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THE TEACHINGS OF ISLAM

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创始人著

伊斯兰教国际出版社

伊斯兰教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THE TEACHINGS OF ISLAM

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创始人著
陈君葆译
白亮诚 周仲羲 拉希德校正

伊斯兰教国际出版社

伊斯兰教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THE TEACHINGS OF ISLAM

(CHINESE)
First Edition
Second Edition
Third Edition

Hong Kong
Rangoon
Singapore

1936
1956
1991

1991 Islam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Ltd.
发行者：伊斯兰教国际出版社
Published by: Islam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Ltd.

保留全部版权
未经出版者事先书面同意，本出版物任何部分均
不得复制，不得储存于再现系统，或以任何方式或
方法如电子、机械、复印、录音、录像等进行播放
或接收。
本书编号：ISBN 1 853722820

著者简介
著者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诞生于1935
年印度卡迪安镇。一生献身宗教，以研究《古兰
经》、崇拜安拉和宣扬伊斯兰教为唯一职志。目睹
伊斯兰教成为每一方面肮脏攻击的目标，穆斯林运
气不振，信仰产生了怀疑，宗教只剩下了皮毛，乃
致力伊斯兰教维护和解脱的工作。首先，他在他发
行的四册划时代的“阿哈默底亚论证”(
)一
书中，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有生气的宗教。我们遵
照它的教义，能以建立与造物主的联系，进入和其
友谊的交通。《古兰经》所包容的教义和伊斯兰教
所传布的法则是为了提高智慧、道德和精神的完善
发展的。他宣称安拉派遣了他做《新旧约》和《古
兰》所预言的迈喜合——基督（MESSIAH）。一
八八九年他受安拉启示创立教会。现在这个教会已
建立了大量的传教中心和清真寺向整个世界宣扬伊
斯兰教义。他著书八十余部。这些著作多是用乌尔
都文写的，有些是用阿拉伯和波斯文写的。先生于
1908年逝世。努儒丁先生继承其宗教事业。1914年
他的第一继位人逝世，其受约的儿子，米尔萨 • 迈
一

合姆德 • 阿哈默德先生被选为第二继位人。1965年
其因病去世，著者之孙米尔萨 •纳思尔• 阿哈默德先
生被举为第三继位人。在他于1982年逝世以后，继
而做其第四继位人的,是米尔萨•大海尔•阿哈默德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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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汉译伊斯兰教哲学叙
中国隋唐之际，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
幸福、平安！），宣扬伊斯兰教义于西方，真理广
播，远近响服，随即传入中土。千余年来，信教者
达数千万，但以阿文艰深，学者又未兼习中文，遂
鲜少对外宣传，不惟教外人无由知伊斯兰教义，即
教中穆民，亦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盖阿文既
难习，而教义又博大精深，一知半解者，固不乏其
人，深明奥义，洞悉真理者，则寥若晨星，盖以中
阿语言不同，文字互异，以不同语言文字之人，研
求不同语言文字之高深玄理，此二难并列，固钻仰
不易矣。
然真理正道之入人心，如磁石之引铁，有所
谓不胫而走者，伊斯兰教传入中土，固非回教帝王
如异徒所诬之“武力”方式压迫人民而使之奉教
也；亦非中国君臣提倡崇奉，如佛教之建寺译经，
阐扬广播，以启人信仰也；更无通人博士，翻译经
典，奔走呼号以宣传教义，而博取皈依者。仅赖抱
残守缺、固步自封之长老，以一知半解之所学，传
诸及门弟子数人数十人，并按传统教律，宣布于一
八

寺或一乡而止，然而家传户习，皆能崇拜清高独一
之真宰，遵从至圣穆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
安！）之训示，虽不知其所以然，而正道之籽粒，
深植於每一伊斯兰人之心中，绝无犹疑携二之意，
是岂人力所能为哉？
虽然世变日亟，对内对外若无宣传大道之译
本，以启迪人心而宣示真理，则内无以增进穆民向
道之忱，外无以引导人类臻于至善之境，将至为邪
说诬蔑，以伪乱真，此诚为有志响导人士所忧悬亟
需得一完善诠译伊斯兰真意之译本也。
中国至明清两代，始有伊斯兰教义译著问
世，如明王岱舆先哲之《正道真诠》，清先哲马文
炳氏之《清真指南》，刘介廉氏之《性理》，《典
礼》，《五功释义》，《至圣实录》，马复初氏之
《大化总归》，《幽冥释义》，或详述认识造物主
本然之“有”，或论列教条和礼仪之规范，或阐明
幽冥真谛，或训示立身处世之良法，皆具有宏大精
深奥旨，以发人深省，其它普通译著具体而微者，
不下数十部册，近代学人王敬斋氏之汉译《古兰
经》，文词不能达其奥意，马子实氏之《回教哲
学》，专研认主各哲理，总诸译著，分类研讨局部
问题，固已满足人类之所需求，若概括阐明全部教
九

义，使中国人民颖悟了解伊斯兰教整个体系，则似
不能达其旨，且时代不同，教化亦须日新月异。
今者巴基斯坦“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
发动宣扬教义，以挽救邪说横行之今日人类，既用
各国文字翻译《古兰经》，加以诠释，以明真义，
又注意汇集各国关于伊斯兰教义译著，以广宣传。
教友推荐巴国该会创始人，米尔萨·欧拉姆·阿哈
德先生所著《伊斯兰教哲学》一书之汉译本，因介
绍晤仰光主事者，穆尼尔·阿哈默德·伯哈里君，
其嘱余代校正译文。持归穷十数晨夜之力，目视手
抄，详读反复，慨然曰：是书诚如著者所云“迨非
人力之所能至”者，今兹人类所切需者，其在斯
乎。
本书上论造物主本然之认识，和其属性之妙
用，以及人性之形成和道德之矫正私欲，并论及天
堂地狱和末日之境界；中论《古兰经》之高尚完
美，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之教化和使
命；下论人类本身应有之美德，应遵守之规律，处
世往还之礼节和道德，并教以超凡入圣诸法，更详
析不信真理之人所得的痛苦和蔑弃宗教智识之果
报，又批评用自杀以拯救人类犯罪之愚蠢。
凡所论列，莫不引证《古兰经》指示，条分缕
十

析，因果详明，供读者概括地认识伊斯兰教义系
统，其发人深省，有如旭日东升，幽冥毕露之概。
著者肯定地说：读后将使“心里生出一种新信仰，
灵魂射出一种新曙光。”诚哉斯言，信不诬也。
夷考伊斯兰人民，不无渊深博识之学士、精
研真经圣训之长老、善于宣传教化之热忱领袖，惟
以地限于区域，人限于种类，无参加集体研讨宗教
之机会，无解答诸问题之因由，抱道者埋没于孤陋
寡闻之区，老死穷乡僻壤窗牖之下，而求道者，每
皆望洋兴叹，是正道之所以隐蔽无闻而讥评之所由
来也，无融汇贯通，收罗四方学者于一室，通译各
方语文以互相研讨真理，终将内外隔绝，真理隐
晦，即穆民亦将自失其所凭依也。
本编著者具博学宏识之资，融汇贯通《古兰
真经》全部精义，译解经文独出新裁，不落经注家
窝臼，所以于宗教大会之上，发言人类所需诸答
案，由粗入精，由有形至无形，莫不解答详明，头
头是道，其云属于真宰启示徵兆之一，诚信而有徵
也。
今将重新付印以广宣传，其于避邪说，扬正
道，显明真理，将大造于人类，而东西文字互证真
理之归于一，正道之不分国籍，不限于语言，将由
十一

此书大显于世。
惜中文译者为非回教徒，其译笔之“信”
“达”“雅”固臻上品，惟对习用宗教术语，多与
耶稣教雷同，是伊斯兰所禁忌者，如以神圣等名名
造物主，是以被造者之名，加于创造者之上，其亵
渎至尊，上下无别矣，案宇宙间自有形之天地、神
圣帝王及无形之天使、鬼神，皆是被造之物类，各
具专名，以名其类，而造物主宰，至高无上，无一
物能类似其崇高伟大，故另有尊称之名号。伊斯兰
用译音称“安拉”，用译意则称“造物主”，或
“真宰”，不以宇宙间最高物类之名名之也。案中
国字义最伟大者，为“神圣”二字，乃本《易经》
“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而来，
故非回教徒之最高称谓，即称“神圣”，而耶稣教
每译造物主为“上帝”，译其经为圣经，故本译
中，或用“神圣”，或用“上帝”，译者本无标
范，译名皆取诸于人，故无一定名称，但上帝出源
诗经：“上帝临汝，无二汝心”，其原意即指最高
无上之造物主，故用“上帝”尚无雷同被造者之
嫌，但既为耶稣教所用，为正名则必拼弃，惟其意
义不失其正，故书中凡用神圣，圣经圣灵等名，均
改正为“造物主”或“真宰”“真经”“灵性”等
十二

以示区别，惟上帝二字，书中引用之处太多且亦无
伤正道，故仍沿用。
又本书中《禁吃猪肉》一节，就印巴区言，
其环境与中国回迥异，且解释似欠详明，拟增附中
译《典礼》书中，《禁食猪肉》一文，俾中外学
说，互相印证，而供世人了然于真理，不以地理环
境之差别而有歧异也。
至圣迁都一千三百七十五年四月哈旨凯玛伦
白亮诚氏叙於仰光。

世界权威书报对本书之评语
《通神书注释》（Theosophical Book Notes）:
“此书对于对宗教作比较研究之学者特具吸引力。
关于灵魂与肉体之伊斯兰教教义、三种境界、至高
无上之存在、道德律以及许多其他，他将发现恰是
他需要知道的。”
《英文邮报》（The English Mail）:“真正
伊斯兰观念的简要记述。”
《印度评论报》（The Indian Review）：
“本书值得伊斯兰教学生人手一篇，凡对伊斯兰教
十三

欲有认识的人的图书室中亦值得保存此书。”
《波斯顿精神报》（The Spiritual Journal,
Boston）:
“纯粹之真理。”
《布力斯陀时镜报》（The Bristol Time and
Mirror）：
“显然地向西方这样发表教义的不是一个平
常的人。”

十四

译者序
去岁秋，余友苏非加芙尔君示余以米尔
萨·欧拉姆·阿哈默德所著伊斯兰教哲学一书。余
读而喜之曰：伊斯兰教人中国千馀年于兹矣。然方
穆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之兴也，固
尝藉兵力以推行其教义，故不三十年遂奄有西亚波
斯以与我葱岭以西诸地相接壤，馀威所被，且于后
此百年间，囊括北非，席卷西班牙，几撼东罗马帝
国而摧陷之。其功业可谓盛矣。乃其教一入中土，
即改易趣尚，不复以耀武扬威为事，何哉？岂以震
旦文治之涵儒，足以去其凌厉耶？然余稽诸穆教经
典神圣战争之为义，各宗所训不无异同。逮十九世
纪末，欧拉姆·阿哈默德出倡阿哈默底亚宗于印度
之旁遮普省，所橥教义独与他宗异，盖主张对异教
持一种宽大主义者也。其训神圣战争，则谓为神灵
生活对恶生活与非正义的决斗，对异教或不信教义
者则怀柔之，以和平方法而不主用兵。是知馀绪流
风有历千百年，而犹不足以尽其美者，非蕴藏之
深，植基之厚，曷克臻此？今诵米尔萨氏之书，想
见其为人，宽柔诚朴极似耶稣，其以救世先觉自称
十五

良非过侈也。夫清真之为教，奉一神而行简易，尚
虔敬而轻祭祀，无种族之界限，无阶级之歧视，信
仰既一，如同兄弟，其于民生日用若是，故虽崛起
一隅，而信奉之者遍于寰宇，此岂偶然也哉！抑阿
拉伯自古即为游牧民族，散居各地，其族生活无
定，往来飘忽，虽时自此侵入他邦，启图沃宇蔚为
大国，然在阿拉伯，则有史以来实未尝成为一政治
单位。穆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兴，
乃揭教义，藉兵力，以统一全岛，更挟其馀威，乘
破竹之势，以从事于以《古兰天经》征服全世界之
举，此其计划不可谓不宏伟；且揆以当时之情势又
不可谓为无成功之可能也。故史家威尔斯氏曰：
“假使伊斯兰教徒中，有数十青年，具阿布伯克尔
之性质者，其事业必有成功之一日，所谓已近成功
之境者，因阿拉伯此时已为伊斯兰教信仰及意志之
中心，且因当时世界除中国外，且除非在俄罗斯草
原或土耳其斯坦诸地中已再无精神自由之人民能团
结为一而深信首领者。”夫以散漫之游牧民族，一
旦乃藉宗教力量混为一体，团结以向外，此甯非历
史一异迹欤？余因之而重有感焉。米尔萨氏余不得
而见之矣。得读其书，揣摩其于所以立教之由，从
而寻译天经之真义，则古所谓宽柔以教者，其不在
十六

兹乎。加芙尔君曰：子既善之，盍翻译为中土文字
以广布其义？余曰：诺。乃以授课之余，闲日翻译
数页。计历时凡数月始竣事。中间又德黄国芳、程
挚二君相助，乃底于成。感幸之余，为识其事之原
委如此。
一九三六年春三月
中山陈君葆识于香港大学

十七

引言
这篇论文的原稿是用乌尔都文写成的。著者
为众所属望的领导者，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创始
人，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他是应一八
九六年十二月在印度旁遮普省拉合尔城 1 所开的宗
教大会的执行委员的邀请而写的。论文的要旨就是
根据伊斯兰教的观点，来解释大会委员所选定的下
列五个题目：
（一）人的形体、道德、精神的状况；
（二）人在死后将是什么状态；
（三）人生在今世的目的和达到其目的的方
法；
（四）行为在今世和后世中有什么作用；
（五）关于认识真主的来源。
在这个盛大的会上，各教的代表皆备有渊博
的论文，来对大众宣读。会议秩序的进行，引起了
公众极大的兴趣。远近踊跃赴会的听众，皆希望他
们各所信仰的宗教，能够安然得到胜利。米尔萨先
生在距离会期还很早以前，发表过一篇令人异常注

1

拉合尔城现为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会。
十八

意的奇特宣言。在那篇宣言里，他预言了所写的这
篇论文，将有那样的优越性，胜利无疑地将是归他
的。因此大会开幕的时候，整个广阔的会场竟充满
了浓厚的宗教热诚。后来事实果然和所预言的一
样。当依次轮到他宣读他的论文时，听众觉得他的
议论那样的动听，一时举座为之肃然。篇中所包涵
关于最高无上宇宙主宰的知识的深奥意义，影响一
般听众，颇为深刻。依据原定的演讲时间，他觉得
不够来充份地发挥他的题目，而且群众又很想听完
为止，所以执行委员和大会的主席，只得将会期延
长一日，给他们听完这篇大家赞赏的论文。听众立
刻充满了无限兴奋和热诚，会场也拥挤到水泄不
通。论文读完之后，全场一致同声喝彩。现在我为
这篇论文的读者的利益计，把那篇值得纪念的宣言
记录如下。

十九

告寻求真理的人们一个大好的消息
苏瓦米、修更蒋德罗先生在他的通告里，邀
请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亚利安教的宗教领导人士
宣誓，他们必须在其提议的宗教大会上，讲述他们
的宗教特点。所以我们通知苏瓦米先生：为了真主
的光荣，我们业已准备满足他的意旨。如果安拉愿
意，我们的论文将在大会上发表出来。当一个真正
的穆斯林受命为了真主做些事情的时候，伊斯兰教
是指导一个真正的穆斯林表现完全服从真主的。但
是现在我们要看他的弟兄亚利安人和基督教的牧师
卜尔买喜尔（亚利安人的崇拜对象）或耶稣的崇敬
到什么程度。他们是否准备参加为了圣洁伟大的真
主之名而举行的这个宗教大会。
1896年12月26、27、28这几天，在印度拉合
尔城市政厅所开的盛大宗教大会，鄙人将宣读一篇
关于《古兰经》的完善性和奇迹性的论文，这篇文
章的写成，非人力所能及。真的，这就是安拉所启
示的各种迹象之一，是藉着他的特别帮助写成的。
这篇论文包含着真理和教义，且都是由《古兰经》
汇集出来的。这就明如白日般表示着他是安拉的言
二十

语，化育宇宙万物主宰的经典。大凡能够忍耐地自
始至终细听我对于这五个论题所提出的答案的，他
就一定觉得心里生出的一种新信仰，灵魂里射出一
种新异光。实在地说一句，他将要觉得自己获得一
部安拉真经的完美的注解。我这篇演讲并没有常人
的废话，也没有一点铺张。我觉得我对于人类抱有
深厚的同情，这同情心现在迫使我刊行这篇宣言
书，好叫他们能够窥见和称赞《古兰经》的美点；
让他们自己去发现对方喜欢黑暗、憎恶光明，实在
是多么残忍的啊！无所不知的安拉，事前已默示给
我知道，在这次的大会，我这篇论文的价值是超出
其他各人所宣读的论文之上的，它将带着真理、卓
识和智慧之光照耀世界，致令其他各宗教代表将会
觉得自惭形秽。倘使他们从头到尾听完了全篇论文
的话，无论基督教、撒马教、印度教，或其他任何
宗教的教徒，恐怕也不能够在他们的经典中拿出同
样的真理来，这因为安拉想在大会那一天，把他的
真经光荣完全表彰出来哩。
关于这一点，我在精神景象中，看见一支神
秘的手放在我的宅第之上，经这手接触之后，就有
一道红光射出，渐渐散布到四周，连我的手也染了
光，同时有一个人站在我旁边，大声呼喊：“安
二十一

拉，真宰，伟大无比，开巴尔成了废墟。”这个梦
的意义是这样解释：那座房宅，就是我的心，在那
里降下的光辉，逐渐积聚起来；那普照四壁的光，
就是代表《古兰经》所载的真理，开巴尔就是象征
一切荒诞和多神教义混合而生的腐败宗教，这种宗
教每把人来替代安拉或是贬损了造物主宰的常德的
完美地位。我得到的消息是这样：当我的论文经过
了无数的流传之后，各种虚伪宗教的虚伪就不攻自
破，而《古兰经》的真理，也日渐推广起来，直至
普及全球为止。由这个精神景象，我再被引到启示
的境界。在那里，所启示与我的是这样：“安拉，
真宰常和你在一起；你站在哪里，他也站在哪
里。”这句比喻，当然是表示我得安拉赞助之意。
但是我并不想张大其词。我现在仅用这篇宣言书，
来邀请各人，即使花费一些，也都按期到拉合尔城
的宗教大会去听那些哲理名言。我想这对于他们的
理性和信仰，总会产生其所不能意料的利益的。谨
祝遵受指导的人们身心安宁！
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
书于卡迪安
一 八 九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二十二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我们赞颂他，我们求他赐给他
高尚的圣人幸福

