ِم  بِِدعَّايَّۃِ  ََّ  الل ٰہ   ي ْؤتِکَّ  ْ  ْسلَّ تَّ  اَّْسِلْ   اْلِْسئاَّ تَّْْیِ  اَّْجَ َّ َ اِْن  لَّ  فَّ
ل َّيْتَّ  اِن َّ  تَّوَّ يَّا يِْسي ِْْیَّ ِر  اْلِ  ْث َّ اِ  عَّلَّيْکَّ  فَّ َّْهلَّ  مَّ  إِلَّ  الَّْواتَّعَّ  الِْتهَّاِب  أ
ۃٍ  َِّلمَّ اءٍ  ک وَّ ْ   بَّيْنَّنَّا سَّ بَّيْنَّت  َّل َّ  مَّ َّ  إِل َّ  نَّْعب دَّ  أ لَّ  الل ٰ كَّ ن ْش  مَّ يًْئا بِ ِ  َِ لَّ  شَّ  مَّ
نَّا يَّه َِّخذَّ  َّْربَّابًا بَّْعًضا بَّْعض  ِ  د مِن  ِلْن  أ إِْن  الل ٰ ل َّْوا فَّ ْم  اق ول ْو فَّ  تَّوَّ د   ااْشهَّ
َّن َّا ْو  بِأ ْسِلم   ۔نَّ ل 

“由安拉的仆人和他的使者穆罕默德，致罗马

的首领赫勒克留。凡是遵行正道的人, (安拉) 将降

赐他们平安;依此，皇帝啊，我邀请你接受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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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成为一个穆斯林。安拉会保护你免受一切苦

难，并给予你加倍报偿。但是如果你否定并拒绝接

受这种教义，那么，不仅你自己拒绝相信，而且你

的臣民拒绝相信的罪名都将落在你的头上。你说:

“有经的人啊!在我们之间,(至少)在一个共同的观点

上结合起来-------- (那一点是:)除了安拉,我们谁也不

拜。我们不把任何东西作为与安拉同等的;除了安

拉,我们不在我们同类之间另立养主。”最后,如果

他们(在这一点上也)转变了,你们对他们说:“你们要

作证,我们是归顺安拉的。” 

邀请加入伊斯兰教就是邀请相信:安拉是唯一

的，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信中所说的，如果赫勒

克留成为一个穆斯林，他将得到加倍报偿。这是在

说，伊斯兰教导:既要信伊撒，也要信穆罕默德。  

据说，此信是在呈皇帝时，有些朝中大臣建议

把这信撕了丢掉。他们说,此信对于皇帝是一种侮

辱。信中没有把皇帝称为皇帝，而只称为 Sahib ur-

Rum，即罗马的首领。可是皇帝说,没有把信读了就

撕掉，这是不明智的。他又说,‘罗马的首领’这个

称呼并没有错。总之，万物的主是安拉。一个皇帝

不过是个首领。 

当穆圣被告知赫勒克留接受他信的情况时，他

满意并高兴地说:“由于罗马皇帝接受这封信的方

式，他的帝国会得救。那皇帝的子孙会继续长时期



 175   
 

统治该帝国。”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了。以后

发生的那些战争中，根据伊斯兰教穆圣的另一预

言，大部分罗马帝国脱离了罗马的控制；然而此后

六百年，赫勒克留王朝仍然确立在君士坦丁堡。穆

圣的那封信长期被保存在（罗马）国家档案中。穆

斯林国王曼苏尔·卡拉温 (Mansur  Qalawun) 的几位大

使拜访罗马朝廷时，储放在匣子里的那封信，拿出

来给他们看时罗马皇帝说:“这是我的一个祖先从

你们的先知那里收到的信，被小心地保存了下来。 

 

致伊朗国王书信 

 

致伊朗国王书是经由阿布杜拉·彬·胡杂发

(‘Abdullah bin Hudhafa) 递送的。其中信文如下: 

ِ  بِْسِ   ْمٰ  الل ٰ َّ َ ِحيْ  ِن ال َّ َ دٍ  ِلْن ۔ِ  ال َّم َّ ْوِل  ُم  س  ی اِٰل  الل ٰہِ  رَّ َٰ  ِظيِْ  عَّ  ِکْس
اِرِس  م  ۔ الْفَّ ئاَّ ِن  عََّلَّ  سَّ ى ات َّبَّعَّ  لَّ دَّ نَّ  مَّ ۔ اْْل  لل ٰہِ  ٰالَّ ْوِلہ   بِا س  رَّ ِهدَّ مَّ  مَّ  شَّ
ہ   الل ٰہ   اِل َّ  اِلٰہَّ  ل َّ  اَّْن  ْحدَّ يْکَّ  لَّ  مَّ َِ اَّن َّ ۔ لَّہ   شَّ ًدا مَّ َّم َّ ہ   ُم  ْبد   عَّ
ْول   س  رَّ ََّ  ہ  مَّ ْو اَّْدع  ل َّ  عَّز َّ  الل ٰہِ  بِِدعَّايَّۃِ  مَّ جَّ ْ  مَّ ِان ِ نَّا فَّ ْول   اَّ س   اِلَّ  الل ٰہِ  رَّ
ًۃ، الن َّاِس  َّاف َّ نْ  ِل ْنِذرَّ  ک ي ًا کَّانَّ  لَّ ِق َّ  حَّ َيَّ ْول   مَّ َّافِ  عََّلَّ  الْقَّ يْنَّ الْک  اَّْسِلْ   َِ
ِاْن  تَّْسلَّْ   لَّيْکَّ  اَّبَّيْتَّ  فَّ عَّ ج ْوِس  اِْث    فَّ  ۔اْْلَّ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此信是由

安拉派遣的使者穆罕默德写给伊朗首领霍斯劳。凡

是遵行正道的人, (安拉) 将降赐他们平安; 并且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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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和其使者，而且作证安拉是唯一的，没有与他

相等的崇拜对象，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和使者。国

王啊，受安拉之命，我邀请您加入伊斯兰教。我是

安拉派遣的对整个人类的使者，以便警告所有活着

的人们并且对所有不信者要完成传播我的教义的责

任。如果您接受伊斯兰教，将保护自己免受一切苦

难。要是你拒绝这一邀请，那么，你整个民族拒绝

相信伊斯兰教的罪行将落在你的头上。 
(Zurqani &  Khamis) 

阿布杜拉·彬·胡杂发说:“当我抵达霍斯劳

宫廷时，申请国王接见我。我向国王递呈了书信，

国王命令一个译员读信并解释其中内容。听了内容

后，霍斯劳大怒，他拿起该信撕得粉碎。” 阿布杜

拉·彬·胡杂发把此事报告了穆圣，穆圣听了这报

告后说: 

“正象霍斯劳对我的信做的那样，安拉也将如

此对待他的王国（即撕成碎片）。”  

这一场合霍斯劳发的这阵脾气，是从罗马帝国

领土移居到伊朗来的那些犹太人为反对伊斯兰教而

进行恶毒宣传的结果。这些犹太难民在伊朗发起的

反对罗马的种种阴谋中起着带头作用，因此取得伊

朗朝廷的宠信。霍斯劳对穆圣充满怒气。犹太人传

到伊朗来的关于穆圣的那些报道，在他看来，在此

信中已得到证实。他认为，穆圣是个侵略性的冒险

家，其意已在伊朗。此后不久，霍斯劳写信给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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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说，阿拉伯半岛上有一个古莱西人宣称自己是

一位先知，他的宣称太过分了。他要求该总督派两

个人受权逮捕这一古莱西人并将他押送到伊朗朝

廷。霍斯劳手下的也门总督巴杂恩 (Badhan) 派了一

个军队头领带了一个骑着马的随从到穆圣那里去。 

他也给他们一封写给穆圣的信。信中说，收到此信

后穆圣要立即随同这两个差遣者去伊朗朝廷。那两

个人计划先去麦加。他们在塔伊夫附近某处，有人

告诉他们穆圣住在麦地那，因此他们就去麦地那。

抵达麦地那后，该军队头领对穆圣说，也门总督巴

杂恩，受霍斯劳之命，安排逮捕穆圣并押送去伊

朗。如果穆圣拒绝服从，就得毁灭他和他的民族，

使他们的国家变成废墟。出乎对穆圣的怜悯，从也

门的这一代表坚持要穆圣服从并同意被带到伊朗

去。穆圣听了这些以后，建议这两个代表过一天再

来见他。晚上穆圣向安拉祈祷，安拉告知他:霍斯

劳的傲慢将以他的生命作代价。“我已安排好他的

儿子来反对他，这个儿子将在星期一，今年五月十

日（回历），谋杀他的父亲。”根据有些报道，那

一启示说:“这个儿子就在这个晚上已经杀害了他

的父亲。”就在这个晚上，可能就是回历五月十日

星期一。早上，穆圣派人把也门的两个代表请来，

告诉他们头天晚上他得到的启示。此后他准备好一

封给巴杂恩的信。信中说，霍斯劳在某月某日将被



 178   
 

谋害。也门总督接到此信时说:“如果此人真是一

个先知，那就会正如他说的那样。如果他不是一个

真的先知，那么，他和他的国家会毁灭的。”没多

时，一艘从伊朗来的船停泊在也门港口，带来了伊

朗国王给也门总督的信。信上具有新的印章，从这

印章上这个总督得出结论:那位阿拉伯先知的预言

是正确的。新的印章意味着新的国王。他打开信

封。信中说:  

“由霍斯劳·西洛斯 (Chosroes Siroes) 致也门总

督巴杂恩：我已谋杀了我的父亲，因为他的统治已

成为腐败而不公平。他谋害贵族，残暴地对待他的

属下。你接到此信，立即召集全体官吏，要他们对

我确表忠诚之心。至于我父亲要逮捕一个阿拉伯先

知的命令，即此撤消。” 
(Tabari,Vol.3, P.1572-1574 & Hisham, P.46) 

巴杂恩对这些事件印象极深，以致他和他的许

多朋友立刻宣布，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并照此通知

了穆圣。 

致尼古斯函 

 

致阿比西尼亚皇帝尼古斯函，由阿姆尔·彬 

·乌玛亚·达姆里 (‘Amr bin Umayya Damri) 递送。信 

文如下： 

ِ  بِْسِ   ْمٰ  الل ٰ َّ َ ِحيْ  ِن ال َّ َ دٍ  ِلْن ۔ِ  ال َّم َّ ْوِل  ُم  س  ِلِک  ِش الن َّجَّا اِلَّ  الل ٰہِ  رَّ  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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ۃَّ  لْ    اْْلَّْبشَّ ا اَّْنتَّ  سَّ ْ  بَّْعد   اَّل َّ د   ِفِان ِ ٰ  لَّ  ال َِّذْی  الل ٰہَّ  اِلَّيْکَّ  اَّْمَّ وَّ  اِل َّ  ہَّ اِل  ه 
ِلک   ْمس   اْْلَّ د   م   الْق  ئاَّ ْؤِلن   الس َّ يِْمن   اْْل  هَّ د  ۔ اْْل  اَّْشهَّ  ابْنَّ  ِعيْسَّ  اَّن َّ  مَّ
يَّ َّ  َْ ُ   لَّ ْم ه ہ   الل ٰہِ  ر  َِّلمَّ ک ا مَّ يَّ َّ  اِٰل  اَّلْقَّاهَّ َْ ْ   الْبَّه ْولَّ  لَّ ََّ  ِماِِن  ْو  اِلَّ  اَّْدع 
ہ   الل ٰہِ  ْحدَّ يْکَّ  لَّ  مَّ َِ ة لَّہ   شَّ الَّ وَّ اْْلَّ ِهہ   عََّٰل  ِمَّ اعَّ اِْن  طَّ  ت ْؤِلنَّ مَّ  تَّت َِّبْعِنْ  مَّ

ل َِّذْی  ا بِا ْ  ءَِّنْ  جَّ ِان ِ ْول   فَّ س  ْ  مَّ  الل ٰہِ  رَّ ََّ  اِن ِ ْو ن ْودَّ  مَّ  اَّْدع   عَّز َّ  الل ٰہِ  اِلَّ  ََّ ج 
ل َّ  جَّ ْحت   مَّ  ْغت  بَّل َّ  قَّْد  مَّ  مَّ اَّقِْبل ْوا نَّصَّ م   مَّ  نَِّصيْحَِّتْ  فَّ ئاَّ ِن  عََّلَّ  الس َّ ات َبََع  لَّ
ى   ۔اْْل دَّ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安拉派

遣的使者穆罕默德致书阿比西尼亚皇帝尼古斯。皇

帝啊，安拉赐你平安。我在你面前颂扬独一无二的

安拉，没有其他是值得崇拜的。他是有至上主权

者、至圣洁的、和平的源泉、给予安全的、保护

者。我作证玛尔彦之子•伊撒只是安拉的仁慈、他

降赐玛尔彦 al Batool（贞女）的一个喜讯。我邀请你

和我在一起依附于那独一无二的安拉，并且服从

他。我邀请你也追随我并相信派遣我来的安拉。我

是他的使者。我邀请你和你的军队一起信仰全能的

安拉。我在此履行我的职责。我已向你传送了安拉

的教义，并且向你阐明了此教义的意义。我极恳切

地履行了我的职责并且相信你会尊重我表明的诚

意。凡是遵行正道的人, (安拉)将降赐他们平安。
(Zurq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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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到尼古斯手中时，他对这信表现出非常崇

高的敬意。他举信齐眉，走下皇座，命令为此取一

象牙盒来。然后将信放入盒中说:“直到这封信安

全时，我的王国就得安全。”他说的话成为事实。

穆斯林军队为自已的事业出征有一千年之久。他们

向各方出征并在阿比西尼亚四周经过，但是他们未

曾碰遇尼古斯的这一小小王国；这是由于关心到尼

古斯两个值得纪念的行动--------伊斯兰教早期的避难

者受到他提供的保护以及他对穆圣的信所表现出的

敬意。罗马帝国瓦解了，霍斯劳丧失了统治权，中

国和印度这两个王国消失了，但尼古斯这一小小王

国却仍未受侵犯，因为他的统治者接受并保护第一

批穆斯林避难者以及对穆圣信件所表现的敬意。  

穆斯林用这种方式报答了尼古斯高尚的行为。

我们把这种情况与一个基督教民族在这一文明时代

给予这一尼古斯的基督教王国的对待来比较一下。

他们从空中轰炸阿比西尼亚的那些开放城市并且毁

灭了它们。皇族不得不避难到别处去，在国外耽搁

了几年。两种不同的民族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对待这

同一个民族。 

由于其中一个统治者高尚的行为认为阿比西尼

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基督教国家以文明的名

义攻击、掠夺这一小国。这就表明了，穆圣的教导

和榜样的效果是多么地持久有益。穆斯林感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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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王国，使这个王国对穆斯林来说是神圣的。

基督教徒贪婪地攻击这同一个王国，并不顾及它是

一个基督教王国。 
 

致埃及统治者函 

 

给穆夸基斯  (Muqauqis) 的信是由哈蒂布·伊

本·阿比·巴尔塔 (Hatib ibn Abi Balta‘a) 携带的。此信

内容和给罗马（帝国）皇帝的信完全相同。致罗马

皇帝函中说，罗马臣民拒绝相信的罪名将落在他的

头上。此信内容如下:  

ِ  بِْسِ   ِن  الل ٰ ْمَّ َّ َ ِحيِ   ال َّ َ دٍ  ِلنْ ۔ال َّم َّ ْوِل  ُم  س  ْوقَّ  اِٰل  الل ٰہِ  رَّ ق   ِس اْْلَّ
م    الِْقْبِط  عَِّظيِْ   ئاَّ ِن  عََّلَّ  سَّ ى ات َّبَّعَّ  لَّ دَّ ا۔ اْْل  ْ  بَّْعد   اَّل َّ ََّ اَّدْ  ِفِان ِ ْو  ع 
ِم  بِِدعَّايَّۃِ  ََّ  الل ٰہ   ي ْؤتِکَّ  تَّْسِلْ   اَّْسِلْ   اْلِْسئاَّ تَّْْیِ  اَّْجَ َّ َ اِْن  لَّ  فَّ
ل َّيْتَّ  ا تَّوَّ َّ ِاّن َّ يَّا۔ الِْقْبِط  اِْث    عَّلَّيْکَّ  فَّ َّْهلَّ  مَّ الَّْوا الِْتهَّاِب  أ ِ  تَّعَّ ۃٍ  لَّ إ َِّلمَّ  ک
اءٍ  وَّ ْ   بَّيْنَّنَّا سَّ بَّيْنَّت  َّل َّ  مَّ َّ  إِل َّ  نَّْعب دَّ  أ لَّ  الل ٰ كَّ  مَّ َِ يًْئا  ِ بِ  ن ْش لَّ  شَّ  يَّه َِّخذَّ  مَّ
نَّا َّْربَّابًا بَّْعًضا بَّْعض  ِ  د مِن  ِلْن  أ إِْن  الل ٰ ل َّْوا فَّ ق ول وا تَّوَّ ماا  فَّ د  َّن َّا ْشهَّ  بِأ

ونَّ  ْسِلم   ۔ل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此函由

安拉派遣的使者穆罕默德致科普特（埃及基督教

徒，Copts）的首领穆夸基斯。凡是遵行正道的人，

(安拉) 将降赐他们平安; 我邀请你接受伊斯兰教的

信息。相信吧，你会得救的，而且你将得到加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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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如果你不信，埃及基督教徒拒绝相信的罪名也

将落在你的头上。“有经的人啊!在我们之间, (至

少)在一个共同的观点上结合起来--------(那一点是:) 

除了安拉,我们谁也不拜。我们不把任何东西作为与

安拉同等的;除了安拉,我们不在我们同类之间另立

养主。”最后,如果他们(在这一点上也)转变了,你们

对他们说:“你们要作证 ,我们是归顺安拉的。”
(Halbiyya,Vol.3, P.275) 

哈蒂布抵达埃及时，在首都未曾见到穆夸基

斯。哈蒂布随后到了亚历山德里亚，穆夸基斯在近

海处视理朝政。哈蒂布乘船而去。朝廷禁卫森严。

因此，哈蒂布从远处显示这封信并大声说起话来。

穆夸基斯命令把哈蒂布带到他那里。穆夸基斯读信

后说：“如果此人真是个先知，为什么他不去祈祷

毁灭他的敌人？”哈蒂布回答说:“你相信伊撒。

他受他民族的虐待，可是他并未祈祷毁灭他们。”

国王表示敬佩并且说：“你是一位明智的人派来的

一个明智的使节。你把问你的那些话回答得很

好。”那时，哈蒂布又说话了。他说：“在你之

前，有一个骄横残酷的国王，他是迫害穆撒的法

老。最后他被安拉的惩罚所压倒。因此切勿骄傲自

大。相信安拉的这位先知。安拉作证，穆撒并未清

楚地预言有关伊撒的事，正如伊撒清楚地预言了关

于穆罕默德。我们邀请你相信这位先知穆罕默德，

正如你们基督教徒邀请犹太教徒相信伊撒。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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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都有他的追随者。那些追随者必须服从他们的

先知。而且要记住，我们的宗教并不要你们不信或

不服从伊撒。我们的宗教要求每个人相信伊撒。”  

穆夸基斯听了这话就说，他已听到了有关这位

先知的教导，而且他觉得这位先知并未教导任何坏

事，也并未禁止任何好事。他也仔细询问过许多事

情，觉得这位先知决非魔术师或占卜者。他已听到

这位先知的有些预言已成为事实。于是他派人取了

一只象牙盒来，把穆圣的信放在盒内，加了封条，

交给一位婢女，送去妥为保存。他也给穆圣写了回

信。此信内容有历史记载。其内容如下：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由埃及基

督教徒（科普特人）的国王穆夸基斯致阿布杜拉之

子穆罕默德。（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 祝你

平安。我即此说，我已阅读你的来信并对其内容作

了思考，对你邀请我相信的种种事情作了思考。我

意识到，希伯来众先知预言过，在我们时代将有一

位先知降临。但我以为，他将出现在叙利亚。我已

接待了你的使节并赠他一千第纳尔和五个 Khil‘ats

（由国王或上级授予的服装）作为礼物，而且我送

给你两个埃及少女作为礼物。我的民众，埃及的基

督教徒（科普特人），都很尊敬这两个少女。她们

一个是玛丽亚 (Maria) 而另一个是西玲 (Sirin)。我也

送给你二十件用埃及高级亚麻制成的服装。我也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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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一头骡子作为坐骑。最后我再祈祷，安拉赐你

得到平安。(Zurqani & Tabari)  

从这封信中清楚地看到，虽然穆夸基斯尊敬地

看待这封信，但并没有接受伊斯兰教。 

  

致巴林首领函 

 

穆圣也送信给巴林首领穆恩兹尔·泰米  

(Mundhir Taimi)。这封信由阿拉·伊本·哈泽勒米 

(‘Ala’ ibn Hadrami) 携送。此信本文已遗失。信送达此

首领时，他相信了并且写回信给穆圣说，他和他的

许多朋友和追随者已决定加入伊斯兰教。虽然如

此，有几个决定留在伊斯兰教外。他又说，有几个

犹太人和袄教徒生活在他的管辖之下。对他们他将

怎么办？穆圣再写信给这位首领，是如此写的:  

“我很高兴，你接受了伊斯兰教。你的责任是

服从我派到你那里来的代表和使者。无论何人服从

他们，就是服从我。带给你我的信的那个使者称赞

了你，并且向我保证了你信仰的诚意。我为你的民

族向安拉祈祷了。因此，试图教导他们伊斯兰教的

各种方式和惯例。保护他们的财产。不要让任何人

有四个以上的妻子。过去的罪就宽恕了吧。只要你

是一个好而有道德的人，你将继续统治你的民族。

至于犹太人和袄教徒，他们只要付税就行。因此，

对他们不要有其他要求。至于一般居民，那些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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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足够维持他们生活的人，每人可得四个迪拉

姆 ,以及几件可穿的衣服”。(Zurqani & Khamis) 

穆圣也写信给阿曼的国王、亚玛玛(Yamama) 的

首领、加桑  (Ghassan) 的国王、也门一个部族巴

尼·那赫德 (Bani Nahd) 的首领、也门另一个部族哈

姆丹的首领、巴尼·阿里姆(Bani‘Alim) 的首领以及

哈泽勒米部族的首领。他们大多数都成了穆斯林。 

以上的书信表明，穆圣对安拉的信仰是何等地

完美无缺。它们也表明，穆圣从一开始就相信，他

由安拉派遣不是对任何个人或领土，而是对全世界

所有民族的。这些信确实以各种方式为受信人所接

纳。有些受信人立刻接受了伊斯兰教。其他一些很

尊重地接受了信，但没有接受伊斯兰教。还有一些

以一般礼貌对待这些信。还有一些表现出轻视和傲

慢的心情。但是历史会证明这一事实，接受这些信

的国王或者是他们的民族，根据他们如何对待这些

信的态度遭受到如何的命运，这也是事实。 

 

海拜尔的陷落 

 

我们在前面说过，犹太人和伊斯兰教的其他敌

人不停地忙于煽动各部族来反对伊斯兰教。现在他

们深信，阿拉伯半岛不能抵挡伊斯兰教日益增长的

影响，而且阿拉伯各部族已无力攻打麦地那。因

此，犹太人开始同定居在罗马帝国南部国境线上的



 186   
 

基督教各部族一起作阴谋诡计。同时他们开始写信

给他们在伊拉克的信奉同一宗教的人来反对穆圣。

他们用通信方法进行恶意宣传，力图鼓动伊朗的霍

斯劳反对伊斯兰教。犹太人使用阴谋诡计的结果，

使霍斯劳反对伊斯兰教，甚至命令也门总督逮捕穆

圣。只是由于安拉特殊的干预以及安拉的恩赐穆圣

才得平安无事，而且使伊朗国王的计划落空。显

然，如果安拉对穆圣毕生事业没有给予帮助的话，

伊斯兰教初期微弱的运动早已被罗马和伊朗皇帝的

敌意和反对势力扼杀在萌芽状态中。霍斯劳命令逮

捕穆圣时，恰巧在执行这些命令之前，那个国王被

他自己的儿子所废黜并处死，他要逮捕穆圣的命令

被新的统治者撤消。也门的官吏对这一奇迹印象很

深；因此也门这一省很快就成为穆斯林王国的一部

分。犹太人不断阴谋反对穆斯林以及他们的麦地那

城，使得他们必须被远远地驱逐出麦地那。假如准

许他们继续住在附近，他们的阴谋诡计几乎必然会

引起越来越赵多的流血和暴力行动。穆圣从候代比

亚回来后，过了五个月，决定把他们从海拜尔流放

出去。海拜尔离麦地那只一点点路，从这里犹太人

觉得很容易进行阴谋诡计。穆圣带着这种目的（在

公元 628年八月间）进军海拜尔。他带领 1600名战

士。我们已经说过，海拜尔是一个防守很坚固的城

镇。它四周都是岩石，其上筑有小堡垒。要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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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军队去攻克这样一个地方，并非一件容易的

事。海拜尔外围那些小据点在一场小战斗后都陷落

了。可是犹太人把他们自己的力量集中在这一城镇

的中心要塞中，对它的所有进攻以及使用的各种策

略看来都没成功。有一天，穆圣得一启示，海拜尔

将陷落在阿里手中。翌晨，他把这一启示向他的追

随者宣布说：“今天我要把伊斯兰教的黑旗交给安

拉、他的先知以及所有穆斯林的那个可爱的人。安

拉已命令，安拉已预定说，我们在海拜尔的胜利将

在他的手中取得。”次日，他派人把阿里叫来并把

那面旗子交给了他。阿里立即出发。他带领战士攻

打中心要塞。尽管犹太人把兵力集结在这要塞之

内，阿里和他的部队在天黑以前就攻克了它。 

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其条件是，所有犹太

人、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得离开海拜尔，在远离麦

地那的某处定居。他们的财产和所有的东西应交给

穆斯林。任何人在试图隐藏他任何财产或贮存物或

谎报实情，将不在和平保护之列，他须以破坏信约

罪论处。  

在围攻海拜尔这一时间中发生了三件有趣的

事。其中一件是安拉的一个迹象，另外两件可提供

人们领悟穆圣的崇高道德品质。  

海拜尔 一个首领克那那 (Kināna) 的遗孀嫁给了 

穆圣。穆圣看到她脸上有一些伤痕，是一只手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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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穆圣问道:“萨菲亚：你脸上这个是什么？” 

萨菲亚回答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梦中看 

到月亮落在我的裙兜里。我把这梦讲给丈夫听。他

建议你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学者，请他解释这个

梦。然后当她讲给父亲时，他就重重打了她一记耳

光说:“你倒想嫁给阿拉伯半岛之王。” 
(Hisham) 

月亮是阿拉伯半岛的国徽。在裙兜里的月亮意

示与阿拉伯半岛之王有某种亲密有关系。一个分裂

的月亮或一个往下落的月亮意指阿拉伯国内发生纷

争或其灭亡。  

萨菲亚的梦是穆圣真理的一种迹象。它也是安

拉通过梦对自己的仆人启示其未来的一种迹象。信

士们比不信者会得到更多的这种恩赐:萨菲亚看见

此梦时是个犹太女人。她的丈夫在围攻海拜尔 时偶

然被杀死。这一围攻是对犹太人破坏信约的一种惩

罚。萨菲亚成了俘虏。在分配俘虏时被托给了穆圣

的一个同伴，在那时才知道她是一个首领的遗孀。

因此觉得，如果她同穆圣一起生活，就会更合乎她

的身分。可是穆圣决定给她以一个妻子的地位，她

同意了，她的梦就这样成为事实。 

还有其他两件事。一件事与一个牧羊人有关。

他看管犹太人一个首领的羊群。这个牧羊人成了穆

斯林。在他皈依后，他对穆圣说：“现在我已不能

回到我自已的民族中去，安拉的先知啊，我以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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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那些绵羊和山羊该怎么办呢？”  