伊斯兰教
每一个宗教的主张及论据必须以主宰所
启示的经典作依据
在这个吉庆的大会上，集了许多宗教派别的
代表在一起，大家在指定的问题所容许的范围内来
发扬光大各自宗教的优点。我是代表伊斯兰教的宗
教信仰来陈说的。在我开始讨论本题之前，我想对
大众声明：凡我所论述的，均以《古兰经》为根
据。我以为第一重要的是，凡信仰他们的经典是安
拉启示的言语的，必须依照他们所信奉的经典，讲
述他们的宗教，而不要逸出他们经典的范围，或是
援引经书以外的论据来陈义。因为，如果他不遵守
这个规则，他其实不过是提出一部新的经籍来倡
导，而并非发挥他所信奉的那一部。我的目的既然
在于指出《古兰经》的优美，及证明它如何超过其
他一切经籍，所以我自己将严格遵守上面所声明的
1

规律。凡所立的主张及论据，完全遵照《古兰经》
中的旨示或阐述或引证《古兰经》原文。与会的其
他诸位，想也同意这样的规则，来明白定出他们论
说的范围。这样，高明的人，对于各个所谓由主宰
启示的经籍的比较价值，便有一个辨别的大好机会
了。
因为所有信仰经典的人都将以其所信奉经典
的本文，陈述教义，所以我在这里，将不引述穆罕
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圣训，因
为他的言语就是包含一切经典教义的这部完善经典
的注解。总结一句，今天是表彰《古兰经》光荣的
日子，我们乞求全能的安拉帮助我们进行所承担的
这项工作。愿安拉准我们所求吧！
译者注：凡关于《古兰经》的参考，都以章
节号码表示。而每章节数，我们把“奉无限博爱、
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一节作为第一节。
再则，本书所引用的《古兰》经句有些是意
译的；有些在译文中加入必要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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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问题
人的形体、道德、精神的状态
尊敬的听众啊！敬请留心，在这篇论文的开
始几页里，是介绍性的文字。这种介绍性的文字，
从外表看来，与主题没有什么关系，但为了明白真
正的答案，首先明白这介绍文字是极为需要的。所
以为了先有清楚的概念，在尚未论及主题以前，先
写些介绍性的资料，以便在了解真正的研究对象的
时候不发生什么困难。

人的三种状况
要知，第一问题是关于人类的形体、道德、
精神的状态。关于此点，《古兰经》指出了这三种
状态的三个个别的源头。换句话说，它指出三个源
泉，从这三个泉源生出三个不同的状态。

第一个源头—引动罪恶的心灵
一切形体状态所由来的第一个源头，《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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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叫做引起罪恶的心灵1。如真主说：
َّ ِ
)54:12(لسوء
ُّ س ََل ََّم َارةٌ ِِب
َ إن النَّ ْف
引起罪恶的心灵有一种特性。它使人倾向于
那些阻止精神完善和道德进步的恶事并引起人们走
不受欢迎和邪恶的道路。
简括来讲，倾向偏颇和邪恶是人类的一种状
态。这种状态在其具有道德状态以前，自然地掌握
着人类的意向的主权。这种状态叫做形体的状态，
人在这种状态里是不走在理智与认识的庇护之下
的，而是像其他的动物一样，随着吃、喝、睡、
醒、恼怒、激动等自然的情感的。当人受了理智与
认识的领导，把自然状态加以管理，约束在适当的
规范以内，那时，这个状态的名字，不叫做形体的
或自然的状态，而称作道德状态。关于道德状态，
我们在下文将加以叙述。
1

注：凡关于《古兰经》的参考，都以章节号码

表示。而每章节数，我们把“奉无限博爱、永久仁
慈的安拉之名”一节作为第一节。
再则，本书所引用的《古兰》经句有些是意
译的；有些在译文中加入必要的注释。
4

第二个源头—自责的心灵
道德状态源头的名字，《古兰经》叫做自责
的心灵。
正如真主在《古兰经》里，这样说道：
ِ وََل أُق
ِ ْس ُم ِِبلنَّ ْف
(3:75) ِِ س ال َّ َّو َام
َ

我以在邪恶和偏颇的事上自责的心灵作证
（七十五：三）。这个自责的心灵是人类状态的第
二个源头。从这个源头产生道德状态 。达到这个阶
段的人，便完全脱离类似兽性境界的生活。指自责
的心灵作证是为了给他荣誉。因为由违反不遵命的
心灵，改变到能够自责的心灵，这便足以正确地表
示它是已经改进了，已经洗涤过了，所以在真主的
面前，好像是值得称许的。自责的心灵，所以这样
称谓者，就是因当它对于犯了罪恶的人，痛加谴
责，而对于不加拘束的情欲和兽性的欲望，则极端
憎恶的缘故。它渴望表现良善状态与高尚道德，务
使人生的整个方面得到适当的节制，一切自然的情
欲都表露于理智范围之内。因为它对恶的动作从事
谴责，所以它叫做自责的灵魂。意思是，它很是自
责的。自责的灵魂虽不喜欢自然的情欲，经常责备
自己，但它究竟不是自己的情欲的完全主宰，且自
5

己也没有充分力量来约束自己，从事善行。有时在
它与自然的情欲的交战当中，情欲有时占据优势，
那么，它便绊脚跌落。它的这样的弱点，和小孩子
的懦弱无能很相像。小孩子并不爱跌倒，但是他的
两脚若是软弱无力，支撑不住时，他便不由自主的
跌下去了。然后悔恨自己的软弱。简言之，在这个
情况下，心灵培养一切高尚道德，憎恶背逆，仍不
能完全地胜过自己的自然情欲。

第三个源头—安静的心灵
这第三个源头应当叫做精神状态的开端，这
个源头的名字用《古兰经》的话来讲，叫做安静的
心灵。经中真主说：
ِِ
ِ اضيًِ مر
ِ ِِ
ِ
فَا ْد ُخَِّي ِِف〇ًَِّضي
ْ َ َ  ْارجعي إِ ََل َربك َر〇َُِّس ال ُْمط َْمئن
ُ ََيأَيَّتُ َها النَّ ْف
ِ ِعب
)30-28 :89( َوا ْد ُخَِّي َجن َِّت〇ادي
َ
安静的心灵啊！你从真主那里实得到了最大
的安静，你回到你的主那里去吧，你喜欢他，他也
喜欢你。现在你进到我的仆役队里吧，进到我的天
园里吧。（八十九：二十八至三十一）在这个阶
段，心灵已经将一切薄弱无能的缺点摒除净尽，同
时充满了灵性上的力量。它已经和真主建立了关
6

系，再也不能离开他而生存。正像从上川流而下的
水一样。由于水源的大量和障碍的破除，大力地激
流不息。同样地，在这一个阶段的心灵，一切羁绊
都已解除，直奔它的创造主。上面所称引的那一段
经文，所指的便是这个意义：从真主那里获得了安
静的心灵啊！你回到你的真主这里来吧！从这句
话，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所谓心灵的大改变，
是从今世做起，并不是死后才开始，在今世他就获
得一个天园。正像一节经文说：回到你的养主吧，
就从这个时候心灵获得安拉的养育，爱真主是他的
食粮，他就从这个赐予生命的源泉吸饮精神的水，
所以能够从死亡里得救。这个同样的意思，在《古
兰经》别处用下列的字句这样说着：
(11-10:91) 〇اها
َ اب َم ْن َد َّس
َ قَ ْد أَفْ ََّ َح َم ْن َزَّك
َ  َوقَ ْد َخ〇اها
凡能够使自己的心灵清除一切形体的情欲
的，便得救而不至毁灭；反之，凡沉溺于形体(自
然)的情欲的，便一定会对生命失望。（九十一：
十至十一）
总一句来讲，心灵的这三种境界，便是所谓
人之形体、道德、精神的三种状态。因为过度追求
形体需要的满足，相当危险。有时人的道德与精神
7

会受其致命的打击。所以这一个形态，在用真主的
真言来说，叫做引起罪恶的心灵状态。如果我们要
问《古兰经》的教义对于人形体的状态，有什么影
响呢？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它怎样指导我们呢？
这形体的状态，它曾规定什么实际的限制呢？请留
心，依据伊斯兰教经典，人们形体状态，与他的道
德、精神状态，实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的饮食
的方式，事虽细微，也足以影响到他的道德和精神
状态的陶铸。因此，他的那些形体状态，假使能获
得经典的指导，将都成为道德的状态，并且深切地
影响到精神状态。正为着这个缘故，所以，《古兰
经》在一切方式的崇拜功课和在一切关于内心的纯
洁与精神的谦恭的劝告方面很着重外表的清洁、身
体的姿态和外形的礼仪。我们试细心研究四肢五官
的动作，强烈地影响到我们的心灵，是极其正确的
哲理，像我们看到我们的有形动作，外表看来，是
形体的，但它必须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如哭泣会
令我们心里发愁，无论是真意的或假装的。反之，
假装的笑却会使得心里欢喜。同样的理由，祈祷时
形体的叩头也使心灵产生谦虚与恭顺；反之，高视
阔步，便会流于浮夸傲慢。这些例子很足以说明身
体的姿态如何影响到人类的心灵的一方面。
8

同样地经验也告诉我们：食物怎样会影响我
们的心力和脑力。例如，吃素的人，勇气逐渐减
小，终至心胸极弱，丧失可赞的安拉赋予的力量。
从真主的自然律中这样也可以找到它的证明。在动
物界中，此种例子非常之多，吃草的动物没有吃肉
的动物的勇气，而在鸟类当中，也有同样的情形。
因此，我们可以说，食品对于道德的养成，具有十
分重要的关系，大概无可置疑了。是的，日常过于
多食肉类而很少食用植物食品的人们，他们的谦
恭、温和德性也会减损。固守中庸之道的人是两种
道德品质的继承者。真主便本着他的这个智慧，在
《古兰经》里说：
(32: 7) َوُكَُّوا َوا ْش َربُوا َوََل تُ ْس ِرفُوا

食肉类也食其他食品，但无论何种食品，都
不可任情到过量，因为要这样，才使你的德性和健
康不受损害。（七：三十二） 正如形体的行为，影
响心灵，有时心灵也影响形体。心里悲伤，两眼便
流下泪来，愉快的时候，便会显现笑容。而形体的
一切动作，像饮食、睡眠、行走、运动、休息、沐
浴种种外表的行为，对于我们的心灵状况，又必然
地会产生影响。我们的形体构造与我们人的属性有
相当密切关系。一次震动，传达到脑袋里的某一
9

点，会使记忆力消失，若传达到另一点去，就会弄
到失去知觉。载有疫疠的毒菌的空气，在很短的期
间，会令人们的身体毁坏，接着，心灵也要腐败起
来，大约不出数小时，整个为道德组织所居住着的
内在体系都会失去了作用，而那个不幸的病者，便
像一个疯人一样去世了。总之，形体的损害也显示
奇观，由这奇观，证明肉体与灵魂两者之间，确有
一种神秘的关系存在，然而欲解决这一个神秘，却
非我们人类的理解力所能够做得到。为了证明这一
点，还有另一个证据：我们经由深思熟虑，得以知
道，肉体的本身就是灵魂之母。灵魂并不是从上方
的任何角落跑下来，投进母亲的胎怀里，与婴孩的
肉体发生关系的。它是一朵火焰，蕴藏在精液里，
跟着肉体生长而发光的。真主的真言曾教我们那灵
魂是从精液在母胎里发育的肉体中显现出来的。如
《古兰经》里真主说：
ِ ِ ْ اَّلل أَحسن
(15:23) ي
َ ُُثَّ أَن
َ شأ ََْنهُ َخَّْ ًقا
َ اْلَالق
ُ َ ْ َُّ آخ َر فَ تَ بَ َار َك

我们给那在母亲的胎怀里预备好的肉体,另一
个生育形态,从他的本体内显明别一个创造,这个新
的创造叫做灵魂。真主是吉庆的,他是没有任何同样
的创造者。(二十三:十五)
上述真言：“我们就从那个肉体显现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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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包含一个深奥的秘密，显示灵魂的真实
性，同时指明灵魂与肉体的坚强的联系。这个指示
还给我们一个教义：一个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
所有一切形体的活动，如果是为了真主、为了真主
的道路，都归纳到主宰的这个哲理之下。即在一切
真诚的表面动作里，起初灵魂也是蕴藏着的，如同
蕴藏在精液里一样。当这些动作的实体逐渐地发
展，这蕴藏着的灵魂也就闪烁发光了。当动作的实
体完成了的时候，灵魂就突然地发出它的极度光
明，以自己的精神能力表现自己的存在，开始生命
的明显活动。在动作的实体到了极度发展之后，从
它的里面马上显示一度闪耀的火光，如同灼耀的电
光一样。关于这个时期，在尊贵的《古兰经》里，
有如下的说明：
ِ ِ ِ ِ ُ فَِإ َذا س َّوي ته ونَ َف ْخ
ِِ
)30:15( ين
َ ت فيه م ْن ُروحي فَ َقعُوا لَهُ َساجد
َ ُ ُْ َ
当我造成了他的形体，安排好了荣耀的一切
现象，并吹入了我自己的灵魂。你们要在大地上，
为着他，俯身，叩头。（十五：三十）这节经文指
示着，当行为的整个形体完成，灵魂就在其中发出
光彩；这灵魂，全能的真主把它比作自己的灵魂。
因为在牺牲世俗生活之后灵魂的构架完成，所以那
先前暗淡的真主光彩便突然闪光。每一个人对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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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荣耀都要叩头，受到吸引。所以凡是目睹这
光的，除了喜爱黑暗的伊布利司以外，没有不五体
投地，自然向往。
在这里再说明一点是有益的。那一要点是：
在妇女子宫中产生的婴儿于四个月零十天后便开始
动作。 这个时期大约是胎儿在子宫内房中居住的
半个时期。正如胎儿，即子宫中的孩子第四个月显
示自己生命的奇观，他从植物的形态，进入动物的
形态；同样，就是这自然定律也发现于精神创造
中。意思是说：正如胎儿在子宫居住约为其存在时
期一半之数以后显现生命的迹象，出示生命的完全
的现象，精神的生命情况， 同样也就是这样前定
了的。绝大多数人们年到八旬是极好的岁月。这时
没有模糊不清和昏暗的瑕疵感觉障碍， “八十”
之半数是“四十” ， “四十”与“四”一字是很
像似的，意思是，子宫的婴儿护得灵魂在子宫中四
个月的数目结束的四个月。所以真实的经验指示：
当人度其最完好的生命之半， 即四十年——相似
子官之四月时，或当其达到四个月开端，那时如果
他的天性中有真理的精神，那么，那个精神到一个
特殊时候便显现其明显的征象，开始动作。
这件事对谁都不是隐蔽的。在四十岁之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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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时侯是生活在黑暗占犹势的时期，因为人在
七、八岁时只度童年生活，然后一直到二十五和二
十六岁忙于接受知识或于游戏中浪费时间，在这个
时期以后，由于结婚，照顾妻子儿女，或由于漫不
经心地今世欲望自然地胜过了他，为了世俗的财
富、名誉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欲望和要求，为了满足
享受而思想失去中庸，陷入极端。如果他也转向真
主，那么，私欲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和它混在一起；
如果他也祈祷，那么，一般说来为了达到今世的一
些目的他祈祷得很多；如果他也哭泣，那么，一般
说来还都会混杂着今世的一些目的，他对于复生日
的信仰是很弱的。即使也有，那死的日子离他现在
还远。正像某一运河堤岸破裂，毁坏四周田地，同
样，自然情感的泛滥把人的生命置于非常危险状态
之中。在这种状况下他什么时候才能信认复生日的
精微事物，他甚至耻笑、嘲弄宗教事物。他出示干
巴巴的论理学说（逻辑）和无结果的哲学。是的，
如果他的天性善良，那么，他也信仰安拉，但那信
仰不是由于内心的真诚和忠顺而仅是以自己的成功
为条件的。如果他获得世俗的愿望，那么，他是安
拉的；否则，他是魔鬼的。
总之，在青年时期，情况是很不安全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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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没有安拉仁慈的帮助，那么，人便会堕入火狱之
中。这是真实的，这个年龄就是一切坏的根源。就
是在这个年龄，人召来大多数的身体疾病和值得耻
辱病症。人就是由于这不成熟之年的错失有时背弃
真实的、始终如一的真主。简言之，这个时期就是
那少于惧怕安拉、寻求私欲和自我占主导地位的时
候。他不听从任何劝告，他将一生遭受这个时期错
误的惩罚。当他年达四十时，他的青年时期的毛发
开始逐渐脱落。现在他对于自己的许多错误感到羞
愧，当初对于他的这些错误而劝告的人们，原不知
所措而已失望了的。但他现在自然的激动自动地逐
渐减少，由于身体状况的原因晚年的时期也已开
始，那引起邪恶的血以前是常常产生的，现在那种
血从哪里产生。以前所有的那肢体的力量和青年时
期的陶醉快乐，哪里仍然存留，现在退化和亏损
时期来到了。在这个时期内，势须继续不断地看到
比自己年龄大得很多的老年人的死亡，而且有时前
定了的小年纪人的死亡也令人泄气的。大概在这个
时期内父母也卧在坟墓中，今世多变的很多的范例
显现出来，安拉在他之前放置一面镜子：看吧，这
是今世的真相，为了它你甚至不惜身死，但它的结
局是这样罢了。那时他以悲哀的眼光看过往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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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有一个重大的变革，开始一个新的世界，不
过这种情况的条件是： 他的性情是尽本分的，而
且是被召唤的。伟大的安拉说：