穆圣说：“把这些牲口的脸朝着海拜尔的城堡 

并且推它们一下，安拉会把它们领回到它们的主人

那里去。”那个牧羊人照着他的话做了，那些羊就

到了犹太人的城堡。城堡的守卫人收领了它们。 
(Hisham, Vol.2, P.191) 

这一件事表明，穆圣对待个人权利这一问题是

多么严肃，在他看来，一个受托人对履行他被托付

的责任是多么重要。战争中，战败者的财产和所有

的东西理应归胜利者所有。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文明

与文化的时代，可是我们能显示任何与此相等的事

情吗？曾否发生过一个退却的敌人所遗留下来的东

西，战胜者却把它们送还给它们的主人？现在的这

一事例中，那些山羊属于敌方的一个战士。归还那

些山羊意味着提供敌人可作几个月的食物。有了这

些食物，敌人可以长期抵抗围攻。然而穆圣还是把

那些山羊归还了敌人，这就要使一个新来的皈依者

对履行自己所受信托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印象。  

第三件事关系到一个犹太女人试图毒害穆圣。

她问穆圣的同伴说：“一只牲口的哪一部分穆圣吃

得最有滋味？”有人告诉她:“他愿吃羔羊或山羊

的肩部。”那妇人宰了一头山羊，在火热的石头上

作好肉片。然后用剧毒同肉片和在一起，尤其放毒

在那些从肩部割下来的肉片上，相信穆圣会更喜欢 

吃这些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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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在集体作宵礼后正在回返他的帐篷。他看 

到一个妇人在他帐篷附近等着他，就问道：“女 

人，你有什么事要我做的吗？” 

“是的，阿布勒·卡斯姆 ，你可以接受我的一

件样礼物。穆圣叫一个同伴把那妇人带来的东西拿

下。穆圣坐下就餐时，这盘礼物--------烤肉也放在他

前面。穆圣吃了一小片，一个名叫比舍尔·彬·巴

拉·彬·马儒尔 (Bishr ibn al-Bara ibn al-Ma‘rur) 的同伴

也吃了一小片。那些在场进餐的同伴也伸手去吃这

肉。可是穆圣阻止他们说：“我认为这肉是下了毒

的。”此时比舍尔说:“我也有同样想法。”他想

要丢掉这肉，但怕打扰了穆圣。他说:“我见你吃

了一小片，我也吃了一小片，但我马上想但愿你没

有吃你的那小片。”后来没多时，比舍尔就病倒

了，根据某些报道说，那时就死在那里。根据另一

些报道说，他病了一段时间才死了的。然后穆圣派

人把那妇人叫来，问她是否在肉里下毒。那妇人问

穆圣:“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穆圣手里拿着一片

说:“我的手告诉我这一点”，意思是说，他能从

肉的味道里辨别出来。那妇女承认了她做的事。 穆

圣问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的民族和你们作战，我的亲属在这次战役

中被杀害。我决定毒死你，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

骗子，那你就得死去，我们就会安全，可是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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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先知，安拉会救你不死。”  

虽然她已犯有死罪，穆圣听了这种解释之后， 

就赦免了她 (Muslim) 。穆圣总是乐于宽恕的，只是

在必须惩罚时才惩罚，在害怕那犯罪者将继续作恶

时才惩罚。 

穆圣的梦成为事实 
 

迁徙后第七年，确切地说在公元 629 年 2 月，

穆圣应去麦加环绕天房。这是麦加领袖同意了的。

穆圣到了出发时，召集两千个追随者朝麦加方面行

进。他到达马尔·祖合染（Marraẓẓuhrān——靠近麦

加的一个停留处），命令同伴卸掉他们的整套武

装。把这些东西集放在一处。穆圣和他的追随者严

格依照候代比亚签订的条约上各项条款进入圣地，

只带着有鞘的刀。在外七年之后回到麦加，两千人

进入麦加，不是一件寻常的事。他们不会忘记过去

在麦加的那些日子里所受到的种种折磨。同时他们

看到安拉对他们是何等仁慈，让他们回来并平安地

环绕天房。他们只是喜怒交集。麦加民众走出他们

的家，登在小山顶上看着穆斯林。穆斯林心中充满

着热情和自豪感。他们要麦加人知道，安拉对他们

作出的许约都已成为事实。阿布杜拉·彬·拉瓦哈

唱起战争之歌来，可是穆圣阻止他说:“不许唱战

争之歌。只能说除了安拉以外，没有其他值得崇拜

的对象。只是安拉才能帮助穆圣把这些信士们从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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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提升到高贵的地位，并且把敌人赶走。” 
(Halbiyya, Vol.3, P.73)  

环绕天房之后，在赛法和马尔瓦两座小山之间

奔走，穆圣和同伴在麦加停留了三天。阿巴斯有一

个霜居的姨子名叫美穆娜 (Maimūna)，他提出要穆圣

娶了她。穆圣同意了。第四天，麦加人要求穆斯林

撤出。穆圣命令撤出并要他的同伴出发回麦地那。

他是如此虔诚地执行约定条款，又是如此谨慎地尊

重麦加人的情绪，以致他把新娶的妻子留在麦加。

他安排得使她跟着携带朝觐时私人财物的部分车马

队走，然后同他聚首。穆圣骑着他的骆驼马上离开

了圣地。那天晚上穆圣扎营在名叫萨里夫 (Sarif) 的

地方，在那里美穆娜和穆圣在帐逢内聚首。 

对穆圣生平的简短叙述中，我们也许漏掉了以

下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可是这件事却有一种很大

的兴趣，它是这样的。欧洲的一些作者攻击穆圣有

几个妻子。他们认为，许多妻子这件事就证明那个

人喜爱世俗的享乐。然而，对穆圣婚姻的这种印

象，就使人误解了穆圣的几个妻子对他所具有的忠

诚之心以及无私忘我的爱情。她们的忠诚和爱情证

明，穆圣的婚姻生活是纯洁、无私和精神方面的。

这方面是如此地卓越，以致可以说，没有人能如此

好地对待他的一个妻子，有像穆圣那样好地对待他

的许多妻子。假如穆圣的婚姻生活的动机是享乐的

话，那么它的结果必然会使他的许多妻子对他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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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或甚至起反感。但实际上恰恰相反，穆圣所有

的妻子都忠诚于他，她们的忠诚是由于他无私与思

想高尚的榜样。她们对他无私的榜样的反应是无限

忠诚。这可以由历史记载中许多事例作证。其中一

件事关系到美穆娜她自己。她第一次是在沙漠中的

一个帐逢里遇见穆圣。假如他们的婚姻关系是粗鲁

的，假如穆圣由于她们肉体上的魅力而喜欢几个甚

于其他几个，美穆娜就不会把第一次遇见穆圣的事

珍视为一种重大的纪念。如果她与穆圣的婚姻对她

产生不愉快或冷淡的种种回忆的话，她会忘记这所

有的一切。美穆娜在穆圣死后活得很久。她活到老

年才死，但不能忘怀她和穆圣的婚姻对她有多重要

的意义。她在八十岁临终前夕，那时情欲上的愉快

早已荡然无存，那时只有持久不息值得珍惜与善良

道德的种种事物感动心灵，她要求把她葬在离麦加

一天路程之远的，就在穆圣去麦地那归途上扎营的

以及他娶她后她第一次遇见他的地方。世人见到许

多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出来的爱情故事，但是比这

更动人的却不多。  

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环绕天房之后不久，敌人

的两个著名的将军加入了伊斯兰教。他们后来成为

伊斯兰教的颇负盛名的将军。一个是哈立

德·彬·瓦利德，他的天才和勇气震撼了罗马帝国

的基础，并在他的统帅下，一个又一个国家由穆斯



 194   
 

林加进了他们帝国的版图。另一个是阿姆 

尔·彬·阿勒·阿斯，征服埃及的将军。 

 

毛塔战役 

 

穆圣从天房回来后，开始获悉在叙利亚边境的

基督教部族受犹太人与异教徒的怂恿准备向穆斯林

进行一次攻击。因此穆圣派出一支十五人的队伍去

探明真相。他们看到在叙利亚边境集结一支军队。

他们停留在那里而没有立即回来报告。他们一心想

要宣传伊斯兰教教义而不顾其他，可是他们这种用

意极好的热诚的结果，与他们想要的和期望的恰恰

相反。  

我们现在来回顾种种事情，就可以看出，受敌

人挑拔而计划攻击穆圣家乡的那些人，就不能期望

他们有其他做法。他们非但不听穆斯林传教，却拿

出弓来对这支十五人的队伍射出雨点般的矢箭。然

而这支队伍屹立不动，他们面临的是射箭而不是什

么论争，但他们还是没有逃退。他们坚定地站立

着，以十五人对着几千人，最终在战斗中倒下。  

穆圣计划一次远征来征罚叙利亚人肆无忌惮的

残暴行为，但在同期间得到报告说，集中在边境的

军队已散去。因此他就把他的计划暂缓进行。  

虽然如此，穆圣写了一封信给罗马皇帝或写给 

加桑部族的首领，他以罗马的名义统治着布斯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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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推想，这封信中穆圣控诉在叙利亚边境上

见到的为进攻所作的各种准备以及他派去探听边境

情况的十五个无辜的穆斯林的全然不公平的谋害。

这封信由穆圣的一个同伴赫尔斯 (al-Harth) 携送。他

在途中停留在毛塔，在那里他会见了作为罗马官员

的一个迦桑首领舒拉赫比勒(Shurahbil)。这个首领问

道：“你是穆罕默德的使者吗？”他听到“是的”

时，就把他抓了起来，加以捆绑并把他痛打致死。

可以有充分理由来设想，这个迦桑首领就是从事杀

死只是试图传道的那十五个穆斯林的军队统领。他

对赫尔斯说：“你大概携带由穆罕默德写的一封

信”这句话，说明他害怕唯恐穆罕默德控诉该部族

的人在罗马皇帝统治下攻击穆斯林这个消息会到达

罗马皇帝那里。他害怕，会要他汇报所发生的事。

他认为，还是杀了穆圣的使节太平。这种想望未得

实现。穆圣得知了这一谋害消息。为了报这次和前

一次谋害的仇，他召集了一支三千人的部队在宰

德·彬·哈立萨 (Zaid bin Haritha) 统帅下派往叙利

亚。穆圣提名，如果宰德阵亡，加法尔·伊本·塔

利布 (Ja‘far ibn Talib) 做宰德的继任人，如果加法尔阵

亡，阿布杜拉·彬·拉瓦哈 (‘Abdullah bin Rawaha) 做

继承人。如果阿布杜拉·彬·拉瓦哈也阵亡了，穆

斯林得选举他们的统帅。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个犹

太人惊呼：“阿布勒·卡斯姆啊！如果你真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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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话，你所提到名字的三个军官必死无疑；因

为安拉总把一位先知的话付诸实现。”他转向宰德

说：“相信我的话，如果穆罕默德是真的，你不会

活着回来。”宰德是一个真正的信士，回答说：

“我也许会活着回来，也许不会，可是穆罕默德总

是安拉派遣的一位真正的先知。” 
(Halbiyya,Vol. 3, P.75) 

翌晨，穆斯林军队出发长征。穆圣和他的同伴

跟军队一起走，送他们一程路。像这样的一次重大

的长征过去从来没有不是在穆圣亲自挂帅下出发

过。穆圣一路走着向远征军送别时，又商议，又指

示。当他们到达麦地那人们通常向去叙利亚的亲戚

朋友告别的地点时，穆圣停下来说：  

“我劝告你们敬畏安拉，并且公正地对待与你

们同去的穆斯林。奉安拉之名去参战吧，并且向叙

利亚的敌人战斗吧，他们是安拉的敌人，也是你们

的敌人。你们在叙利亚时，会遇见那些在他们宗教

场所里虔诚纪念安拉的人们。你们不要和他们去发

生争执，不要给他们找麻烦。 在敌人国土里，不要

残杀妇女和儿童，也不要残杀盲人和老人；不要砍

伐树木，也不要拉倒房屋。”  

穆圣说了这些话后就往回走，而穆斯林军队向

前行进。这是第一批穆斯林军队派出去与基督教徒

战斗。穆斯林到达叙利亚边境时，听得罗马皇帝亲

率十万名自己的士兵占据了阵地，而且还在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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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基督教各部族中征集另外十万名士兵。面临敌

人这样重大的兵力，穆斯林要在途中停止前进，派

人传话给麦地那的穆圣。因为他也许能加强他们的

兵力或者要想作出新的指令。军队的首领商议时，

阿布杜拉·彬·拉瓦哈站起来，充满热心地说 :

“我的伙伴，你们从家里出发时要想作为殉教者死

在主道上，现在殉教就在眼前，你们看来有点畏

缩。到现在为止，我们作战并不是因为我们比敌人

在人数或物力上配备得较强，我们主要依靠的是我

们的信仰。如果敌人的人数与装备超过我们好几十

倍，这对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定会在两种报偿

中取得一种。我们或者取得胜利，或者作为殉教者

死在主道上。”军士们听到伊本·拉瓦哈的话大受

感动。他们异口同声说,他说得对。军队继续前进。

他们行进时，见到罗马军队向着他们行进。这样就

在毛塔穆斯林占了阵地，战役就打响了。没多时，

穆斯林的统帅宰德被杀死，穆圣的表兄加法

尔·彬·阿比·塔立布接过军旗统率军队。当他看

到，敌人的压力越来越大而穆斯林由于体力上完全

处于劣势而渐渐不能保持自己的阵地时，他下了马

并且砍断了马腿。这一动作意示至少他不准备逃

跑；他宁愿死而不愿逃跑。  

砍断一个人坐骑的腿，是阿拉伯人防止惊慌溃 

退的习惯做法。加法尔失去了他的右手，他用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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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举着军旗。他又失去了左手，于是就把军旗夹在

两臂残余部分之间压在胸部上高举着。他忠实于自

己的诺言，最终在战斗中倒下。按照穆圣的命令，

那时阿布杜拉·彬·拉瓦哈抓起了军旗接过了统帅

地位。他也在战斗中倒下。到这时，穆圣的命令是

要穆斯林们一起商议，选出一个统帅。但是没有时

间来举行一次选举。穆斯林们对着人数占绝对优势

的敌人看来还是投降的好。但是哈立德·彬·瓦利

德接受了一个友人的建议，拿起了军旗继续战斗直

到夜晚降临。次日哈立德·彬·瓦利德重新把他的

疲乏的残余部队布下阵势，但使用了一条计策。他

变换了兵力的部署--------把前军变作后军，把右军变

作左军。他们也高呼了一些口号。敌人以为穆斯林

在夜里得到了增援部队，害怕地撤退了。哈立德使

残剩的兵力避免了损失，回到麦地那。穆圣在一次

启示中已得知这些事情。他在清真寺里召集了穆斯

林们，他站起来向他们讲话时含着眼泪。他说：  

“我要告诉你们关于离此去叙利亚边境的那支

部队。这支部队抵住了敌人并进行着战斗。宰德第

一个，然后是加法尔，后来是阿布杜拉·彬·拉瓦

哈拿着军旗。三个人，一个接着一个，英勇战斗，

全都倒下。为他们三个祈祷吧。在他们之后，军旗

由哈立德·彬·瓦利德举着，他是自己担任这一职

务的。他是安拉万剑中之一剑。他就这样挽救了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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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的军队而归来。” 
(Zad ul-Ma’ad,Vol.1 & Zurqani) 

穆圣对哈立德的描述为众人所知。大家就把哈

立德叫做“安拉之剑”。 

哈立德是信仰伊斯兰教较迟的人们中的一个，

经常受其他穆斯林的奚落。有一次他和阿布杜·拉

赫曼·彬·欧夫 (Abd ur-Rahman bin‘Auf) 为一件事而

争吵。阿布杜·拉赫曼·彬·欧夫在穆圣前汇报了

他的错处。穆圣责备哈立德说：“哈立德，你惹怒

了一个从白德尔战役时起就一直为伊斯兰教服务的

人。我对你说，即使你在为伊斯兰教服务中送掉像

吴候德山那样重的金子，你也不会受像安拉给予阿

布杜·拉赫曼的报偿。”  

哈立德说：“可是他们嘲笑我，我得应答。”  

穆圣听后转向其他人说：“你们一定不要嘲笑

哈立德。他是安拉万剑中之一剑，这剑一直拔向不

信者。”  

几年以后，穆圣这一叙述确实成为事实。  

哈立德带着穆斯林军队回来后，麦地那的有些

穆斯林把那些回来的士兵叫做败兵并缺少气魄的。

大家批评说，他们都应在战斗中死去。穆圣责备那

些批评者。他说，哈立德和他的士兵们不是失败者

或缺乏气魄。他们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攻击中去的

士兵。这些话的意义比表面上见到的要多得多。它 

们预言穆斯林必将与叙利亚战斗的多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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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圣的领导下一万名信奉者向麦加进军 

 

迁徙后第八年，在斋月（公元 629年 12月），

穆圣出发作那最后一次远征。那次远征在阿拉伯半

岛上确立了伊斯兰教。  

在候代比亚，穆斯林和不信者之间取得协议，

阿拉伯各部族准许参加不信者，也可参加穆圣的宗

教。双方也同意十年内彼此无战争，除非一方破坏

条约攻击另一方。根据这一协定，巴奴·伯克尔

(Banu Bakr)参加了麦加人一方，而胡杂阿 (Khuza‘a)与

穆斯林结了盟。阿拉伯不信者对各种条约缺乏尊

重，尤其对与穆斯林缔结的条约。恰巧，巴奴·伯

克尔和胡杂阿之间有某些突出的分歧。巴奴·伯克

尔与麦加人商量有关清算与胡杂阿之间的老帐的

事。他们争论着候代比亚条约已经签订了。胡杂阿

由于与穆圣缔了约觉得安心。因此，现在是他们进

攻胡杂阿的时候了。麦加人同意了。他们和巴

奴·伯克尔从而联合向胡杂阿作了一次夜袭，杀死

了他们许多人。胡杂阿派了四十个人骑着迅速驼到

麦地那向穆圣报告这种破坏条约的行动。他们说，

这是轮到穆斯林现在向麦加进军以报这次夜袭之

仇。这一代表团与穆圣会晤，穆圣毫不含糊地告诉

他们，我把你们的痛苦视作自己的痛苦。他指着天

空中一片涌起的云层说：“像你们看见在那边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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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那样，穆斯林士兵会下降来帮助你们。”麦加人

听到胡杂阿代表团去麦地那的消息而困扰不安。他

们火速派阿布·苏非安到麦地那来制止穆斯林这次

进攻。阿布·苏非安到达麦地那，他竭力要求说，

由于他不在候代比亚，穆斯林得签订一项新的和平

条约。穆圣认为，回答这种托词是不明智的。阿

布·苏非安激动起来，走到清真寺去宣告说： 

“人们啊，我代表麦加人重审，我们向你们保

证和平。”(Zurqani) 

麦地那的民众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因此他们

只是大笑。穆圣对阿布·苏非安说：“你的这种说

法是单方面的，我们不能对此同意。”与此同时，

穆圣已传话给所有部族。确信他们都准备进军，他

要求麦地那的穆斯林把自己武装起来作好准备。元

月一日，穆斯林军队出征。途中其他穆斯林部族从

各处与主力军会合。只走了几天路程，这一支军队

进入法兰旷野。它的人数确如先知素莱曼很久以前

就预言过的那样很快增加到一万个。这支军队向麦

加行进时，四周寂静的情景似乎对麦加人显示越来

越不吉利的预兆。他们说服阿布·苏非安再次行动

去探明穆斯林的意图是什么。他从麦加出来走了不

到一天路程，就在晚上见到整个旷野遍地点燃了营

火。穆圣命令，每一军营前燃起一堆火。寂静的黑

夜里，这些咆哮着的堆堆火焰的景象，其效应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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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的。阿布·苏非安问他的同伴说：“这能是什

么？难道一支军队已从天而降了？我从未知晓有这

么大的一支阿拉伯军队。”他们提起几个部族的名

字，提到每个名字时阿布·苏非安说：“没有一个

阿拉伯部族或民族能有这样大的一支军队。”阿

布·苏非安和他的朋友还在推测时，黑暗中发出一

声呼喊：“阿布·汉杂拉 (Abu Hanzala)!”（汉杂拉

是阿布·苏非安的一个儿子）。 

阿布·苏非安说：“阿巴斯，你在这儿吗？”  

阿巴斯回答说：“是的，穆圣的军队已很近

了。赶快行动吧，否则屈辱和失败等待着你呢。”   

阿巴斯和阿布·苏非安是老朋友。阿巴斯坚持

要阿布·苏非安陪同他骑同一只骡子到穆圣那里

去。他抓住阿布·苏非安的手，拉他上去，让他骑

着。他们催骡前进，没多时就到了穆圣营帐。阿巴

斯很害怕，唯恐欧麦尔--------那时他在守卫穆圣的营

帐--------会扑向阿布·苏非安而杀了他。但是穆圣已

采取了预防措施，宣布说，如果任何人碰到阿

布·苏非安，不要企图杀害他。那次会晤对阿

布·苏非安的印象很深。他被伊斯兰教发展道路上

地位高升之快所震惊。 

这里是那位被麦加人从麦加流放出去时只有一

个朋友作伴的穆圣。从那时起过去了还不到七年，

他现在已经带领了一万个信奉者在敲麦加的大门。



 203   
 

形势已完全转变。那个逃亡的穆圣，七年前为了怕

生命被害而逃出麦加，现在已回到麦加来，而麦加

却不能抵挡他。 

  

攻克麦加 

 

阿布·苏非安那时的思潮一定已在翻腾不已。

难道在七年中真的已经发生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巨大

变化吗？现在作为一个麦加人的领袖，他该怎么办

呢？他还是要抵抗呢，还是投降？他被这种想法所

困扰，对旁观者看来似乎是呆若木鸡。穆圣看见了

这个焦虑不安的麦加领袖。他叫阿巴斯把他带走并

且招待他过一夜，答应在早晨见他。阿布·苏非安

同阿巴斯在一起过了夜。清晨，他们拜见了穆圣，

这正是晨礼的时刻。阿布·苏非安在这样早的时刻

看到这忙碌活跃的景象，在他的经历中是一种怪

事。他从未见到过--------而且麦加人也从未见到过----

----在伊斯兰教的纪律下穆斯林已成为如此的早起

者。他见到穆斯林战士全部走出营帐进行晨礼。有

的来来去去取水小净，另外一些排齐准备礼晨拜。

阿布·苏非安不能理解大清早的这种活动。他觉得

害怕。是否是一个新计划来对他进行威吓？ 他惊恐

万状地问：“他们正在干什么啊？” 

阿巴斯回答说：“用不到害怕，他们正在准备

进行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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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阿布·苏非安看到成千上万个穆斯林排在

穆圣后面，按照穆圣的命令依规定的动作和礼拜方

式举行晨礼。当穆圣鞠躬时他们也鞠躬，他叩头时

他们也叩头。阿巴斯由于担任守卫，因此暂时未能

做礼拜。阿布·苏非安问道： 

“现在他们正在做些什么呢？穆圣所做的一

切，其他人就跟着做。”  

阿巴斯说：阿布·苏非安！“你在想些什么

啊？这只是穆斯林在举行晨礼的场面。如果穆圣禁

止他们饮食，他们将马上放弃它。” 

阿布·苏非安说：“我确实见到过盛大的宫

廷，我见到过霍斯劳的朝廷以及罗马帝国的朝廷，

但是我没有见过任何民族犹如穆斯林对他们的穆圣

那样忠诚地对待他们的领袖。”(Halbiyya,Vol.2, P.90)  

阿布·苏非安满怀着恐惧和内疚继续问阿巴

斯：“是否我可以请求穆圣宽恕他自己的民众--------

意思是指麦加人？”  

晨礼结束。阿巴斯领阿布·苏非安来到穆圣

处。 

穆圣对阿布·苏非安说：“你是否已经开始认

识到，除安拉以外，再没有值得崇拜的对象？” 

“我的父亲和母亲为你作为牺牲吧。你一直对 

你的亲友很仁慈、温雅和替人着想的。我现在能肯

定，如果有其他任何对象值得受拜的话，我们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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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他那里获得某些帮助来反对你。”  

穆圣问他：“你是否已经开始认识到，我是安

拉派遣的一位使者？” 

阿布·苏非安说：“我的父母为你作牺牲自

己，对于这点，我仍有些怀疑。” 

尽管阿布·苏非安的这种犹豫，两名从麦加陪

同他的侦探成了穆斯林。其中一个是哈金·彬·希

杂姆 (Ḥakīm bin Ḥizām)。没多时后，阿布·苏非安也

信仰了伊斯兰教，但是他内心却迟迟没真的皈依，

直到攻克麦加之后。哈金·彬·希杂姆向穆圣问

道，是否穆斯林要消灭他们自己的亲友？ 

穆圣说：“这些人一直是非常残酷的。他们犯

了暴行而且证明他们自己的信仰是非常坏的。他们

违反了在候代比亚签订的和平条约，野蛮地进攻了

胡杂阿部族。他们在安拉认为不可侵犯的地方作

战。”  

哈金建议说：“安拉的先知啊，一点也不错，

我们的民族所做的，确如你说的那样。可是，是否

你应该攻打哈瓦津部族  (Hawāzin) 而不向麦加进

军？” 

“哈瓦津部族一直也是残酷和野蛮的。我希望

安拉能使我达到以下所有三个目的：攻克麦加、伊 

斯兰教的支配地位以及打败哈瓦津部族。”  

正在听着他俩讲话的阿布·苏非安那时就向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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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说：“如果麦加人不拔出刀来，他们是否可以得

到和平？” 

穆圣回答说：“可以，呆在家里的人都可以得 

到和平。”  

阿巴斯说：“可是，穆圣啊，阿布·苏非安是

一个夸耀的人。他很想知道，是否他的身分和地位

在麦加人中间会受到尊敬？” 

穆圣说：“很好，在阿布·苏非安家里避难的

任何人会得到和平。进入禁寺的任何人会得到和

平。放下武器的那些人会得到和平。关上大门呆在

家里的那些人会得到和平。呆在哈金·希杂姆家里

的人会得到和平。”  

他说了这些话后就叫了阿布·儒伟哈  (Abū 

Ruwaiḥa) 并把伊斯兰教的旗帜交给了他。阿布·儒

伟哈同那黑奴毕拉勒加入了一个兄弟会的盟约。穆

圣在交这面旗帜时说：“站在这一旗帜下的任何人

会得到和平。”与此同时，他命令比拉勒在阿

布·儒伟哈前面行进，并且对着所有有关人员宣

布，在阿布·儒伟哈举起的那一旗帜下有着和平。 
  

穆圣进入麦加 

 

这一安排正是十分充满着智慧。穆斯林在麦加 

受迫害时，比拉勒是其中的一个目标，他被绳子绑

住了双脚在街上受拖。麦加使比拉勒得不到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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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只是肉体上的痛苦和羞辱。在他得到解放的

这一天，比拉勒一定感觉到他复仇之心是如何深

切。必须让他有报复他在麦加所身受的种种野蛮残

酷的行为，可是这必须受伊斯兰教制定的各项限

制。依此，穆圣不让比拉勒拔出刀来向过去迫害他

的人们颈上砍去，那会是不合伊斯兰教规定的。相

反地，穆圣把伊斯兰教的那面旗帜交给了比拉勒的

兄弟，而且给比拉勒在他的兄弟举起的旗帜下向过

去所有迫害过他的人们提供和平的这项任务。这样

的复仇具有多大的美好和感染力。我们得想象一

下，比拉勒在他兄弟前面行进着，请他的敌人来得

到和平。他要复仇的激情不可能再存在了。当他前

进着在他兄弟高举着的旗帜下邀请麦加人得到和平

时，这种复仇激情肯定已溶解消失了。  

穆斯林向麦加进军时，穆圣命令阿巴斯把阿

布·苏非安和他的一些朋友带到某条路的拐角处，

从那里他们能容易看见穆斯林军队、他们的行动和

姿态。阿巴斯照此做了，阿布·苏非安和他的一些

朋友就能从一处有利地位观看那些阿拉伯各个部族

一队一队经过他们面前。这些年来麦加人种种反对

伊斯兰教的诡计依赖的力量就是这些部族。那天他

们不是作为不信者的士兵而是作为信士的士兵行进

着。他们现在举着伊斯兰教旗帜，而不是他们在异

教徒日子里的旗帜。他们列队进军，不是要结果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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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的性命，而是要牺牲他们的生命使他安全；不是

要流他的血，而是为了他而要流出他们自己的血。

那天他们的抱负不是拒绝穆圣的教义而是拯救他们

自己民族表面上的团结。这是要把他们迄今为止拒

绝的这一教义带向世界各地。这是要确立人类的统

一的团结。一纵队一纵队经过，直到阿西扎 (Ashja)

部族映入阿布·苏非安的眼帘。他们对伊斯兰教的

忠诚之心以及他们自我牺牲的热忱情绪都可从他们

的脸上看出，也可从他们的歌声和口号中听出。  

阿布·苏非安问道：“他们是些什么人？”      

“他们是阿西扎部族。”  

阿布·苏非安很惊讶的样子说：“原来在整个

阿拉伯半岛上，对穆罕默德再没有比他们更大敌意

的。”  

阿巴斯说：“这我们要感激安拉的仁慈。他认

为适合时就立即改变伊斯兰教敌人的心。”  

最后穆圣来了，由辅士和迁士纵队围护着。他

们一定有两千人左右之众，都穿戴着盔甲。由那个

英勇的欧麦尔率领着前进。这种景象给人的印象证

明是极为深刻的。穆斯林们个个显得洋溢着决心、

热情和忠诚的心意。阿布·苏非安的视线落在他们

的身上时，他完全被这情景征服了。 

他问道：“他们能是些什么人呢？”     

阿巴斯答道：“他们是辅士和迁士簇拥着穆 



 209   
 

圣。”  

阿布·苏非安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抗

拒这支军队。”然后他更确切地对着阿巴斯说：

“阿巴斯！你的侄子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君王

了。”  

阿巴斯答道：“你还没有说对，阿布·苏非

安。他不是君王；他是一个先知，一个安拉派遣的

使者。” 

 阿布·苏非安接着说：“对，对，就像你说的

那样，是一位先知，不是一个君王。” 

穆斯林军队行军经过阿布·苏非安时，麦地那

穆斯林的指挥官萨德·彬·乌巴达碰巧看到阿

布·苏非安，忍不住说，今天安拉使他们合法地用

武力进入麦加，古莱西人会受耻辱。 

穆圣正在经过，阿布·苏非安提高了嗓子对着

穆圣说：“你已经准许对你自己的亲友进行大屠杀

了吗？我听到麦地那穆斯林辅士指挥官萨德和他的

同伴这样说的。他们说，这是大屠杀的一天。神圣

的麦加将免不了流血，古莱西人将受耻辱。安拉的

先知，你是最好的人，是人们中最为宽恕、最能体

谅别人的人。难道你不能宽恕、不能忘记你自己的

民族所做的一切吗？” 

阿布·苏非安的呼吁击中了要害。就是那些过 

去在麦加街道上经常受到侮辱和殴打的穆斯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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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被剥夺了财产并迁出了自己家园的穆斯林，对过

去迫害过他们的人们开始怀着仁慈的感觉。他们

说：“安拉派遣的先知，麦地那穆斯林们听到的是

麦加人为反对我们所犯下的暴力和残酷的行为的种

种叙述，也许会使他们企图报复。我们不知道他们

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穆圣懂得这一点。他转向阿布·苏非安说：

“萨德说的话是错误的，这不是大屠杀的一天，这

是宽恕的一天。安拉会使古莱西人和克尔白（天

房）受到荣耀。” 

然后他把萨德叫来，命令他把麦地那穆斯林的

旗帜交给他的儿子卡伊斯 (Hisham,Vol.2)，麦地那穆

斯林的指挥权就从萨德转到卡伊斯手中。这是一项

明智的措施。它既抚慰了麦加人，又没伤害麦地那

穆斯林的感情。卡伊斯是个虔诚的青年，深受穆圣

的信任。 

他最后一天的一件事情可以（事实）说明他虔

诚的性格。他躺在临终时的病床上接受朋友们的探

望。有些来了，有些没有来。他不能理解这种情况

而问道：“为什么有些朋友不来看我？” 

有一个朋友解释道：“你乐善好施”，一直在

拿你的钱来帮助那些穷困的人。城里有许多人欠了

你的债。有些人犹豫不决未能前来，唯恐你要向他

们讨回欠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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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就成为我的朋友不来看我的原由。请

对大家宣布：‘现在没有人欠卡伊斯任何东西

了。’” 

这样说了之后，在卡伊斯生命的最后几天，来

看他的朋友有如此之多以致他家的台阶都踏坍了。  

穆斯林军队在行军经过时，阿巴斯叫阿布·苏

非安赶快去麦加并向麦加人宣布，穆圣已来临，并

且向他们说明，他们怎样才都能平安无事。阿

布·苏非安带着对他城市这一和平的消息到了麦

加，可是他的妻子辛德 (Hind)，以她对穆斯林的敌

意而臭名昭著，碰到了他。她是一个死硬的不信

者，但还是个生性强悍的女人。她抓住了阿布·苏

非安的胡须，号召麦加人来杀她那胆小的丈夫。他

不是动员麦加市民为了保卫以及他们城市的荣誉而

牺牲他们的生命，而是不断要他们接受和平。  

但是阿布·苏非安已经看到了辛特愚蠢的行

为。他说：“那个时候已一去不复返了，你还是回

家关着门坐在那里的好。我已经看到了穆斯林军

队。整个阿拉伯现在都抵挡不住他们。” 

于是他说明穆圣对麦加人许诺和平的种种情

况。麦加民众听了这些情况后，纷纷奔向穆圣在宣

告中提名的各种场所寻求保护。十一个男人和四个

女人是例外。因为他们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他

们的罪过并不在于他们没有相信，也不在于他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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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反对伊斯兰教的各次战争；这在于他们犯下了

罪不容恕的非人道的行为。虽然如此，只处死了其

中四个人。  

穆圣命令过哈立德·彬·瓦利德，除非他们受

到攻击，除非麦加人首先发动战斗，否则不准许发

生任何战斗。哈立德进入的那一部分城市未曾听到

得到和平的种种条件。驻扎在那一部分的麦加人向

哈立德挑战并且要他接受战斗。接着发生遭遇战，

战斗中杀死了十二三个人。(Hisham, Vol.2, P.217)。哈

立德是个性格火爆的人。有一个人被这一事件提醒

了，跑到穆圣那里请求他阻止哈立德战斗下去。如

果哈立德不停止的话，那个人说，整个麦加城将被

斩尽杀绝。  

穆圣立即把哈立德叫来并且对他说：“难道我

没有叫你不要战斗吗？”  

“安拉派遣的先知啊，是的，你讲过的，可是

这些人先向我们进攻并且开始用箭射我们。我有一

段时间没有动，并且对他们说，我们不要战斗。 

可是他们不听，并且不停地战斗。因此我还击

了他们，把他们击溃。”  

这是在这一场合中发生的仅有的一个不愉快的

事件。攻克麦加实际上就这样地在不流血的情况下 

完成了。  

穆圣进入了麦加。他们问他要停留在何处。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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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问道： 

“是否阿给勒  (‘Aqil) 留下任何房子给我住

吗？” 

阿给勒是穆圣的堂表兄弟，他叔父的一个儿

子。穆圣在麦地那避难的那些年头里，他的亲属把

他所有的财产都卖掉了。没有什么房子留下可以使

穆圣称它们为自己的房产。因此穆圣说：“我将停

留在卡伊夫·巴尼·基那那 (Khaif Bani Kinana) 的家

里。”这是一个宽敞的地方。古莱西和基那那部族

有一次聚集在那里并且发誓说，除非巴奴·哈希姆

和巴奴·阿布杜勒·穆塔利布部族把穆圣移交给他

们并按他们要想的那样对待他，否则他们将和后两

个部族没有任何交往。他们将不卖给他们任何东

西，也将不买他们的任何东西。正是在这一严肃的

宣言以后，穆圣、他的伯父阿布·塔立布、他的家

属以及追随者不得不去阿布·塔立布的那个山谷避

难，并且忍受了延续三年之久的严重封锁和抵制之

苦。  

因此，穆圣选择在那里停留是满有意义的。麦

加人有一次聚集在那里并宣誓说，除非把穆圣交给

他们，否则他们就会使他的部族不得安宁。现在穆

圣来到这同一地点。这似乎是他来对麦加人说：

“你们要我到这儿来，因此我就到此地来了。但是

不是像你们要的那样。你们要我作为你们的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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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个完全由你们任凭摆布的人。但是现在我在

此地掌握着权力。不仅是我自己的民族，而且整个

阿拉伯都和我在一起。你们要我的民族把我交给你

们。与此相反，他们已经把你们交给了我。”这个

胜利日是一个星期一。穆圣与阿布·伯克尔离开索

尔山洞上路去麦地那的那一天也是一个星期一。那

一天，穆圣站在索尔小山上，转向麦加说：“麦

加！你对我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可爱，可是你的居民

不让我在此地生活。” 

穆圣进入麦加，骑着他的骆驼，阿布·伯克尔

握着一只镫子跟着他走着。他一边走着，一边诵读

着《胜利》章中的经节，这一经章在几年以前就预

言了光复麦加。  

 

清除了偶像的天房 

 

清除了偶像的天房穆圣直往天房，并且骑着骆

驼环绕着天房走了七圈。他手执着手杖环绕着这个

房子走着。这个房子是伊布拉欣圣人和他的儿子伊

司马仪为崇拜独一无二的安拉而建造的，但它被他

们迷误的子孙们弄得蜕化成一个放置偶像的圣所。

穆圣把房中的 360 个偶像一一打掉。一个偶像倒下

时，穆圣就诵读这节经节： 

اءَّ  قَّ  اْْلَّق    جَّ هَّ زَّ وقًا کَّانَّ  الْبَّاِطلَّ  إِن َّ  الْبَّاِطل   مَّ ه   ۔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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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真理来了, 虚假消灭了。虚假是必然要

消灭的。” 

这节经文是穆圣离开麦加去麦地那之前启示

的，而且是《以色列人》经章的一部分。此章预言

了穆圣的迁徙与攻克麦加。此章是在麦加启示的经

章，即使是欧洲的作者们也承认这是一个事实。这

些经节包括对穆圣迁徙出麦加以及继之而来的攻克

麦加等预言，其文如下：  

ق ْل  ب ِ  مَّ َّْدِخلِْن  رَّ لَّ  أ ْدخَّ ْجِن  ِصْدٍق  ل  َِ َّْخ أ جَّ  مَّ ََّ ْ ْل  ِصْدٍق  ُم  اْجعَّ  ِل  مَّ
ْنكَّ  ِلْن  اًنا لَّد  لْطَّ ق ْل ۔ نَِّصًِیا س  اءَّ  مَّ قَّ  اْْلَّق    جَّ هَّ زَّ ِ  الْبَّاِطل   مَّ  ن َّ إ

وقًا کَّانَّ  الْبَّاِطلَّ  ه   ۔زَّ

81. 你说：“我的养主啊! 使我好好地进

来,使我好好地出去。并且从你方面赐予

我大力的帮助者,” 
82. 要 (对所有的人们) 说 ：“( 现在) 真

理来了, 虚假消灭了。虚假是必然要消灭

的。” （17:81-82） 
攻克麦加，在此地是以对穆圣教导的一种祈祷

文的形式预示的。 

安拉教穆圣此祈祷：“我的养主啊!使我好好

地进来,使我好好地出去。现在真理来了,虚假消灭

了。虚假是必然要消灭的。” 

阿布·伯克尔诵念这些经节是合乎时宜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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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起穆斯林的精神，而且提醒麦加人：他们为反对

安拉所作的斗争是全然无效的，以及由安拉给穆圣

作出的许约全然是真理。  

由于攻克了麦加，天房就恢复到几千年前由伊

布拉欣圣人奉献的各种宗教仪式。天房重新奉献给

崇拜独一无二的安拉。那些偶像被粉碎了。其中一

个是呼白尔。穆圣用他的手杖把它击碎时，它跌成

碎片。祖拜尔忍着微笑地看着阿布·苏非安，提醒

他吴候德的情景。“你记得那天穆斯林受了伤，精

疲力尽站在那边，你还要进一步用叫喊‘光荣属于

呼白尔，光荣属于呼白尔’的话伤害他们吗？那天

是不是呼白尔给了你胜利？假如是呼白尔给的话，

你就可以看看它今天的结局。”  

阿布·苏非安感动了，承认这是十分正确的，

假如除了穆罕默德的安拉以外还有一个安拉的话，

他们也许就能被赦免掉他们那这一天所受到的耻辱

和失败了。  

于是穆圣命令抹掉天房壁上所画的许多图画。

他下令后礼了两拜作为对安拉的感恩。然后他退出

到宽广的庭院中礼了另外两拜。抹去那些图画的任

务交托给欧麦尔。他把所有的图画都除去了，却留

下了伊布拉欣的肖像。穆圣回到天房里查看时，见

到这张图原封未动，他问欧麦尔，为什么他没去掉

这张图？难道他不记得《古兰经》中的那句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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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ا اِهي    کَّانَّ  لَّ ََّ وِدي ًا إِبْ لَّ  يَّه  انِي ًا مَّ ََّ لَِّتْن  نَّْص نِ  کَّانَّ  مَّ ْسِلًما يًفاحَّ ا ل  لَّ  مَّ
ِكْیَّ  ِلنَّ  کَّانَّ  َِ ْش  ۔اْْل 

伊布拉欣不是犹太教徒 ,也不是基督教

徒。他完全倾心安拉,服从安拉,从没有

立与安拉同等的任何崇拜对象。(3: 68) 
这是对伊布拉欣的一种侮辱。安拉的唯一性的

一个伟大的倡导者却在天房壁上有了他的图像。这

似乎是伊布拉欣能与安拉同等地受拜。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充满了安拉迹象的

日子。 

安拉向穆圣作出的许多许约，在一个时期中看

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最后却实现了。那天穆斯林

目睹了安拉的迹象，他们的心中充满了信仰，以及

他们对穆圣的极崇高地位的信仰如此进步了：当穆

圣派人去取渗渗泉 (Zamzam) 之水时，他喝了一些而

把余下的水作小净。穆斯林们对穆圣本身是如此忠

诚，以致他们不让这一点水掉在地上。他们用掌心

接受了这水来潮湿自己的身体；他们就这样表示自

己的敬重之心。那些异教徒看到这些忠诚心意，一

次又一次地说，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一个世俗君王

受到他民众如此忠诚的爱。(Halbiyya, Vol.3, 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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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宽恕他的敌人 

 

完成所有这些任务后，穆圣向麦加人问道：

“你们已经看到安拉的许约是何等地正确。现在告

诉我，你们过去对那些唯一的‘过错’是要求你们

崇拜独一无二的安拉的人们，犯下了残酷和敌对的

种种罪行，应受什么样的惩罚？”  

麦加人对此回答说：“我们期待你像尤素福圣

人 (Joseph) 对待他犯错误的兄弟们那样对待我们。”  

由于极大的巧合，麦加人在他们恳求宽恕的话

中使用了攻克麦加前十年所启示的、安拉在《尤素

夫》章中所使用的那些话。当麦加民众承认伊斯兰

教的先知是像尤素福一样的，以及安拉像优素福一

样使穆圣取胜自己的兄弟时，他立即接受了麦加人

的恳求并宣布： 

يْبَّ  لَّ  تَّالل ٰہِ  َِ  ۔الْيَّْومَّ  عَّلَّيْک     تَّْث

“指安拉发誓，现在你们不受任何责备。”
(Hisham) 

穆圣正在忙于表达他对安拉的感激之情并在天

房内进行其他祈祷时；他正在向麦加人讲话，宣布

他的宽恕与不记仇时；辅士（Ansar--------麦地那的穆

斯林）心中产生了担忧。他们中的有些人看到麦加

穆斯林回到了麦加，那种回到家园重新和好的景象

使他们心烦意乱。是不是穆圣要同他们--------那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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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难中提供伊斯兰教第一处家园的他的朋友们离别

了？是否穆圣会定居在麦加--------他为了自己生命的

安全而从那里出发的那个城市？既然麦加已攻克而

他自己的部族已加入了伊斯兰教，这样的恐惧情绪

看来是很会发生的。穆圣也许要定居在麦加。穆圣

通过来自安拉的启示知道了辅士们的这些担扰。他

仰起头看着辅士们说：“看来你们以为我已被家乡

城市之爱以及对我部族的爱弄得烦扰不堪。” 辅士

们说：“这不错，我们真的这样想。” 

穆圣说：“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安拉的

一个仆人和他的使者。我怎么会抛弃你们？你们在

对安拉的宗教没有世俗的帮助时拥护我并且牺牲了

性命。我如何能抛弃你们而在别处定居呢？辅士

们！不，这是不可能的。我为了安拉而离开麦加，

我不会回归麦加。我一定与你们生死与共。”  

辅士们被这种非凡的热爱和忠诚的表示所感

动。他们后悔自己对安拉和他的先知失去信任，哭

泣着请求宽恕。他们解释说,如果穆圣离开他们的城

市而去他处 ，他们的心不会得到安宁。穆圣回答

说，他们的忧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他们解释以

后，安拉和他的先知对他们的纯真无瑕感到满意并

且认可了他们的忠诚。  

此时麦加人一定会有怎样的感觉呢？确实，他

们并未流下忠诚的眼泪，可是他们心中一定充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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懊悔与自责。因为，他们过去不是已把在他们自己

城市中所见到的那块瑰宝亲手抛掉了吗？他们更有

理由悔恨的是，穆圣回到了麦加，却又决定重新离

开它去麦地那。  

 

伊克立马成为穆斯林 

 

在那些被排除大赦的人们之中，有些是因同伴

们说情而被赦免的。在这样被赦免的人中间有阿布

•贾赫耳 (Abu Jahl) 的一个儿子伊克立马 (‘Ikrima)。伊

克立马的妻子在内心里是个穆斯林。她请求穆圣宽

恕他。穆圣宽恕了。那时伊克立马试图逃往阿比西

尼亚。他妻子跟着去追他，见他刚要想上船。她责

备他说：“你要从一个像穆圣那样温雅心善的人那

儿逃走吗？”  

伊克立马惊讶地问道：“是否她认为穆圣真的

会宽恕我？”他的妻子向他保证，即使他也会得到

穆圣的宽恕。事实上，她已经从穆圣得过许诺。伊

克立马放弃了逃往阿比西尼亚的念头，回来见穆

圣。他说：“我从妻子那里知道，你已宽恕了即使

像我这样的人。”  

穆圣说：“你妻子说的是真的。我已经宽恕了

你。” 

伊克立马确信，一个能宽恕他死敌的人不可能

是虚假的。因此他宣布信仰伊斯兰教。“我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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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是唯一的而且没有与他相等的。我作证，你是

他的仆人和他的使者。”说了这些话，伊克立马羞

惭地低下了头。穆圣安慰了他。他说：“伊克立

马，我不仅宽恕了你，而且为了证明我对你的关

心，我决定请你要求我给你任何我能给你的东

西。”  

伊克立马回答说：“没有更多或更好的东西我

想向你要求，你只要为我向安拉祈祷，请求他宽恕

我过去对你犯下的任何罪大恶极的暴力行为。”  

穆圣听了这一恳求立即向安拉祈祷说：“我的

安拉，宽恕伊克立马过去对我所怀的敌意吧。宽恕

他从他口中说出的那些辱骂吧。” 

于是穆圣站起来，把他的披风披在伊克立马身

上说：“无论什么人到这里来，相信安拉，就是同

我在一起的人。我的房屋是我的，同样也是他

的。”  

伊克立马的皈依，实现了穆圣在多年前作出的

一个预言。穆圣有一次向他的教友讲话时说过：

“我有过一次梦，其间我看见我在乐园之中。我在

那里见到一串葡萄。当我问道：‘这串葡萄是给谁

的？’有人回答说：‘是给阿布•贾赫耳的。’”

在伊克立马皈依的这一重大时刻里，穆圣提及这一

梦时说:“起先我并不理解这一梦。信士们的敌人

阿布•贾赫耳如何能进入乐园，而且如何能给他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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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串葡萄？”穆圣说：“可是现在我理解了我的

梦：那串葡萄是准备给伊克立马的。只是我在梦中

听到的是他的父亲而不是这个儿子，在梦中发生一

种取代的现象是经常的情况。” 
(Halbiyya, Vol.3, P.104)   

在那些不在大赦之列而已命令将受死刑的人中

间有一个负有残酷谋害穆圣的一个女儿宰纳布罪责

的人。这个人叫哈巴尔 (Habbār)。他割断了宰纳布

的骆驼的肚带，宰纳布从骆驼上跌到地上，那时她

怀着孕就流产了。没多时她就死了。这是他犯下的

惨无人道的罪行之一，为此应判死罪。这个人来到

穆圣前说道：“安拉派遣的先知，我从你这儿逃

走，去了伊朗，可是我忽然想到，安拉除去了我们

异教徒的种种信念，把我们从精神死亡中救了出

来。为什么不到穆圣本人那里去承认我的过错和我

的罪，而请求他的宽恕，却到别人那里去寻求庇护

呢？” 

穆圣感动地说：“哈巴尔，如果安拉已在你心

中种下了对伊斯兰教的热爱，我怎能不宽恕你呢？

我宽恕你在这以前所作出的一切罪行。” 

我怎么也说不尽这些人过去在反对伊斯兰教和

穆斯林方面所犯下的滔天大罪。然而穆圣是何等轻

易地宽恕了他们。这种宽恕的精神，把心肠最死硬

的敌对者转变为衷心服从穆圣的信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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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奈因战役 

 

穆圣突然进入了麦加。因此，麦加邻近的有些

部族，尤其是在南方的那些部族尚未知晓，直到晚

一些时候才知道。他们听到这一消息后，开始集合

队伍准备同穆斯林作战。有两个阿拉伯部族以自己

英勇的传统而感到非常自豪，他们是哈瓦津

(Hawazin) 部族与塞基夫 (Thaqif) 部族。他们共同商议

并经过仔细考虑后选出马立克·彬·欧夫为领袖。

然后邀请周围的那些部族加入他们的队伍。被邀请

的那些部族中有巴奴·萨德。穆圣的乳母哈立玛 

(Halima) 属于这个部族，而且穆圣在孩童时期生活

在他们中。这一部族的人集结成军队，而且带了他

们的家属和财务一起向麦加出发。有人问他们为什

么要这样做。他们回答说，为了可以提醒那些士

兵，如果他们逃回去的话，他们的妻儿被抓起来成

为囚犯，他们的财物也被掠夺。他们同穆斯林作战

并消灭穆斯林的决心是这么坚强的。这支部队走到

阿乌塔斯 (Autas) 山谷--------一处最适宜于战役的基

地，有着天然的屏障，水草丰实，这些都是骑兵行

动的有利物质条件。穆圣获悉这一消息后，派阿布

杜拉·彬·阿比·哈德拉德 (‘Abdullāh bin Abī Ḥadrad) 

去探听情况。阿布杜拉报告说，那地方有军事集结

并且他们决心杀死穆斯林或被穆斯林杀死。那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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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以箭术著称，而且他们选择的基地给他们提供了

极为有利的条件。穆圣前往萨夫丸 (Ṣafwān) 处，他

是出租盔甲和武器的麦加的一个有财势的首领。萨

夫丸回答说：“你好像在对我施加压力，你以为我

会被你不断增长的权势所吓倒吗？你要什么我就把

什么转让给你吗？”  

穆圣回答说：“我们不想要白拿。我们只要租

借这些东西，而且准备给一些适当的保证。”  

萨夫丸满意了，答应借这些东西。他一共供应

了一百套盔甲和适当数量的武器。穆圣向他的表兄

弟垴费勒·彬·哈立斯 (Naufal bin Ḥarith) 借了三千支

长矛，向阿布杜拉·彬·阿比·拉比阿(‘Abdullah bin 

abi Rabī’a) 借了三万左右的地拉姆。(Mu’aṭṭa, Musnad & 

Ḥalbiyya) 穆斯林军队向哈瓦津出发时，麦加人表达

了想参加穆斯林一方的愿望。他们不是穆斯林，可

是同意在穆斯林政权下生活。因此，两千个麦加人

参加了穆斯林军队。行途中，他们来到了阿拉伯著

名圣地杂达·安瓦特 (Dhat Anwāṭ) 。这里曾经有棵年

代很久的酸枣树，对阿拉伯人来说是神圣的。阿拉

伯人买了武器后，首先到杂达·安瓦特去把武器挂

在这神圣的树上，期望他们的武器得到它的赐福。

穆斯林军队经过这圣地时，有些士兵说：“安拉派

遣的先知，那里对我们来说也应该有个杂达·安瓦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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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不同意地说：“你们讲得像穆撒的信徒那

样。穆撒在去迦南时，他的信徒在途中见到人们在

崇拜偶像，就对穆撒说：  

ْل  مٰي وسَّ  ا لَّنَّا اْجعَّ ً ا إِْلَّ مَّ ْ   كَّ ۃ   ْلَّ   ۔آَِّْلَّ

“穆撒啊! 你替我们做一些和他们一样

的崇拜对象吧!”（7:139） 

穆圣坚决要穆斯林们在任何时候记住，安拉是崇高

伟大的，要向他祈祷把他们从早期各种民族的迷信

行为中挽救出来。 

 

安拉派遣的先知在向你们召唤 

 

在穆斯林军队到达候奈因之前，哈瓦津部族和

他们的联盟者已经准备好若干攻击穆斯林的伏击地

点，犹如现代化战争中的散兵坑和伪装掩蔽下的火

炮阵地。他们在四周筑起护墙。护墙后埋伏着攻击

穆斯林的士兵，留下一条狭隘的峡谷给穆斯林通

过。极大部分兵力驻守在那些设伏地点中，而少数

兵力排列在他们的骆驼前面。穆斯林以为敌人的兵

力不会大于他们所见到的，因此冲向前去攻击他

们。当他们冲得很远时，那些藏匿着的敌人觉得能

很容易地攻击他们的时候，在骆驼前列的那些士兵

出击穆斯林军队的中军，而藏匿着的弓箭手以雨点

般的飞箭射向穆斯林的两面侧翼的部队。那些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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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原来是为了想显示自己的英勇气概而参加军

队，受不住敌人的这种双重攻击。他们逃回麦加

去。穆斯林习惯于艰难的处境，可是当两千名骑在

马上和骆驼上的士兵突破穆斯林军队时，穆斯林的

那些坐骑也受惊了。军队中一片惊慌。压力来自三

个侧面，造成总溃退。这时，只有穆圣和十二个同

伴停在原处不动。并不是所有的同伴都从战场上跑

掉了。大约还留下一百人，但是他们离开穆圣有些

距离。只有十二个留在穆圣周围。有一个同伴述

说，他和他的朋友们虽然尽可能想把他们的坐骑的

头转过来向着战场，但是这些牲口在麦加人的那些

牲口乱奔中受了惊。看来什么努力也没有用。有时

他们把缰绳拉得如此用力想把它们的头转过来，可

是这些牲口就是不肯回头。有时他们把这些牲口的

头拉得几乎碰到它们的尾巴。可是当他们用靴刺催

它们奔向战场时，它们就是不走，相反地它们越是

向后跑。这个同伴说：“为了穆圣的安全，我们心

惊肉跳，但是我们一点没有办法。”这就是那些同

伴们当时的处境。穆圣自己和几个同伴站在那里，

三面暴露在矢箭群射之下。在他们后面只有一条狭 

窄的通道，可是一次只能通过几个人。 

这时，阿布·伯克尔下了坐骑，握住了穆圣的

骡子的缰绳说：“安拉派遣的先知，让我们暂且撤

出，重新集结穆斯林的军队吧。”穆圣说：“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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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伯克尔啊！放开我的骡子的缰绳吧”。说了这