َو َو َّص ْينَا ْ ِاْلن ْ َس َان ب َِو ِ َاِليْ ِه ِا ْح ٰس نًاط َ ََحل َ ْت ُه ُا ُّم ٗه ُك ْرهًا َو َوضَ َع ْت ُه ُك ْرهًاط َو َ َْح ُ ُٗل َو ِف ٰص ُ ُٗل
ث َ ٰلث ُْو َن شَ ھ ًْراط َح ّٰت ِا َذا بَل َ َغ َا ُش َّد ٗه َو بَل َ َغ َا ْرب َ ِع ْ َْي َس نَ ًة قَا َل َر ِ ٰب َا ْو ِزع ِ ِْْن َا ْن َا ْش ُك َر
ِن ْع َمتَ َك ال َّ ِ ّْت َانْ َع ْم َت عَ َ ََّل َوعَ َٰل َو ِ َاِل َّی َو َا ْن َا ْ َْع َل َصا ِل ًحا تَ ْرضٰ ُه َو َا ْص ِل ْح ِ ِْل ِ ِْف ُذ ٰ ِري َّ ِ ّْت
)16:46( ط ِا ِ ٰ ّْن تُ ْب ُت ِالَ ْي َك َو ِا ِ ٰ ّْن ِم َن الْ ُم ْس ِل ِم ْ َْي۔

意思是：我嘱咐人说：你要孝顺你的父母。
看啊！你母亲为了你担负了什么痛苦，由于腹中怀
你她长期遭受痛苦。她痛苦、艰难地生了你。为了
怀你、乳你她担负了三十月的痛苦。然后安拉说：
当善人活到四十岁，具有了坚固的智力，那时他记
起安拉的嘱咐，他说，我的养主啊 ！赐给我力量
使我能感谢你赐予我和我父母的恩惠。我的养主
啊！使我能做你喜欢的善事，使我的子孙对我是适
宜的，意思是：如果我对我的父母犯了罪过，那
么，不要使他们也犯罪过。如果我有过无责任感的
时代，那么，千万莫令他们也有这样经过。我的养
主啊！我现在向你悔改，我已经成为你的顺从者
了。(四十六：十六)所以安拉在这一节文指示了：
敬畏的人达到四十岁时，吉祥便要降临，凡是内有
真理的精神者， 那个精神一定在四十岁时就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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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安拉的大多数的先知都在穆罕默德（求主赐他
平安与幸福）便是在四十岁时显现于世而改造人类
的四十岁时显现。所以我们的领袖和主人，受选拔
的。

灵魂是被创造的
话回到本题，灵魂是一朵美妙的火焰，就从
那在母亲的胎怀里养育的小体中产生出来。所谓的
“灵魂的产生”，意思是，先前它是隐藏着的，看
不见也不感觉，虽然它的幼芽开始便在精液里，但
等到那小形体渐渐地发育长成，它也就跟着生长，
显露出来。灵魂与精液间的不可解释的关系，乃是
真主所注定的，是经过他的准许与意志的，这是毫
无疑义的了。灵魂是精液的光明的原素，它不是精
液的一部份，像一个物体是另一物体的一部份，然
而，也不能说它是从外而至或是从天上降下来和精
液结合起来。它隐藏在精液里却似火焰隐藏在燧石
里一般。真主的经典中并不曾说灵魂是从天上降下
或自空中坠地，偶然与精液混合，投进卵巢去的。
这个想象是完全空洞无据的，与自然之律完全背道
而驰。我们平日也可以看得见吧，盈千累万的细菌
蛆虫，聚生于腐烂的东西里，残秽的食物里，或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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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的疮痍里，污秽的衣服里生殖许多虱子，人们的
肚子里寄生肠虫等类的东西，我们能说他们是从外
面来的吗？或者它们让谁看见，它们自天而降呢？
所以灵魂是自肉体产生的是确是事实，就从这个凭
据也证明灵魂是真主所造的。

灵魂的复生
我们现在这个论述的目的是，全能的主宰运
用了万能的力量在肉体中创造出灵魂来。他的意旨
显得是，灵魂的第二次诞生也要从形体表现出来。
灵魂的移动是跟着肉体的，我们把形体拖到哪一
边，灵魂也就得跟到哪一边。尊贵的《古兰经》，
对于人生的物质方面的改善，有很详明的训示。人
类的欢笑、哭泣、饮食、衣着、睡眠、言语、静
默、结婚、独身、行止、外表的清洁、沐浴等条规
的遵行，健康和疾病的时候，特别事物的节制，凡
此种种的教训，都有载录。并判定人的肉体状态大
有影响于其精神状态。如果详细地书写那些教训，
我不可想象能有足够的时间讲完这篇论文。

人的逐渐进步
当我精细地深思《古兰经》，我看到了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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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的教义中关于他想怎样赐予人形体（本能，自
然）状态改善的规律，逐渐提高其状态，使他达到
崇高的精神状态，那么，我认识了这个完善的规
律。第一步，全能的真主愿意教他饮食、言语、起
居等社会行为的条律，好把他从野蛮的状态解脱出
来；使他有别于其他动物；赐予他初级道德状态。
这一级的道德状态，可以叫做礼仪。第二步，他想
节制人的本能的习惯，经由中庸之道成为崇高的道
德。这两种办法，其实就是一种办法，都涉及本能
状态的改善，只因等级有高下之分，而别为两种。
然而聪明的宇宙创造者这样地安排了道德的制度，
只要人们遵守他的教义，就可以从初级道德状态升
到高级的道德状态。
进步的第三阶段是，人当专心热爱他的真正
创造者，寻求他的喜爱并使本身所有的，都成为真
主的。为了经常提醒人们这个阶段，穆斯林的宗教
命名伊斯兰。因为伊斯兰一字就指示，把自己的一
切，全然变成真主的，而自己毫不保留。例如，在
尊贵的《古兰经》里，光荣的主宰说：
ِِ
ِ
ف َعََّْي ِه ْم َوََل
ٌ َج ُرهُ ِع ْن َد َربِ ِه َوََل َخ ْو
ْ َسََّ َم َو ْج َههُ ََّّلل َو ُه َو ُُمْس ٌن فَََّهُ أ
ْ بَََّى َم ْن أ
)113 :2( َُه ْم ََْي َزنُو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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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ل إِ َّن ص ََلِِت ونُس ِكي و َُْمياي وَمََ ِاِت
ِ َّلل َر
ك
َ ِيك لَهُ َوبِ َذل
َ  ََل َش ِر〇ي
َ ب ال َْعال َِم
َ َ َ ُ َ َ
ْ
ِ
)164-163:6( ي
ُ أ ُِم ْر
َ ت َوأ َََن أ ََّو ُل ال ُْم ْسَّ ِم
ِ ِ
ِ
َّ َوأ
السبُ َل فَ تَ َف َّر َق بِ ُك ْم َع ْن
ُّ يما فَاتَّبِ ُعوهُ َوََل تَتَّبِ ُعوا
ً َن َه َذا ص َراطي ُم ْستَق
)154:6( َسبِيَِّ ِه
َّ اَّللُ َويَ ْغ ِف ْر لَ ُك ْم ذُنُوبَ ُك ْم َو
َّ اَّللَ فَاتَّبِ ُع ِوِن َُْيبِْب ُك ْم
َّ قُ ْل إِ ْن ُك ْن تُ ْم ُُِتبُّو َن
ور
ٌ اَّللُ غَ ُف
ِ
)32:3(يم
ٌ َرح
得救者是为了真主使自己像一个牺牲一样。
在主道上牺牲的人。他不仅立意真诚，而且在善功
中也表示真诚。这样的人必定得到他的主的报酬，
他们将没有惧怕，也没有悲伤。（二：一一三）又
有一节说：你说我的拜功，我的牺牲，我的生命，
我的死亡，一切都是为着真主。他的化育之德， 荫
庇整个宇宙万物，无人无物是与他同等的，被造者
不参与他的任何事务，我受命如此作为，我是固守
伊斯兰精神、牺牲主道的第一人。（六：一六三，
一六四）真主在别一处又说： 这是我的道路，是光
明的正路，你们要走这条路，不要走上别的路，如
果你们向邪路走，你们便远离真主。（六：一五
四）在《古兰》另一处真主又说：
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爱真主，来，跟着我
走，真主会爱你们，宽恕你们的罪，真主是最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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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永久仁慈的。
（三：三十二）

形体（自然）状态与道德状态的区别
和禁止宰杀动物论的驳斥
现在，我们且把人生的三个阶段逐一说说。
但在未讲之前，我要重述一句，源出“引动罪恶的
心灵”的自然状态，据真主的真言说，它与道德状
态并不是两个东西。人类的一切天赋能力、肉体欲
念和需要，尊贵的《古兰经》都把它们列为形体的
状态，然而，这些形体的状态如果依照自己心意，
因时、因地、顺序、中庸地善加运用，都可变成极
优美的道德状态。同样地，道德状态与精神状态也
不是两回事情。如果这些道德状态表现于完全在主
的意愿中忘却 自己，自我改善，完全地放弃世俗，
投向主宰，完全地热爱他，专心致志于他，达到完
全的静定、安宁之境和完全地顺从他的意旨，便变
成精神状态。除非人的形体状态变成了道德，他无
论如何，也是不堪赞扬的。因为其他动物与植物也
是有形体状态的。同样地，单单具有一些道德的本
质也不能够得到精神生活，即使一个不信真主存在
的人也可表现好的道德，内心的谦虚、温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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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避免邪恶，不以恶报恶，这些都是禀赋于天
的，就算一个并不知晓得救的真正泉源而毫无其分
的人间中也会具有这些品质。驯良的禽兽实在不
少，惯于给人家豢养的禽兽不会害人，就是鞭挞
它，也不会反抗。然而，我们不能叫他做“人”，
更无人因那些品质叫他做最高级的人。同样地，迷
信了邪教的人，不仅是这些人，有些暗地里作奸犯
科的人，都会具有这些本质的。一个内心柔弱的
人，连身上疮痍里的蛆虫、头发与衣裳上的虱子、
或者肠胃、头脑里的蛆虫都不忍置诸死地，这或许
是有的。我也相信有更慈悲的，连麝香与蜜糖都拒
绝享用，因为用蜂蜜，要伤害许多生命，要从蜂巢
分散可怜的蜜蜂，我相信有人连麝香也避免使用，
因为那是可怜的鹿的血，它只有在杀死可怜的鹿和
使它与小鹿分离后才得到。我也不反对有人会慈悲
到连珠不忍佩，连丝绸不忍披，因为获得珠、丝，
都要残杀无辜小虫的生命。更进一步，我也没有理
由否认有人会忍受苦而不忍残害水蛭的生命来治疗
自己的病痛，我也相信有人会具有极度的慈善心，
宁愿放弃饮水的权利，因为饮水也会戕害生命，宁
愿自己渴死，也不伤害那些聚居水中的细小水族。
这些我一概承认，但我绝不能承认这些自然状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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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道德，或仅从这些自然状态，阻碍会遇真主的
那些内部污秽能被洗净。我永不相信把自己做成还
不如一些禽兽所具有的那种温和无害，能是达到最
高人格的因素。而且我认为这种看法简直是与自然
律宣战，与寻求造物主喜悦的高尚德道品质矛盾和
拒绝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美好与幸福。精神状态的
获得，要得我们因时因地善用每一个道德品质，忠
顺地实行主道，牺牲自己的一切，成为主宰的人。
凡是成为主宰的人，他的象征便是他不能离开主宰
而活着。认识主宰的人像是一条经由主宰的手被宰
的鱼，主宰的爱便是这条鱼的水。

改善的三种方法和穆圣在人类急需改善
时代的降生
话又回到本题来。如我刚才说过，人类的状
态，有三个源头：引动罪恶的心灵，自责的心灵，
和安静的心灵，所以人类的改善，也有三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的对象是使那些浑浑噩噩的野蛮人进入
初级的道德状态，教他们履行饮食，婚姻等人类社
会生活的规律，教他们不要裸着身体在各处奔跑，
或像狗一样吞食尸骸，或显出其他野蛮行为。这是
改善人的自然状态的初步。想感化那些从未看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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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荣光的人，最初的步骤是，要把他们提高到开
化境域，教他们知道做人的根本要素，使他们学习
浅显的道德礼仪。野蛮人既学上了人类外表的礼
仪，他们就很容易地受第二种改善。这时候，就教
他们高尚的道德，因时因地制宜地运用其一切天赋
本能。那些曾经习上了高尚的道德的，就要受第三
种改善。他们要尝尝真主的爱和会见的滋味。这三
种改善都是尊贵的《古兰经》所训示的。
我们的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
降生于整个世界每一方面，都陷于败坏灭亡的时
候。关于这一点，尊贵的《古兰经》说：
َِ اد ِِف ال
)ِ42:30(ْب َوالْبَ ْحر
ُس
َ ظَ َه َر الْ َف
陆地与海洋都显现了腐化现象。（三十：四
十二）那些曾接受真主的经典的，已变成腐败了，
那些未曾饮过真主启示之水的人们，也腐败了。
《古兰经》的工作实际上是，把已死的重新救活。
它说：
َّ ا ْعََّ ُموا أ
َّ َن
)18:57( ض بَ ْع َد َم ْوِِتَا
َ اَّللَ َُْي ِي ْاَل َْر
要知道，真主正要把这已死的大地，重新救
活起来。（五十七：十八）那时候，阿拉伯是处于
极度野蛮时期。那里没有任何社会组织，一切的罪
恶他们都引以为骄傲的。，可以娶几百妻子，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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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他们视作猎物，他们认为娶自己的母亲是
合法的。为了想改革这种淫乱风俗，真主说：
)24:4( ت َعََّْي ُك ْم أ َُّم َهاتُ ُك ْم
ْ ُح ِرَم

你们已被禁止婚娶你们的母亲。（四：二十
四）他们也常吞食尸骸，且有人食人的景象。他们
是可以说是无罪不犯，无恶不作的。大部份都不相
信未来的生命，很多是不相信有主的。他们常常用
自己的手残杀自己的女婴，屠杀孤儿，吞食他们的
财产。从外面看来，这些人虽还具有人的形体，但
却缺乏理性，没有羞耻和勇气的品质。他们喝酒似
水，淫乱第一者便是他们的元首，全国的人都是无
知识的；邻国的人都把他们叫做文盲。上面所说的
种种，阿拉伯的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
就在这时候降生于麦加，照耀这黑暗地方，改善这
野蛮、文盲的民众。
上面讲过的人的三种改善，实际上，就是这
个时期，因为这个缘故，《古兰经》宣称它是一切
经典中最完善的经典，它有机会作了人类的三种改
善。这是别的经书所没有的。《古兰经》的目的是
教“禽兽”做“人”，教“人”做“德人”，教
“德人”做天人（真主的人）。对于上述的三点，
尊贵的《古兰经》具有很优美的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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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的主要目的是人的三种改善
和自然状态经由中庸之道形成道德
在详细讨论人类三大改善问题之前，还有一
点很重要的，我们应当要特别注意。《古兰经》所
记载的并不是违反人类理性的教义，并不是强迫人
们违反自己的清醒理智而去盲从。整个《古兰经》
的目的，只是人类的这三大改善，经中全部教义的
要点不外这三大改善，其全部命令和禁令都是达到
这三大改善的方法。我们都知道，医生诊治外科病
症，有时须要施行手术，有时须要敷用药膏。《古
兰》经义为了怜悯人类，在适合的情况下，也采取
类似的措施，经中所载的一切教导、劝告和所有的
方法的真正目的，是要把人从其内含兽性的自然状
态提高到道德状态，再从道德状态带到无边无际的
精神海洋。
我们已经说过了，人的形体的状态，与其道
德的状态，并不是个别的东西。自然状态以理智经
由中庸之道，时空制宜地加以运用，便形成道德状
态。如果一个人不依照理智与认识来做事，他所做
的不能算是道德的，即使他所做的会有极度的相似
道德，也不过是本能的推动。打个比方，一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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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山羊或任何一类的家畜，对于主人的亲热与温
驯，我们不能够说它是敬爱与礼貌，反过来说，豺
狼与狮子的凶恶，我们也不能说它粗暴无礼，我们
在上面说过道德状态是从理智运用和时空制宜开始
的。一个人做事而不依照理智与规则，简直和那些
未有充分心脑能力的婴孩，或那些丧失了理智与知
识的疯子，没有什么分别。疯子和孩提的动作和有
理智的人的动作，其间的分别，就是前者是属于本
能的推动，而后者却是理智运用的结果。例如，一
个婴孩出生之后，便会找寻母亲的胸怀，一只小雏
出世之后，却会利用小嘴啄食。同样地，水蛭、
蛇、狮子出生之后，都会学上了父母的习惯行动，
这种传统的良能，乃是与生俱来的。要特别注意观
察人的婴儿，怎样从呱呱落地之后，不久就开始表
现的习惯。到了一两岁大，这些传统的习惯更觉得
显然了。他哭喊得较为响亮，起初微笑，这时进而
大笑。他会用种种举动来表示出他的快乐或不如
意。他想打人，也想给人家一些东西。然而，这些
举动不过是本能的推动，并不是智慧运用的结果
呢。类似婴儿，很少具备人类特质的野蛮人也是这
种情况，他在言行举止中，显示本能的活动，他常
受制于本能的情感，他的任何动作都非出于他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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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的判断。凡是他内部本能所有的，便在外界活
动的适当情况下表现出来，这种因某种动机由内发
出的本能情感，可能不是全坏，甚至有些与良好道
德相似，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举动是未运用理智
机能深详的考虑的。就算我们认为野蛮人的举动也
有经过多少理智的考虑的。但这些许理智成份，不
足信赖，因为其间本能的情感甚占优势。而受信赖
的是成份绝多的一方面。

真正的道德
总之，我们不能把类似野蛮人生活的和低级
动物、婴孩或疯子过于受本能支配的人的动作叫做
道德。人的好坏道德时期是从他能运用健全的天赋
理智，辨别善恶、两件善事或两件恶事的等级开
始。到了那个时期，人若是错过了一件善举，会感
觉到无限惋惜，做了一件恶事，就会感觉到无限痛
悔。这就是人生的第二时期，尊贵的《古兰经》称
这个时期的心灵是“自责的心灵。النَّفَّسَّ َّاللََّّوامَّة但我们
须要牢记着，欲使野蛮人达到这自责的心灵的阶
段，单靠粗略的劝导是不够的。他对于真主的认识
要达到不认为他的诞生是不适当、无意义的程度，
因而培养真正道德。所以尊贵的《古兰经》于劝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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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警告人们之外，屡屡复述必要对真主有真正的认
识，同时保证每一行为与德性，都会结成果实的。
这果实在今生是精神上的愉快或苦痛的因素，死后
它将明显地表示它的影响，简单地说，人们到了具
有自责性灵的阶段，他的理解、认识和良心已达到
相当发展的程度，他会责备自己的恶行，渴望力行
善事。人在这时期内，便获得高尚的道德。”

外部的创造和内部的创造——道德
我 们 要 把 这 个 （خلق内 部 的 创 造 — 道 德 ） 一
字，作某种程度的解释。阿拉伯文里有两个字是很
相似的，不过差第一个音字母音符而已。一个خلق，
是指外部的或形体的创造。一个خلق是指内部的或心
灵的创造。内部或心灵的创造，不单靠形体的情
感，而必需道德。因此خلق一字只是道德的名称，而
不是形体、情感的命名。我们可趁这个机会，揭破
普遍所持的“忍耐、温和与谦虚，就是优美道德的
全部”的误解。其实，真相是这样的：人类内部或
心灵中与其外部或形体各部相对的一切优美状态，
都称作道德。举个例子来说吧。当哭泣的时候，外
面动作的是双眼，泪珠儿是从眼眶里流出来的，在
内心里与此相对的是悲哀的气力。当这种悲哀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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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用天赋的理智因时因地善加利用，便是一种道
德。再举一例，一个人，挥拳与仇敌斗殴，在其内
心里和这种举动相对的是“勇气”。当这“勇气”
因时因地善加利用，也是道德。同样，一个人用手
想从压迫者救回被压迫者，或想施惠那些饥饿者与
贫乏无靠的人，或想以别种方法而为人类服务，在
内心里与这些举动相对的是仁慈。一个人有时会亲
手向那伤害了他的人加以惩罚，这种外表的动作的
推动者就是内心中的复仇的元气。更有些时候，人
是不肯以怨报怨，与不抵抗横逆的，这种不愿计较
的行为，是因为内心有宽恕与忍耐的元气，为了造
福人类有时使用他的双手或双脚或心脑或财产，那
么，在内心里与这些事相对的是“施舍的气力”。
当人因时因地制宜地运用这些“气力”或“元
气”，它们便命名道德，伟大的主宰，在尊贵的
《古兰经》里，向我们的圣人（求主赐他幸福、平
安）说：
)5:68(َّك ل ََعَّى ُخَُّ ٍق َع ِظ ٍيم
َ ََّوإِن
你实有高尚的道德。（六十八：五）那就是
说：一切崇高的美德，如慷慨、刚勇、公正、慈
悲、仁爱、忠实、果敢等等，都集合在你的一身之
中。总之，人类所禀赋于天的一切内在的能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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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敬、羞耻、诚实、慷慨、尊严、正直、毅力、贞
节、虔诚、温和、同情、恻隐、勇敢、慈悲、宽
恕、忍耐、仁爱、忠实、忠贞……等等，当这一切
自然状态经由理智的深思远虑，因时因地地表现出
来，便都称作道德。这些道德，实际上原来都是人
的自然状态与自然情感，当人本着自己的理智在适
当的时空里，把它们善加利用，便被称为道德。因
为在人的自然状态中进步也是其特质之一，所以他
以遵守真正宗教、结交善良友伴与接受良好教育，
把他的自然状态变成道德。这是任何其他动物所无
缘的。

第一改善——形体状态的改善
讲明白了这些事情，我们且谈谈《古兰经》
对于人类的三大改善的第一改善。这种改善涉及低
级的自然状态是道德的一部份，叫做“礼仪”。礼
仪把野蛮人的形体状态，饮食，婚姻等社会生活节
制于中庸之道，使他们脱离野蛮的与禽兽似的生
活。有关这种社会生活的礼仪，伟大的真主在尊贵
的《古兰经》里说：
ات
ْ ُح ِرَم
ُ ََخ َواتُ ُك ْم َو َع َّماتُ ُك ْم َو َخ َاَلتُ ُك ْم َوبَن
َ ت َعََّْي ُك ْم أ َُّم َهاتُ ُك ْم َوبَنَاتُ ُك ْم َوأ
ِ ات ْاَلُ ْخ
َّ ت َوأ َُّم َهاتُ ُك ْم
ِِ اع
ِ ْاَل
َّ َخ َواتُ ُك ْم ِم ْن
ُ ََخ َوبَن
َ الر
َ ض ْعنَ ُك ْم َوأ
َ الَلِِت أ َْر
َ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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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وأ َُّمه ُ ِ
سائِ ُك ْم َّ
سائِ ُك ْم َوَرَِبئِبُ ُك ْم َّ
الَلِِت َد َخَّْتُ ْم
َ َ
الَلِِت ِِف ُح ُجوِرُك ْم م ْن ن َ
ات ن َ
ِ
ِ
ِ
ِِ
ِِ
ِ َّ
ين م ْن
ِب َّن فَِإ ْن ََلْ تَ ُكونُوا َد َخَّْتُ ْم ِب َّن فَ ََل ُجنَ َ
اح َعََّْي ُك ْم َو َح ََلئ ُل أَبْ نَائ ُك ْم الذ َ
ي ْاَلُ ْختَ ْ ِ
ف ()24:4
ي إََِّل َما قَ ْد َسََّ َ
أْ
َص ََلبِ ُك ْم َوأَ ْن ََتْ َمعُوا بََْ
ِ
ِ
ساءَ َك ْرًها ()20:4
ََل ََي ُّل لَ ُك ْم أَ ْن تَ ِرثُوا الن َ
ِ
ِ ِ
ف ()23:4
س ِاء إََِّل َما قَ ْد َسََّ َ
َوََل تَنك ُحوا َما نَ َك َح َ
آِب ُؤُك ْم م ْن الن َ
ات…… والْمحصن ُ ِ
أِ
ِ ِ
ات ِم ْن
صنَ ُ
ُح َّل لَ ُك ْم الطَّيِبَ ُ
َ ُ ْ ََ
ات م ْن ال ُْم ْؤمنَات َوال ُْم ْح َ
ْكت ِ
ِ
َّ ِ
ِ
ِِ
ْي
اب م ْن قَ ْبَّ ُك ْم إِ َذا آتَ ْي تُ ُم ُ
ورُه َّن ُُْمصن َ
ين أُوتُوا ال َ َ
وه َّن أ ُ
ُج َ
الذ َ
ي غَ ْ َ
مسافِ ِحي وََل مت ِ
َّخ ِذي أَ ْخ َد ٍ
ان ()6:5
َُ ََ ُ
س ُك ْم ()30:4
َوََل تَ ْقتُ َُّوا أَن ُف َ
َوََل تَ ْقتُ َُّوا أ َْوََل َد ُك ْم ( )152:6
ِ
وًت غَ ْ ِ
سَِّ ُموا َعََّى أ َْهَِّ َها……فَِإ ْن
ََل تَ ْد ُخَُّوا بُيُ ً َ
سوا َوتُ َ
ْي بُيُوت ُك ْم َح ََّّت تَ ْستَأْن ُ
ِ ِ
ِ
يل لَ ُك ْم ْارِجعُوا
َح ًدا فَ ََل تَ ْد ُخَُّ َ
ََلْ ََِت ُدوا ف َيها أ َ
وها َح ََّّت يُ ْؤذَ َن لَ ُك ْم َوإ ْن ق َ
فَ ْارِجعُوا ُه َو أَ ْزَكى لَ ُك ْم ()28:24
وت ِم ْن أَبْ َو ِاِبَا()190:2
َوأْتُوا الْبُ يُ َ
وإِ َذا حيِيتم بِت ِحيَّ ٍِ فَحيُّوا ِبَح ِ
ُّوها()87:4
س َن م ْن َها أ َْو ُرد َ
َ ُ ُْ َ
َ
َْ
َّ ِ
ِ
س ِم ْن َع َم ِل
آمنُوا إِ ََّّنَا ْ
اْلَ ْم ُر َوال َْم ْيس ُر َو ْاَل َ
َنص ُ
ين َ
ََيأَيُّ َها الذ َ
اب َو ْاَلَ ْزََل ُم ِر ْج ٌ
َّ ِ
اجتَنِبُوهُ ل ََع َّ ُك ْم تُ ْفَِّ ُحون()91:5
الش ْيطَان فَ ْ
اْلِن ِزي ِر وما أ ُِه َّل لِغَ ِْي َِّ
اَّلل بِ ِه َوال ُْم ْن َخنِ َقُِ
ُح ِرَم ْ
ْ
ت َعََّْي ُك ْم ال َْم ْي تَُِ َوالد ُ
َّم َو ََلْ ُم ْ َ َ
ِ
والْموقُوذَةُ والْم َ ِ
السبُ ُع إََِّل َما ذَ َّك ْي تُ ْم َوَما ذُبِ َح َعََّى
يحُِ َوَما أَ َك َل َّ
َتديَُِ َوالنَّط َ
َ َْ
َ َُ
ُّص ِ
ب()4:5
الن ُ
ُح َّل ََلم قُل أ ِ
ِ
ات()5:5
ُح َّل لَ ُك ْم الطَّيِبَ ُ
يَ ْسأَلُونَ َ
ك َماذَا أ ُ ْ ْ
31

ِ ِ
َّ ِ
س ُحوا ِِف ال َْم َجالِ ِ
س ْح
يل لَ ُك ْم تَ َف َّ
ين َ
ََيأَيُّ َها الذ َ
س ُحوا يَ ْف َ
س فَافْ َ
آمنُوا إذَا ق َ
ِ ِ
َّ
ش ُزوا()12 :58
ش ُزوا فَان ُ
يل ان ُ
اَّللُ لَ ُك ْم َوإ َذا ق َ
َوُكَُّوا َوا ْش َربُوا َوََل تُ ْس ِرفُواَ ()32:7
َوقُولُوا قَ ْوًَل َس ِدي ًدا()71:33
الر ْج َز فَ ْاه ُجر()6-5:74
ك فَطَ ِه ْر َ 〇و ُّ
َوثِيَابَ َ
ض ِ
واق ِ
ك ْْ ()20:31
ص ْوتِ َ
ْص ْد ِِف َم ْشيِ َ
ك َوا ْغ ُ ْ
ض م ْن َ
َ
ِ
ِ
الزاد التَّ ْق َوى()198:2
ْي َّ
َوتَ َزَّو ُدوا فَإ َّن َخ ْ َ
َّ
ِ
َّروا ()7 :5
َوإ ْن ُك ْن تُ ْم ُجنُ بًا فَاطه ُ
َّسائِ ِل َوال َْم ْح ُروم ()20:51
َوِِف أ َْم َواَلِِ ْم َح ٌّق لِ َّ
ِ
ِ
ِ
ِ ِ
س ِاء َمثْ ََن
َوإِ ْن خ ْفتُ ْم أ َََّل تُ ْقسطُوا ِِف الْيَ تَ َامى فَانك ُحوا َما طَ َ
اب لَ ُك ْم م َن الن َ
ث ورِبع فَِإ ْن ِخ ْفتم أ َََّل تَع ِدلُوا فَو ِ
اح َدةً -
َوثََُل َ َ ُ َ َ
ْ
ُْ
َ
ِ
ص ُدقَاِتِِ َّن ِ ِْنًََِِّ ()5:4-4
اء َ
سَ
َوآتُوا الن َ
你的母亲们是不准你们婚配的，同样地你的
女儿、你的姐妹、你的姑母与姨母、你的侄女、你
的外甥女、我的奶母、你的奶姐妹、你的岳母、你
已交媾的妻子的前夫女儿，都是不准你们婚配的，
不过你尚未交媾的妻子的前夫女儿，你娶她是无罪
的，你的媳妇也是不允许你娶的，也不准你在同一
时间娶两个姐妹为妻；这些事情你先前是做的。现
在不准你这样做。（四：二十四）不得你们妇女的
同意而继承其财产，是不合法的。（四：二十）你
32

父亲娶了的妇女，你不准和她结婚，但以前做了却
可宽恕（以前你是不知这是犯法的。）（四：二十
三）美好与洁净的东西都被认为对你们是合法
的。……准你在善良的妇女或信仰前经的善良妇女
之中选择配偶，但你们须固定婚礼，正式结婚，苟
合私交是不合法的。（五：六）阿拉伯无知的人
中，有一个极不良的陋俗，有些妻子没有儿子，往
往和别人交媾；以求产子。《古兰经》定这种情况
为非法，私纳情妇是这种恶劣风气的名称。真主在
《古兰经》里又说：切勿自杀！（四：三十）切勿
残杀你们的儿女。（六：一五二）未得别人的准
许，不要像野蛮人闯入别人的房屋，必须等到人家
允许方可进入，进入时要说“祝你们平安”；如果
房屋里没有人在，切勿闯入，必要等到主人准许，
主人若是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廿四：廿八，廿
九）入别人的居宅，要从正门而入，不得越墙闯
进。（二：一九Ο）当别人向你道祝平安时，你也
向他道祝平安，并做更好的祈祷。（四：八十七）
饮酒、赌博、崇拜偶像，从事占卜，都是污秽和恶
魔的行为，必须避免，以便你们成功。（五：九十
一）你们不准吃自毙的动物、血液和猪肉；凡奉安
拉以外之名而宰的，也都不准吃；也不准吃被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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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打死的；跌死的；被兽角刺死的；给野兽吃
过的和在偶像祭坛上宰杀的，因为这些都是算作死
了的。（五：四）如果他们问你，他们可以吃什
么，告诉他们说：“一切美好的、洁净的你们都可
以吃，只有死的、类似死的、污秽的东西是不准吃
的。”（五：五）在集会里，当有人叫你们让出空
位给别人，你们便马上让出空位好叫别人能以就
坐，当告诉你们立起，你们要毫无意见地立起。
（五十八：十二）吃一切合法、有益的东西，如肉
类与蔬菜、豆类，但在各方面，都不可相对的过
分，且不要浪费、多食。（七：三十二）不可说虚
妄、背理、无意识的话，要说话就必须因时因地制
宜地率直地说出来。（卅三：七十一）要使你的衣
裳整洁。你的身体、你的房屋、你的街道和你坐立
的地方，都须避免污秽，经常沐浴，要有保持住宅
整洁的习惯。（七十四：五；六）行路速度要适中
（除了需要的时候）不可太快急，也不要太迟缓；
发声不宜太高，也不宜太低，除非情势需要。（三
十一：二十）出外旅行最紧要的，要有旅行的一切
准备和充足的路费才不至沦为乞丐。（二：一九
八）如果你的精液流出，你要做大净（洗澡）。
（五：七）当你吃饭的时候，要给乞丐吃，也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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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吃，甚至要给飞禽吃。（五十一：二十）如果有
机会与受你养育的孤女结婚是无害的，不过，如果
你觉得，因为她除了你便没有别的保护人，这情势
或许容易引起对她有过分行为，那么，你就别娶
她。娶有父母、亲属的女子，她们将对你经常谦逊
有礼，你也对她们保持戒惧。能娶一个、两个、三
个、四个，如果你能够一视同仁，使个个都得欢
乐。若不能这样，就娶一个，虽然你不只需要一
个。规定娶四房妻的目的是，防止你们固执旧习，
娶很多很多的妻子，或沉于淫乱。（四：四）你要
自愿地给予妻子婚姻财礼。（四：五）
总而言之，这是《古兰经》教导人类的第一
改善，将人的形体（自然）状况，经由其野蛮方式
导致做人的要素与礼仪之道，在这个改善时期的教
义里，尚未讲到崇高道德，只教人们基本的礼仪。
我们已经写过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
安！）要改善的民族是世界上最野蛮的民族，他们
在人类生活的任何方面都尚没有走入做人的道路，
所以，他必须首先教他们人类的外形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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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猪肉
我们应该注意下列这一点：那就是说猪خَّنََّّزير是
伊斯兰教禁止食用的东西之一。真主在这污秽的动
物的名字上早已做了禁食的暗示。这字是阿拉伯字
 خَّنَّ ز和  أر两字的合成语。前者的意义是“很肮脏
的，败坏”。后者是“我见”。这个合成语的意思
是，“我见它很肮脏、败坏”。真主给这种动物的
这名字，已经指明它的污秽了。尤有奇者，印度人
叫这种动物做 سَّؤر，这字是  سَّوء与  أر两字的合成语，
我见它很坏。后半截与阿拉伯文的猪字خَّنََّّزير后半截
相同，而两字的前部分也十足相似。这个印度字与
这个阿拉伯字是有同样的意义的——“我见它污
秽”，印度字从阿拉伯字脱胎出来的很多，这并不
足为奇，我们在  مَّنَّنَّ َّ َّالرح مان书中已证明了。阿拉伯文
是世界一切文字之母，千万的阿拉伯字见于每种文
字之内。 سَّوء是一个阿拉伯字，因此，印度文里 سَّوء
的译意是 （بد恶劣，败坏），这是豪无疑的，当整
个世界的语言是阿拉伯文时，在印度，这种动物以
 سَّؤر与 خَّنََّّزير同义的字著名，而这一字至今仍是阿文在
此乡的纪念品。可能梵文猪之一字与  سَّؤر一字相
近，而是由  سَّؤر一字改变而成的另一字形。但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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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猪的真正命名是  َّسَّؤر，因为 َّسَّؤر的字形表示猪称为
 سَّؤر的理由，而 خَّنََّّزير一字是其明确的证明，这个字的
意义——很败坏，污秽——不需要解释，谁不知道
这种动物是头等污秽的，无羞耻的。禁食它的理由
是很显明的，依循自然定律，食用像这样肮脏动物
使人的肉体与灵魂都受不良的影响。因为我们在上
面说过，食料对于人的灵魂有必然的影响，坏的东
西影响势必是坏的，这是不用怀疑的。在伊斯兰教
问世之前，古希腊的医生也说，这种动物的肉的特
性是减少贞节心力，增益无耻感情。根据相近的理
由，尊贵的《古兰经》禁食自死的动物的肉，因为
死物给予其食者无生气的影响，同时也损害其身体
的健康。凡是血没有流出体外的动物，如被勒死的
或打死的动物，都被视作与那些自己毙命的一样，
血常常留在死物体内不变原状吗？这是不可能的。
由于有湿气的原故，它会很快的腐臭，它的恶臭将
腐化全部肉体。且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血中的已
死的微生物将在体内散布一种恶臭，是含有毒素
的。