话以后，他催骡向那狭窄的通道，那里敌人在两侧

都设有伏兵，弓箭手正从那里射出矢箭。穆圣用靴

刺催他的坐骑前进时说： 

ْبدِ  ابْن   اَّنَّا ط َّ  عَّ  ِذْب کَّ  لَّ  الن َِّب    اَّنَّا  ِلْب اْْل 

 “我是个先知，我不是个僭称者。我是阿布杜

勒•穆塔利布的一个儿子。”(Bukhari) 

在他人身极端危险的时候说这些话是充满着重要意

义的。这些话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穆圣真真是个先

知，确实是个安拉的使者。强调了这一点，他意

指，他并不怕死，也不怕他事业的失败。但是尽管

弓箭手的攻击，他仍然安然无恙，穆斯林就不该将

安拉的任何优良品质归属于他。因为他只是个凡

人，是阿布杜勒•穆塔利布的一个儿子。穆圣在任

何时候对他追随者何等仔细地使他们对信仰与迷信

之间的区别具有深刻的印象。穆圣说出了这些值得

纪念的话之后就叫阿巴斯来。阿巴斯声音宏亮。穆

圣对他说：“提高你的声音，提醒穆斯林们在候代

比亚那棵树下所作出的誓言，再提醒他们在《黄

牛》章启示时所受到的教导。告诉他们，安拉派遣

的先知在召唤他们。”阿巴斯提高了自己宏亮的声

音叫喊。穆圣的信息如同霹雳天降，并不是对着聋

子而是对着急切等待着消息的人。这喊声起着雷电

的作用。那些同伴们觉得无法促使他们的坐骑奔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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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而开始感到自己不再在今世而是在后世对着安

拉的赏罚日。阿巴斯的声音听起来不像他自己的声

音而是像天使的声音，召唤着他们汇报他们的功

绩 。那时再也没法阻止他们奔向战场。他们中间许

多人下了坐骑只带着刀剑和盾牌奔向战场，让他们

的牲口随便奔跑。另外一些人下了坐骑，把他们牲

口的头砍掉，用双足奔回到穆圣那里。据说，麦地

那的穆斯林那天奔向穆圣的速度，犹如母驼或母牛

听到它的崽子叫声时奔向它那样快。没多时，穆圣

周围就聚集着许多同伴，大部分是辅士（麦地那的

穆斯林）。敌人再次遭受失败。  

这天，阿布·苏非安来到穆圣身边，是最优胜

的安拉的一种迹象，一方面是安拉威力的一种迹

象，另一方面是穆圣净化力的一种迹象。只是几天

以前，阿布·苏非安是穆圣的残忍好杀的敌手。但

是在这天，这同一个阿布·苏非安却以一个朋友、

追随者和同伴的身份站在穆圣身边。敌人的许多骆

驼争相逃窜时，阿布·苏非安--------一个明智和经验

丰富的将军迅速下马，握着穆圣的骑骡的镫子开始

步行。他手执钢刀，在穆圣身边走着，决意不让任

何人靠近穆圣身躯，除非先向他(阿布·苏非安)攻

击而杀了他。穆圣又喜又惊奇地看着阿布·苏非安

身上的这种变化。 

他反映出安拉威力的这一清晰的明证。只是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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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前，这个人还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死敌。但是发

生了一个变化。一个以前的敌人指挥官现在站在穆

圣身边，犹如普通一兵普通的步兵，握着他的骡子

的镫子，决心为他而死。阿巴斯看到穆圣惊异的神

色说：“安拉派遣的先知，这是阿布·苏非安，你

的伯父的儿子，你的兄弟。你对他满意吗？”  

穆圣说：“我很满意，而且我祈求安拉宽恕他

以前所做的一切错误的行为。”然后转向阿布·苏

非安说：“兄弟！”阿布·苏非安忍不住他心中涌

起的感情。俯下身去吻他正握住的那只镫子里的穆

圣的那只脚。(Halbiyya)   

候奈因战役后，穆圣归还了他租赁的作战物

资。归还时，他给了那些借出这些物资的人们多出

几倍的补偿。那些贷款的人被穆圣在归还物资和补

偿出租者时所显示出的关怀备至所感动。 他们觉

得，穆圣不是一个寻常的人，而是一个在道德榜样

上远远超过其他人的一个伟大人物。无怪乎萨夫丸

立即加入了伊斯兰教。 

 

一个死敌成为忠诚的追随者 

   

候奈因战役总是使历史学家们想起在战役进行

过程中发生的另一件有趣的事情。舍巴 (Shaiba) 是

麦加的一个居民，在天房那里供职，参加敌方作

战。他说，在此战役中只有一个目的--------两军相遇



 230   
 

时，我将找机会杀死穆圣。他决定，即使整个世界

参加到穆圣宗教更不用说是整个阿拉伯半岛，他还

是不参加而继续反对伊斯兰教。当恶战正酣时，舍

巴拔出腰刀开始向穆圣奔去。他走得越近时，心中

就越慌。他的决心动摇了。舍巴说：“当我临近穆

圣时，我似乎见到一团火正在威胁要把我烧成灰

烬。我在那时听到穆圣的声音说：‘舍巴，到我身

边来。’当我走近他时，穆圣用手在我胸上以极深

厚的心意转动了一下。他这样做时口中说：‘安

拉，解除舍巴一切恶魔的想法吧。’”由于这一种

感情上小小的接触，舍巴改变了。他的敌意和仇恨

解化了，而且从那一时刻起，舍巴认为穆圣比世界

上任何一个人都更可爱。由于舍巴改变了，穆圣要

他前来作战。舍巴说：“那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

是为穆圣而死。即使我的父亲前来阻挡我，我也会

毫不犹豫地把我的刀刺进他的胸膛。”(Halbiyya) 

于是穆圣进军塔伊夫 (Taif)，那个城市中穆圣曾

受过人们用石块扔砸并驱逐了他出城。穆圣围困了

这个城市，但是他接受了几个友人的建议，解围了

这一城市。稍后，塔伊夫的民众自愿加入了伊斯兰

教。 

穆圣分配战利品 
 

穆圣在攻克麦加和候奈因战役胜利以后，面临

着一项分配作为赎金偿付的或敌人在战场上丢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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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财的工作。如果按照惯例，这些钱财应由参加这

些战斗的穆斯林士兵来分配。可是在这一场合之

下，穆圣不是在穆斯林之间分配这些钱财，而是分

配给麦加人以及住在麦加附近周围的那些人。这些

人尚未表示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意向。许多人还是不

信伊斯兰教的。那些宣称自己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们，对伊斯兰教还是新的信士。他们还没有那种概

念：为什么一个民族接受伊斯兰教后会变成一个自

我否定的民族。但是他们非但没有从他们所见到的

这种自我否定与自我牺牲的榜样中汲取效益，非但

没有报答他们从穆斯林那里受到的良好待遇，他们

变得比无论什么时候都更贪得无厌。他们的要求越

来越高。他们成群结队地围着穆圣，把穆圣推到一

棵树下的地方，把他的披风从肩部撕下。最后穆圣

对这群人说：“我没有什么其它的东西可以给你

们。假如有的话，我会把它给你们的。我不是一个

吝啬鬼，我也不低贱。” 
(Bukhari, Farad ul-Khums) 

他然后走近他的单峰驼，拔了它一根毛，对着

这群人说：“从这些钱财中，我根本没拿丝毫，连

像这一根毛那么少的东西都没要。我只不得不取其

中五分之一，那是给国家的。这是一份阿拉伯习惯

上一直认为是公正恰当的钱财。这五分之一不是花

在我身上的。它是要花在你们身上以及你们的需要

方面的。记住，挪用或错用公款的人，定会在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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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受安拉的羞辱与鄙视。”  

抱有恶意的那些评论家说，穆圣渴望成为君王

并拥有一个王国。但是想象一下，当他已经是个君

王的时候，他面对着一群低卑的人。假如他渴望成

为君王并拥有一个王国，他会对待一群乞丐般的民

众正像他对待了这群麦加人吗？他会同意他受到那

样的成群结队的围困吗？他会争辩和解释吗？只有

先知与安拉的使者才会树立这样的榜样。全部战利

品、金钱、以及有价值的物品要分配的，都已分给

了应该得到的和穷苦的人。还有那些仍然感到不满

足的人，成群结队地围着穆圣，对分配提出抗议，

指控穆圣分配得不公正。  

有一个名叫祖勒·胡韦斯拉 (Dhu’l Khuwaiṣira)的

人走近穆圣说：“穆罕默德，我亲眼目睹你在做的

事。”穆圣问道：“那么我在做些什么事呢？”他

说：“你正在干一件不公正的事情。” 

穆圣说：“很遗憾。如果我会不公正，那么， 

这世界上就没有人会公正了。” 
(Muslim, Kitab uz Zakat ) 

同伴们充满了盛怒，当这个人离开这一集会

时，他们中有些人说：“这个人应得死去。你肯让

我们杀了他吗？” 

穆圣说：“不，如果他遵守我们的律法，没有

犯下明显的罪行，我们如何可杀死他？”  

信士们说：“可是，如果一个人说的和做的是



 233   
 

一回事而相信的和向往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是

否应该得到相应的对待呢？”  

“我不能按人们心中想的去对待他们。安拉并

未给我这种责任。我只能按他们说的和做的去对待

他们。”  

穆圣继续对这些信士们说，将来会有一天这个

人和他的几个同伴要在伊斯兰教内部发动一次叛

变。穆圣的话成为事实。在伊斯兰教第四任哈里法

阿里时期，这个人和他部族的人发动了反对阿里的

叛变而成为受世人共责的一个伊斯兰教的分裂哈瓦

利吉派 (Khawārij) 的领导人。 

穆圣处理了哈瓦津事件后回到麦地那。对麦地

那民众来说，这又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一个伟大的

日子是穆圣作为一个受麦加人虐待的避难者抵达麦

地那的时候。今天又是一个伟大的日子，穆圣为了

实现他的许诺自愿地重新进入了麦地那。 

 

阿布·阿米尔的阴谋诡计 

 

现在我们必须把话题转向一个叫阿布·阿米尔

的人的种种活动。他属于哈兹拉折部族。通过与犹

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长期联系，他养成了一种默默

沉思和不断说着安拉的名字的习惯。由于这种习

惯，人们总是称他为阿布·阿米尔隐士。可是他在

信仰上并非基督教徒。穆圣在迁徙后去麦地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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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阿米尔从麦地那逃往麦加。最后麦加也服从

伊斯兰教日益增长的影响时，他开始对伊斯兰教策

划一个新的阴谋。他改名换姓以及改变了平时的衣

着形式在麦地那附近的一个名为库巴 (Qubā) 的小村

中定居下来。由于他离开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又

变换了他的外貌和服装，麦地那的人们就认不出来

他。只有和他有秘密联系的那些伪信者能认识他。

他信任那些麦地那的伪信者并在他们的同意下，计

划去叙利亚去激动和挑拔那些基督教的统治者和阿

拉伯基督教徒攻击麦地那。他在北方从事于他的阴

险任务的同时，在麦地那也策划了散布不满情绪。

他的同伙--------那些伪信者，要散布许多谣传，说叙

利亚军队将要攻打麦地那。 

作为这种双重阴谋的结果，阿布·阿米尔希望

穆斯林同叙利亚基督教徒发生战争。如果他的阴谋

不能得逞，他希望穆斯林自己会被挑拔得攻击叙利

亚。即使如此，在穆斯林和叙利亚之间也许会爆发

一次战争。那么，阿布·阿米尔就有好戏可看。他

想好了这些计划后，就到叙利亚去。他走后麦地那

的那些伪信者就按照计划开始散布谣言说，已经看

到许多车马来攻击麦地那。在并未出现有什么车马

时，他们又传出某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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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塔布克  
 

这些谣传变得如此之经久不息，以致穆圣也认

为值得亲自率领一支穆斯林军队去攻打叙利亚。那

时日子很艰难。阿拉伯半岛受着饥荒之灾。前一年

歉收，谷类与瓜果供应紧张。新的收获季节尚未来

到。穆圣出发远征时是在九月末与十月初。伪信者

知道，这些谣言是他们捏造出来的。他们也知道，

他们的计划是如果叙利亚人不去攻打穆斯林那么，

煸动穆斯林去进攻叙利亚，在这两种情况下，同伟

大的罗马皇国冲突的结果将是穆斯林的毁灭。毛塔

之战的教训就在他们面前。在毛塔战役中，穆斯林

不得不面对着这样的一支大军，使他们费了极大的

劲才能脱险撤出战斗。伪信者们希望能重演第二次

穆塔战役，穆圣自己也许会在此战役中丧失生命。

那些伪信者忙于散布叙利亚人进攻穆斯林谣言的同

时，他们也尽一切努力在穆斯林们心中引起恐慌。

叙利亚人能集结起各路大军，穆斯林们甭想能抵抗

得住。他们竭力鼓吹，穆斯林不要去参加与叙利亚

的冲突。一方面，他们策划着煸动穆斯林去攻打叙

利亚，另一方面，使他们丧失勇气而人数不要去得

太多。他们要穆斯林去同叙利亚打仗而受到决定性

的失败。可是穆圣一宣布他想率领这次新的远征

时，穆斯林们士气高昂。他们走向前来表示愿为信

仰而牺牲的心意。对于这种规模的战争，穆斯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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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欠佳。他们的财库空虚，只是那些较富裕的穆

斯林有财资付出战费。穆斯林人人竞相表达为信仰

而作出牺牲的精神。据说，远征在进行时，穆圣呼

吁筹集款项，奥斯曼拿出了他的大部分家产。听

说，他捐献的总数达一千个金第纳尔左右，相当于

两万五千巴基斯坦卢比，其他穆斯林也各按其财力

作出捐献。那些贫穷的穆斯林也提供了乘骑用的牲

口、刀剑和长矛，热情高扬。那时麦地那有一伙从

也门移民来的穆斯林，他们非常贫穷。其中有些人

到穆圣那里要在远征中服役。他们说：“安拉派遣

的先知啊，带我们一起去吧。除了去的东西之外，

我们什么都不要。”《古兰经》中以下述的语句提

及这些穆斯林与他们的要求： 

لَّ  ا ال َِّذينَّ  عََّلَّ  مَّ ا إِذَّ َّتَّْوكَّ  لَّ ْ   أ َِّجد   لَّ  ق لْتَّ  ِلهَّْحِملَّه  ا أ ْ   لَّ ل ت  َّْمِ  لَّيْ ِ عَّ  أ
ل َّْوا ْ   تَّوَّ َّْعي ن ه  أ ْلعِ  ِلنَّ  تَِّفيض   مَّ ًنا الد َّ زَّ َّل َّ  حَّ ما أ ِد  ا َيَّ  ۔ق ونَّ ي نْفِ  لَّ

对于那些人也不(应有任何谴责),(当宣战

之后,)他们来求你安排 (出征的)乘骑时,

你 (回答他们)说：“我没有什么东西供

你们骑乘的;”(他们听了这个回答)只得

回去了,由于悲痛自己没有消费(于安拉

之道)的东西而两眼流泪。(9:92) 
那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财资，他们请求穆圣

提供他们乘骑去战场，他们不应受任何谴责。穆圣

无力提供乘骑，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很穷，对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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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叙利亚之间的战争不能作出贡献，失望地回去

了。阿布·穆萨是这一伙人的头头。有人问他们要

些什么，他说：“我们并不要求骆驼或马匹。我们

只是说，我们没有鞋子而不能赤足走这么长的路

程。如果我们只要有了鞋，就能步行着去和我们的

穆斯林兄弟并肩作战。”这支军队去叙利亚时，穆

斯林们尚未忘记他们在毛塔战役中的身受，每个穆

斯林都十分担心穆圣的人身安全。麦地那妇女们也

供献出她们的力量。她们忙于促使自己的丈夫和儿

子去参战。有一个穆圣同伴不在麦地那，回家时穆

圣已带军队出发了。这个同伴进了家门，心里在

想，他的妻子会怀着一个女人的温情和爱意来迎接

她久别重逢的丈夫。他发现他的妻子坐在院中，他

很热情地拥抱她并激动地想要亲吻她。可是他妻子

提起双手把他推开。丈夫惊异地对妻子看着说：

“这样对待长期在外而回家的人吗？”妻子说：

“难道你不觉得惭愧吗？安拉派遣的先知在作危险

性极大的远征，而你倒在和你的妻子作爱？你最要

紧的任务是去战场，这事以后再说吧”据说，这个

同伴立即出了家门，扎紧了他坐骑的鞍带，飞驰去

跟上穆圣。跑了约三天的路程，追上了穆斯林军

队。那些不信者与伪信者也许认为，穆圣在按照他

们捏造和散布的这些谣言行动，将不假思索地冲向

叙利亚军队。他们忘记了，穆圣关心的是未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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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中向一代一代追随者树立一个榜样。穆圣总是

遵守伊斯兰教的道德标准的。当穆圣达到叙利亚靠

近的一个地方名为塔布克时，就停止不前，并派他

的人向各处去刺探军情。那些人都回来报告说,到处

都没有叙军集中的情况。穆圣决定回麦地那，但停

留了几天，同边境上的某些部族签订了协议，没有

战争，也没有战斗。行军途中花了穆圣约两个半月

时间。麦地那的那些伪信者看到他们在穆斯林与叙

利亚人之间挑起战争的诡计并未得逞，而且穆圣正

安然无恙地在回来，深怕他们的阴谋已暴露。他们

害怕现在应受的惩罚。可是他们并没有停止他们邪

恶的计划。他们装备好一伙人，潜伏在离开麦地那

稍远处一个狭隘通道的两侧。那个通道非常狭窄，

只有一纵队人可以通过。当穆圣走近该地时，他受

到安拉的启示：该狭隘通道两侧埋伏有敌人。穆圣

命令一个同伴去侦察。他到了该处，看到躲藏着的

许多人有明显作攻击的意图`。然而这些人一看到 

他，就逃走了。穆圣决定不追赶他们。 

穆圣抵达麦地那时，没有参加这次战役的那些

伪信者作了站不住脚的一些借口。但是穆圣接受了

他们这些借口。同时，他觉得该是揭露这些伪信者

的时候了。他从安拉启示那里得到一个命令，那些

伪信者为了能举行秘密会议而建造在库巴的那所清

真寺应予拆除。那些伪信者被迫同其他穆斯林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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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没有提出其他处罚措施。  

穆圣从塔布克回来后，发现那些在塔伊夫的人

也已信服伊斯兰教。此后阿拉伯半岛上的其他部族

都申请加入伊斯兰教。在短时期之内，整个阿拉伯

半岛都站在伊斯兰旗帜之下。 

 

最后朝觐 

 

迁徙后第九年，穆圣去麦加作一次朝觐。朝觐

那一天，他接受了含有《古兰经》中那节著名经文

的启示，这一经节说： 

لْت   اَّلْيَّْومَّ  َّْكمَّ ْ   أ ْ   لَّت  ْمت   ِدينَّت  َّْتَّ أ ْ   مَّ ِت  عَّلَّيْت  ِض  نِْعمَّ رَّ  لَّت     يت  مَّ
مَّ  ْسئاَّ  ۔ِديًنا اْْلِ

今天,我已经完善了你们的宗教 ,满足了

我对你们的恩惠,并满意于伊斯兰教作你

们（永久）的宗教。(5:4) 
这节经文实际上在说，穆圣从安拉那里带来

的，以及他在这些年来以他的言行一直在阐明着的

这本经典已经完善了。人类从安拉那里能接受的所

有精神赐福我都赐予了你的民族并已决定你们的宗

教应基于安拉的服从。穆圣在穆兹达利法 

(Muzdalifa) 山谷中诵念了这节经文，那里集合朝觐

者。穆圣从穆兹达利法回来后，在米纳 (Minā) 作了

停留。那是伊历十二月 (Dhul-Ḥijjah) 的第十一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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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穆圣站在穆斯林一个大集会之前作了一次讲

话，历史上被誉为穆圣的辞朝演说。他在这次讲话

时说：“众人啊，注意地听着。由于我不知道，是

否我再能在这山谷中像现在那样站在你们面前对你

们讲话。直到赏罚日，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已由安拉

免除彼此互受攻击的危险。安拉已给每个人提供了

一份继承权。现在不容许有任何‘遗嘱’可对一个

合法继承人的利益抱有偏见。任何哪一家生了孩

子，要被看作那一家父亲的孩子。无论什么人争夺

孩子的父亲身分，定将受伊斯兰教律法的惩治。任

何人把自己的出生归属于其他人的父亲，或者虚假

地声称某一个人是他的主人。安拉、他的天使以及

整个人类都会诅咒他。  

众人啊，你们对自己的妻子是有某些权利的，

但是你们的妻子对你们也有某些权利。你们对她们

的权利是，她们应该过着贞洁的生活，而不应采取

在丈夫的民族眼光中给他带来耻辱的生活方式。如

果她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有权惩罚她

们。正像《古兰经》教导的，你们在应有的调查和

法定机关决定后才能惩罚她们。即使如此，也不能

惩罚得太厉害。可是如果你们的妻子不做给自己的

家庭和丈夫带来耻辱的事，那么，你们的责任是按

照你们的生活标准给她们提供食物、衣着和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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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对待你们的妻子。安拉已

经把照顾她们的责任交给了你们。妇女是弱者，没

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当你们结婚时，你们把安

拉作为她们权利的保管者。在安拉的律法下，你们

把自己的妻子带到自己的家里。（因此，你们一定

不要轻视安拉交给你们手中的信托。你们总要履行

妇女的权利。） 

 众人啊，你们还有一些战俘归你们所有。因

此，我劝你们，要给他们吃你们所吃的，给他们提

供和自己一样的衣着。如果他们做了你们认为不可

饶恕的错事，那么，把他们转交给其他什么人。他

们是安拉创造的一部分。给他们痛苦或找他们麻烦

决不会是对的。  

众人啊，你们一定要听我所说的话并且要记住

这些话。所有穆斯林彼此都像兄弟。你们都是平等

的。所有的人，不论他们属于何种民族或部族，不

论他们在生活中处于何种地位，作为一个人都是平

等的。”  

穆圣讲到此处时举起双手，两手手指交错相握

着说道：  

“就像双手手指那样是平等的，人类也是彼此

平等的。你们没有权利彼此表现任何优越和地位。

你们像兄弟一样。”   

穆圣继续讲下去：“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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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领土上？今天是一年中的什么

日子？”  

穆斯林们回答说：“我们知道，这是那神圣的

月份，神圣的土地以及朝觐的日子。”  

于是穆圣说：“正如这个月份是神圣的，这块

土地是不容侵犯的，这一个日子是神圣的，同样

地，安拉已经使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成为神

圣的。攫取任何人的生命或财产，或攻击他的荣

誉，就像破坏这一天、这一月和这块领土的神圣性

那样地非法。我今天命令你们去做的事并不只指今

天，是要你们永远去做的。盼望你们把它记住并且

照着它去做，直到你们离开这世界而去后世拜见你

们的创造者。”  

他在结束讲话时说： 我对你们讲的话，你们应

该传送到世界各个角落中去。也许那些尚未听到我

的话的人从中得到的益处会比那些已经听到我的话 

的人要多。(Sihah Sitta, Tabari, Hisham & Khamis)   

穆圣的讲话概括了伊斯兰教全部教义和精神。

它显示着穆圣对人类的幸福与世界和平的关心有多

深；也显示着他对妇女和其他弱者的关心有多深。

穆圣知道他的生命已临近结束。安拉已给他暗示他

将逝世。他表达的关心与担扰之中有着他对男人手

中所受到的对待妇女的关心与担扰。他担心的是，

在他从这个世界逝去到达后世之前尚未确保她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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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中应属于她们的地位。自从生出了人以来，妇

女一直被视作男人的奴隶与侍女。这是穆圣的一个

担心。他另一个担心是对战俘的。他们经常受着各

种残酷与暴力行为。穆圣觉得，他应该在离开这世

界之前要确保在安拉看来应该属于战俘的权利。人

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也压抑着穆圣。这些区别偶尔被

强调到不能忍受的地点。有些人被捧到天上而另些

人被踏在脚下。造成这种不平等的情况就有利于民

族与民族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与战争。

穆圣也想到了这些困难。除非消除了这种不平等的

精神以及诱使一个民族去篡夺另一个民族的权利，

去攻击他们的生命财产等条件--------除非去除掉在道

德衰亡时期这些猖厥起来的种种条件--------否则世界

和平与进步就无法保证。他教导说，人类的生命和

人类的所有物与属于神圣的日子、神圣的月份以及

神圣的地方有着同样的神圣性。没有人曾经像穆圣

那样照顾和关心妇女的幸福、弱者的权利以及民族

之间的和平。没有人曾经像穆圣那样竭力地促进人

类之间的平等。没有人像穆圣那么深切盼望着人类

的利益。无怪乎伊斯兰教一直在支持着妇女具有以

及继承财产的权利。欧洲各国直到伊斯兰教降临以

后约1300年才抱有对这种权利的想法。每一个人加

入了伊斯兰教，不管他来自何等低贱的社会地 

位，都与其他人一样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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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平等是伊斯兰教对世界文化作出的具有

特性的贡献。其他宗教所持有的自由平等概念，远

远落在伊斯兰教所传布和实行的自由平等之后。在

清真寺内，皇帝、宗教领袖和普通人的地位相等；

他们之间没有区别。其他宗教与民族的祈祷场所

内，这些区别直至今天还存在，虽然那些宗教与民

族口口声声说，他们在自由平等方面已比伊斯兰教

做得多。 

穆圣暗示他将逝世 

 

在归途中，穆圣再次告知他的同伴们说,他将临

近谢世之日。他说：“众人啊，我只是像你们一样

的一个人。我也许在哪一天会接受安拉的召唤而必

须前去。我的仁慈与警惕着的主人已经通知我，一

个先知能活到在他以前那个先知的寿数的一半1。

我想，我不久将接受安拉的召唤而离去。我的同伴

们啊，我必须响应安拉的召唤，你们也将必须响

应。你们那时将说些什么呢？” 

此时，同伴说：“我们将说，你很好地传送了

这些伊斯兰教的教义并为信仰贡献了你的一生。你

对人类的利益有着最完美的热情。我们将说：‘安

拉，给他最好的报偿吧。’”  

                                                           
1  这并不是一个一般的法则。它只指穆圣。一本圣训中记载着伊撒活到

120 岁左右。由于他已活到 62 或 63 岁，他以为他已临近去世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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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穆圣问道：“你们作证吗？安拉是独一无

二的，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和派遣的先知，天园与

火狱是真实的，死是必然的，死后生命是有的，赏

罚日一定会来，以及所有的死者有一天都会从坟墓

中升起，恢复生命并集合起来”  

同伴们说：“是的，我们作证所有这些都是真

实的。”  

穆圣向着安拉说：“你也对此作一位见证者我

已向他们阐明了伊斯兰教基本教义。”  

这次朝觐以后，穆圣尽力忙于教导并培训他的

追随者，试图提高他们的道德标准，改造并提高他

们的品行。他把自己的死亡作为经常的话题并使穆

斯林为此而作好准备。  

有一天，他起身对同伴们作一次讲话，他说：

“今天我得到一个启示： 

ا  اءَّ  إِذَّ َ   جَّ ِ  نَّْص ْهح   الل ٰ الْفَّ َّيْتَّ ۔  مَّ أ رَّ ل ونَّ  الن َّاسَّ  مَّ ِ  ِديِن  ِف  يَّْدخ   الل ٰ
اًجا َّْفوَّ ْح ۔  أ ب ِ ب ِكَّ  ِِبَّْمدِ  فَّسَّ ه   رَّ َْ اْسهَّْغِف ابًا کَّانَّ  إِن َّ    مَّ  ۔تَّو َّ