第二改善——道德状态的改善
简略地讲述过尊贵的《古兰经》关于第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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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教义，我们现在讲讲其第二改善的教义。《古
兰经》改善的第二部份的教义是把自然的状态以适
当的条件加以规范，将其提高成为崇高道德。要知
道《古兰经》中这一部分的教义颇为广泛，如果我
们详细叙述这一部份的教义，把教导的道德一一说
明，那么，这一论文必将太长，而所规定的时间将
不够作其十分之一的使用，所以在这里只讲述几个
德目作为范例。道德可以分为两类:（甲）凡是使
人能以避免罪恶的一切道德品质;（乙）凡是使人
能以力行善功的一切道德品质。避免罪恶的道德品
质，包括人们努力避免以其手、口、眼或任何肢体
伤害他人的生命、财产或名誉的一切举动或意念。
力行善功的道德，包括人们力求用他的口、手、财
产、学问或其他门径作有益于他人的财产或名誉的
一切举动与意念，或宽恕侵犯者应得的惩罚，援救
其精神的痛苦，肉体的责罚和财物的赔偿，或给予
他那样宽厚的惩罚，其实就是对他施行仁慈。

（甲）摒弃罪恶的道德
要知道在阿文中为了表明人类每一个思想、
行为、道德，都各有自己的用词：真正的造物主为
摒弃罪恶在这个语文中固定了四个道德名词，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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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阐述如下：

（一）贞操
第一道德是 （إحَّصان贞操）这个字特指男女生
殖性能的贞操。凡是避免不法的性交或这种肮脏淫
乱的初步行为的男人或女人，称为 （مَّصَّن贞操的男
人）或 （مَّصَّنات贞操的女人），这种淫乱行为，使
犯者双方蒙受今世的羞辱和诅咒，在后世还要受到
最后的刑罚；更足以使亲族蒙受莫大的羞辱与严重
损失呢。例如，一人与别人的妻子犯了不法的奸淫
罪恶，即使未到合奸的地步，仅表现其初步动作，
那有自尊心的丈夫无疑地要与已同意私通或已私通
的妻子解除婚姻关系，而在这妇人所产生的婴儿方
面也发生大的纷争，一家之主的这全部损失，都是
从这恶作剧得来。
在这里要记着所谓  إحَّصان或 （عفَّة贞操）的美
德，只有在一个人具有能力下流的观看异性和犯淫
乱行为，即其本可藉天赋的生殖本能，干犯淫乱罪
恶，但他避免这种恶行，这才可称为美德。如果他
由于尚未成年、阳痿、天阉，或老年而无这种恶行
能力，那么，我们是不能称赞他有  إحَّصان或 （عفَّة贞
操）的美德的。的确，一定有一种  إحَّصان或 （عفَّة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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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的形体状态，我们业已多次叙述过了，形体的
状态不能被称为道德。只有当它在理智的护助下和
适当的场合与时际中，表现或有了表现的能力的时
、候，才能被列入道德的门类去。所以，我说童年
阳痿与那些因某种原因而丧失生殖机能的人，即使
（贞操）的生活，عفَّة  或إحَّصان他们在外形上，过着
عفَّة  或إحَّصان 不能称他们有贞操的美德，他们的这种
（贞操）被称为形体的状态罢了。因为这种肮脏的
举动及其一切前奏男女都可表现出来，所以真主的
尊贵的经书中，关于保守贞操美德对男女双方有如
下的指导：
قُل لَِّْم ْؤِمنِي ي غُضُّوا ِمن أَب ِ
ك أَ ْزَكى…… َوقُ ْل
وج ُه ْم ذَلِ َ
ْ َْ
صا ِره ْم َوََْي َفظُوا فُ ُر َ
ْ ُ َ َ
ِ
ِ
ِ
لَِّْم ْؤِمنَ ِ
ِ
ين ِزينَ تَ ُه َّن إ ََّل َما
ض ْ
ات يَ ْغ ُ
ض َن م ْن أَبْ َ
ْن فُ ُر َ
وج ُه َّن َوََل يُ ْبد َ
صا ِره َّن َوََْي َفظ َ
ُ
ِ
ِ
ِ
ِ
ض ِربْ َن ِب َْر ُجَّ ِه َّن ليُ ْعََّ َم
ض ِربْ َن ِِبُ ُم ِره َّن َعََّى ُجيُوِبِِنَّ …… َوََل يَ ْ
ظَ َه َر م ْن َها َولْيَ ْ
ما ُُيْ ِفي ِمن ِزينتِ ِه َّن وتُوبوا إِ ََل َِّ
اَّلل َِ
َج ًيعا أَيُّ َها ال ُْم ْؤِمنُو َن لَ َع َّ ُك ْم تُ ْفَِّ ُحو َن (:24
َ ْ َ َ ُ
َ
)32-31
الزَن إِنَّه َكا َن فَ ِ
اء َسبِ ًيَل ()33:17
اح َ
َوََل تَ ْق َربُوا ِ َ ُ
شًِ َو َس َ
ولْيست ع ِف ْ َّ ِ
ِ
احا ()34:24
َ َ َْ ْ
ين ََل ََيِ ُدو َن ن َك ً
ف الذ َ
ِ
ِ
ِ
ِ
ض َوان ا ََّّلل فَ َما َر َع ْو َها َح َّق
اء ِر ْ
وها َما َكتَ ْب نَ َ
َوَرْهبَانِيًَِّ ابْ تَ َد ُع َ
اها َعََّْي ِه ْم إ ََّل ابْتغَ َ
ِر َعايَتِ َها ()28:57
告诉信仰的人，必须避免目视无亲属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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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向她们保持似乎欲睡的眼光的习惯，切勿轻
易看这种可能激起性欲情感的人。尽力保护自己害
羞的躯体，让耳朵不用于非亲属的妇女，就是说不
要听她们的歌唱与和谐的声音及她们的美好的故
事。这是保持心地纯洁、视线清白的良好方法，同
样地，告诉信仰的妇人，不要用眼看无亲属关系的
男子，也不要耳听他们的性欲的声调，把自己的一
切隐私处放置在覆盖里面，不要向任何非亲属的男
人暴露自己装饰的部分，把她们的头部从颈部向头
顶带起，就是说，把颈部、两耳、头部及胸腔都放
在头盖的覆盖之内。她们双脚不可学跳舞那样跳
动。这是能使她们不致堕落罪恶渊薮的方法。
（廿四：卅一，卅二）
得救的第二个方法是归向真主，祈祷他保护
他们不致失足滑落、切勿沾染奸淫之事。那就是
说，避开那些可以引起这种妄念的场合和离开那些
引人去犯这种罪恶的途径。因为谁犯了奸淫，谁就
做了一件极端的罪恶，奸淫的路子是很坏的路子，
意思是说，因为奸淫阻止你们走近目标，极端危害
你们人生目的的完成。（十七：卅三）那些不能结
婚的人，他应当采取其他方法，保护自己的贞操。
（如封斋、减食或做粗重工作）（廿四：卅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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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己发明些节制性欲的方法，他们采取独身主义
（拒绝结婚），或者阉割了自己的生殖机能，但这
些方法都是人所发明的。我们不曾命令他们如此
的，结果他们不能十分遵守他们的异端。（五十
七：廿八）全能的真主否认他命人阉割，因为如果
这是真主的命令，那么，普天下的人都要遵从真主
的命令，而这世界上的人类早已灭种了。且如果阉
割是保守贞操的方法，那么，这方法间接地非议创
造者对于男人这一器官的创造。尤有进者，一切善
事的回报基于一个人有天赋能力但他由于敬畏真主
抗拒这个能力的一切坏的情欲并利用这个能力的好
处而获得双重回报。很明显的，残废了机能的人不
能获得两种回报，因为报酬是从抗拒相反的情欲而
获得的。但如果一个人如同一个小婴孩一样没有这
种机能，他应有什么报酬呢？孩子能获得贞操的报
酬吗？

保持贞操的五种方法
这些经节不特教人应当保持贞操，而且指示
节欲的五种方法。这些方法是：双眼不看不是至亲
妇人；双耳不听不是至亲妇人的声音；不听不是至
亲妇女的故事；避开可能导致淫乱行为的一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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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如果未婚，应当保持斋戒等等节欲工作。
这样，我们可以断言，尊贵的《古兰经》所
载的保持贞操的教训与节欲的方法，真可说是伊斯
兰教的特有。有一点特异的很值得我们注意：人类
有一个形体状态，它是性欲的源泉，除非人经过完
善改造，他是不能与它脱离的，当性感遇到机会它
沸腾起来，换言之，会有危险的结果。因此真主并
不曾说，如果我们存心清净，我们就可以自由地看
不是亲戚的妇女，可以鉴赏她们的美貌、装饰、和
跳舞的一切动作等等，也不曾教导我们能以纯洁的
心地听那些年轻妇女的歌唱，或者她们美貌的故
事，但却曾指明我们看她们和她们的修饰是不合法
的，无论怎样看法，也不能听她们悦耳的声音、美
丽的故事，无论心境清净与否，而且我们当憎恶视
听她们像憎恶视听死物一样，以免失足。我们当要
极力避免那些随时可以使我们坠落的事情，因为不
加遏止任情的饱看，无疑地有一天会失足的。真主
愿我们的眼目、 内心与思想都常常保持清洁，所以
给予这样清高的教义。没有任何规范是失足的因
素，这是无可怀疑的。如果软面包放在一条饥饿的
狗之前，却想它能够对面包没有染指之心，这实在
是妄想呢。因此，真主要人的私欲本能不应当有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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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活动机会，不要面临可以刺激不良的危险倾向
的场合。
这就是伊斯兰教奉行面罩礼仪的哲理，这就
是经典的指导。然而，在《古兰经》中“面罩”的
目的不在于使妇女像囚犯一样与世隔绝，。这“面
罩”的目的在阻止男女双方都不要让他们的眼有意
观看对方，都不要把自己的修饰或肉体美给对方
看，这条律是裨益于男女两方的。这也要记着，以
似乎睡眠的视觉，避开看不适当的地方；看经典许
可的东西，这种作风，在阿拉伯文里称为 َّغَّضَّ َّالَّبَّصَّر
（降低视线），一个想保持自己内心洁白的敬畏的
人，不应当像动物一样，没有任何顾忌地随意东张
西望，过着社会生活，在适当时间把视线放低，这
是要先学习的仪表。这就是那具有吉庆的习惯，它
使他的自然状态变成道德状态，而且在其日常生活
的需要中也没有任何不良影响。这个道德，就是伊
斯兰教所谓贞操。

（二）诚实
摒弃罪恶的第二种道德是诚实。这种道德，
在阿拉伯文称作  أَّمانَّة即不乐意以邪恶的心意，占据
和损害别人财产的状态。要知道，诚实是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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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一个出世未几的婴孩，由于自然的倾向和尚
无不良习惯，他是那样地厌恶别人的东西，甚至他
难以吮吸别的妇女的奶。如果在他初生，意识尚未
敏捷的时代不替他固定乳母，那么，在他有敏捷意
识的时候，是很不容易使他吮吸别人的奶的。他宁
愿自己生命遭受非常的痛苦，可能临近死亡的边
缘，但他还是自然地厌恶别的妇女的奶。这样厌恶
的内情是什么呢？内情就是他厌恶放弃母亲而转向
别人的东西。现在当我们深刻地观察婴儿的这种习
惯，深思熟虑到这种习惯的底蕴，那么，我们明显
地了解这个习惯是一切诚实品德的根基。除非一个
人像婴儿一样心中对别人的财产产生真正的憎恶，
不能被认为有诚实的品德。但是婴儿不能因时因地
制宜地运用这种习惯，由于无知遭遇很多的痛苦。
所以这种习惯只是一个自然状态，他不自主地表现
这种习惯。因此虽然它是诚实道德品质的根源，而
不是道德品质。正如婴儿不能因为这种无理智的习
惯被称为有宗教心的，值得信任的，同样地，一个
人不能时空制宜地运用这种自然习惯，不能被称为
是值得信赖的、诚实的人。除非一个人留心诚实的
每一方面，他不能被断定是值得信赖的、诚实的。
关于这一点，真主在下列经节中教诲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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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方法，作为范例：
اَّلل لَ ُكم قِياما وارُزقُ ِ
وه ْم
َوََل تُ ْؤتُوا ُّ
س ُ
الس َف َهاءَ أ َْم َوالَ ُك ْم الَِّت َج َع َل َُّ ْ َ ً َ ْ ُ
وه ْم ف َيها َوا ْك ُ
ِ
اح فَِإ ْن آنَ ْستُ ْم ِم ْن ُه ْم
َوقُولُوا ََلُ ْم قَ ْوًَل َم ْع ُروفًاَ 〇وابْ تَ َُّوا الْيَ تَ َامى َح ََّّت إِذَا بَََّغُوا الن َك َ
ِ
ُر ْش ًدا فَا ْدفَعُوا إِل َْي ِه ْم أ َْموا ََلُ ْم َوََل ََتْ ُكَُّ َ ِ
بوا َوَم ْن َكا َن غَنِيًّا
َ
وها إ ْس َرافًا َوب َد ًارا أَ ْن يَ ْك َُ
ِ
ِ
ْيا فَ َّْيَأْ ُك ْل ِِبل َْم ْع ُروف فَِإ َذا َدفَ ْعتُ ْم إِل َْي ِه ْم أ َْم َوا ََلُ ْم فَأَ ْش ِه ُدوا
فَ َّْيَ ْستَ ْع ِف ْ
ف َوَم ْن َكا َن فَق ً
عََّي ِهم وَك َفى ِِب َِّ
َّلل َح ِسيبًا()7-6 :4
َْ ْ َ
ولْي ْخش الَّ ِذين لَو تَرُكوا ِمن َخَّ ِْف ِهم ذُ ِريًَِّ ِ
ض َعافًا َخافُوا َعََّْي ِه ْم فَ َّْيَ تَّ ُقوا َّ
اَّللَ
ََ َ
ْ
ْ
َ ْ َ
ِ
ِ
َّ
ال الْيَ تَ َامى ظَُّ ًْما إِ ََّّنَا ََيْ ُكَُّو َن ِِف
ين ََيْ ُكَُّو َن أ َْم َو َ
َولْيَ ُقولُوا قَ ْوًَل َسدي ًدا〇إِ َّن الذ َ
ِِ
ِ
ْيا ((11-10:4
بُطُوِن ْم ََن ًرا َو َسيَ ْ
صََّ ْو َن َسع ً

如果你们中有富裕而无真正理智的人，例如
尚未成年的人或孤儿，他们不懂事物，不晓得料理
自己的财产，那么，不要把维持商业和经济的所有
财产交给那些无知的人，要保护他们，替他们料理
财产与事务，不可任他们浪费财产，供给他们衣食
的需要，向他们说有用的话，磨砺他们的智慧和辨
识能力，使他们受到适当的教养，不做没有知识和
经验的人，如果他们是商人的儿子，那么，教他们
经营商业的方法，如果他们是从事别的职业的，那
么，根据他们的职业情况教他们的那种职业的丰富
经验。总之，时时教育他们，时时考验他们，看他
们是否了解了你们所教导的。当他们达到结婚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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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约十八岁时，要看他们是否有了管理自己财产
的智慧，果然，就要把他们的财产交还他们。不要
浪费他们的财产，也不要因怕他们快要成长了，快
要领回自己的财产而故意损害他们的财产。如果管
理人是富有的，更不可取他们的财产作为服务的酬
劳；但如果他是贫困的，他可取适当的酬金。
阿拉伯的风俗，孤儿的管理者可随意在孤儿
的财产所得的利息扣取任何数目的酬金，但不得动
用原本的财产。尊贵的《古兰经》在这里就指出这
个风习教你们也这样做。《古兰经》又说：当你们
交还财产的时候，要找见证的人。（四：六，七）
你们在临终之前，不应作下损害自己幼小儿女权利
的遗嘱。凡是侵吞孤儿的财产的人，他们不是把财
产吞下肚子，而只是吞下一团火，到头来他们就要
被放入地狱之火里。（四：十，十一）
现在你们看看，真主训示了诚实、忠信的许
多方面。所以真正的诚实、忠信必须注意上述的每
一方面。如果不运用完全的理智，留心诚实、忠信
的每一方面，那么，那种诚实、忠信必将包含着各
种隐藏的欺诈。尊贵的《古兰经》又说：
ِ وََل ََتْ ُكَُّوا أَموالَ ُكم ب ي ن ُكم ِِبلْب
اط ِل َوتُ ْدلُوا ِِبَا إِ ََل ا َْلُ َّك ِام لِتَأْ ُكَُّوا فَ ِري ًقا ِم ْن
َ ْ َ َْ ْ َ ْ
َ
ِ أ َْم َو ِال الن
)189:2( َّاس ِِب ِْْل ُِْث َوأَنْ تُ ْم تَ ْعََّ ُمو َ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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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ل َيْمرُكم أَ ْن تُ َؤدُّوا ْاَلَم َاَن
)59:4( ت إِ ََل أ َْهَِّ َها
َ
ْ ُ ُ َ ََّ إِ َّن
ِِ ْ ب
َّ إِ َّن
)59:8( ي
ُّ اَّللَ ََل َُِي
َ اْلَائن
ِ ََوأ َْوفُوا الْ َك ْي َل إِذَا كَِّْتُ ْم َوِزنُوا ِِبل ِْق ْسط
)36:17( اس ال ُْم ْستَ ِق ِيم
ِ ِ ِ وََل تَعثَوا ِِف ْاَلَر〇 وََل تَب َخسوا النَّاس أَ ْشياءهم
)184:26( ين
ْ
ْ ْ َ ْ َُ َ َ
َ ض ُم ْفسد
ُ ْ َ
ِ ِيث ِِبلطَّي
)3:4( ب
ْ َوََل تَتَ بَ َّدلُوا
َ ِاْلَب
切勿侵占他人的财产，也不得向法官行贿，
至使你们藉他们的帮助而夺取他人的财产。（二：
一八九）真主的确命令你们把信托的财物交还物
主。（四：五十九）因为真主一定不爱欺骗者。
（八：五十九）当你们量出时，要量足分量；当你
们秤重量时，要用公平的天平秤。（十七：三十
六）不可损害别人的东西，立身处世，切勿存心制
造混乱，即指：偷盗或扒窃或以不法的方法夺取别
人的财产。（廿六：一八四）又说：不要以坏东西
换好东西，意谓：正像夺取别人的财物是非法的，
同样地，出卖坏东西或以坏东西换取好东西也是非
法的。（四：三）
在这些经节中，真主叙述了一切不诚实的行
为。他以一般性的言语，综合了一切不诚实的行
为。他没说你不要偷窃而致无知的人认为偷窃对他
虽是禁止的，但其他一切不法的行为都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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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一概括的言语，禁止了一切非法的行径，这就
是讲述的智慧。总之，如果有人不是智慧地具备诚
实的美德，不关心诚实的所有的方面，那么，即使
他在某些事情上表现诚实，而他的这个举动也不被
认为是诚实的道德，只是没有理智的辨别力和真正
的觉悟力的自然或形体状态而已。