2. 当安拉的援助和胜利到来时, 

3. 你看到人们成群结队地进入安拉的宗

教, 

4. 要赞颂你养主的荣耀 ,并向他祈求宽

恕。 他确是接受忏悔者。(110: 2-4) 

那就是说，由于安拉的援助，大批大批的人将

加入伊斯兰教的时候正在到来。那时穆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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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追随者--------的责任将是赞颂安拉并且祈求他除

去在确立这一信仰道上的所有障碍。 

穆圣作了一个比喻：“安拉对一个人说：‘如

果你意欲的话，你可以回到我这里来，或者你为改

造这个世界而可以工作得时间稍为长些。’这个人

说，他宁愿回到他的养主那里去。” 

阿布·伯克尔是听他讲话的人中之一。他一直

听着穆圣这最后一次讲话，又带着热情，又非常担

忧，--------一个伟大的信士的那种热情，一个朋友和

追随者的那种担扰，在穆圣讲话中他看出了穆圣将

逝世的不祥之兆。他听到那比喻后再也不能抑制自

己的情感，他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当阿布·伯克

尔流泪哭泣时，那些在听讲话而只理解它表面意义

的同伴们觉得惊奇。他们吃惊地想：阿布·伯克尔

怎么了？穆圣在叙述着伊斯兰教正在到来的胜利，

而他却在哭着。尤其是欧麦尔麦，他说，他觉得很

惊奇，穆圣在传喜讯，而阿布·伯克尔这老头在哭

泣。但是只有穆圣理解眼前的事情。他认为只有阿

布·伯克尔已经理解了他的讲话。只有他已领悟，

许约以种种胜利的那几节经文也显示着穆圣即将逝

世的凶兆。  

穆圣继续说下去：“阿布·伯克尔对我是非常 

亲近可爱的。假如比任何人更爱一个人是允许的

话，那么，我就会这样地去爱阿布·伯克尔。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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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爱的程度只是对安拉的。众人啊！所有通向清

真寺的门户从今天起都应关上，阿布·伯克尔的那

扇门户除外。”  

无疑地，这最后一个指示是一种预言，穆圣之

后阿布·伯克尔将成为第一代哈里发。为了领导信

士们礼拜，他每天必须来清真寺五次，为此他得把

家门一直开着进入那座清真寺。几年以后，欧麦尔

担任哈里发时，他问那些在场的几个穆斯林这节经

文的意义： ا اءَّ  إِذَّ َ   جَّ ِ  نَّْص ْهح   الل ٰ الْفَّ ۔ مَّ  

“当安拉的援助和胜利到来时。” 
显然，他记得穆圣把这节经文以及随后几节经文教

导穆斯林时的情况。他也一定记得，那时只有阿

布·伯克尔理解了那些经文的意义。欧麦尔试图测

试穆斯林们是否懂得这些经文。他们在这些经文被

启示时未能理解其中意义，现在他们知道这意义了

吗？在这些经文启示时，伊本·阿巴斯一定只有十

或十一岁，现在已有十七八岁了，主动回答这问

题。他说：“信士们的领袖！这些经文中含有穆圣

逝世的预言。一个先知完成他的事业后，他不想再

活在这世界上。这些经文谈到伊斯兰教即将到来的

胜利。这一胜利有悲哀的一面，即穆圣即将离开这

个世界。”欧麦尔夸奖了伊本·阿巴斯并且说，当

这些经文启示时，只有阿布·伯克尔理解它们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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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的最后一天 

   

最后，每个人都必须面临的那一天临近了。穆

圣的工作完成了。安拉为人类的利益必须向他启示

的一切都已经启示了。穆罕默德的感召精神已将新

生命灌输入到了他的民族之中。奠定好了一个新民

族和一种新天地的基础。播种者耕犁了土地、灌溉

了它、布下了种子，现在新的收获物已开始呈现。

现在收获的责任不是他的。他作为一个劳动者来到

世上，始终是一个劳动者，而且现在要作为一个劳

动者离开人世。他并不要在这一世界的物质方面得

他的报偿，而是他的报偿是他的创造者和派遣者—

—安拉的喜悦。当收割这些庄稼来临时，他宁愿到

安拉那里去而让别人去收割吧。  

穆圣病了。他继续到清真寺去领拜了几天。然

后他太虚弱而不能这样做。同伴们已习惯于每天和

他在一起，因此几乎不能相信他会逝世。但是他却

一次又一次对他们说到他将逝世的事。有一天，谈

到这一话题时他说：“如果一个人做错了一件事，

最好就在这个世界上弥补这一过失，使他在后世没

有后悔。因此我说，如果我对你们任何一个人做了

任何错事，这可能只是不是故意的，让他走到前面

来并要我赔罪。即使我无意中害了你们中任何一个

人，让他走向前来报仇。我不愿意在后世面见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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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时受到耻辱。”同伴们都感动了，眼珠滚滚。

为了他们，他还有什么痛苦没有受过，还有什么苦

难他没有忍受过？他忍受饥渴为了他们可以吃饱喝

足。他修补自己的衣服和鞋为了他们可以穿着得很

好。然而，他这么尊重别人的权利，他在此时还渴

望即使在无意中他害了任何一个人，那么，那个人

可以向他报报复。 

所有同伴都在肃静中聆听穆圣提出的想法。可

是有一个人走向前来说：“安拉派遣的先知啊!我

有一次被你伤害过。我们排队出战，你走过我们一

行旁边时，用手肘凿了我的腰部。这完全是无意中

做出的，可是你说即使不是故意的错事我们也可报

复，我要报复这件错事。”那些在肃静中聆听穆圣

提出的想法的同伴们心中充满了怒气。他们被这个

人蛮横无礼和愚蠢的行为所激怒，这个人完全不能

理解穆圣提出的想法的精神以及此刻的严肃性。可

是这个同伴看来是个决意从字眼上来理解穆圣的

话。穆圣说：“欢迎你来报仇。” 他把背转向这个

人说：“像我打你那样来打我吧。”这个同伴解释

说：“可是你打我的腰部时是赤裸着的，因为我那

时没穿衬衣。”  

穆圣说：“把我的衬衣拉起来，让他用肘头打

我的腰部吧。”他们拉起了穆圣的衬衣，可是这个

同伴没有打穆圣裸着的腰部而是眼泪汪汪地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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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的身体。 穆圣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那

个同伴回答说：“你不是说你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已指日可数了吗？那么，还有多少时机我们能够接

触你的身体来向你表达我们的热爱和钟爱之情呢？

你确实用你的肘头凿过我，但是谁能想到为此而报

复呢？一个想法来到了我的脑海，你提出让我们报

仇的想法，我对自己说--------让我在报仇的幌子下吻

吻你。” 

那些充满了怒气的同伴们直到那时才羡慕他，

想起为什么自己没有想过这种念头。 

 

穆圣逝世 

 

穆圣病了而且病情看来在加深。看来死亡越来

越近，同伴们心情沮丧忧郁。麦地那上空的太阳像

平时一样明亮地照耀着，但对同伴们看来，它似乎

越来越惨白。黎明时还是像以前一样，可是它似乎

带来的不是光明而是黑暗。最后那一时刻终于来到

了，不久穆圣的灵魂将离开他的身躯去见他的创造

者。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穆圣的最后一天是在阿

伊莎房中度过的。他对她说：“把我的头抬高一

些，使它接近你身边。我不能很好地呼吸。”阿伊

莎照他的话做了。她坐起来抱住他的头。死前的极

度痛苦已显现在眼前。穆圣感到极大焦虑，一会儿

看看这一边，一会儿看看那一边。他一次又一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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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愿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受难。他们鼓励人们

崇拜他们各个先知的坟墓。”我们也许可以说，这

是他临终时对他追随者的教义。他躺在病床上，似

乎对他的信士说：“虽然你们将看我是高于所有其

他先知，我的成就大于他们任何一个。可是要注

意，不要把我的坟墓变成崇拜的对象。让我的坟墓

只保持为一个坟墓。其他人也许可以崇拜他们各个

先知的坟墓而把它们变成朝觐的中心，他们也许会

经常去履行静坐，供上祭品。其他人可以这样做，

可是你们不应该。你们必须记住你们唯一的目的应

该是建立独一无二的安拉的崇拜。”  

他如此地告诫穆斯林们说，他们的任务是守卫

那得来不易的概念：安拉是独一无二的，以及安拉

与人类之间的区别。说完这话，他的眼睑开始下 

垂，他的眼睛闭了起来。  

那时他只是说： 

ِفيِْق  اِلَّ  َّ َ ِفيِْق  اِلَّ ۔  اْلَّْعَلٰ  ال َّ َ  ۔ اْلَّْعَلٰ  ال

“到我的至高无上的朋友那里去--------到

我的至高无上的朋友那里去。”  
显然，意思说他正在向着安拉前去。他说着，说

着，就断气了。 

这一消息传到了清真寺。那边聚集着许多同

伴，他们都是放下了自己个人的工作而来的。他们

期待着好消息，但是听到的却是穆圣的噩耗。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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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像晴天霹雳。阿布·伯克尔出去了。欧麦尔当时

在场，他听到任何人说穆圣死了，他就发火。他手

中握着出鞘的剑说：“谁要是说穆圣死了, 我将砍

掉他的头。穆圣还有许多事要做，因此穆圣不能

死。他的灵魂确实已离开了他的身体，可是它只是

去见它的创造者。正如穆撒有一个时期去见他的创

造者只是要回来的，穆圣一定要回来去做尚未做完

的事情。除非穆圣不消灭伪信者，他不会死去。欧

麦尔手里拿着刀走来走去，几乎像个疯子。他一边

走着一边说：“无论什么人说穆圣已死，他自己就

将死在欧麦尔的手下。”那些同伴们觉得振奋起来

了，对欧麦尔说的话半信半疑。穆圣可能没死，一

定是个误传。与此同时，有些同伴去到处寻找阿

布·伯克尔，找到了他并且告诉他已发生的事。阿

布·伯克尔径直前往麦地那清真寺，对任何人也没

说句话，进了阿伊莎的房间问道：“穆圣已经去世

了吗？” 

阿伊莎说：“是的。”然后他径直往穆圣遗体

躺着的地方走去，揭开盖在脸上的布，俯下身去吻

了前额，满怀着热爱和悲痛的泪水从他眼中滴下，

他说：“安拉为我们作证，死亡不会两次来临到你

的身上。”  

这句话意义非常丰实。这是阿布·伯克尔对欧

麦尔由于悲痛而疯狂时说出的话的回答。穆圣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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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次，这是他肉体上的死亡--------这种死亡是每个

人都要经历的。但是他不会有第二次的死亡。不会

有精神上的死亡--------他在他追随者们心中所确立的

信念，并且为了确立那些信念而使他受了多少痛

苦，那些信念是不会死亡的。那些信念之一--------也

是最重要的许多信念中之一--------他所教导的是：即

使众先知也是人，而且即使是他们也一定要死亡。

穆斯林们在穆圣死后对这一信念不会那么快就会忘

掉。阿布·伯克尔对穆圣的遗体说了这句极有深刻

意义的话以后就走了出来，穿过一行行信士，默默

地向演讲台走来。当他站着时，欧麦尔站在他身

旁，还是像刚才那样拔出了刀，他决定，如果阿

布·伯克尔说穆圣已死，阿布·伯克尔一定会掉了

脑袋。阿布·伯克尔刚想说话，欧麦尔拉住他的衬

衣，要想阻止他讲话，可是阿布·伯克尔把自己的

衬衣拉了回来，并不停止他的讲话。  

于是他朗诵了《古兰经》中的那节经文： 

ا  لَّ د   مَّ َّم َّ ول   إِل َّ  ُم  س  لَّْت  قَّْد  رَّ ل   قَّْبِل ِ  ِلْن  خَّ س    َ إِْن  ال َّفَّ اتَّ  أ َّْم  لَّ  لَّ ق هِ  أ
لَّْبه ْ   ْ   عََّلَّ  اْنقَّ ابِت  َّْعقَّ  ۔أ

“穆罕默德只是一位使者,在他以前的一

切使者确实都死去了。如果他也死去或

遇害,难道你们就要背叛吗?”（3:145） 
那就是说，穆罕默德是从安拉那里带来一种教

义的人。过去还有从安拉那里带来各种教义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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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他们都已死去。如果穆罕默德也死了，难

道他们就要背叛教导他们以及他们学到的一切事

情？这节经文是在吴候德战役时启示的。那时穆圣

被敌人杀害的谣传不胫而走。有许多穆斯林丧了胆

而撤出了战斗。这节经文从天而降来激励他们。在

目下这一时机，这节经文产生了同样的效果。阿

布·伯克尔在诵念了这节经文后，又加上了自己的

一句话。 

ْن  ي    الل ٰہَّ  فَِّان َّ  الل ٰہَّ  يَّْعب د   کَّانَّ  لَّ ْوت   لَّ  حَّ  ۔ميَّ 

“凡你们中崇拜安拉的人应该记住，安

拉仍然活着而且是永生的。 
ْن  لَّ ْ   کَّانَّ  مَّ ًدا يَّْعب د   ِلنْک  َّم َّ ًدا فَِّان َّ  ُم  َّم َّ اتَّ  قَّْد  ُم   ۔لَّ

可是凡你们中崇拜穆罕默德的人，我现

在就告诉他，穆罕默德已经死了。”  

同伴们听到这一及时的讲话后，恢复了自己的

心态平衡。欧麦尔听到了阿布·伯克尔诵念以上引

述的那节经文后改变了自己，开始回到理智中来，

恢复了他丧失的判断力。在阿布·伯克尔刚念完那

节经文时，他慧眼顿开。他理解了，穆圣真的死

了。可是他刚在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时，就两腿发抖

而塌下，精疲力尽，倒在地上。拔出了刀要恐哧阿

布·伯克尔的那个人，被阿布·伯克尔的话所转

变。同伴们觉得，好像那天第一次启示了那节经

文，它的感染力是多么强烈，多么新奇。他们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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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痛突发，忘记了那节经文是《古兰经》中的。 

许多人表达了穆斯林在穆圣死后心中压抑着的

悲痛，可是早期伊斯兰教诗人哈桑·彬·塔比特在

他两行诗中所表达的措词简练、意味深长的心情，

至今仍是最佳而不朽之作。他说： 

 َِِّّ عَّ َ   عََّلَّ َّ  فَّ  الن َّاِظ

لَّيْکَّ  عَّ اذِ  ک ْنت   فَّ  ر  اَّحَّ

ْنتَّ   ادَّ  ک  وَّ ْی ِلنَّاِظ  الس َّ َِ 

ْن  آءَّ  لَّ ََّ  شَّ لْيَّم   بَّْعدَّ  ْت فَّ

 

“你是我眼中的瞳孔。既然你已逝去，我的眼

就瞎了。现在谁死我都不在乎。因为我只害怕你

死。” 

这一首两行诗说出了每一个穆斯林的心情。好 

几个月在麦地那大街小巷中，男男女女和孩子们来

来去去时都诵念着哈桑的这首两行诗。 
 

 

穆圣的性格和道德品质 

 

我们已经简明叙述了穆圣一生中那突出的大

事，现在要对他的道德品质试作一简略概述。在这

方面，我们可得到他自己的民族对他在宣称为一个

先知以前的道德品质所提供的集体证明。那一阶

段，在他的民族之中都称他为“可信赖的人”和

“真实的人”(Hisham)，不论什么时代，总是有许许

多多的人无可指责为不诚实的人。还有许许多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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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未经受过严重考验或诱惑，在他们一生的一般

性事务与关系中行为是正直完善的，可是他们在该

方面未被视作堪称为有特殊荣誉的人。只有在一个

人以其一生行动非常突出地表明他（具有）高度道

德品质时才能授予他特殊荣誉。每个士兵奔赴战场

时置生命于危险之中，可是并不是每一个这样的英

国士兵可视为值得奖以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也不是

每一个这样的德国士兵值得奖以铁十字勋章。在法

国有几十万人从事于智力方面种种研究， 但他们并

不是每一个人可佩戴荣誉军团的奖章  (Legion of 

Honour)。因此，唯一的事实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和真实的人并不指他在这些方面具有突出地位，而

是在整个民族结合起来给予一个人“信赖的人”和

“真实的人”的称号时，那才是具有那些超凡出众

的品质的明证。假如麦加的民众在每一世代习惯于

给予某一个人这样一种荣誉地位的称号，那么即使

那时那个接受者也可视为占有崇高地位的人。但是

麦加和阿拉伯半岛的历史中并未提供任何迹象说，

阿拉伯人习惯于在每一世代对突出的个人授予这些

或相似的称号。与此相反，通过阿拉伯许多世纪的

历史我们发现，只有在伊斯兰教的穆圣这种情况中

他的民族才授以“可以信赖的人”和“真实的人”

的称号。这就证明了这一个事实，穆圣所具有的种

种道德品质，其程度是如此高超，以致在他民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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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与想得起的人物中没有一个可在这些方面与他

同等。阿拉伯人以他们思想敏锐著称，他们决定视

为杰出而珍贵的事物，那实际上肯定是杰出与无与

伦比的。  

当安拉召唤穆圣承担起先知品位的责任与义务

时，他的妻子海迪彻证实了他崇高的道德品质。现

在我们接着用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他的某些高尚的

道德品质，以便读者能鉴赏甚至一般人尚未共知的

他的那些方面的道德品质。  

 

穆圣纯洁的心灵与洁净的身体 

 

人们谈及穆圣时都说，他的语言总是非常纯 

洁，他（不像他的大部分同时代的人们那样）常做

无考虑的誓言。(Tirmidhi) 

对一个阿拉伯人说来，这是一种罕见的事情。

我们并不意指在穆圣时代的阿拉伯人习惯于大施口

吐肮脏的语言，但是无疑地他们习惯于在说一句话

的过程中插进了许许多多发誓的语言，这一种习惯

即使到今天还牢牢地存在于他们之间。 可是穆圣非

常尊敬安拉的名字，他没有充分正当的理由时从不

提及安拉的名字。   

他在身体清洁方面是非常细致的，甚至注意到

每个小节。他经常一天刷几次牙，而且喜爱这样

做，以致他常说：“假如我不怕这种教导也许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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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重的话，我会使每个穆斯林在一天五次拜功之前

刷他们的牙齿成为必然要做的事。”他每餐前后都

洗手，在吃了任何烹调的东西后总漱口，而且认

为，每个人在吃了烹调的东西后，最好在参加任何

一次拜功前漱一下口。(Bukhari)  

清真寺是穆斯林们的唯一集会场所。因此，穆

圣特别注重清真寺的清洁，尤其是在举行特别是聚

会的时候。他指示，在这样的一些时机中，清真寺

内应焚香以净化空气。(Abu Dawud) 他也指示，在进

行聚礼或集会时，不准有人吃可能呼出难闻气味的

东西后进入清真寺。(Bukhari) 

他坚决要求保持街道清洁，清除路上的落枝、 

石块以及一切可能或者阻碍或者令人厌恶的物件或

东西。当他自己看到这些东西或物件躺在街道上

时，就亲自把它清除掉，而且他经常说，协助保持

街道和道路清洁干净的人获得安拉的喜悦和报酬。

他也责成所有公共通道在使用时不准引起阻塞，不

应该坐在通道上，不准把令人不便的东西或物品抛

在公共道路上，也不准在街道上解手，因为所有这

样的行动都会使安拉不悦。他非常注意水源必须全

部保持洁净。例如，他禁止任何东西丢入静止的水

中，因为这可能把水弄脏，禁止把静止的水搞得浑

浊不净。 
(Bukhari & Muslim, Kitab ul-Birr Was-S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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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生活简朴 

 

穆圣在饮食方面是极为简单的。他对准备或烹

调欠佳的食物从未表现出不悦的心情。如果他能吃

这样的食物就吃，免得准备好这些食物的人失望。

可是，如果一盘菜实在不能吃，他也只是忍住不

吃，从来不表示他对这盘菜有非难的样子。他坐下

就餐时，对放在前面的食物很注意，并且经常说，

他不喜欢一种对食物漠不关心的态度，似乎正在就

餐的那个人对饮食不屑一顾的样子。任何食物端到

他那里时，他总是和在场的人分享。有一次，有人

端给他一些枣子。他环顾四周，在估计在场的人数

后把枣子平均分给他们，每人得到七颗。阿布·胡

莱拉 (Abu Huraira) 说：“穆圣从来也不吃得过饱，即

使吃大麦饼时也是如此。” (Bukhari) 

有一次，他在一条路上走着，看到有些人聚集

在烤小山羊周围，准备美餐一顿。他们看到穆圣，

就邀请他共餐，可是他谢绝了。这倒不是由于他不

喜欢吃烤肉，事实上是他不赞成人们在户外大吃大

喝，那里也许有连吃的东西都不够的穷人会看到。

有人谈到他时说， 在其他场合下他是会共餐烤肉

的。阿伊莎（愿安拉喜悦她）说，直到穆圣死以

前，在任何时机下，他从不连续三天饱食。他非常

注意，一个人不应未受其他人邀请而径自赴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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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人邀请他就餐并且要他可以同其他四个人

一起去。当他到达主人家时，他发现有一个第六者

也来参加宴会。主人到门口迎接他和他的同伴时，

穆圣告诉他现在来了六个人，请他决定，是否允许

这第六者同餐，还是这后者该回去。当然，主人很

乐意地也邀请了这第六位。 
(Bukhari, Kitab ul-At‘ima)  

穆圣坐下就餐时，总是在开始吃之前读 الل ٰہ بِْسِ    

（奉安拉之名），而吃完饭时用以下的话来感谢安

拉： 

ًدا ِلل ٰہِ  اَّْْلَّْمد   ْ ثِِْیًا مَّ يِ   کَّ کًا ًباطَّ بَّارَّ ْکِفٍئ  غَِّْیَّ  ِفيْہِ  ل  لَّ  ل  د َّ  م َّ وَّ لَّ  عِ ل   مَّ
ْسهَّْغًن  ب َّنَّا عَّْنہ   ل                      ۔رَّ

“一切赞颂归于安拉，他给我们食物，这种赞

颂是说不尽的，出自内心的而不断增长着的，这种

赞颂不应该在人们思想中留下一种印象说他们已作

出了足够的赞颂，而是在人们思想中产生出这样的

感觉，我赞颂地不够了，又决不停止赞同，决不想

安拉任何一个行动是不需要赞同或不值得赞颂的。

安拉啊！求你使我们心中充满了这种感情。” 

有时他经常说以下的话：  

انَّا ال َِّذْی  ِلل ٰہِ  اَّْْلَّْمد   اَّْرمَّ انَّامَّ فَّ ٍف  غَِّْیَّ  کَّ ْک لَّ  ل  ْوٍر  م َّ ْکف   ۔لَّ

“一切赞颂归于安拉，他满足了我们在饮食方

面的需要。让我们心中永远想念着对他的赞颂，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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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辜负他的恩情。”他总是告诫同伴们在他们吃

饱之前停止进食。他经常说：“一个人吃的东西总

是足够给两个人吃。”他家无论在什么时候做好特

别的食物，他总提出要送一些给邻居们作为礼物；

他家经常把食物和其他物品不断送往邻家。 
(Muslim & Bukhari, Kitabul-Adab) 

他总是要试图从自己同伴的脸上看出，是否有

任何人缺乏食物。阿布·胡莱拉传说：  

有一次，他断炊三天多，一直没吃七顿饭。他

站在清真寺入口，看到阿布·伯克尔走来。他问阿

布·伯克尔有关嘱咐要给穷人吃东西的那节《古兰

经》经文的意思。阿布·伯克尔解释其意义而离

去。阿布·胡莱拉谈到这件事时经常气愤地说：他

和阿布·伯克尔一样也理解《古兰经》这节经文的

意思。我请后者解释这节经文的意思的目的是，阿

布·伯克尔也许会猜想到他在挨饿而给他设法弄些

食物。没多时，欧麦尔也走过那里，阿布·胡莱拉

又请他解释那节经文的意思。欧麦尔也在解释后走

掉了。阿布·胡莱拉像穆圣的所有同伴那样不愿作

直接请求，当他觉察到他间接想要人注意自己目前

处境的企图无效时，开始觉得头晕起来。那时他听

到有人轻声而非常柔和地在叫他的名字。从声音传

来的那边看去，他看到，穆圣正从他家窗口向外看

而且在微笑着。他问阿布·胡莱拉说：“你饿了

吗？”阿布·胡莱拉对此回答说：“安拉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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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确实是饿了。” 

穆圣说：“我家里也没有吃的东西，可是有人

送给我们一杯奶。到清真寺中去看看，是否还有像

你那样饥饿的其他什么人。”阿布·胡莱拉接着往

下说：“我自已想想，我饿得够戗，整杯奶都喝得

下，可是穆圣还要我去邀请其他也许情况相同的

人，这意味着我只喝得着一点点奶。但是我不得不

执行穆圣的命令，因此我走进清真寺，看到有六个

人坐在那边，就把他们一起带到了穆圣家门前。他

把这杯奶放在其中一个人的手中叫他喝。当他喝好

了把杯子从口边放下时，穆圣还是一定要他喝第二

次，第三次直到他喝足。他同样地一定要六个人中

的每一个人把奶喝足。每次他要任何一个人喝奶

时，我就害怕只剩给我没多少了。所有六个人都喝

了这奶以后，穆圣把这杯给了我，我看到杯里还有

许多奶。他对我也是一定要我喝个足，要我喝第二

次，第三次，最后他自己喝完了杯内剩下的奶，向

安拉表示了感谢，关上了门。”穆圣在所有人中间

最后一个给阿布·胡莱拉喝奶的目的也许是要对他

指出，他必须继续忍受饥饿的痛苦，信赖安拉，而

毋须令人注意自己的处境，即使是间接地注意也不

需要。  

穆圣总是用右手吃喝，在喝水的过程中总要停

下三次来吸一口气。其中一个理由也许是，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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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口渴的人一股劲喝水，他就很可能喝很多水而因

此损害了他的消化力。关于吃的方面，他所遵循的

法则是，他吃一切洁净和美好的东西，而不会有肆

意大嚼的味道，或者把别人该分享的那份占为已食

的样子。如所已述，他正常的食物总是很简单的，

可是如果有人赠他以特煮佳肴，他并不拒绝。虽然

如此，他并不追求美食佳肴。他特别喜欢吃蜂蜜与

枣子。关于枣子，他经常说，穆民与枣树之间有着

一种特殊的关系，枣树的叶子、树皮和果实，成熟

的也好，还未成熟的也好，而且即使是枣核，都可

有各种用处，没有一部分没它适当的用处。一个真

正的穆斯林也是这样。他的任何行动都有它的益

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促进人类幸福。 
(Muslim, Bukhari) 

穆圣在衣着方面宁愿朴素简单。他自己的衣服 

通常是一件袍子和一条衣杂尔 (izar) 1，或者是一件

衬衫和一条裤子。他总是穿他的衣杂尔或裤子使得

衣服覆盖身体到足踝以上的地方。他在非特殊需要

时不赞成把膝部及其以上的任何部分露在外面。他

不赞成，不论是服装的一部分或者是帘子用布等

等，用刺绣或印有图案的布，特别是图案很大而且

可以理解为代表男女神像或其他崇拜的各种对象。

有一次，他看见挂在他家的帘子上有很大的图案，

                                                           
1  围在腰部悬垂到足踝的一块布--------编者。 



 264   
 

他指示把它拿下。可是，他认为使用小花纹而不能

引起多神崇拜的布是没有害处的。他自己从不穿丝

绸做的衣服，而且认为穆斯林男子也不许可穿这种

衣服。当写给某些君主或国王邀请他们接受伊斯兰

教的函件时，他要求给他刻一枚印信戒指，可是他

指示那戒指要用银而非金制成，因为他说：“穆斯

林男子不许戴金子做的东西。”(Bukhari & Muslim) 穆

斯林妇女准许穿绸饰金，可是在她们这种情况下，

穆圣指示要避免过度。有一次，他号召为减轻穷人

的痛苦而募捐。一个妇女脱下一只手镯作为她的捐

献，放在他面前。他对她说：“是不是你另一只手

也应从火狱中拯救出来吗？”那个妇女听后从另一

只手上也脱下了她的手镯。而为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而作出贡献。他的几个妻子都没有多少饰物，其他

穆斯林妇女也很少有什么饰物。按照《古兰经》的

教导，他反对聚积钱财或金蜀条块，由于他坚决认

为，这对社会较穷困的各阶层的利益是有害的，将

导致社会经济的颠覆而因之是一种罪恶。  

有一次，欧麦尔向穆圣建议，由于他必须接见

各大君主的使节，他应为自己做一件豪华的大氅，

穿着去接待他们。穆圣未曾赞同他的建议说：“如

果我采纳这样的方式，安拉将会不悦。我将穿着平

时穿的衣服接见所有的人。”有一次有人送给他一

件丝绸的衣服，他送给欧麦尔了。此时欧麦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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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能穿这件衣服，因为你自己都不赞成穿丝

绸衣服？”穆圣说：“每一件礼品并不专为个人使

用。”他的意思是说，由于这件衣服是丝绸做的，

你可以把它送给你的妻子或女儿，或者用其他方式

使用。(Bukhari, Kitab ul-Libas) 

穆圣的卧铺也是非常简单的。他从不用床架或

睡椅而总是睡在地上，床铺由一块皮革或一块驼毛

布组成。阿伊莎叙述道：“我们的床铺是如此之

小，因此穆圣在夜里起身作礼拜时，我经常躺在床

铺的一侧，当他在站立姿势时，我把腿伸直一下；

当他在叩头时，我把腿又弯回。” 
(Muslim, Tirmidhi & Bukhari, Kitab ul-At‘ima) 

关于他住房方面的安排，他同样采取极为简单

的方式。他的住房通常是一间房间和一个小院子。

房间中央经常横悬着一根绳索，这样如果有人来

访，就可在绳上挂一块布，把一部分房间变成客

厅，同妻子所在的那一部分隔开。他的生活是如此

地简单朴素，阿伊莎说：“穆圣一生中，我们有时

不得不用枣子和水维持生计，在他逝世那一天，家

里除了枣子和水以外没有其它饮食。” (Bukhari) 

 

与安拉的关系 
 

 穆圣的一生充满着安拉的热爱。尽管他肩上已

负担着非常重大的责任，他日日夜夜的大部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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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用在崇拜和颂扬安拉方面。他子夜就起身，专心

致志地崇拜安拉直到清晨去清真寺作额外拜功。有

时他在下半夜开始作额外拜功一直到早晨，以致有

时他的足部都肿了。那些看到他这种情况的人们总

是非常感动。有一次，阿伊莎对他说：“安拉已以

他的热爱和对你的亲近使你得到光荣。为什么你还

要使你自己受如此多的不安与烦扰？”他答道：

“如果安拉以他的恩赐与仁慈使我得到他的热爱与

亲近，那么我的责任不是尽量感谢他吗？”感恩应

与受到的恩赐在程度上作相应的增长。 
(Bukhari, Kitab ul-Kusuf) 

如无安拉命令或准许，他决不着手担任任何任 

务。在他传记部分已叙述过，尽管他受到麦加人极

严重的迫害，但他直到安拉命令他离开那个城市时

才这样做。当迫害越发严重时，他允许他的同伴移

往阿比西尼亚。有些同伴表达了他应和他们一起走

的愿望。他以为还没有得到安拉对此的准许而拒绝

这样做。 这样，在困难和受迫害时期中，人们通常

喜欢亲友们接近自己，而他却指示同伴到阿比西尼

亚去避难，自己留在麦加，因为安拉还没有指示他

离开那城市。 

不论何时他听到安拉的话，他总是充满着激情

开始流下眼泪，尤其是他在倾听要强调他自己责任

的那些经节时。阿布杜拉·彬·麦苏德说：“有一

次穆圣要我诵读《古兰经》。我说：可《古兰经》



 267   
 

是向你(穆圣)启示的（就是说，你比谁都更深刻地

理解）。我如何可向你吟诵呢？”可是穆圣说：

“我也喜欢别人念给我听。” 

于是阿布杜拉·彬·麦苏德开始从《妇女》章

念起。当他念到以下经文时， 

يْفَّ  ا فَّتَّ ِ  ِلْن  ِجئْنَّا إِذَّ ۃٍ  ک ل  ِهيدٍ  أ ل َّ ِجئْنَّا بِشَّ ءِ  عََّلَّ  بِكَّ  مَّ لَّ ؤ   ۔ِهيًداشَّ  هَّ

当我从每一个民族召来一位证人,也召你做这些

人的证人时, 他们的处境将是怎样的呢?（4:42）穆

圣说：“够了！够了！”阿布杜拉·彬·麦苏德抬

起头来看到，穆圣眼里泪如泉涌。 
(Bukhari ,Kitab Fada’il ul-Qur‘an) 

他特别注重参加集体礼拜，即使在病得厉害

时，那时准许不只是在房内作礼拜，甚至也可在床

上作礼拜，但他仍去清真寺亲自领拜。有一次，他

未能去清真寺，就命令阿布·伯克尔领拜。可是，

一旦他觉得病情有所改善，他就请人家帮助他去清

真寺。他身体依在两个人的肩上，但是如此地虚

弱，按照阿伊莎的说法，他的双足简直在地上拖着

走。(Bukhari) 

以拍手的方法来表示一个人的高兴或对任何特 

殊事情要人家注意，这是一种通常的做法，阿拉伯

人也惯于用这种方法。可是穆圣是如此地热爱纪念

安拉，因此在以上情况下他用赞扬和纪念安拉的方

法来代替拍手。有一次，他正从事于某一件重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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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马上就要进行下一次的礼拜，他就指示阿

布·伯克尔去领拜。此后不久，他就把这工作结束

了，于是立刻向清真寺走去。 阿布·伯克尔正在领

拜。可是那些参加聚礼的人觉察到穆圣到了，他们

拍起手来，既是为了表示他们看到穆圣到来的喜

悦，也提请阿布·伯克尔注意穆圣已亲自来到。阿

布·伯克尔随即后退，给穆圣让出位置来由他领

拜。礼拜结束后穆圣对阿布·伯克尔说：“为什么

在我指示你领拜之后你还要向后退几步？”阿

布·伯克尔答道：“安拉的使者啊！在安拉的使者

在场时，阿布·库哈法的儿子如何敢领拜呢？”于

是穆圣对参加聚礼的人们说道：“你们为什么要拍

手？你们正在忙于记念安拉的时候拍起手来，这是

不合乎礼仪的。如果在礼拜过程中恰巧有什么事情

要引起人们注意的话，你们应该大声称扬安拉的名

字。这就会使人们注意应予注意的事。” 
 (Bukhari)  

穆圣反对礼拜或崇拜作为一种苦行或强加于人

的方式来进行。有一次他到家里，看到一根绳子在

两根柱子之间摇晃着。他询问这根绳子作什么用，

有人告诉他说，他的妻子宰纳布在礼拜过程中觉得

疲乏时惯于靠在这根绳子上支撑着自己。他叫人把

这根绳子去掉。他说，礼拜时，一个人应该觉得愉

快轻松，才能继续进行。如果他觉得疲劳，那就坐

下。礼拜不是一种强迫自己去做的事，如果身体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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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疲乏再进行下去，那就不能达到礼拜的目的。
(Bukhari, Kitab ul-Kusuf) 

他憎恶一切即使带有一丝多神崇拜意味的行动

和做法。当他生命逐渐临近结束而受着垂死痛苦

时，他翻来覆去说着:“愿安拉降祸于那些犹太教

徒和基督教徒，他们把他们先知的坟墓变成崇拜的

处所。”(Bukhari)。他想起那些犹太教徒和基督教

徒在他们先知和圣者坟墓旁俯拜并向他们作祈祷。

他意指，假如穆斯林也落到这种同样做法的地步，

他们非但不会得到对他祈祷的报答，相反地会把自

己完全与他断绝关系。 

他极端小心翼翼注意保护安拉荣誉的感觉，在

传记那部分已予叙述。当麦加人试图在他的 道上设

下各种诱惑来说服他放弃反对偶像崇拜时(Tabri)，

他的叔父阿布·塔立布 (Abu Talib) 也试图劝阻他并

且表示他的恐惧：如果你坚持谴责偶像崇拜，我会

不得不在停止对你的保护与我的民众极度反对我两

者之间作出选择。在那时机下，穆圣对他叔父所作

的唯一回答是：“假如这些人将把太阳放在我的右

手上，把月亮放在我的左手上，我还是不会停止公

开赞扬和传播安拉的独一性。”(Zurqani)。在吴候

德战役时也是这样，当一群残余、受伤的穆斯林在

一座小山脚下聚集在他周围时，敌人正在尽情发泄

对击溃穆斯林队伍的狂喜情绪，在呼喊胜利声中，

他们的领袖阿布·苏非安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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بَّل ا ْعل   بَّل ا ْعل  ۔ ه  ه   

“呼巴尔(麦加人崇拜的偶像之一）应受到赞扬！

呼巴尔应受到赞扬！”穆圣不顾自己的安全以及一

小伙聚集在他周围的穆斯林默不作声，再也克制不

住自己，指示他的同伴们大声对着呼喊 ： 

ل    اَّْعَلٰ  اَّلل ٰہ   اَّجَّ ل    اَّْعَلٰ  اَّلل ٰہ  ۔ مَّ اَّجَّ ۔مَّ  

“胜利与光荣只属于安拉！胜利与光荣只属于安

拉！” (Bukhari) 

在伊斯兰教降临之前，各种宗教的信徒之间普

遍有一种错误的概念：天地发生的种种现象标志着

对各个先知的喜悦与悲哀，而且即使天体的运行也

能够受他们的控制。例如，说他们中有些人能使太

阳在运转过程中静止下来，停止月亮的行进，或使

流水不动。伊斯兰教指出了这种想法的错处，它

说，这是比喻的说法，人们宁愿从中受益，他们陷

入怀疑。但尽管这些解释，过去这种想法的影响还

存在着。然而有些穆斯林易于把这些现象归因于那

些伟大先知一生中发生的许多大事。在穆圣一生的

最后几年中，他的儿子伊布拉欣 (Ibrahim) 两岁半就

夭折了。同一天发生了日蚀。麦地那的有些穆斯林

传出这种想法：在穆圣儿子死的时候日光昏暗了，

标志着安拉对此的哀悼。有人把这件事向穆圣提及

时，他表示极大的不悦并且严厉谴责了这种想法。

他解释说：“日月和其他天体都是受安拉制定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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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支配的，与它们有关的运行和各种现象，同任何

人的生或死毫无关系。” (Bukhari)   

阿拉伯是一个非常干旱的国家，总是渴望期待

着并且欢迎降下雨水。阿拉伯人经常这样地想象：

雨水的降临受星星运行的支配。无论何时有人表示

这种想法，穆圣总是非常厌烦并告诫他的民族，不

要把安拉赐给他们的鸿恩归功于其他各种根源。他

解释说，雨水与其他自然现象都受安拉制定的法则

的支配，它们不是受任何男神或女神的喜怒或任何

其他神力的支配。 
(Muslim, Kitab ul-Iman)  

他完全信赖安拉，无论是逆境如何错综复杂都

不能动摇他的这种信心。有一次，他的一个敌人看

到他睡着了，旁边无人守卫，拔出了刀站在他头的

上方，恐吓要马上杀死他。在此之前那个人问道：

“谁能把你从这危险的处境中拯救出来？”穆圣平

静地回答说：“安拉。”他如此坚信不疑地讲出这

句话，使得即使不信安拉的那个敌人内心也不得不

承认穆圣信仰与信赖安拉的崇高品质。他手中的刀

掉了下来，他刚才还想杀死穆圣，此刻却站在他面

前像一个等候审判的犯罪分子。 

(Muslim, Kitab ul-Fada’il & Bukhari, Kitab ul-Jihad） 

在另一方面是他对安拉的谦恭自卑的感觉。阿

布·胡莱拉说道：“有一天我听到穆圣说：‘没有

人能经由自己的善行获得拯救。’那时我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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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的使者啊！你肯定会经由自己的善行而进入

天园。’他对此回答说：‘不，我也不能经由我自

己的行动而进入天园，除非只由安拉的恩赐与仁慈

护佑我。’”(Bukhari, Kitab ur-Riqaq) 

他总是规劝人们选走正道而勤于探求能够获得

接近安拉的各种途径。他教导说，没有人想要自己

死亡，因为如果他是个好人，那么活得时间长些，

就可以做更多的好事；如果他是个坏人，那么多给

他一些活的时间，也许会使他悔恶而从善。他用许

多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安拉的热爱与忠诚之心。例

如，在旱季结束后开始降下第一滴水时，他会伸出

舌头接住一滴雨水并欢呼道：“这是我的养主最近

赐予的恩惠。”他经久不变地忙于祈求安拉的宽恕

与恩赐，尤其是在他坐在人们中间时，使得和他在

一起的那些人或者与他有联系的那些人以及穆斯林

们一般都能免除安拉对他们的盛怒而得到安拉应赐

予他们的宽恕。他对安拉总是在他身边的那种意识

从未偏离过自己。他躺下就寝时惯于说： 

کَّ  ْوت   الل ٰه   َّ  بِِاْْسِ  ۔اَّْحٰ  مَّ  اَّل 

“安拉啊！让 我在称颂你名字时死去（睡下）

吧并且让我在称颂你名字时起身吧。”  

当他醒来时，他就说： 

ا بَّْعدَّ  اَّْحيَّانَّا ال َِّذْی  ِلل ٰہِ  اَّْْلَّْمد   اتَّنَّا لَّ اِلَّيْہِ  اَّلَّ ْور   مَّ  ۔الن  ش 

“一切赞颂属于安拉，他把人从死亡（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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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复活过来，有一天我们都会聚集在他身旁的。”
(Bukhari) 

他经久不变地思念着接近安拉，他经常反复祈

祷中的一段话是：  

ْل  اَّلل ٰه   َّ  ْل  ن ْوًرا قَّلِْبْ  ِفْ  اْجعَّ اْجعَّ ْی  ِفْ  م َّ َِ ِفْ  ن ْوًرا بَّصَّ ْ  م َّ  م َّ  ن ْوًرا ِعْ ْسَّ
ْن  ِيِْن  عَّ ْن  ن ْوًرا ميَّ عَّ اِرْی  م َّ ْوِقْ  ن ْوًرا يَّسَّ فَّ ِْتْ  ن ْوًرا م َّ َتَّ اِمْ  ن ْوًرا م َّ اَّلَّ  م َّ
ِفْ  ن ْوًرا لْ خَّ ْل  ن ْوًرا م َّ اْجعَّ  ن ْوًرا ِلْ  م َّ

“安拉啊！你以你的光明来充满我的内心吧，

以你的光明来充满我的眼睛吧，以你的光明来充满

我的耳朵吧，把你的光明照在我的右侧，把你的光

明照在我的左侧，把你的光明照在我的上方，把你

的光明照在我的下方，把你的光明照在我的身前，

把你的光明照在我的身后。安拉啊！你把我整个儿

转变为光明吧。”(Bukhari) 

伊本阿巴斯叙述道：穆圣逝世前不久，冒充使

者的穆赛利麻 来到麦地那宣告说，如果穆罕默德指

定他为他的继承人，他将准备接受他。穆萨伊里马

带着一大群扈从，而且与他有联系的那个部族是阿

拉伯半岛上最大一个部族。有人通知穆圣他已来到

时，穆圣就去会见他，他陪伴着其同伴塔比

特·彬·卡伊斯·彬·莎马斯  (Thabit bin  Qais bin 

Shamas) 。穆圣手执一根干的枣树枝。当他到达穆赛

利麻帐蓬时，他进去站在他前面。与此同时，又有

几个同伴走近来排在他周围。他对穆赛利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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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转告我说，你曾经说，如果我指定你为我的

继承人的话，你就准备听从我？可是我不愿违背安

拉的命令而即使赐给你这根干的枣树枝。你将得到

安拉所指定的结果。如果你背叛我，安拉将把你化

为乌有。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安拉会像他已给我

的启示那样地处置你。’然后他接着说：‘现在我

要离开了，如果你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说，你可以和

塔比特·彬·卡伊斯·彬·莎马斯谈，他是我的代

表。’随后他就回去了。阿布·胡莱拉也在同他在

一起。有人细问穆圣：‘安拉会像他已给他的启示

那样的处置穆赛利麻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穆圣

答道：‘我在梦中见到我手腕上带着两只手镯我并

不喜爱它们。我仍在梦中受安拉指示向那只手镯吹

去。当我向它们吹去时，它们都消失不见了。我把

这个梦的意思理解为，在我之后会出现两个虚假的

（先知品位）宣称者。’” (Bukhari, Kitab ul-Maghazi) 

这一件事发生在穆圣生命将近结束时。最后可 

是最大的一个阿拉伯部族尚未接受他的教义，准备

服从他所提出的唯一条件是穆圣必须指定这个部族

的首领为继承人。假如穆圣受甚至一点点任何个人

动机的驱使，就会答应把阿拉伯半岛最大一个部族

的首领作为继承人而轻而易举地使自己得到整个阿

拉伯半岛的统一。因为穆圣并无亲生儿子，所以在

这样一种安排方面建立王朝的意愿不能阻碍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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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从来也不把甚至是最小的事物视为已有而可由

自己任意支配。因此，他不能把穆斯林的领导权属

于自己的。他把这一领导权视为一种安拉神圣的信

托并且相信安拉会把它赐给他认为适合的任何一个

人。因此他鄙视地拒绝了穆赛利麻提出的条件并且

对他说，他连一根干的棕榈枝都不会赐给穆赛利

麻，更不用说是穆斯林的领导权。 

无论何时他在说话中或在讲道时谈及安拉，在

旁观者看来，似乎他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对安拉的热

爱与忠诚的激情之中。 

他总是坚持在崇拜安拉时要简朴。他在麦地那

建造的并且他总是在它里面主持礼拜的那个清真

寺，地面只是没有任何覆盖物或垫衬物的泥地，顶

是由干的棕榈叶枝构成的，天雨时就漏水。这种情

况下，穆圣和参加集体礼拜的同伴会被泥水弄湿，

可是他继续做礼拜直到结束。从来没有一次他指示

他要推迟礼拜或迁到比较防风雨的场所去的意思。
(Bukhari, Kitab us-Saum)  

 他也很注意他同伴的情况。阿布杜拉·彬· 

欧麦尔是一个生活极端虔诚和纯洁的人。穆圣有一

次谈到他时说：“阿布杜拉·彬·欧麦尔如果能在

夜功拜1方面做得更加规律些，那就会变成一个更

                                                           
دْ     1 。是在下半夜做的一种礼拜，不是每日五次礼拜之一 (Tahajjud) َتَهجُّ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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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人。”这句话传到阿布杜拉·彬·欧麦尔那里

时，他此后从未错过一次这种礼拜。据记载说，穆

圣恰巧在他女儿法蒂玛家，询问她和他的女婿阿

里，是否他们经常不息地做夜功拜？阿里答道：

“安拉的使者啊！我们试图起身作夜功拜，可是间

或在安拉愿意如此时，使得我们未能及时醒来而错

过了做这些礼拜。”他回去在路上他重复地念着

《古兰经》中的这节经文： 

کَّانَّ  ان   مَّ ْنسَّ ََّ  اْْلِ َّْكثَّ ْيءٍ  أ ًل  شَّ دَّ  ۔جَّ

它的意思是，一个人往往不大情愿承认自己的错误

而试图用各种借口来掩饰它。(Bukhari, Kitab ul-Kusuf) 

穆圣意指，阿里不应该把他的不做夜功拜归咎于安

拉，说什么在安拉愿意他们醒不过来时他们就不能

及时醒来，而应该承认他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弱点。  

 

不赞成苦行 
  

虽然他如此热爱安拉，穆圣强烈反对在崇拜方 

面的形式主义并且谴责把任何苦行作为一种崇拜形

式强加在自己身上。他教导说，真正的崇拜在于正

当地使用安拉赐予人类的各种才能与官能。安拉赐

予人类眼睛来看东西，可是不恰当地把眼睛长时间

地闭起来或者把它们挖掉，那不是崇拜而是无礼的

行为，但其不当使用可被视为罪恶。对一个人来

说，使他自己剥夺听觉官能会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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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虽然他把那种官能用于听信造谣诽谤与背后说

人的坏话是有罪的。禁食（规定的斋戒或适宜的禁

食等情况除外）是等于自杀， 因此成为一种不可饶

恕的罪恶，虽然对一个人来说，完全专心于饮食或

肆意吃喝禁止或不适宜的物品也会是一种罪恶的行

为。这是穆圣教导和强调的一项绝对重要的原则，

而以前任何一个先知都未曾加以谆谆教诲。正确使

用各种天然能力是高度的道德品质；使这些功能受

挫或失效是愚蠢的。不能正确地使用它们是罪恶或

坏事。 

正确使用它们才是真正的善事。这是伊斯兰教

的穆圣谆谆教诲的有关道德教义的本质。简言之，

这也是他自己生活和行动的一张图像。 

阿伊莎叙述道：  

ا َّ  لَّ ِِی  ْول   خ  س  َل َّ  الل ٰہِ  رَّ ل َّ َّ  عَّلَّيْہِ  الل ٰہ   صَّ سَّ يِْن  بَّْْیَّ  مَّ ََّ ا ذَّ اَّخَّ  اِل َّ  اَّْل َّ ھ  ََّ  اَّيْسَّ
الَّْ   ْن  لَّ ا يَّک  ِاْن  اِْْثً ا کَّانَّ  فَّ دَّ  کَّانَّ  اِْْثً  ۔ہ  ِلنْ  الن َّاِس  اَّبْعَّ

“不论在什么时候，穆圣在他行动的两种途径

中要选择一种的话，只要没有错误或罪恶的一切可

疑之处，他总是选择两者中较容易的一种。如果一

种行动途径通向错误或罪恶的可疑之处，穆圣比任 

何人更多地远远地避开它。”(Muslim, Kitab ul-Fadail) 

这的确是人类都可采取的最崇高和最令人赞美

的途径。有许多人自愿招致痛苦与贫乏，不是为了

赢得安拉的喜悦，因为安拉的喜悦不能用给自己毫



 278   
 

无目的地招致痛苦与贫乏的方法来赢得，他们的目

的是欺骗人类。这样的一些人很少具有内在的美

德，而想用虚假的德行来掩饰自己的缺点而在其他

人心目中获取功德。可是伊斯兰教的穆圣的目的是

达到真正的美德而赢得安拉的喜悦。因此他没有虚

假与假装的行为的需要。世人把他看作坏人，或把

他评价为好人，对他来说是毫不相干的事。他最关

心的是他自己觉得做得怎么样以及安拉对他判断是

怎么样。如果除了他良知的证明以及安拉的赞同以

外他还赢得人类的确实证明，他是感激的；但是如

果人们以偏颇的眼光看着他，他对他们的眼光短浅

感到遗憾而对他们的意见并不在意。  
 

对待他妻子的态度 
 

他对他的妻子们是非常和睦而公平的。如果她 

们中任何一个对他的举止有失应有敬重的时候，他

只是一笑置之。 

有一天他对阿伊莎说：“阿伊莎，什么时候你

对我不悦，我总能够看得出。”阿伊莎问道：“你

如何能看出？”他说：“我注意到你对我感到高兴

时，在交谈过程中如果你要以安拉发誓，你就说

‘以穆罕默德的养主发誓。’可是如果你对我不高

兴时，你就说‘以伊布拉欣的养主发誓。’”阿伊

莎听了大笑，说他讲得很对。 
(Bukhari, Kitab un-Nik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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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迪彻是他第一个妻子，对他的事业作出过巨

大的牺牲。她的岁数比穆圣大得多。她死后，他娶

了一些年岁较轻的妇女，但对海迪彻的记忆从来也

未曾淡薄过。不论什么时候，海迪彻的朋友来拜访

他，他总是站起来接待她们。(Muslim) 。如果他偶

尔看见她的遗物或与她有关的东西，他总是感慨万

分。在白德尔战役中被穆斯林俘获的战俘中有一个

是穆圣的女婿。他一无所有可提供作为赎金。他的

妻子宰纳布（穆圣的女儿）送了本来是属于她母亲

海迪彻的一只项圈到麦地那作为她丈夫的赎金。穆

圣见到这只项圈时认出这是海迪彻的项圈，就非常

感动。他对他的同伴们说：“我对此事无权作任何

指示，可是我知道，宰纳布非常疼爱这只项圈，因

为这是她先母最后的一个纪念品，如果你们能乐意

这样作，我会说情不应剥夺她这只项圈而应该还给

她。”他们明白表示，没有再比这使他们更高兴的

了，马上就接受了他的建议。(Halbiyya, Vol.2) 

他经常在其他妻子前称赞海迪彻，特别谈到她

的善行以及她对伊斯兰教所作出的种种牺牲。 

有一次在这种场合下，阿伊莎激起生气地说：

“安拉的使者啊！为什么你又在谈那个老妇人了？

安拉已赐予你比她更好、更年轻和更美丽的妻

子。”穆圣听了这话很激动并且明确地说：“喔，

不，阿伊莎！你根本无法想象，海迪彻待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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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好。”(Bukhari) 

 

崇高的道德品质 

 

在逆境中他总是非常忍耐。他从不由于身处逆

境而沮丧，也从不准许任何个人欲望来支配过自

己。如所已述，他尚未出生之前父亲就死了，母亲

死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子。一直到八岁，他由祖父

监护。祖父死后他的伯父阿布·塔立布照顾。既是

由于天然感情的关系，又是因为他受他父亲（穆圣

祖父）在那方面的特别嘱咐，阿布·塔立布特别爱

护穆圣而总是把他的侄子照顾得非常周到，可是他

的妻子并不像他那样地具有照顾关心的感情。她在

自己的孩子们中间分给他们什么东西的时候，她的

小侄子却没有份，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阿布·塔立布正巧进屋而看到他的小侄子

坐在一旁，脸上一付端庄的样子而丝毫没有任何生

气或伤心的表情。他的伯父出于钟爱之情，看到了

自己的责任，就向他的侄子跑去，紧紧把他抱在怀

里喊道：“你也注意注意我的这个孩子！你也注意

注意我的这个孩子！”这样的事并不少见，那些看

到的人都一致证明，穆罕默德从未表示过他受这些

情况的影响或对他的堂弟们有任何嫉妒的感觉。他

后来在有能力时，就承担了照顾他伯父的两个儿子

阿里和加法尔并把他们扶养成人，并且非常美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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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这一责任。 

穆圣一生经历艰辛。未生前失怙，婴孩时失

恃，八岁丧祖父。婚后连折数幼，而后他亲爱而忠

诚的妻子海迪彻逝世。海迪彻死后所娶的几个妻子

中有些在他生前就死去。终年时又失去他的儿子伊

布拉欣。他愉快地忍受了这些损失和灾难，这些损

失和灾难对他坚定而温雅的崇高气质丝毫没有影

响。他个人悲痛的心情从不向大家流露出来。他见

到大家时总是面容慈祥，并且一律以厚道待人。有

一次，他看到一个死了儿子的妇人在坟前嚎淘大

哭。他劝慰她要忍耐地接受安拉的最高意志。那个

妇人不知道正在同她讲话的人是穆圣，就答道：

“假如你也像我这样受到死掉孩子的痛苦，你就会

认识到这样一种苦恼的情况下要忍耐是多么困

难。”穆圣说道：“我不是死了一个孩子而是死了

七个”就走了。除了以间接的方式来谈他自己所受

的损失与不幸之外，他从不把它们当一回事而详加

叙述，也从不让它们以任何方式来干扰他对人类努

力不懈的服务以及愉快地分担他们的负担。 

 

他的自我控制 

  