（三）和平
摒弃罪恶的第三道德在阿拉伯文称作  هَّ َّون和
。هَّدَّنَّة它的含意是不虐待地给与别人身体的痛苦；作
为无害他人的人；和平地过活。谦虚、和平无疑地
是一种优良的美德，对人类极为需要的。小孩子们
底相互亲热的本质经过矫正，便成为和平的道德。
这是明显的，当人仅在这种生理的自然状况，而尚
无理智的情景里，他不能了解和平与战争的题目。
因此，一个人所具有的互相顺应、彼此一致的习
惯，虽是将来和平美德的根基，但因为这种本质的
表现，不是出自理智、思虑与特别意志，不能纳入
道德的范畴。当人立意自己不害他人，因时、因
地、因位制宜地运用这种本质并避免不适宜的使
用，才能把它归于道德的领域。关于这一方面，真
主在尊贵的《古兰经》给我们下面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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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ات بَ ْينِ ُك ْم
َ ََصَِّ ُحوا ذ
ْ َوأ

)129:4( ْي
ُّ َو
ٌْ ْح َخ
ُ َّالص
)62:8( اجنَ ْح ََلَا
َّ َِوإِ ْن َجنَ ُحوا ل
ْ ََّسَّ ِْم ف
ِ
ِ َّ ِ َّ اد
ِ شو َن َعََّى ْاَل َْر
)64:25( ض َه ْوًَن
ُ َْين َي
ُ ََوعب
َ الر ْْحَان الذ
)73:25( َوإِ َذا َم ُّروا ِِبل َّ ْغ ِو َم ُّروا كِ َر ًاما
ِ
ِ
يم
َ َس ُن فَِإذَا الَّ ِذي بَ ْي ن
ْ ا ْدفَ ْع ِِبلَِّت ه َي أ
ٌ ك َوبَ ْي نَهُ َع َد َاوةٌ َكأَنَّهُ َوِِلٌّ َْح
َ َح
)35:41(
َّ要调解你们之间的分歧。（八：二）和平是
有无限美好的。（四：一二九） 他人倾向和平，你
也得倾向和平。（八：六十二）仁慈主的仆人是那
些在地上谦虚走着的人。（廿五：六十四）当他们
听到斗争前奏的言语怕惹起纠纷，自尊地谈然置
之，不以无益的琐事，而起纠纷。（廿五：七十
三）那就是说，除非他们遭受大的损害，他们绝不
认为争论是好的事情。时空制宜地保持和平的原则
是：一个人不可因他人苟犯自己些许，便跟人吵
闹，而应当原谅。 لَّغَّو一字是指一种实际上没有多大
伤害的动作。例如，一个人恶作剧地无聊谈话或立
意扰乱。和平的象征是对于这种无意义的麻烦，应
当忽视，而保持君子人的自重。但如果损害不是细
小的，而足以损害生命、财产、或名誉，那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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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和平之德设有关系，如果这种罪恶受到原谅，那
道德为宽恕。关于这种道德容后叙述。真主又说：
你要以和平的善法，摒弃具有恶意人们的一切琐细
的无谓的言语，那么，以前虽然和你有敌意的人，
也会变作你的挚友。（四十一：卅五）
总之，表现和平的道德，显出忽视的态度是
在实际没有遭到损害而只是敌人无聊谈话的时候。

（四）温和、美言
摒弃罪恶的第四道德是温和  َّرفَّق和美言 َّألَّقَّول
 طَّالقَّة。الَّسَّن欢悦，这个自然状态是温和美言道德的
根源。在孩童未学讲话之前，他的面的欢悦与成人
的温和的言词有同等作用，欢悦是人的一种本有的
力量，温和是一个道德。时空适宜地运用这种欢悦
的本有力量，便产生温和美言的道德。关于这点，
《古兰经》的训导说：
ِ َوقُولُوا لَِّن
)84:2( َّاس ُح ْسنًا
ٍ ِ ََيأَيُّها الَّ ِذين آمنوا ََل يسخر ق
ْيا ِم ْن ُه ْم َوََل
َُ َ
ٌ َْ ْ َ
َ َ
ً ْ سى أَ ْن يَ ُكونُوا َخ
َ وم م ْن قَ ْوم َع
ٍ
ِ
ِ
ِ
ِ
ِ
س ُك ْم َوََل تَنَابَ ُزوا
ً ْ سى أَ ْن يَ ُك َّن َخ
َ ْيا م ْن ُه َّن َوََل تََّْم ُزوا أَن ُف
َ ساء َع
َ ساءٌ م ْن ن
َن
)12:49( ِِب َْلَلْ َقاب
ِ ِاجتنِبوا َكث
ض ُك ْم
َّ َض الظَّ ِن إِ ُْثٌ َوََل ََت
ُ ب بَ ْع
َ ْيا م ْن الظَّ ِن إِ َّن بَ ْع
ُ َْ
ْ َسوا َوََل يَغْت
ً
ُ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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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ل تَ َّو
َّ ض …… َواتَّ ُقوا
)13:49( يم
ٌ ََّ اَّللَ إِ َّن
ً بَ ْع
ٌ اب َرح
ِ ِ ِ َ ف ما لَيس ل
ك َكا َن
َّ ْم إِ َّن
َ ِاد ُك ُّل أ ُْولَئ
َ ص َر َوالْ ُف َؤ
َ َالس ْم َع َوالْب
ٌ ََّك به ع
َ ْ َ ُ َوََل تَ ْق
)37:17( وَل
ً َُع ْنهُ َم ْسئ
对人要真正地说好话。（二：八四）一个民
族不要耻笑另一个族。那被耻笑的民族也许比他们
更好。妇女不要耻笑别的妇女，那被耻笑的妇女或
许比她们更好。不要说人家的坏话，不要叫人家的
混号。（四九：十二）多多避免猜疑，这些有时也
是罪恶。你们不要侦探，你们也不要背后谈论人
家，……敬畏真主，真主是接受迁悔的，永久仁慈
的。（四九：十三）别诽谤或控告他人犯罪，如果
你没有证明他犯罪的真凭实据。要记着人身体的各
部份，眼、耳、心都是要受质问的。（十七：三十
七）

（乙）向人行善的道德
我们业已讲完了摒弃罪恶的各种道德。现在
让我们讲述向人行善的各种道德。

（一）宽容
在向人行善的道德品质中第一道德是宽容
عَّفَّو，即宽恕某人的罪恶。宽恕是向人行善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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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凡是犯罪的，他就给与别人痛苦，他也
就应当受到痛苦，得到惩罚——入狱、交付罚金，
或受害者自己举手对其施加惩戒。因此，如果宽恕
是适当的，对犯罪者宽恕，是向他的行善。关于这
点，尊贵的《古兰经》有下面的训示：
ِ
ِ
ِ ي َع ْن الن
)135:3( َّاس
َ ي الْغَْي َ َوال َْعاف
َ َوالْ َكاظ ِم
َِّ وجزاء سيِئ ٍِ سيِئٌِ ِمثْ َُّها فَمن ع َفا وأَصََّح فَأَجره عََّى
)41:42( اَّلل
َ ُُ ْ َ ْ َ َ ْ َ َ َ َ َ َ ُ َ َ َ
善人是，当应当遏制愤怒的时候，遏制自己
愤怒的人，当宽恕他人的时候，宽恕他人的人。
（三：一三五）罪恶的惩罚本应达到其所做罪恶的
限度，但如果一个人宽恕了别人的罪过，而这“宽
恕”却用得其时，使人得以改正，没有什么坏的影
响，那么，他将受真主的赏赐。（四十二：四十
一）
这一节经文指示宽恕的适当时候的原则。尊
贵的《古兰经》不曾训示绝对的宽恕，在任何情况
之下对罪恶都不抵抗，也不曾叮嘱在任何环境之
下，都不给侵害者惩罚。而它的教义是，受害者要
依照当时的情况，运用他的理智裁决对犯罪应当宽
恕或惩罚。在照顾犯罪者和大众利益原则下采取实
际上较好的行动。宽恕对侵害者，有时是有益的，
他将来改过自新不再有这种举动。但有时宽恕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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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良的影响，使犯罪者更敢为凶作恶。真主因此
并不甚喜欢而且不准许我们养成盲目的去宽恕罪恶
的习惯。他要我们把事情先行考虑与权衡，看清真
善是在宽恕里还是在惩戒里。然后做时空适宜的
事。有些人具有报复的天性，他们报复精神用得太
过，吃了一点亏，多少代都不会忘掉；但同样地也
有些人养成了极端宽恕的习惯。随时都肯宽恕罪
恶。他的过度的宽恕甚至使他失去羞耻品德。一个
人对于攻击他的荣誉或贞操的都不与计较，可以说
是宽恕，但他这种宽恕是卑污的，破坏了荣誉、自
尊、审慎和贞操的品德。没有聪明的人会称赞这是
崇高的美德。由於这些坏处，尊贵的《古兰经》对
于“宽恕”也加以适当的限制，同时不承认不合机
宜的宽恕也是道德。
要记着，我们不能把单独的宽恕称作道德。
它只是儿童也具有的一种自然力量。一个儿童的手
受到了伤害，即使那是出于别人的恶意，他在短暂
的时间以内，也会忘却那件往事。而且还是友爱地
接近那个人。甚至如果这样的人立意把他杀死，他
仍是乐意听他甜蜜的话语。这样的宽恕无论如何也
不能列入道德之类。只有当我们把它在适宜的时空
里运用出来时，它才能被称为道德。否则，它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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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然力量。世界上许多人不能分辨自然状态和
道德状态。我们已多次说过真正的道德和自然状态
的不同是，道德品质的存在常以“时空制宜”为条
件，而本能的表现有时是不适时空之宜的。许多低
级的动物是无害他物的与不低抗外来的横逆的。牛
可以说是清白，羊是温和，但它们都配不上说道
德，因为它们没有理解时空之宜的能力。安拉智慧
的、真实的、完善的经典对于每一道德都加有时空
之宜的条件。

（二）公平（三）惠爱（四）待人如亲
向人行善的道德中的第二种道德是公平  عَّدَّل第
三种道德是惠爱 إحَّسان，第四种是待人如亲 َّإيتاء َّذي
َّ。القرب尊贵的《古兰经》说：
ِ اَّلل َيْمر ِِبلْع ْد ِل وا ِْلحس
ِ
ش ِاء
َ ان َوإِيتَ ِاء ِذي الْ ُق ْرََب َويَ ْن َهى َع ْن الْ َف ْح
َ ْ َ َ ُ ُ َ ََّ إ َّن
)91:16( َوال ُْمن َك ِر َوالْبَ ْغ ِي

真主命令你们公平待人，以德报德，如果你
们对人公平以后，尚有向人行善的机宜，你们应当
向人多行善事；如果你们不但能以多行善事，而且
有自然的热情待人如亲地向人行善的机宜，那么，
你们就应当以自然的同情心向人行善。真主禁止你
55

们行动超过适当的限度，或做时空不适的善事与避
免去做时空适宜的善事;也禁止你们在适当的时空
里,减低待人如亲的热情或过度仁慈。
(十六：九十一)
这节训示我们注意为善的三个阶段。第一步
是对自己的恩人做良善的事。这是最低级的良好道
德，一个普通的人也可获得这种以德报德的道德。
第二步，这一步比第一步较为困难，因为这
一步是我先行善，人家没有权利在我身上，而自己
以惠爱的心情施济他人，这是中等的良好道德。大
多数的人周济穷困的人，但其惠爱之中隐藏着一种
缺点，仁慈的人想着他已经做了善事，至少希望人
家感谢或祝福，以作他所行善事的酬报。如果受他
恩惠的人成为反对者，他便给他一个“忘恩”的名
义，有时，他因自己对人家的施济而给人家不能负
荷的担子，并叫人家怀念他的恩惠。如真主警告行
善者说：
ِ
)265:2( ص َدقَاتِ ُك ْم ِِبل َْم ِن َو ْاَلَذَى
َ ََل تُ ْبطَُّوا
惠爱的人们啊！惠爱应当出自真诚的动机，
不应以使人回忆恩惠和给人痛苦的方式毁灭自己的
善行。（二：二六五）
意思是说，( صَّدَّقَّة施舍)一字由 （صَّدَّق真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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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如果内心没有真诚，那么 （صدقة施舍）不成其
为（صدقة施舍），只是一个伪善，为了给人家看的
一个动作。总之，惠爱的人的里面有这样一个缺
点。有时在生气的时候，使人家追忆他以往的善
行。因此，真主向惠爱的人们做了警告。
第三步，关于向人行善的第三步，真主说：
行善的人要完全不感觉他在对别人施行惠爱，也不
希望人家感恩报德，只是由于同情的热诚，发生行
善之德，好像至亲如母亲，只是由于同情的热诚对
孩子的行善一般。这是向人行善的最后阶段，从此
没有再进步的可能了。
然而，从行善的初步以至最高的阶段，都有
一个必须的条件，那就是，行善须要适应时势。在
上面的一节经文里，真主明显地说了，如果这些善
行不被运用于适宜的时空之内，那么，它将成为恶
行。公平  عَّدَّل变成过分  فَّحَّشاء即越过限度而形成不纯
正的状态；惠爱  إحَّسان变成丑恶  مَّنَّكَّر即成为理智与良
心所拒绝的状态。待人如亲 َّ إيتاء َّذي َّالقرب的道德，变
成逾越  بَّغَّى意思是说，那不合机宜的同情的热心将
产生一种败坏的情况。 ب غى逾越一字，实际上，意
指一种过度而有害毁灭田园的雨。在每一事物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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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部分内，减少称为  ب غى逾越，增加也称为  ب غى逾
越。总之，这三级道德状态中如有一级道德不被运
用在适当的时空之中，它便形成坏的状态。就为了
这个原因，这三级道德状态，所以成为道德的条件
是，它们要被运用在适当的时空之中。在这里要记
着，只是公平、惠爱，或待人如亲不能说是道德。
这些完全是人类内在的自然的形状和天赋的良能，
儿童在其具备了智慧以前也具有这些自然形状和天
赋良能。自然形状和天赋良能的形成道德要有理智
的条件，而每一天赋良能运用适当的时机也是应有
的条件。
关于惠爱，在《古兰经》中还有些必需的指
导。在所有表示“指导”的字的前面都使用显示时
空意味的定冠词 。 ال这是表示惠爱是以时空制宜为
条件的。例如真主说：
ِ َّ
ِ ِ ِ ِ
س ْب تُ ْم َوَِمَّا أَ ْخ َر ْجنَا لَ ُك ْم ِم ْن
َ ين
َ ََيأَيُّ َها الذ
َ آمنُوا أَنف ُقوا م ْن طَيبَات َما َك
ِ ْاَل َْر
)268:2( ٌُيث ِم ْنه
ْ ض َوََل تَيَ َّم ُموا
َ ِاْلَب
ِ
ِ ص َدقَاتِ ُك ْم ِِبل َْم ِن َو ْاَلَذَى َكالَّ ِذي يُ ِنف ُق َمالَهُ ِرََئءَ الن
َّاس
َ ََل تُ ْبطَُّوا