穆圣总能完全控制自己。即使他成了一位君

王，他总是耐心倾听所有人的话。如果有人待他以

无礼的言行，他宽容他而从不企图报复。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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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讲话的对方有一种表示尊敬的方法，即不直呼其

名。穆斯林惯于把穆圣称呼为：“安拉的使者

啊”，而非穆斯林把他称为“阿布勒·卡斯姆 ”

（亦即：卡斯姆的父亲：他的一个儿子名叫卡斯

姆）。有一次，一个犹太人到麦地那他那里来，开

始同他讨论一件事。讨论过程中，他不断地称呼他

“穆罕默德啊，穆罕默德啊。”穆圣对他这样的称

呼方式并不在意，继续耐心地对他详细论述着所讨

论的事情。可是，他的同伴们对他的对话者的无礼

称呼方式越来越烦燥起来，直到其中有一个实在熬

不住时，告诫那个犹太人不要直呼穆圣的名字而应

称他为阿布勒·卡斯姆。那个犹太人说：“我只能

称他双亲给他的名字。 ”穆圣微笑着对他的同伴们

说：“那个人说得对。我从出生起就叫穆罕默德，

没有什么理由在他用这个名字称呼他我时使他们你

们烦厌。” 

有时他在走路，人们喊住他要同他讲话，说明

他们的需要并向他提出种种请求。他总是耐心地站

着让他们讲下去，等他们讲完了才继续走路。有时

人们同他握手，久久握着他的手不放，虽然他对此

觉得不大方便，而且也间或损失一些宝贵的时间，

但是他从不第一个把手抽回。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

到他那里去，把他们的麻烦事情和种种困难讲给他

听，请求他帮助。如果他能帮助，他从不拒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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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被许多请求缠住而且这些要求又是超出常情地

紧迫，可是只要他能够，他就继续照着做。有时，

他在满足一个请求后，会劝戒有关的那个人要更多

地信赖安拉，而不要去请求别人解救。有一回，一

个虔诚的穆斯林几次向他要钱，每次他都满足了他

的请求，可是最终说，一个人最好更多地信赖安拉

而避免请求人家。那个人是一个诚恳忠实的人。出

乎对穆圣感情的尊敬，他并不主动提出要归还他已

得到的钱，而宣告他将来在任何情况下再也不向任

何人提出请求。几年以后，他在参加一次战役中骑

着马冲锋。在最激烈时刻，喧嚎与混乱以及兵器的

碰击声达到高潮时，他被敌人包围了，他的马鞭从

手中落下。一个穆斯林步兵觉察到他的困境，弯下

身去给他拾马鞭，可是那骑马的人求他不要拾，他

自己跳下马把鞭子拾了起来。他对那步兵解释道：

“在很久以前我已对穆圣作出许诺再也不请求任何

人。”如果他准许这个步兵给他拾马鞭的话，那就

等于作了一次间接的请求，因此会使他对穆圣犯了

破坏他诺言的罪过。  

 

待人公正又公平 

  

阿拉伯人生性非常喜爱偏袒，对不同人采取不

同准则。即使今天在那些所谓文明国家中间，可以

看到一种不大愿意要对杰出的人物或地位、职务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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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人的行为进行清算，虽然法律严格实施于普通

老百姓。然而穆圣在处理事情时一律实施公正而公

平的统一准则。有一次他有一个案件要处理，一个

门第极高的姑娘犯了偷窃罪。如果按正常的条律判

处这个姑娘，由于这个名门会受到耻辱与贬黜，这

会引起极度的惊慌。许多人很想为犯罪者向穆圣说

情但不敢这样做。乌萨马终于被劝得担任起这项任

务。乌萨马到穆圣那里，可是穆圣意识到来者的意

图时，马上就厌烦地说，他最好断绝这种念头。过

去的民族因为对地位高的人显得偏袒而苦苦地压迫

老百姓，所以得到它们毁灭的结局。伊斯兰教不准

许这样做，我肯定不愿做这种事。说真的，假如我

的女儿法蒂玛犯了罪，我会毫不犹豫地治她以应有

的刑罚。(Bukhari, Kitab ul-Hudud) 

以前已经叙述过，穆圣的叔父阿巴斯在白德尔

战役受俘时，同其他战俘一样用绳索捆着防他逃

跑。那绳子绑得太紧，使他在夜里痛得直呻吟。穆

圣听到他的呻吟，睡不着觉。穆圣的同伴觉察到了

这一点，松开了绑着阿巴斯的绳子。穆圣获悉此事

后，指示说，没有理由偏袒他自己的亲戚，所有的

俘虏应一律对待。他坚决认为，要么他们必须松开

所有战俘的捆绑，要么把阿巴斯像其他战俘那样绑

紧。由于穆圣的同伴不愿他的叔父受到痛苦不安，

他们把所有战俘都松了绑而承担了小心看管战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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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Zurqani, Vol.3，P.279) 

即使在战争迫切需要之下，他还是非常注意遵

守一切公认的法则与约定。有一次他派遣一组同伴

到远处去收集敌方情报。他们在圣地里遇到了敌方

的几个人。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让那些人逃跑，他

们将向麦加人报告，而有危险我们被杀掉。就向这

些敌人攻击而在冲突中杀死了其中一个。那个侦察

小组回麦地那后，麦加人开始抗议穆斯林侦察员在

圣地里杀死了我们的一个人。过去麦加人在圣地经

常对穆斯林犯下破坏圣洁性的罪行。对他们的抗议

的适当答复本来可以这样说，麦加人自己根本不遵

守圣地，因此他们没有权利一定要穆斯林遵守。可

是穆圣并未如此答复。他严厉惩戒了小组成员，不

肯接受战利品，而且根据有些报道说，甚至付偿了

死者的赔偿金，直到（2:218）启示澄清了全部情

况。(Tabari & Halbiyya) 

人们通常总是非常小心，不要去伤害自己亲友

的感情，穆圣在这方面非常细致，甚至对于反对他

的人也是如此。有一次，一个犹太人来到他那里抱

怨说，阿布·伯克尔伤了他的感情，他说：“安拉

使者穆罕默德的地位高居于穆撒之上。”穆圣召来

了阿布·伯克尔并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阿布·伯克

尔解释道：那个犹太人先说，他以穆撒的名义起

誓，安拉使穆撒的地位高居于整个人类之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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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阿布·伯克尔）才反驳说以穆罕默德的名义起

誓，安拉使穆罕默德的地位高居于穆撒之上。穆圣

说：“你不应该这样说，因为应该要尊重其他民族

的情感。不要使我的地位高居于穆撒之上。”

( Bukhari, Kitab ut Tauhid) 这并不意味着，穆圣实际上

地位并不比穆撒高，而是说，像这样的一句肯定的

话对一个犹太人说，很可能伤害他的感情而应予避

免。 

 

尊重穷苦的人 
   

穆圣总是关心改善社会中较穷苦的那部分人的

生活情况并且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有一次他正和

他的同伴们一起坐着，一个有钱的人恰巧走过他

们。穆圣询问其中一个同伴对这个人的看法如何。

他答道：“他是个富有和受尊敬的人。如果他向任

何姑娘求婚，人家就接受他的请求。如果他为任何

人说情，人家就会接受他的说情。”过不多时，另

外一个人走过。他看来是个没有什么财产的穷人。

穆圣询问这同一个同伴对他的看法如何。他答道：

“安拉的使者啊！他是个穷人。假如他向一个姑娘

求婚的话，人家不会接受他的请求。假如他为另一

个人说情的话，人家就会拒绝他的说情。假如他想

同任何人交谈的话，没人会注意听他的话。” 穆圣

听了这些话说：“这个穷人的价值要比能充满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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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那么多金子的价值贵得多。” 
(Bukhari, Kitab ur-Riqaq)  

一个穷苦的妇女经常打扫穆圣在麦地那的那个

先知寺。穆圣在先知寺中有好几天没有看到她而问

起她的情况来。有人对他说：“她已死了。”他

说：“她死时为什么不通知我？我很想参加她的殡

礼。”又说：“可能你们认为由于她穷而不值得考

虑吧。这是不对的。把我领到她的墓地去。”于是

他前往她的墓地并为她作祈祷。( Bukhari , Kitab us-

Salat) 。他经常说：“有些人看起来似乎蓬头垢面，

满身污垢，谁都看不起他们，对他们闭门不纳。但

他们在他们的真主那里，是有其地位的。要是他们

信赖安拉发誓，安拉就使他们的誓言实现。”

(Muslim, Kitab ul-Birr was-Sila) 有一次，穆圣的几个同

伴正坐在一起，他们都是恢复了自由的奴隶。那时

阿布·苏非安（他是古莱西人的首领，与穆斯林作

斗争直到麦加被攻克，只是在那时才接受伊斯兰

教）恰巧走过。这些同伴对着他说话，重提安拉赐

予伊斯兰教的那次胜利。阿布·伯克尔也听到这些

话，不赞同一个古莱西首领的羞辱并且责备了那些

同伴。然后他到穆圣那里把这件事讲给他听。穆圣

说：“阿布·伯克尔啊！我怕你也许会伤了这些安

拉仆人的感情。如果真的会是这样的话，安拉会对

你生气的。”阿布·伯克尔立刻回到那些同伴那里

问道：“我的弟兄们！我刚才对你们说的话使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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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不舒服吗？”他们回答说：“我们对你讲的话

觉得一点也不生气。安拉会宽恕你的！” 
(Muslim, Kitab ul-Fada’il)    

虽然如此，穆圣坚决认为，穷苦人应受到尊

重，他们的感情不应受到损伤并且努力要满足他们

的需要；与此同时他也力图向他们灌注自尊感，教

导他们不要乞求施舍。他经常说：“一个穷人不应

该认为能够乞得一两粒枣子或一两口吃的东西就感

到满足了，而是要克制自己不去作任何请求，不管

他受到何种严厉程度的苦难。” 

(Bukhari, Kitab ul-Kusuf） 

另一方面，他经常说：“一切款待也要邀请一

些穷苦人参加才会得到安拉赐福。”阿伊莎讲道：

“有一次一个穷苦妇人带着她两个小女儿来看她。

那时阿伊莎身边没有什么可招待她，只给了她一粒

枣子。那妇人把枣子掰开分给了她的两个小女儿，

然后都走了。穆圣回来时，阿伊莎把这件事讲给他

听，他说：‘如果一个穷人有几个女儿，他细心照

顾他们。安拉会把他从火狱的折磨中拯救出

来。’”他接着又说：“安拉会对这个妇人赐以天

园，由于她关心她的两个女儿。”(Muslim)。有一

次，有人告诉他：“有一个富裕的同伴名叫萨德

(Sa‘d) 不断吹嘘他的优越给其他人听。”穆圣听后

说：“一个人不要以为，他的财富或地位或权力只

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那不是这样的。你们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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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位与财富都是通过穷苦的人们而赢得的。”

他祈祷中有一句话: 

اَِّلْتِنْ  ِلْسِکيًْنا اَّْحيِِنْ  اَّلل ٰه   َّ  ِنْ  ِلْسِکيًْنا مَّ َْ اْحش  ةِ  ِفْ  مَّ ََّ ْل ِکْْیِ  ز  ا سَّ  اْْلَّ
ۃِ  يَّْومَّ   ۔الِْقيَّالَّ

“安拉啊！我活着的时候一直使我谦卑吧，我死时

也使我保持谦卑吧，让我在赏罚日复活时与那些谦

卑的人们在一起吧。” 
(Tirmidhi Abwab uz-Zuhd) 

有一次，天气很热，他在街上走着，看到一个

非常穷的穆斯林把重的东西从一处搬到另一处,他的

相貌非常平淡，满脸汗水和污垢使他更惹人讨厌，

一付忧郁的样子。穆圣从后面偷偷地靠近他，好像

孩子们有时开玩笑那样把手伸向前去蒙住那工人的

眼睛，要他猜猜他是谁。那人把手向后抚摸着穆圣

的身体，认出他正是穆圣他自己。他大概也已猜

出，没有其他别的人会对一个像他那样的人显示出

如此亲密的爱心。那人又高兴又受到鼓舞，把自己

压向穆圣的身体，用手从后面把穆圣抱住，把他又

脏又满身是汗的身体在穆圣的衣服上磨擦，也许想

要确定一下，穆圣到底愿意纵爱他到什么地步。穆

圣不停地微笑着并没有要他停住。那个人的心情被

弄得彻底愉快时，穆圣对他说：“我有一个奴隶，

有人愿意买他吗？”那个人看出，除了穆圣以外，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他身上会看出任何价值，忧郁



 290   
 

地叹了口气答道：“安拉的使者啊！这个世界上没

有人准备要买我。”穆圣说：“不！不！你一定不

要说那种话。在安拉眼里你是非常宝贵的。” 
( Sharh us-Sunna ) 

他不仅自己注意穷苦人的幸福，也坚持不移地

激励其他人这样做。阿布·穆萨·阿势阿里  (Abu 

Musa Ash‘ari) 叙述道：“如果一个穷人到穆圣那里请

求些什么，他会对在周围的那些人说：“你们也应

该为他说情以致你们也由于善事的说情获取报

酬。”(Bukhari&Muslim) 

他的目的是，一方面在他同伴的思想中树立起

一种热衷于帮助穷人的感情，而在另一方面，使穷

人认识到他们富裕的教胞对他们抱有的爱心与同情

心。  
 

保护穷人的利益 

 

伊斯兰教在大部分阿拉伯半岛开始受人们普遍

接受时，穆圣经常收到大量货物和钱财，他立即把

它们分配给那些穷苦的人。有一次，他的女儿法蒂

玛来到他那里把双手给他看，在用磨石磨谷粒的工

作中她的手上都起了老茧。她请求可以拨一个奴隶

给她以减轻她的劳动。穆圣回答说：“我将对你说

一些事情，会比一个奴隶的价值大得多。你晚上上

床睡觉时说三十三次赞颂安拉的语句 ( ِلل ٰہِ  اَّْْلَّْم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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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次数说安拉的完美无缺 ( ْبحَّانَّ  الل ٰہِ  س  )，再三十

四次说他的伟大性 ( ْکْبَّ   اَّلل ٰہ   اَّ )。这会使你得到比拥有一

个奴隶要大得多的助益。” 

分配钱财时，有一次一个第纳尔(一种硬币)从

他的手中落下滚得不见了。他把钱分完后就到清真

寺去领拜。在礼拜结束后他照例要留在那里坐一

会，从事于记念安拉，然后让人们到他身边向他提

出些问题或请求。这一次，礼拜刚结束，他就起身

很快往家里走。他寻找那枚第纳尔。他找到了它就

回来给了一个穷人。他说明道，那枚第纳尔在分配

钱财时是从他手中掉下的，这件事他给忘掉了，在

领拜时他突然想起了这件事，他感到不安，他想，

假如在他死之前未能找回这枚第纳尔而把它给予某

个穷人的话，他在安拉面前要为此负担责任；这就

是为什么他不得不忽忽离开清真寺去找回那枚硬币

的原因。(Bukhari,Kitab ul-Kusuf)   

他热衷于完完全全地保护穷苦人利益的程度是

如此大以致他甚至规定，他的子孙不准接受任何施

舍物，因为他唯恐穆斯林们会出于对他自己的热爱

与忠诚在今后的岁月里把他的子孙作为赈济 施舍物

的主要对象而因此剥夺了穷苦人应得的份儿。有一

次,有人带给他一批枣子，提出把那枣子作为施舍

品。他的孙子伊玛目·哈桑那时只有两岁半，正好

和穆圣坐在一起。那孩子拿起一粒枣子放在自己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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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穆圣马上把手指伸进孩子嘴里把那粒枣子挖了

出来说:“我们对此没有权利。这是属于安拉创造

的人类中那些穷苦的人们的。” 

(Bukhari ,Kitab ul-Kusuf）  

 

善待奴隶 

 

他坚持不移地劝诫那些拥有奴隶的人们要仁慈

和好地对待奴隶。他作出规定，如果一个奴隶的主

人打自己的奴隶或辱骂他，他唯一可作出的弥补办

法是要释放那奴隶。(Muslim, Kitab ul-Iman）他总想方

设法鼓励，使奴隶获得自由。他强调说：“如果一

个拥有奴隶的人把他奴隶解放了，安拉会给他补

偿，使他身体的每一部分相应于那奴隶身体的每一

部分免受火狱之苦。”他又规定，要一个奴隶完成

的只是他能够容易做到的那些工作，而且他在着手

做一件工作时，他的主人应该帮助他完成这件工

作，使这奴隶感受不到羞辱或地位低落。(Muslim)如

果主人出外远行，由一个奴隶同行，主人有责任与

该奴隶共用他的坐骑，或两人骑在一起，或每个人

轮流着骑。阿布·胡莱拉成为穆斯林后惯于把所有

时间都用在陪伴穆圣上，反复听到穆圣关于对待奴

隶的命令，他说：“我以那个安拉的名字作证，我

的生命在他的手中，假如我不是为了参加圣战的机

会，不是为了完成朝觐的机会以及不是为了有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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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老的母亲的机会，我想作为一个奴隶而死，因

为穆圣坚持不移主张要很好而仁慈地对待奴隶” 

(Muslim) 。马儒尔·彬·苏伟德 (Marūr bin Suwaid)叙

述道：“我看到阿布·宰尔·吉法里  (Abū Dharr 

Ghaffārī,穆圣的一个同伴) 穿的衣服和他的奴隶穿的

衣服一模一样。”我问他关于这件事的理由，他

说：“在穆圣活着的时候，我有一次嘲笑一个人，

说他的母亲曾经是个奴隶。”穆圣对此指责我说：

“你似乎还是抱着伊斯兰教以前的想法。什么叫奴

隶？他们是你们的弟兄而且是你们力量的源泉。安

拉以他的智慧暂时使你们具有对他们的权力。那个

对他弟兄有这种权力的人应该把他自己吃的那种食

物给他吃；自己穿的那种衣服给他穿，不应该要他

做力不能及的工作而且应该在他做的工作中帮助

他。”另一次穆圣说：“你的仆人为你煮好了食物

并且把食物端在你面前时，你应该叫他坐下和你一

起吃或者至少同你在一起分享一部分，因为他对此

做了工作，就在其中建立了自己的权利。”  
(Muslim) 

对待妇女 

   

穆圣非常热心于改善妇女的社会条件以及保证

妇女有一种尊贵的地位与公平、公正的待遇。伊斯

兰教是赋予妇女继承权的第一个宗教。《古兰经》

使女儿同儿子一起成为双亲遗留下来的财产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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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样，使母亲成为她儿子或女儿财产的继承

人，使妻子可成为她丈夫财产的继承人。如果兄弟

可成为他已故的弟兄财产的继承人，那么姐妹也可

成为那种财产的继承人。在伊斯兰教以前，没有一

种宗教有如此明确规定的妇女继承权以及妇女拥有

财产的权利。在伊斯兰教方面，妇女对她自己的财

产具有绝对拥有权，她的丈夫不得只是凭借他们之

间的关系而具有任何支配她财产的权利。妇女可按

照她选择的方式完全自由地处理她的财产。 

穆圣在和善亲切地对待妇女方面是如此地注

意，使得在他周围过去未能习惯于把女人看作良伴

和伴侣的那些人们发觉他们自己很难适应穆圣渴望

着要树立和维护的那些标准。欧麦尔叙述道：“我

的妻子有时竭力想用她的意见来干预我的事务，我

责备她说：‘阿拉伯人从来也不准许女人干预他们

的事。’她就反驳说：‘那都是过去的事。穆圣让

他的妻子们对他的事务提意见，他并不叫她们停止

讲话。你为什么不学他的样？’我的回答经常是：

‘至于阿伊莎呢，穆圣特别喜欢她，可是你的女儿

哈夫萨呢，如果她这样做的话，总有一天会因为她

无礼的举动而吃苦头。’此后有一次穆圣恰巧由于

一件事而心烦，决定离开他的妻子们去单独过一段

时间。我知道这事后就对我妻子说：‘我害怕的事

情终于发生了’。于是我到女儿哈夫萨那里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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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她在哭。我问她：‘是什么一回事，是否穆圣要

同你离婚？’她说：‘我不知道关于离婚的事，但

是穆圣决定离开我们一段时间。’我对她说：‘我

过去经常对你说，不要像阿伊莎那样随便对待他，

因为穆圣特别喜欢阿伊莎，可是你看来已给自己招

来了我所害怕的麻烦。’然后我到穆圣那里去，看

见他躺在一张粗糙的地席上。那时他没有穿衬衣，

他身体上有那地席花纹的印痕。我在他身旁坐下

说：‘安拉的使者啊！罗马皇帝和波斯国王不应受

到安拉的恩赐，可是他们一生过着极度舒适的生

活，而你是他的使者却在如此不舒适中过着日

子。’穆圣答道：‘不能那样说。安拉的使者们并

不期望他们自己在舒适中过日子。那种生活只适合

于世俗的君主。’我然后对他讲了关于我和妻子和

女儿之间的一切。穆圣听了大笑说：‘我并没有同

我的妻子们离婚。我只是认为同她们稍稍分开一些

时间是可取的’。” 
( Bukhari,Kitab un Nikah) 

他是如此细致地关心妇女们的情感，以致有一 

次他在领拜时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就很快结束了那

次礼拜，并在此后解释道：听到那孩子的哭声就想

象到那孩子的母亲会因此而担心，因此他很快结束

了那次礼拜，好使那母亲到孩子那里去照顾他。 

他在旅途中时，如果同行者中间也有妇女，他

总是指示：骑乘队必须从容不迫地缓缓前进。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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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男人急于想向前行进，他

说： ََّ  ِرْفًقا اِريْ وَّ لْقَّ ۔بِا  

“当心玻璃！当心玻璃！”意思说，同行者中

间有妇女，如果骆驼和马匹使它们急跑的话，她们

会由于牲口的颠簸而受到痛苦。 (Bukhari, Kitab ul-

Adab) 在一次战役中，骑兵队伍中发生了骚乱，那

些牲口未能被驾驭住。穆圣从马上掉了下来，有些

妇女也从她们的坐骑上掉了下来。有一个同伴就在

穆圣后面骑着骆驼，跳下骆驼向他奔来喊道：“安

拉的使者啊！让我为你牺牲。”穆圣的一只脚还在

马镫子里。他赶快把脚抽出来并且对他的同伴说：

“不要为我操心，去帮助那些妇女们。” 就在他死

前，他对穆斯林们讲话时强调的许多训令中的一条

是，他们总是应该和善体惜地对待妇女。他经常反

复不停讲的一句话是，如果一个人有几个女儿，他

作好使她们受到教育的安排并且苦心地扶养她们成

人，安拉会使他免受火狱之苦。(Tirmidhi) 

为了每一个小的错误就对妇女进行体罚是阿拉

伯人经常的做法。穆圣教导说，妇女同男子一样是

安拉的创造物，不是男人的奴隶，不应受到痛打。

妇女们懂得这一点时，会走向另一极端而在所有事

情中反对起男人来，其结果是许多家庭永远得不到

安宁。欧麦尔对这些向穆圣诉说，除非有时能痛打

妇女，否则她们就会无法无天而没法管住她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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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尚未启示有关对待妇女方面的详细的伊斯兰教教

义，穆圣说，如果一个女人犯了超出道德与法律范

围的罪行，她可以受到体罚。结果，男人宁愿在格

外情况下惩罚女人，他们却重新回到了阿拉伯人古

老的做法，现在轮到女人抱怨了，她们把自己的苦

处向穆圣的妻子们诉说。因此，穆圣告诫男人说，

那些虐待女人的人永远不会赢得安拉的宠爱。后来

规定了妇女权利的律法，妇女们本身第一次开始受

到自由独立者的待遇。(Abu Dawud, Kitab un-Nikah）穆

阿维亚·古夏伊里  (Mu‘awiya al-Qushairi) 叙述道：

“我询问穆圣说：‘我妻子对我有什么要求的权

利？’他答道：‘给她吃安拉所赐予你的食物，给

她穿安拉所赐予你的衣服，不要痛打她，也不要辱

骂她，也不要把她赶出屋过。’”他是如此地关心

妇女的感情，以致总是告诫那些去出差的人们尽快

归回家园以免他们的妻儿受不必要的分离之苦。他

无论在什么时候远程归来，总在白天回家。如果他

看到旅程结束时天色已晚，就在麦地那城外宿在帐

篷里过夜，然后在次日早晨进入城内。他也对同伴

们讲，他们出门回家时，不要事先不通知而突然来

到家里。(Bukhari & Muslim) 他作出这一指示的想法如

下：两性之间的关系多半是由情感支配的。丈夫不

在家时，妻子往往疏于注意自己的身体和服装，如

果丈夫出乎意料地回到家里，妻子或丈夫也许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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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美好的情调搞糟。他指示，男人出门回家就要设

法在白天到家，而且明白告诉他家里的人之后回

家，以保证他的家属作好准备迎接他。  

   

对待死者的态度 

  

他责成每个人写一份遗嘱，它应写明处理后事

的情况，使得亲戚在他死后不受苦。 

他也指示，不应有人说死者的坏话，但应该着

重说他曾经做过的任何好事，因为提出死者的弱点

或恶事对任何人也得不到好处，而着重说他的善

行，人们就会想要为他作祈祷 (Bukhari)。他坚持要

一个死者的债务在他埋葬以前偿清。他常常自己来

偿还一个死者的债务，可是如果他不能够做到这一

点的话，他规劝死者的继承人和亲戚或其他人来偿

清他的债务，直到死者的债务被偿清后，他才为死

者作殡礼。 

对待邻居 

 

他对邻居总是非常和善和体谅。他常说：“吉

布里尔经常劝告我善待邻人，以致我以为他也许要

把邻人当作遗产的继承人。”阿布·宰尔叙述道：

“穆圣对他说：‘阿布·宰尔，你在给你家人煮肉

汤时，多加一些水，使你的邻居也能分享些。’”

这并不是说，不必邀请邻居分享其他东西。可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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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阿拉伯人多半是个迁移的民族，他们最爱吃的菜

肴是肉汤，穆圣就以此作典型的菜肴教导说，人们

要多想想同邻居分享肉汤的义务而不要去多想那食

物的味道。  

阿布·胡莱拉叙述道：“有一次穆圣大声说：

‘我以安拉的名字作证，他不是一个信士！我以安

拉的名字作证，他不是一个信士！我以安拉的名字

作证，他不是一个信士！’同伴们问道：‘安拉的

使者啊！谁不是一个信士？’他回答说：‘一个这

样的人，他的邻居不免受他的虐待。’”有一次他

对妇女们讲话时说：“如果任何人看到只有山羊的

蹄子可以煮来吃时，那个人应该同他或她的邻居分

享它。”他要人们不要反对邻居们在他们墙上打木

栓或者把它（墙）用于其它并不造成损害的事情

上。阿布·胡莱拉叙述道：“穆圣说：‘信仰安拉

和赏罚日的人不应该给邻居带来不便，信仰安拉和

赏罚日的人不应该给邻居带来不便，信仰安拉和赏

罚日的人应该说善行的话或保持安静。’”  
(Muslim)  

  

对待父母和亲戚 

 

许多人有这么一个缺点，他们结婚成立了自己 

的家以后，就疏待了双亲。因此穆圣特别强调侍奉

双亲的功德并且要亲密细心地照顾他们。阿布·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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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拉叙述：“有一个人走近穆圣（祝安拉赐他幸

福、平安！）跟前询问，‘安拉的使者呀！在所有

的人当中谁是最值得我善待的呢？’他答复说，

‘你的母亲’。那人第二次询问，‘其次是谁

呢？’先知回答，‘你的母亲。’那人第三次询

问，‘然后是谁呢？’他又回答，‘你的母亲’。

那人第四次问道，‘再其次是谁呢？’先知回答

说，‘你的父亲。’在他之后是你的近亲，在他们

之后是你更远的那些亲戚’”。(Bukhari) 。穆圣的

双亲和祖父母在他还是个孩子时已死去。可是，他

妻子中有几个的双亲还活着，他总是非常尊敬和细

心照顾他们。麦加攻克之际，穆圣以得胜统帅的身

份进入城内，阿克·伯克尔领了他父亲来见他。他

对阿布·伯克尔说：“为什么你要麻烦令尊来见

我，我会很高兴地登门去拜访他。” 
(Halbiyya, Vol. 3, P.99)  

他常讲的一句话是：“这个人多么不幸啊！他

活了足够的岁月，亲见自己双亲老态龙钟，却不能

藉侍奉他们而进入天园。”这句话的意思是：侍奉

双亲，特别是年迈的双亲，会得到安拉的恩赐与宠

爱，因此，一个人具有侍奉高龄双亲的机会时就要

充分利用他的这种机会，那么他就肯定走在正道上 

而能够受到安拉的恩赐。  

有一次，有个人向穆圣诉苦说，他对他的亲属

做的善事越多，他们对他就越不友好；他待他们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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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善，他们就越迫害他；他对他们越表现出喜爱的

心意，他们就对他越不满意。穆圣说道：“如果你

说的是实事，那你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你总会

得到安拉援助的。”(Muslim, Kitab ul-Birr wa‘s Sila）有

一次，穆圣在劝告人们施舍，他的一个同伴叫阿

布·塔尔哈·安萨里 (Abū Ṭalḥa Anṣāri) 到他那里来愿

意为慈善事业捐出一个果园。穆圣很高兴并大声说

道：“多么美好的施舍啊！多么美好的施舍啊！多

么美好的施舍啊！”接着又说：“你既然已把这果

园捐作为穷苦人之用，我要求你现在把它分给你穷

苦的亲戚。”(Bukhari, Kitab ut-Tafsir）有一次，一个

人来到他那里说：“安拉的使者啊！我准备立一个 

迁移的誓约，我准备立一个参加圣战的誓约，因为

我渴望赢得安拉的喜悦。”穆圣询问他双亲的任何

一个是否都还活着，那人告诉他：“  双亲都活

着。”然后他问道：“你真的渴望赢得安拉的喜

悦？”在得到那人肯定的回答后，穆圣说：“ 那么

你回到你双亲那里去侍奉他们而且要好好侍奉他

们。”他指出，一个人的非穆斯林亲戚应该同他的

穆斯林亲戚一样有同等权利受到和善而细心的照

顾。阿布·伯克尔几个妻子中的一个是非穆斯林，

她去探望她的女儿阿斯马，后者问穆圣道，是否她

可侍奉她母亲并送礼物给她？穆圣对此回答说：

“当然可以，因为她是你的母亲。” 

(Bukhari, Kitab ul-Ad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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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非常关心近亲，连远亲以及同他们有关

系的无论什么人也都非常关心。每当他宰了一只牲

口时，总是送一部分肉给海迪彻（他的亡妻）的朋

友们并且对他几个妻子说在这些情况下万万不能忽

略了她们。海迪彻死后多年，他（穆圣）和几个同

伴坐在一起时，海迪彻的姐妹哈拉来看他，问他是

不是可让她进来。她的声音在穆圣耳朵里听来非常

像海迪彻，他听到后说：“养主啊！这是海迪彻的

姐妹哈拉。”的确，真实的感情总会自我流露出

来，因此，与一个人热爱或高度尊敬的人有联系的

所有的人们，他就会喜欢并关心他们。 

阿纳斯·彬·马利克叙述道,在一次旅途中，他

与杰日尔·彬·阿布杜拉同路而行他像一个仆人照

顾他主人那样忙于照顾他。由于杰日尔·彬·阿布

杜拉的年龄比阿纳斯大，后者颇为窘迫不安并且坚

决表示耶里尔不应该为了他而忙碌。杰日尔回答

道：“我经常看到辅士是如何忠心耿耿地照顾穆

圣，我为他们对穆圣的忠诚和热爱所感动，我决心

不论在什么时候恰巧同一个辅士同行时，我要像一

个仆人那样侍候他。因此，我现在只是实行我的决

心，而且你呢，就不要试图劝阻我。”(Muslim) 

这一件事证实了，当一个人真诚爱着其他一个

人时，他热情的感情也会延伸到那些真诚为他所爱

者服务的人们。同样地，那些真正敬爱他们双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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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那些经由感情或亲属与他们双亲有联系的

人们总是很尊敬和关心的。有一次穆圣把一个人尊

敬他父亲朋友的行为重视为最高美德，这是他对阿

布杜拉·彬·欧麦尔说的。许多年以后，阿布杜

拉·本·欧麦尔去朝觐时碰到一个贝多因的人，他

让这个人坐在自己的坐骑上，又把自己的头巾送给

了他。他的一个同伴看到他过于慷慨，因为一个贝

多因人只要很少一点东西就觉得很高兴了。阿布杜

拉·彬·欧麦尔说：“这个人的父亲是我父亲的一

个朋友，而我听到穆圣说：‘一个人敬重他父亲的

朋友，是一种最高美德。’” 

 

交益友 

 

他总喜欢与有德行的人交往。如果他看到任何

一个有任何弱点的话，就私下温和地告诫他。阿

布·穆萨·阿势阿里 (Abu Musa Ash‘ari) 叙述道：“穆

圣以实例说明从益友那里获取的好处以及从劣友那

里所受到的损害。他（穆圣）说，一个人与有德行

的人们交往就像他身边带着麝香。如果他吃一点，

能从中得到好处。如果他只是带着它，就可闻到它

的香味。一个人与坏人交往，就像向一只炭炉中吹

气；他只能希望一粒火星会燃烧他的衣服，或者炭

所发出的气味也许会损害他的脑筋。”他经常说：

“一个人的性格会染上他交的朋友的颜色，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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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应注意同好人为友。” 
(Bukhari & Muslim)   

 

确保人们的信任 

  

穆圣十分注意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有一次，

他的妻子萨菲雅到清真寺来看他。当她回家去时，

天色已晚，穆圣决定护送她回她的家。路上他碰见

两个人走来，为了想避免他们对自己同行者发生任

何猜测，他请他们停下来并且拉起她妻子的面纱

说：“看一下，这是我的妻子萨菲娅。”那两人声

言道：“安拉的使者啊！为什么你会想象，我们对

你会有任何误解呢？”穆圣答道：“恶魔（即：各

种坏的想法）往往在人们血液中流动。我恐怕你们

对我的信任会受影响。” 

(Bukhari, Abwab ul-I‘tikaf） 

 

宽容别人的错误和缺点 
 

他从来不公开说别人的错误和缺点而且告诫人

们不要公开说他们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他经常说：

“如果一个人掩盖掉另一个人的错误和缺点，安拉

会在赏罚日掩盖掉他的错误和缺点。”又说：“我

的每一个追随者能够避免他出错的后果（即：通过

真正的悔改），除非那些继续公开宣布他们自己坏

事的人。”他举例说：“一个人在夜里做了一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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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事情，安拉把它掩盖了；早晨他碰到他的友

人，在他们面前吹嘘道：‘昨晚我做了那事。’这

样，他自己暴露了安拉给他掩盖了那件事。”
(Bukhari & Muslim） 

有些人愚蠢地想象，承认罪恶有助于悔悟；事

实上这只会助长骄横跋扈。罪恶是一种坏事，但那

个滑入其中的人如果感到羞愧和悔恨，那么，他有

机会通过悔改而爬回到纯洁与正直的道路上来。他

的情况犹如一个受诱而堕落，可是一有机会的时候

他又会受正道的驱使，罪恶被征服了，那个犯有罪

恶的人又被正道召唤回来。 可是，那些公然宣布自

己罪恶行为并以此而自豪的人丧失一切恶事的感

觉，没有悔改的可能了。 

有一次，有一个人到穆圣那里说：“我犯了通

奸罪。”（这如有确实证据的话，在伊斯兰教律法

下一种要受惩罚的犯法行为）。穆圣听了这人的自

供后转过身去做其他的事。他的意思是向他指明，

对这种情况确当的补救办法是悔改而不是公开承

认。可是那个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以为穆圣没

有听到他说的话，走到穆圣面前对着他又说了他自

己供认的话。穆圣又转开身去，他又走到穆圣面前

重复了他自己供认的话。他这样做了四次以后，穆

圣说：“我本来想这个人不要自己公开说他自己的

罪恶直到安拉指明有关他这方面的意愿，可是他自

己承认了四次，我不得不采取行动。”然后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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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这个人自己承认了但还没有受到他所承认的

那个有关女人的指控。应该询问那个女人，如果她

否认有罪，她不应受到骚扰而只是那个男人根据自

己的供认应受惩罚， 但是如果她承认了，她也应受

到惩罚。”如果《古兰经》中没有相应的律法的

话，穆圣通常按照《讨拉特》(Torah) 中的律法行

事，由于《讨拉特》中规定，通奸者须用石块砸

死，他就依此判处那个男子。在行刑时，那人试图

逃跑，但人们把他抓回，并把他处死。穆圣知道了

这件事时，不赞同这样做。他说，那人根据他自己

的供认而被判刑。他试图逃走实际上是撤回他自己

的供认，因此他不该受到仅仅根据他自己的供认而 

加在他身上的刑罚。 

穆圣规定，律法仅涉及公然的行动。在一次战

争的过程中，一伙穆斯林遇见一个非穆斯林，他惯

于埋伏在偏僻之处，见有单身的穆斯林经过，即出

而杀之。这次，乌萨马·彬·宰德追捕他，赶上了

他，把他抓住，拔出刀来杀他。那人见无路可逃，

就重复说了穆斯林信仰宣誓的一部分，即：“除安

拉以外，没有值得受拜的对象。”这样，就表明他

已接受了伊斯兰教。乌萨马根本不理睬他这一套，

就把他杀了。在该战役其它一些事件之中，有人把

这件事讲给穆圣听，他派人把乌萨马叫来并问他有

没有这回事。他证实了此一事件的说法后，穆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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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赏罚日, 如果那人的宣誓清真言（ الل ٰہ   اِل َّ  اِلٰہَّ  لَّ  ）

做反对你的见证，你将怎么办？”乌萨马答道：

“安拉的使者啊！那人谋杀穆斯林，他宣告自己成

为一个穆斯林，只是想逃避正义惩罚的一种诡

计。”可是穆圣接着又说：“在赏罚日，如果那人

的宣誓清真言（ الل ٰہ   اِل َّ  اِلٰہَّ  لَّ  ）做反对你的见证，你将

怎么办？” --------意思说，安拉一定要乌萨马说明

杀死那人的原因，因为虽然他有杀害穆斯林的罪，

但是他诵念了誓言，就表明他对自己的罪行已有悔

悟。乌萨马争辩说，那人诵念清真言是为了怕死，

不是表明他已悔悟。穆圣接着又说：“在赏罚日，

如果那人的宣誓清真言（ الل ٰہ   اِل َّ  اِلٰہَّ  لَّ  ）做反对你的见

证，你将怎么办？”乌萨马说：“听了穆圣如此再

三重复这话，但愿我只是在那霎时间皈伊斯兰教而 

未曾犯下此罪行。”(Muslim, Kitab ul-Iman）  

穆圣总是乐于宽恕人们的错误和罪过。有一个

人涉及污蔑他妻子阿伊莎的事件，而他却依靠阿

布·伯克尔（阿伊莎的父亲）的施舍度日。在明确

证实对阿伊莎的指控是虚构时，阿布·伯克尔停止

那个人的给养。阿布·伯克尔的温和和克制是值得

赞扬的。一般人对有羞辱他女儿名声罪行的而又依

靠他生活的人会采取极端的行动。当穆圣得知阿

布·伯克尔所做的事时，他对他指出说，虽然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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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犯了错误，像阿布·伯克尔那样的人不应该由于

那人不道德的行为而剥夺了他的生活给养。因此，

阿布·伯克尔就恢复了给那人的资助。 
(Bukhari,  Kitabut-Tafsir) 

 

逆境中的忍耐心 

 

穆圣经常说：“对一个穆斯林来说，生活总是

充满着美好的情景，除了一个真实的信士以外，没

有人会发觉自己处于这种地位；因为如果他做事顺

利，他就感谢安拉而且能从安拉那里接受更多的恩

赐。另一方面，如果他受到痛苦或磨难，他耐心忍

受着，这样又使自己应该受到安拉的恩赐。”当他

生命将近结束时，在病情严重中呻吟着，他的女儿

法蒂玛呼喊说，她不忍看到他这种样子。这时他说

道：“要有耐心！今天以后你爹不会再受痛苦。”

意思是说，他的一切烦恼和痛苦只限于这个世界

中，从这一生命解脱出来并进入他的养主所在处的

时刻起，他就再也不会受到痛苦了。在传染病流行

时，他反对受感染城市中的人们迁移到另外一个城

市中去，因为这会扩大瘟疫的地区。他经常说，在

传染病发生时，如果一个人继续留在自己城市中而

不把流行病带到尚未受感传的地区去而死于此疫病

的话，他将被视作一位殉教者。(Bukhari, Kitabut-Ti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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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合作 

 

他经常教导说，伊斯兰教最好的特性之一是，

一个人不应干涉与他无关的事情，而且人们不应该

设法去批评其他人以及干涉与他们无关的事情。这

是一个原则，如果普遍被采取并加以实行的话，对

巩固这一世界的和平和秩序将大有助益。我们大部

分的纠纷和动乱是由于大多数人肆意去干涉不应该

干涉的事而在需要合作来减轻那些人的危难时却不

愿合作。 

穆圣特别强调互相合作。他制定为一项法则：

如果需要任何一个人付一笔款项赎罪而不能凑足全

数的话，他的邻居或同地居民或同部族的人应该以

募捐的方式凑足此数。人们有时前来并且定居在穆

圣附近，把他们的时间用于为伊斯兰教作各种工

作。他总是规劝他们的亲戚们，担负起向他们提供

生活必需品的责任。据阿纳斯报道，在穆圣时期有

两兄弟信仰了伊斯兰教。其中一个和穆圣留住在一

起，另一个仍然做原来的职业。后来那个做原来职

业的向穆圣抱怨说，他的兄弟游手好闲地过日子。

穆圣说：“安拉给你的给养是因为你照顾你的兄

弟，因此你应该提供他生活给养，让他放手为宗教

服务。”(Tirmidhi) 

在一次旅途过程中，穆圣一伙人抵达扎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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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们立即各自从事于扎营过夜的种种工作。穆圣

说：“你们没有安排我做任何工作，我去收集做饭

的柴火。”同伴们坚决地说：“安拉的使者啊！为

什么你要这样做呢？我们在这里把必须做的事都会

做好的。”他说：“不，不。我必须要做我那该做

的部分，这是我的责任。”他从树林中收集了煮食

物的木柴。(Zurqani, Vol.4, P.306)   

 

真实性 

  

如所已述，穆圣自己在真实方面的标准是非常

刚正不阿的，因此在他的民族之中被称为“可以信

任的人”和“正直的人”。他也同样地渴望穆斯林

们应该像他奉行那样地采取相同的诚实标准。他将

真实性视为一切美德、善行和正确行为的根本。他

教导说，一个诚实的人在真实性方面是如此坚定不

移，以致安拉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有一次，一个囚犯被带到穆圣那里，该人犯有

谋杀许多穆斯林的罪行。欧麦尔也在场，相信该人

被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他不断对穆圣一次次地看

着，期待着穆圣随时会指示把该人处死。在穆圣打

发该人走后，欧麦尔对穆圣说“该人应处以死刑，

因为那是唯一适当的惩处。”穆圣答道：“如果是

这样的话，为什么你没有杀了他？”欧麦尔回答

说：“安拉的使者啊！假如你即使只要把眼皮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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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给我示意，我就会这样做了。”穆圣对此回答

说：“一个先知的行动不会含糊不清。当我用舌头

温和地对他讲话时，我如何能用我的眼睛来示意把

死刑加在那个人身上呢？” 
(Hisham, Vol.2, P.217) 

有一次，一个人来到穆圣那里说,安拉的使者

啊！我养成了三个坏习惯：说谎、纵情饮烈性酒和

奸淫。我尽力想除去这三害但未能成功。你能告诉

我怎么办吗？穆圣回答说,如果你能坚定地向我作出

许诺来去除其中一害，我保证就能除掉其它二害。

那人答应了并且请穆圣告诉他三害中要去除哪一

种？穆圣说：“戒掉说谎。” 过了些时候，那人又

来告诉穆圣说，听从了他的劝告后现在他已戒掉了

那三种恶习。穆圣要他把斗争的经过讲得详细些，

那人说：“有一天我要纵情喝酒而且就要那样做

了，那时我想起自己向穆圣作出的诺言，认识到如

果任何朋友问我是否喝过酒，我只得承认，因为我

不再能说假话。这就意味着，我的朋友中我将得到

一种坏的名声，他们将来会避开我。想到这里我就

说服我自己把饮酒推迟到以后某一个时机，这就抵

住了这一次的诱惑。同样地当我觉得想要私通时，

我自己反复思量，放肆地做坏事使我失去朋友对我

的尊敬，因为我或者在他们询问时不得不说假话而

因此违背了我对穆圣的诺言，或者不得不承认我的

罪过。这样我继续不断在我决心向穆圣履行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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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言和想放纵自己饮酒与私通之间进行斗争。过了

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消除纵情于这三害的意向，戒

除说假话的决心现在已把我从其他两害中救了出

来。 ” 

爱打听别人事情 

  

穆圣总是告诫人们不要打听别人的事情，要彼

此友善相处。阿布·胡莱拉叙述道：“穆圣说：

‘不要自己去以为别人不好，因为这绝对是谬误

的，不要彼此打听别人的事，也不要由于鄙视而彼

此用表示特性的称号，也不要彼此羡妒和抱有恶

感；让你们每个人把自己看作安拉的仆人并且像安

拉命令你们那样把别人待如手足。’”又说“要记

住每个穆斯林是每个其他穆斯林的兄弟。没有一个

穆斯林可以在苦难的时期去冒犯另一个穆斯林或者

抛弃另一个穆斯林或者由于他缺乏生活资料或学识

或任何其他东西而看不起另一个穆斯林。敬畏 

(Taqwa) 是从心中涌现出的，如果有人看不起他的兄

弟，那就足以玷污他的心地。每个穆斯林必须把另

一个穆斯林的生活、荣誉和财产视为神圣而不可侵

犯的。安拉并不看重你们的身体，也不看重你们的

容貌，也不看重你们外表的行动，而是看重你们的

内心。” 
(Muslim, Kitab ul-Birr wa’s S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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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要诚实不欺 

 

他非常关心保证穆斯林们在交易中不要有任何

欺诈或欺骗的行为。有一次他走过市场，看到一堆

谷子正在进行拍卖。他把手臂伸入谷堆，觉得这堆

谷子外层虽然是干的而里面却是湿的。他细问卖主

原因何在。那人解释道，突如其来的一场阵雨把部

分谷子打湿了。穆圣说：“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把

湿的那层谷子放在外面，使来的买主能按实际情况

估价。”他说：“欺骗其他人的人决不会在社会上

成为有用的人”(Muslim)。他非常强调交易与商业必

须毫无欺诈。他非常强调交易与商业必须毫无欺

诈。他告诫买者总是要细看他们想要购买的货物和

东西并且禁止任何人在洽谈一次交易的同时，其他

一个人不应该进行洽谈。他也禁止囤积居奇，坚决

要求市场供应正常。 

反对悲观主义 

 

他竭力反对悲观主义。他经常说：“无论什么

人犯有在民族中散布悲观主义的罪恶，他要为这个

民族的垮台负责”因为悲观思想会使人们意气消沉

而阻碍他们进步。(Muslim,Vol.2) 

他警告自己的民族一方面不要骄傲和吹嘘，另

一方面不要有悲观情绪。他劝告他们要走在这两个

极端的中间。穆斯林们必须勤奋工作，相信安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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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的努力赐以最好的结果。每个人应该奋勇前

进，力求促进社会的福利与进步，可是不应该有任

何骄傲的感觉或者有任何吹嘘自己的倾向。 

  

和善地对待动物 

 

他警告人们不要残酷对待动物并且嘱咐他们要

和善地对待它们。他经常讲述一个犹太女人的例

子，她由于把她的猫饿死而受到安拉的惩罚。他也

经常叙述一个妇女的故事，她看到一只狗在一口深

井旁渴得要命。她脱下一只鞋放下那井内舀了一点

水，把水给了那只渴得很的狗喝。这一善行赢得安

拉宽恕她过去一切罪过。 

阿布杜拉·彬·马苏德叙述道：“我们和穆圣

一起在旅程中看见巢内有两只雏鸽就抓住了它们。

它们还很小。母鸽回巢时，不见了孩子们，就一圈

一圈地拼命飞寻。穆圣来到该处，看到了那只母鸽

就说道：‘如果你们有人抓了它的雏鸽一定要马上

放了它们使它们的母亲得到安慰。’”(Abu Dawud) 

阿布杜拉·彬·马苏德又说：“有一次他们看

到一个蚁家，就在它上面放上一些柴草点火燃烧；

因此遭到穆圣责备。”有一次穆圣看见一只驴子脸

上打着烙印。他细问其故。有人对他说，罗马人用

这种方法来识别良种动物。穆圣说，脸部是身体上

最敏感部分，一只动物不能把印记烙在它脸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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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应该烙在腰腿部上。
(Abu Dawud&Tirmidhi) 

由于穆斯林总是在动物的腰腿部上打烙印，欧

洲人也按照这一做法同样把烙印打在动物腰腿部。  

 

宗教事务中的宽容性 

  

穆圣不仅着重于宗教事务中的宽容，而且在这

方面高超地以身作则。来自那奇兰 (Najran) 的基督

教部族的一个代表团到麦地那来交换对宗教事务的

看法。代表团中有几位教会高级职位人士。会议在

清真寺中举行，持续了几个小时。到了一个阶段，

代表团请求允许他们离开清真寺到一个方便之处礼

拜。穆圣说，他们不需要走出清真寺，因为它(清

真寺)本身就是崇拜安拉的地方，他们可以在寺内

作他们的礼拜。(Zurqani) 
 

勇敢 
 

  在传记部分已叙述了他勇气和勇敢的几个实

例，这里再说一个就够了。有一个时期麦地那满城

谣传着罗马人在准备一支大军将来侵犯。那时穆斯

林们夜间总是警惕着。有一天夜里沙漠方面传来一

阵喧嚣声，穆斯林们急忙奔出家门，有些人集合在

清真寺里等候穆圣前来指示他们如何应付这突发事

件。不久他们看到穆圣骑着马从发出声音的方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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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那时他们才发现，在这喧嚣声一开始时穆圣已

骑着马向发出声响的方向去查明是否有任何惊恐的

原理由而未曾等候人们集合，与他们一起前往。他

回来对同伴们说要他们放心，没有什么惊恐的，他

们可以回家去睡觉。(Bukhari, Shuja’at fi’l Harb) 

 

温和对待没有文化的人 

  

他对那些由于缺乏文化教养而举止失宜的人特

别温和。有一次，一个久居在沙漠中的人只是在不

久前才信仰伊斯兰教，正在清真寺里和穆圣坐在一

起。他站起身来走开几步，蹲在清真寺一个角落里

解溲。有几个穆圣的同伴立刻起身来阻止他这样

做。穆圣制止了他们，指出说，对那人作任何干涉

一定会引起对他的损害。他叫同伴们不要去管他而

在事后把那地方洗干净。  

 

履行盟约 

 

穆圣在履行盟约方面非常注意。有一次，一个

使节为特殊使命来到他那里。他与穆圣相处几天后

相信了伊斯兰教的真理，提出他想要宣告信仰伊斯

兰教。穆圣对他说：“这对你似乎不大适宜，因为

你在那时是个政府代表身分，应义不容辞地回到你

政府的本部而不能接受另一种忠诚的职守。回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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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如果你仍然觉得相信伊斯兰教真理，可以再到我

这里接受伊斯兰教。” 
(Abu Dawud, Wafa bil ‘Ahdi) 

 

对服务于人道主义者的尊敬 

 

他特别尊敬那些为人类服务的人。巴奴·塔伊

(Banu Tai) 阿拉伯部族开始对穆圣发动敌对行动，在

随后的战役中他们的部队被打败，有些人被俘虏。

其中有一个是哈蒂姆·塔伊 (Hatim Ta’i) 的女儿。哈

蒂姆·塔伊的慷慨好施在阿拉伯人中已成了人所共

知的佳话。当哈蒂姆的女儿告知穆圣关于她的身份

时，穆圣以极大的尊敬来对待她，而且在她说情之

下，结果他赦免了由于他们侵略而加在她民众身上

的一切惩罚。(Halbiyya, Vol.3, P.227)  

穆圣的性格是多方面的，因此在几页的篇幅中

无法面面俱到地叙述，可是由于这并非是一本专谈

他性格的一部著作，我们不得不鉴于《总引言》的

篇幅有限而到此为止。 

 

穆圣的一生--------一本敞开的书 

 

伊斯兰教神圣创始人的一生犹如一本敞开的

书，人们可以翻到它任何部分都可看到极有意义的

细节。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导师或先知的一生有象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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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的一生那样的详细记载和易于研究的。的确，这

样多的事实记载使抱有恶意的评论者有机可乘。可

是，一旦这些批评经细察和处理以后，其所产生的

信念与热诚之心，决非其他先知的一生所能引起。

模糊不明的生平可以逃避批评，但它们不能在信徒

心中产生确信与信心，一定会存留某些失望和难以

解决的心情。可是象穆圣一生那样丰实的详细记

载，引起人们的反响，而后是确信。当批评和虚构

得到清除时，这样的一生肯定受到我们完全和永久

的爱戴。 

可是，如此敞开和丰实的一生事绩，即使简短

地叙述也不可能，这该是很明显的。只能对之试作

一瞥。但是即使是一瞥也值得。正如我们说的那

样，一部宗教经典，如果没有它导师的情况作补充

来研究，就不能具有多大的感染力。许多宗教就没

有领会这一点。例如，印度教信奉《吠陀经》，但

从安拉那里接受《吠陀经》的圣哲 (Rishis) 的情况却

毫无记载。一部经义需在以其使者的事绩叙述作补

充，这一点看来对印度教的阐述者无甚印象。另一

方面，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者们毫不犹豫地斥责他们

自己的先知。他们忘记了，一次未能感化其接受者

的启示，对其他人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假如那个

接受者难以对付所发生的问题，为什么安拉要选择

他？安拉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没有一种假设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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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乎情理的。如果以为启示未能感化接受启示的

人，那就犹如以为安拉除了选择几个不够格的接受

者来接受他的某些启示外别无其他选择那样地不合

情理。然而这些想法在不同宗教中大有人在，可能

是由于现在他们与他们的创始人之间存在着距离，

或者是由于在伊斯兰教兴起以前人们的理智未能领

悟这些错误的想法。在伊斯兰教早期就认识到把一

部经典和它的导师结合在一起是何等重要和宝贵。

穆圣的神圣配偶之一是年轻的阿伊莎(A’isha)。她嫁

给穆圣时是 13-14 岁。她和他度过大约七年婚姻生

活。穆圣逝世时她约二十一岁。她年轻又不识字。

可是她非常了解这种道理。有人请她讲讲有关穆圣

的品德，她立即回答说： 

ہ   کَّانَّ   ل ق  آن ک ل  ہ   خ  َْ  ۔الْق 

“他具有 «古兰经» 中所讲的道德上的一切美

德。” (Abu Dawud)。他做的就是《古兰经》中所教

导的；《古兰经》中教导的也只是他所做的。一个

不识字的年轻的妇女能掌握印度教、犹太教和基督

教学者们所未能注意到的一种真理，反应出穆圣的

道德水平的高潮和广泛性。 

阿伊莎寥寥数语说出了一个重大的真理：一个

正直的导师不可能教的是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或

者做的是一套而教的是另一套。穆圣是一位正直的

导师。这就是阿伊莎明明白白要说的事情。他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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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他讲的道，他讲的道就是他实际的行动。懂

得他就是懂得《古兰经》而懂得《古兰经》就是懂

得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