)265:2(
ِِ
َّ َح ِسنُوا إِ َّن
)196:2( ي
ُّ اَّللَ َُِي
َ ب ال ُْم ْحسن
ْ َوأ
ِ
ِ
ٍ إِ َّن ْاَلَبْ َر َار يَ ْش َربُو َن ِم ْن َكأ
اد
ُ َب ِِبَا عب
ُ  َع ْي نًا يَ ْش َر〇ورا
ُ ْس َكا َن م َز
ً ُاج َها َكا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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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ل ي َف ِجر َ ِ
ْيا ()7-6:76
وِنَا تَ ْفج ً
َّ ُ ُ
َسْيا〇إِ ََّّنَا نُط ِْعم ُكم لِوجهِ
ِ
ِِ ِ ِ
ِ
ِ
ُ ْ َْ
َويُطْع ُمو َن الطَّ َع َ
ام َعََّى ُحبه م ْسكينًا َويَت ً
يما َوأ ً
ِ
َِّ
ورا ()10-9 :76
اَّلل ََل نُ ِري ُد م ْن ُك ْم َج َزاءً َوََل ُش ُك ً
ال َعََّى حبِ ِه ذَ ِوي الْ ُقرَب والْي تامى والْم ِ
السبِ ِ
يل
َوآتَى ال َْم َ
ي َوابْ َن َّ
ساك َ
ُ
ْ َ َ ََ َ َ َ َ
و َّ ِِ
الرقَ ِ
ي َوِِف ِ
اب ()178:2
السائَّ َ
َ
ِ
ِ
ك قَ َو ًاما ()68:25
ي ذَل َ
َتوا َوَكا َن بََْ
إذَا أَن َف ُقوا ََلْ يُ ْس ِرفُوا َوََلْ يَ ْق ُُ
صَُّو َن ما أَمر َّ ِ
والَّ ِذين ي ِ
وص َل َوَُيْ َ
اَّللُ بِه أَ ْن يُ َ
َ َ َ
ش ْو َن َرَِّبُ ْم َوَُيَافُو َن ُسوءَ
َ ََ
ِ
ساب ()22:13
ا َْل َ
وِِف أَمواَلِِم ح ٌّق لَِّسائِ ِل والْمحر ِ
وم ()20:51
َ َْ ْ َ
َّ َ َ ْ ُ
ِ
ِ
َّ ِ
الس َّراء َوالض ََّّراء ()135:3
ين يُ ْن ِف ُقو َن ِِف َّ
الذ َ
ِ
اه ْم ِس ًّرا َوعَ ََلنِيًَِ ()23:13
َوأَن َف ُقوا َمَّا َرَزقْنَ ُ
ِِ
ات لَِّْ ُف َقر ِاء َوال َْمساكِ ِ
وِبُ ْم َوِِف
إِ ََّّنَا َّ
ي َعََّْي َها َوال ُْم َؤلََّف ِِ قَُُّ ُ
الص َدقَ ُ
ي َوال َْعامَّ َ
َ
َ
يل فَ ِري َ ِ ِ
يل َِّ
ِ
اَّلل و َّ ِ
الرقَ ِ
ِ
السبِ ِ
ي َوِِف َسبِ ِ
يم
اَّلل َواِبْ ِن َّ
اب َوالْغَا ِرم َ
اَّللُ َعَّ ٌ
ضًِ م ْن َّ َ
َح ِكيم ()60:9
َن تَنَالُوا الِْبَّ َح ََّّت تُ ْن ِف ُقوا َِمَّا ُُِتبُّو َن ()93:3
لْ
ِ
ِ
السبِ ِ
يل َوََل تُبَ ِذ ْر تَ ْب ِذ ًيرا ()27:17
ي َوابْ َن َّ
َوآت ذَا الْ ُق ْرََب َح َّقهُ َوال ِْم ْسك َ
َوِِبل َْوالِ َديْ ِن إِ ْحس ًاَن َوبِ ِذي الْ ُق ْرََب َوالْيَ تَ َامى َوال َْمساكِ ِ
ي َوا ْْلَا ِر ِذي الْ ُق ْرََب
َ
َ
ِ
ب ِِب ْْلَْن ِ
الصاح ِ
َوا ْْلَا ِر ا ْْلُنُ ِ
السبِ ِ
ت أ ََْيَانُ ُك ْم إِ َّن َّ
ب َو َّ
ب َوابْ ِن َّ
يل َوَما َمََّ َك ْ
اَّللَ
َّ ِ
اس ِِبلْبُ ْخ ِل
ََل َُِي ُّ
ورا 〇الذ َ
ب َم ْن َكا َن ُُمْتَ ًاَل فَ ُخ ً
ين يَ ْب َخَُّو َن َو ََي ُْم ُرو َن النَّ َ
آًت ُه ْم َّ
ضَِّه ()38-37:4
اَّللُ ِم ْن فَ ْ
َويَ ْكتُ ُمو َن َما َ
信仰的人们啊！你们要以慷慨、慈善，或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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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的方法给予人们你们合法得来的好东西，即在那
些财物中并没有偷的、贿赂的、夺取的、盗用的、
残暴的，或其他以不法手段得来的部分。不要存心
把那些不洁净的钱财施惠与人呀。（二：二六八）
莫使你们的善举因你希冀着你们所周济的人的感
谢，或因伤害他们，而至变成伪善。那就是说，永
不要使受惠者忆起你对他所行的善，也不要给他任
何伤害。如果你们这样做，你的善是没有效果的。
也不要为了炫耀他人而消耗你们的东西。（二：二
六五）要对真主所造的施行慈善。真主确是喜爱慈
善的人的。（二：一九六）真正行善的人将饮用樟
脑调和之杯，那就是说，现世的心火、悔恨和不洁
净的欲念，都从他们的心中清洗净尽。（七十六：
六）“樟脑”  كَّافََّّور这一字乃由 َّ كَّفَّر脱胎出来的，َّكفر
意义是压抑和掩盖，意思是说，他们饮用了樟脑之
水便能压抑不合法的情欲，他们的内心变为纯洁
的，他们将享有认识真主的宁静。
《古兰经》又说：安拉的仆人，（那是指，
那些行善的人）将于复生之日得饮泉水，那泉水，
是他们今日用双手使它涌出来的。（七十六：七）
这节训示把光辉照耀着那天园哲理的深奥秘密。谁
想了解，谁就了解罢！真正行善之人的特征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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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因为敬爱真主，把自己喜欢的食物供给贫困的
人、孤儿和战犯，在供应的时候，说：“我们不是
要把什么恩典加惠于你们，我们做这件事的唯一希
望是得到真主的喜欢，我们这样做，那是为着真
主。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要你们的感谢与酬
报。（七十六：九，十）这节经文指示完全出于同
情心具有第三级良好道德的人们向人行好的方法。
这是真正行善者的习惯，他们为了获得真主的欢
喜，以财物扶助他们的近亲、养育孤儿、救济贫乏
的人、施惠行乞与行路的人、出资释放奴仆或清偿
债务人的债务。（二：一七八）他们动用金钱，不
浪费也不吝啬，常采取中庸之道。（二十五：六十
八）他们联系真主所嘱咐联系的，敬畏真主。（十
三：二十二）在他们的财产中，有一部份是属于那
些能以求助的和那些不能求助的，这意旨动物如
狗、猫、麻雀、牛、猴、羊和其他，那些不能用言
语表明他们需要的。（五十一：二十） 他们在穷
困和收入较少的情况下与荒年的日子里，也毫不踌
躇地量力施舍。（三：一三五）他们有时暗中施
舍，有时公开施舍。暗中施舍为的是不想给人家知
道，公开施舍，是想着引起别人为善。（十三：廿
三）施舍物等类的财产，首当用作周济贫乏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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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从事收取与发放施舍物的人员，可用于使人避
免恶事，可用于释放俘虏，可用于救助那些贫穷
的、困于债务的、遭遇灾难的，有其他的困难的，
也可用作为安拉的其他工作和其工作人员的费用。
（九：六十）你们不能达到至善。除非为了人类同
情，消费你们所喜欢的。（三：九十三）给予急需
者所应得的，要施惠贫乏与旅行的，但不可虚耗你
的财物。（十七：二十七）意思说，人们在结婚的
时候、各种享乐的地方和生儿的习俗上过度的浪费
你们都要避免。应当善待父母、亲族、孤儿、穷困
的人、远的邻人、旅行者和你们所具有的奴仆、马
匹或其他家畜。因为这样是真主喜欢的。他不爱那
些漫不经心者，和那些自利者，憎恶那些自己吝啬
而教人吝啬，把真主赐给他们的恩惠掩蔽，对贫乞
无告的人说，我们没有什么呢？（四：卅七：卅
八）

（五）真正的勇毅
在人的自然状态中有一个状态与英勇  شَّجَّاعَّة相
似。人们在婴孩时期，当他还没有理解的能力，已
表现出这种天赋勇敢的本质，随时准备把他的小手
伸到火焰里，因为没晓得事情的结果如何。人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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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之下，会毫不畏惧地与狮子或其他猛兽博
斗，会赤手空拳地挺身与整个军队交锋，人们或以
为他有勇毅的道德，才这样大胆，但实际上这不过
是一种自然的状况，而不是高贵的道德。一条狗或
其他的野兽都会有与他相等的举动。我们所谓真正
的勇毅 شجاعة具有时空适宜的条件，为良好道德之
一。它是真主的言语里，下面所叙述的那些时空中
事态的名字。
ِ الصابِ ِرين ِِف الْبأ
ِ ِ
)178:2( ي الْبَأْس
َ ْساء َوالض ََّّراء َوح
َ َ َ َّ َو
ِ َّ
)23:13( بوا ابْتِغَاءَ َو ْج ِه َرِبِِ ْم
َ ين
َ َوالذ
َُ ص
ِ َّ
ِ ال ََلُ ْم الن
اد ُه ْم إَِيَ ًاَن
َ َين ق
َ َّاس قَ ْد ََجَعُوا لَ ُك ْم فَا ْخ
َ ش ْو ُه ْم فَ َز
َ الذ
َ َّاس إ َّن الن
ُ
ِ
ِ َّ وقَالُوا حسب نَا
)174:3( يل
ُْ َ
َ
ُ اَّللُ َون ْع َم ال َْوك
ِ َّ
ِ ين َخ َر ُجوا ِم ْن ِد ََي ِرِه ْم بَطًَرا َوِرََئ َء الن
)48:8( َّاس
َ َوََل تَ ُكونُوا َكالذ
真正勇毅的人是那些不失掉心志，镇静地、
忍耐地站着，应付战争或一切艰难困苦。（二：一
七八）他们在战争与困苦期间的坚忍，乃是为了寻
求真主的喜悦，并不是为着表露他们的勇毅。（十
三：二十三）有人威吓他们说：“人们业已结合一
齐来惩罚你们了。你们应当惧怕。”可是威吓反而
增加他们的信仰。他们说：“真主是足以维护我们
的。真主是最优美的保护者。”（三：一七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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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说，他们的勇毅并不同于那些狗或野兽的勇气，
狗和野兽的勇气只是自然的刺激，只是倾向于一方
面的。但他们的勇毅的表现是两方面的。有时以自
己的勇毅抑制自己的情感，有时当他们看到对抗敌
人是合乎时宜的，他们便对抗敌人。可是他们的这
种对抗，不是由于自然的情感冲动，而是为了有助
真理，而且他们显示勇毅不是仗恃自己，而是托靠
真主。他们的勇毅，没有虚伪和自大的成分，也没
有个人私欲的气味。不论在哪一方面，他们都把真
主的喜悦放在前面的。（八：四十八）
在这几节经文里，真主使我们了解真正勇毅
的根基是忍耐与坚定。在每一情欲或灾难像敌人一
样的进行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对它做稳定的抵
抗，不做胆怯的逃避，这便是勇毅。人的勇和野兽
的勇是大不相同的。野兽只是单纯地一方面动用冲
动的情感和怒气，而具备真正勇毅的人在抵抗与不
抵抗中度量时宜，善加选择。

（六）真实
形体的状态中还有一种天赋特质，叫真实。
本来人如果没有私人情欲的动机，总是倾向于讲真
话的。他的本性就不喜欢讲假话。他在说谎中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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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一种憎恶和不畅快，并且若是别人经证明了是
说骗人话时，他便不喜欢他而加以轻视。但只是这
个形体的情态是不能够被我们算为高贵的道德的。
甚至儿童与疯狂的人也能保守这种情态。除非一个
人能够完全脱离那些阻止他真实，使他不诚的卑下
意向，他的真实是十分可疑的。
因为如果他只在对他没有什么不利的时候说
真话，但他的生命或财产或名誉会发生损害的时
候，却闭口不言或说出假话，那么，他的人格并不
见得比一个无知的小孩，或是一个狂人高贵。实际
讲起来，讲假话的人总有一个动机，世界上没有全
无动机而说谎的，所以如果不是因为惧怕损害，便
是说真话也不算真正的道德，唯一的真实的试金石
便是当那人的生命、财产，或名誉受到危险的时
候。关于这一点，古兰经内有这么几节如下的训
话：
ِ الرج
ِ
ِ َف
)31:22( الزوِر
ُّ اجتَنِبُوا قَ ْو َل
ْ س م ْن ْاَل َْوََثن َو
ْ
َ ْ ِ اجتَنبُوا
ُّ ْب
)283:2( الش َه َداءُ إِذَا َما ُد ُعوا
َ َوََل ََي
ِ الشهاد َة ومن ي ْكتمها فَِإنَّه
)284:2( ُآُثٌ قَ َّْبُه
ُ َ ْ ُ َ ْ َ َ َ َ َّ َوََل تَ ْكتُ ُموا
)153:6( َوإِذَا قَُّْتُ ْم فَا ْع ِدلُوا َول َْو َكا َن ذَا قُ ْرََب
ِِ
ِ
ِ
ِ ِ
ِ
ي
َ ِي ِِبلْق ْسط ُش َه َداءَ ََّّلل َول َْو َعََّى أَن ُفس ُك ْم أ َْو الْ َوال َديْ ِن َو ْاَلَق َْرب
َ ُكونُوا قَ َّوا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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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4(
)9:5( َوََل ََْي ِرَمنَّ ُك ْم َشنَآ ُن قَ ْوٍم َعََّى أ َََّل تَ ْع ِدلُوا
ِ ِ َّ و
ِ الص
ِ َادق
)36:33( ات
َّ ي َو
َ الصادق
َ
)ِ4:103(لص ْب
َّ اص ْوا ِِب
َ اص ْوا ِِب َْلَ ِق َوتَ َو
َ َوتَ َو
ِ َّ
)73:25( ور
ُّ ين ََل يَ ْش َه ُدو َن
َ الز
َ َوالذ
避免崇拜神像和说假话。(廿二：三十一) 这
节的意思说，虚伪便是一个偶像，因为信赖虚伪的
人放弃了信赖真主，所以，说假话的人便远离了真
主。当你们为实际情况被邀作证时，不应拒绝。
(二：二八三) 实事真情要直白地作证，不要隐匿，
因为隐匿真情不肯直说，必定心肠有罪的。(二：
二八四) 当你说一句话或是作一个判决，你要诚
实、正直无私，纵使为你们的近亲作证。（六：一
五三）你们要固守真理与公平，你们的证据应当是
为了真主而作的。所以你不可以说谎话，纵使你说
出真话来，或者会伤害你的本身或你的父母或是你
的亲属，如你的儿女等。（四：一三六）你们不要
因为敌视一个民族而不做真实的证明。（五：九）
真实的男子和真实的女子将要得到大的报酬。（卅
三：卅六）他们惯劝告别人知行真理。（一Ο三：
四）他们不和说谎的人坐在一起。(廿五:七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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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忍耐
人的形体状态的又一本质是忍耐，这是他在
艰难、疾病和痛苦时候常须面临的，他在诉苦和悲
哀之后，总是要采取忍耐的。但要知道依照真主的
经典，那种忍耐不能列入道德之林，而只是在疲倦
之后必然显现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那是人类许
多形体（自然）状态的一个状态。当人不幸到来的
时候先是哭泣、呻吟、最后，悲伤的发泄达到极
点，便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它，忍耐下来。这两种动
作都是自然的状态，与道德没有关系。不过这种动
作在一种条件下可以形成道德。当一个人从自己的
手里丧失了一件东西，他把那件东西当作真主的委
托物，口里不说任何怨言，他只说这东西原来是真
主的，现在真主把他拿去了。我们是随着真主的喜
悦而喜悦的。关于这个道德，真主在《古兰经》中
教育我们道：
ِ ٍ َ ِولَن ب َُّونَّ ُكم ب
ِ اْلَو
ِ ص ِم ْن ْاَل َْم َو ِال َو ْاَلَن ُف
ٍ وع َونَ ْق
س
ِ ُف َوا ْْل
ْ ْ ش ْيء م ْن
ْ َ َْ َ
َِِّ صيبٌِ قَالُوا إِ ََّن
ِ َّ
ِ
ِ
ِ َّ ات وبَ ِشر
َّلل َوإِ ََّن إِلَيْ ِه
َ ين إِذَا أ
َ َصابَ ْت ُه ْم ُم
ْ َ َوالث ََّم َر
َ الذ〇 ين
َ الصاب ِر
ِر
ك ُه ْم ال ُْم ْهتَ ُدو َن
ٌ صََّ َو
َ ِات ِم ْن َرِبِِ ْم َوَر ْْحٌَِ َوأ ُْولَئ
َ ِأ ُْولَئ〇 اج ُعو َن
َ ك َعََّْي ِه ْم
َ
)158-156:2(
意思说，信仰者啊！我将这样地试验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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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使你们遭受惊恐和饥饿；有时使你们蒙受财产
和生命的损失；有时使你们所作的一切努力得不到
成功；有时使你们感受到子女死亡的痛苦。对于这
些人要传达喜讯，当他们遭遇不幸时他们便说：
“我们是真主所创造的东西、真主的信托物和真主
的奴仆。真主的信托的东西是要回到真主那里去
的。”他们就是获得真主的仁慈的，他们就是获得
主道的。（二：一五六及一五八）
简括地说，这个道德的名字是忍耐和以真主
的喜悦为喜悦。在别一个意义上讲，这也就是公
道，因为当真主依据人所喜欢来预备了这一切的东
西，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依照他的意向显现了千万
的事情，并顺着他的欲望，为他安排了不能计算的
恩惠。现在如果真主叫人们服从他的意志，人们便
转变了方向，不以真主的喜悦看作是自己的喜悦，
口出怨言，离经叛道，而不肯心平气和地向好的一
方面去做，那怎样能够叫得做公平呢？

（八）对人类的同情
人的形体状态的另外一种本质便是热烈的同
情心。无论哪一个宗教的人，都天然具有民族同情
的感觉，大多数的人因为受着同族或同宗族的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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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同情心所驱使，每每会放弃一切道义于不
顾，而一点不迟疑地来伤害别人，好像不认为其他
的人也是人。这种同情心并不基于道德的感觉而起
的，它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这不仅人类为然，
就是乌鸦等飞禽，也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感的流
露。在它们当中，一个死去，成千上万的便顷刻齐
集。但是如果我们要把这种同情的感觉归入道德范
畴里去，那一定要根据公平原则，同时又是在适宜
的时候表现的。这种崇高的道德阿拉伯文称作 مَّواسَّاة
（同情），波斯文叫做 （ مهدردى同情）。关于这一
点，《古兰经》是这样说的：
ِ اْل ُِْث والْع ْدو
ِ َِوتَ َع َاونُوا َعََّى ال
)3:5( ان
َ ُ َ ِْ ْب َوالتَّ ْق َوى َوََل تَ َع َاونُوا َعََّى
)105:4( َوََل َِتِنُوا ِِف ابْتِغَ ِاء الْ َق ْوم
ِ
ِِ ِ
)106:4( يما
َ َوََل تَ ُك ْن ل َّْ َخائن
ً ي َخص
ِ َّ
ِ
ِ
َّ س ُه ْم إِ َّن
يما
ُّ اَّللَ ََل َُِي
ً ب َم ْن َكا َن َخ َّو ًاَن أَث
َ َوََل َُتَاد ْل َع ْن الذ
َ ين َُيْتَانُو َن أَن ُف
)108:4(
意思说，一定要在良善和敬畏的事上同情、
帮助你们同族，但是你们绝不要在作恶、侵犯的事
情上互相协助。(五：三) 为了对国家民族同情，工
作应当勤勉不要倦怠。(四：一Ο五) 并且你不要替
那欺骗人们的人，作辩护和说项。(四：一Ο六)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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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要替自欺者辩护，因为那欺骗犯罪的人是真主
所憎恶的，而不是他所怜爱的。(四：一Ο八)

寻求至大的造物主宰
在人类的形体（自然）状态中，我们可以看
出他们有一种追求全能的主宰的天赋良能，因此在
其内心里有一种吸引力，使他的灵魂时时倾向真主
方面。这种感觉最初的表现在于小婴孩刚出世的时
候，所以是与生俱来的。小孩刚刚出世便受着这天
赋良能的驱使，倾向他的母亲，表示一种自然的热
爱他的母亲。渐渐地长大了，各种机能都逐渐发达
起来，这一种本能便作更显著的表露。除掉在母亲
的怀抱里，他是不会得到安息的，除非是受着她的
抚摸怜爱，他总感觉不到安宁。离开了母亲他便觉
得不快，便觉得痛苦而哭啼，无论你拿世界上什么
东西、什么宝贝作抵偿，他总觉得不偿失。不过婴
孩在这时候还不能够说是有意识的，它只不过是受
着本能的冲动去爱他的母亲。感觉到只有在他母亲
的怀里才得到恬静和安甯。这吸引小孩向着他的父
母的吸引力，就是那直根在人类的灵魂而引他向着
造化主的引力。在每个地方，凡是产生人间互爱关
系者，实际上就是那个向主的吸引力；每一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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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显示热爱者，就是那个敬爱真主的反射。这样
我们见到了倾向真主的吸引，是本能地深植在我们
的心中。无论吸引它的对象如何不同，爱的情感统
通可以追源“爱造物主”的本能。当人类把他的感
情转移到别的目的物时，他实在不过在寻求着，在
摸索着他的真正目的物。他像是失却了什么似的，
这遗失了的东西，连名字他也忘记了，但是他像四
下里寻求着它，所以，人对财产、子女和妻子的爱
或倾心悦耳的音乐，实际上，就是在寻求遗失了的
心爱的，但是，这微妙的主宰，正像火一样，隐藏
着在各个灵魂里，反不为人所见。拿人类不完全的
理智，人类的肉眼，是无从去窥见他的真面目的。
因为这样，所以对于真主的认识人们弄出了很多大
的错误。把真主的权利错误地交给别的。《古兰
经》解释这种错误，设了一个很美的比喻，世界是
像这样的一座水晶宫，它的地板使用非常透明的玻
璃安装的。在那玻璃的地板底下放入了奔流的水。
每一个着眼玻璃地板的人把玻璃地板误认为是水。
于是他像怕水一样，怕在它上面行走。其实它不过
是光洁透明的玻璃。我们在宇宙所看见的天体，如
日、月、星、辰等，它们显示在它们后面的强有力
的主宰。但是正如人们误认玻璃是水，误认天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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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主而只向他崇拜。这是信奉多神的人非常的愚
妄，他把真主巨大力量所做出的工作，归于真主藉
以表现这种力量的各种物质的东西。这就是下述经
文的注释：
)45:27( ح َمََُّرٌد ِم ْن قَ َوا ِر َير
َ ُإِنَّه
ٌ ص ْر
这不过是玻璃铺设的宫殿。（廿七：四十

五）
总而言之，真主的本体是隐藏不可见的，虽
然他在各方面很显明地启示他自己。但只是宇宙的
物体体系并不能使我们对于真主有足够的认识，并
不能千真万确地告诉我们那创造者实实在在是存在
的。因此，虽然那些依赖这个体系的人谨慎地继续
观察这个包容无数精美而完备的体系，并且对天文
学、物理学、哲学也作了专门的造诣，好像已经洞
察了这个宇宙，但他们仍旧没有脱离怀疑的黑暗，
大多数的人陷于各种严重的错误，彷徨于无聊的幻
想。如果他们心中产生了创造者存在的一点思想，
那只不过是他们在看到这高级、优美的宇宙体系以
后，他们觉到这样显现完善智慧的伟大体系，应当
有一个创造者。但分明这只是真主存在的一个十分
低下的理念，一种极不完全的认识，因为说，“这
个体系应当有一个主宰”和“那主宰实际上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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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是绝对不同的。总之，这只是他们推理的
认识。这种认识不能给与内心安静，不能消除内心
的怀疑。它不是一杯那样的琼浆玉液，能使人在饮
了它以后，消释其天性所感觉到的关于真主完善认
识的干渴。而且从探究大自然所得到的不健全的认
识，充满了危险，因为这虽有其喧哗，但结果是等
于零的。
简括地讲，除非全能的真主用自己的语言来
显示他自己的存在，正如他已这样显示了，单凭着
观察真主的行为永远不会心满意足的。打一个比
例，假如一所房间，它的门户统统由里边关闭的，
我们起初的推断便是房间里边有人，他把房间关闭
而且加了门闩。因为外边的人不能从门内上门闩。
但是如果经过了许多年，从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声音
从里边发出来。并且年复一年，无论外边怎样地叫
他，那里边总没有应声的，那么，我们对于最初的
意见，以为里边一定有人在的，便觉得应加以修
正，将要以为屋子里面并没有人而是利用某种技巧
从门的里面安放了链条。这就是那些哲学家的情
况。他们只在实验真主的行为的基础上去结束其对
认识真主的探讨。他们把一个活生生和光荣的真主
认作一个僵冷的尸体，说，只有人才能从坟墓中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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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发掘出来，这是一个大的错误。如果真主要依靠
人类的努力才能显示，那么，这样的真主如何能够
做我们一切希望的中心呢？真主是永远不断地表示
他自己的存在的。因为他清楚地说道：“我在”。
这样他令懦弱的万物群起来归附他，靠他来支持。
如果我们说，因为人类不怕麻烦去发现真主，所以
真主对人类应该表示感激，并且进一步说，如果非
因为人类的努力，无始无终与不生不灭的宇宙之主
是永远不会被认识的，那就未免太侮辱真主了。
反对真主真实存在之说的人，也许会这样
讲，如果说，真主怎样能说话呢？他有口舌吗？但
是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真主不是创造了大地和许多
天体吗？但是他何尝需要有物质的两手？他是洞明
万事万物，无所不见的，但是他何曾须有物质的双
目？他是无所不闻、无所不知的，但是他何尝有司
听觉的两耳？由此可见得他既然能创造，能视听，
便也能够发言了。你如果说，在过去真主虽然对那
时的人说过话来启示他自己，但是如今他却不说话
了，这话是绝对不对的。我们不能局限真主言语的
时期。毫无疑惑地他现在仍然像以前一样准备着以
启示的源泉滋润寻求他的人们。他的恩泽之门像往
日一样，今天还是敞开着的，不错，自从一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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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典满足了人类的需要，再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经
典和律令，一切使者和先知的不同品位，在穆圣
（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降临，达到它的终点
以后，也已到了完善的地步。

穆圣在阿拉伯国家降生的哲理
这个真主的最后光辉照耀在阿拉伯国土，不
是没有它的智慧的。阿拉伯人系伊司马仪族传下来
的子孙。他们是经由真主的智慧，早与伊司哈卡离
开 ， 被 安 置 在 法 兰 （ ）فاران的 荒 漠 之 中 的 。 法 兰
（）فاران一词的意义是两个逃亡者。伊司马仪是伊布
拉欣圣人自己从以色列子孙隔离出来的，他们与
《旧约》的律令没有任何关系。这正如写道,伊司马
仪将不能和易司哈卡同作继承者。因此伊司马仪族
和他们的同血统的亲族隔离，而其和别人种族又不
曾有过什么关系。在所有其他的国度里，我们总看
见些宗教风俗和律令，这说明那些民族在某个时期
是从真主的使者受过教训的。但是阿拉伯国却一点
也没有得到先知布道的影响，伊司马仪族是最落后
的民族。所以在最后，圣人的教义轮流到这个国
家。以便使所有国家再一次获得吉庆，消除错失。
《古兰经》是这样的一部完善的经典，它掌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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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一切改善工作。在它以后，我们再不必等候其他
的经典了。而且这部经典不像以前经典只为某一个
民族，它是要改善整个人类、每个民族的。而且教
育了人类进修的一切阶段，首先教育了野蛮人们人
类的礼节，在他们有了人的形象以后，又教了他们
高尚的道德。

《古兰经》对人类的恩惠
只有《古兰经》赐与人类这个恩惠；它首先
指出形体（自然或本能）状态与高尚的道德两者的
分别。当它把人类从其形体（自然或本能）的情
况，提高到高尚道德的崇高境地，它并不休止，还
要进一步提高人的精神状态的地位。为了这个目
的，它又打开纯洁的认识真主的门户。它不单只打
开了认识真主的门户，且也使成千上万的人，达到
了认识真主的境地。这样它对于上文我所讲过的人
类三种教义，已做了最赞美的陈述。因为《古兰
经》是宗教进修必需的一切教义的完善集聚者，所
以它宣称它使宗教教育达到它的完善境地。如真主
说：
ِ
ِ ت َعََّي ُكم نِ ْعم ِت ور
ِْ يت لَ ُك ْم
اْل ْس ََل َم
ُ ض
ُ َّالْيَ ْو َم أَ ْك َم
َ َ َ ْ ْ ُ ْت لَ ُك ْم دينَ ُك ْم َوأ َْْتَ ْم
)4:5( ِدينً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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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已经完备了你们的宗教，充满了对你
们的恩惠，并满意于伊斯兰教做你们的宗教。
（五：四）意谓宗教的极点被发现于伊斯兰教的意
义之中。也就是说，一个人使自己完全成为真主
的，经由自我牺牲寻求自己的得救，而不通过其他
方法，并应当在其行动中表明这个意向和决心。这
是一切美德达到其尽善尽美的阶段。所以哲学家所
没有认识的真主，《古兰经》使我们认识到那个真
正的真主。〈古兰经〉对于认识真主给予两个方
法：第一是，在提供理智证据时，人的理智藉其获
得力量和光辉，并免除错误的方法。第二是精神的
方法。这方法我们往后在解答第三个问题时才切实
讨论。

真主存在的证据
现在请看〈古兰经〉提供那些优美无比的理
智论据来证明真主的存在。如真主在一处说：
)51:20( ال َربُّنَا الَّ ِذي أَ ْعطَى ُك َّل َش ْي ٍء َخ َّْ َقهُ ُُثَّ َه َدى
َ َق
ََّّ我们的养育主宰是那个赐给每一个东西适当
的官能并领导它达到应有的完善境地的。（二十：
五十一）如果现在依照这节经文观察人类及水陆两
处的飞禽走兽的构造，那么，我们就会理解到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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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力：每一个东西的官能都是适合它的情况的。
因为论题太广，请读者自己思考吧！
真主的存在之又一个论据是真主是一切原因
的最后原因。如《古兰经》说：
َّ َوأ
)43:53( ك ال ُْم ْن تَ َهى
َ َِن إِ ََل َرب
你的养主是一切原因的最后原因。(五十三：
四十三) 如果我们深加观察，我们会看到这宇宙万
物都是受因果体系约束的。这个因果体系是一切知
识学问的基础。创造的任何部分都不能离开这个因
果体系。有些东西好像是另一些东西的根源，而另
一些东西好像是它的支干。这是明显的，每一个原
因，假如它不是最初的，都可以追溯到别个原因
去，这样一个一个地推上去。但是这个因果串，因
为发生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世界，是不能够至于无限
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因果串的尽头是其最后原
因。这最后的原因便是宇宙的创造者。请看上文所
引的经文怎样以少数的几个字叙述了上面的论据—
—即整个体系的末端是你的养主。
真主的存在的另一个论据，在《古兰经》里
是这样叙述道：
ِ
ٍ ََّ ََّها ِر وُكلٌّ ِِف ف
ِ
َّ
َّ ََل
ك
َ َ س يَ ْن بَغي ََلَا أَ ْن تُ ْد ِر َك الْ َق َم َر َوََل ال ْي ُل َساب ُق الن
ُ الش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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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6( يَ ْسبَ ُحو َن

太阳不能够追上月亮，黑夜（月亮的现象）
不能越过白天（太阳的现象），即它们每一个都得
依着它们自己的轨道运行。（卅六：四十一）假使
这天空中各星系没有一个计划者在幕后制定它们运
行的秩序，这整个体系便会混乱。这一个论据对天
文家极为有益的。这无数庞大的天体都集聚在空间
旋转运行，稍有混乱，则整个宇宙便会毁灭。这是
创造者多么大能的表现啊！它们不互相猛撞，稍微
不变换速度和轨道，也不因这样长期不住地运动而
稍觉损坏或衰老，如果没有一个监护者，这么大的
一个机械如何能自己历无数岁月而运行不息呢？当
讲到真主的这些智慧时，全能的真主在《古兰经》
另一处，这样说：
َِّ أَِِف
ِ ٌّ اَّلل َش
ِ السماو
)11:14( ات َو ْاَل َْرض
َ َ َّ ك فَاط ِر
真主创造了这样的天体，和这样的大地，那
么，关于真主的存在能够有半点怀疑吗？（十四：
十一）
《古兰经》关于造物主之存在的精妙的论
据，是这样写道：
ٍ َُك ُّل من َعََّي ها ف
ِْ ك ذُو ا ْْلَََل ِل َو
)28-27 :55( اْل ْك َر ِام
َ ِ َويَ ْب َقى َو ْجهُ َرب〇 ا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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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最后都归于尽，能够永远存在者只有伟
大的和尊严的养主。（五十五：廿七，廿八）现在
你们看吧！假使这大地一旦消灭，所有天体都毁坏
了，整个物质的宇宙忽然成了虚空，我们的理智、
知识和良心仍然会相信，在一切消灭以后，仍有一
物是应该留存的，而留存的这一物永远不会死亡，
不会变易，而保持其原来的状态。这一物便是真
主。他创造了的每一个东西都是终有一死的，而自
己绝不受死亡影响。
真主在〈古兰经〉中以另一个证据来证明自
己的存在说：
)173َّ:7( ت بَِربِ ُك ْم قَالُوا بَََّى
ُ َس
ْ أَل
当我对灵魂说，“我不是你们的养主吗？”
它们说：“为什么不是呢？”（七：一七三）在这
一节里，真主用对话的方式来说明灵魂的一种特
性，那种特性是真主赋予的。那就是：灵魂的本性
是不会否认真主的存在的。无神论者不信有真主存
在，这不是因为他的本性违反真主的观念，不过因
为他以为没有充份的证据说他存在罢了。他虽然否
认真主存在，他却承认每一个受创的东西必有一个
创造者。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知的人固执于疾病的发
生没有任何因由。如果没有因果的真理。则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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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蚀、月蚀、飓风和疾病的预先计算和推理，都将
成为不可能的。所以哲学家虽然否认真主的存在，
但在一种程度上，他们也承认真主的存在。他们也
像我们一样，探求结果的原因。所以虽然他们没有
完全承认，但总算有一种承认。除此之外，我们如
果能用任何方法使一个不信仰真主者这样地失去自
己的意识：他完全离开一切世俗生活的思想停止、
一切妄念而受崇高的安拉的支配,那么,在这种情况
下他将承认真主的存在，而不再拒绝。这是具有丰
富经验的人们的经验所证实的。关于这种情况，这
节经文指示道：人们所以不相信有真主，是因为他
们的低下生活占了优势的缘故，而其真正的本性是
完全承认真主的存在的。

真主的常德
上文所叙述的，不过是就《古兰经》所说过
的关于真主存在的几个范例。在这以后，我们进一
步须体察这全能的主宰的常德。关于这方面，《古
兰经》说：
ِ َّ الر ْْحا ُن
ِ الشه
ِ  َع ِاَلُ الْغَْي〇اَّللُ الَّ ِذي ََل إِلَهَ إََِّل ُه َو
َّ ُه َو
يم
َ َ َّ ب َو
َ َّ ادة ُه َو
ُ الرح
)23َّ:59(
ِ ك ي وِم
ِِ
)5َّ:1( الدي ِن
ْ َ َم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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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ار
ُّوس َّ
ال َْمَِّ ُ
الس ََل ُم ال ُْم ْؤم ُن ال ُْم َه ْيم ُن ال َْع ِز ُيز ا ْْلَبَّ ُ
ك الْ ُقد ُ
الْمت َكِب سبحا َن َِّ
اَّلل ْ ِ
ئ
اْلَال ُق الْبَا ِر ُ
اَّلل َع َّما يُ ْش ِرُكو َن ُ 〇ه َو َُّ
َُ ُ ُْ َ
السماو ِ
َْسَاء ا َْلُس ََن يُ ِ
ات
ال ُْم َ
سب ُح لَهُ َما ِِف َّ َ َ
ص ِوُر لَهُ ْاَل ْ ُ ْ
َ
َو ْاَل َْر ِ
ض َو ُه َو ال َْع ِز ُيز ا َْلَ ِكيم ()25-24:59
َعََّى ُك ِل َش ْي ٍء قَ ِد ٌير ()21َّ:2
ان َّ ِ
ا َْلم ُد َِِّ
ك ي وِم ِ
الر ْْحَ ِ
ِِ
َّلل َر ِ
الدين
ي َّ 〇
ب ال َْعال َِم َ
َْ
الرح ِيمَ 〇مال َ ْ

()4–َّ2َّ:1
ِ
َّاع إِذَا َد َع ِاِن ()187َّ:2
يب َد ْع َوةَ الد ِ
أُج ُ
وم ()256َّ:2
ا َْلَ ُّي الْ َقيُّ ُ
َح ٌدَّ 〇
قُ ْل ُه َو َّ
الص َم ُدََ 〇لْ يََِّ ْد َوََلْ يُولَ ْد ()4-2َّ:112
اَّللُ َّ
اَّللُ أ َ
他是真主，除了他以外，再没有任何的主，
是值得我们礼拜和服从的。（五十九：二十三）意
谓：真主独一无双，除他以外，再没有值得崇拜和
服从的主。因为如果真主是有一个对手的话，那
么，他对手的力量可能胜过他的力量，在这种情况
下，真主将常在危险状态之中。这节又说：除他以
外再没有别一个是值得我们顶礼的。这句话就是
说，他是个这样完美的主宰，他的常德，他的优美
和他的完备是这样的崇高，如果要从万有物类当
中，选择一个真主，而这个被选择的真主，又须具
备完美的常德作条件始得被选者，或是如果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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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真主的最高尚最优美的常德时，那么，我们将
发觉他是超越一切，是无可比拟的。那就是真主。
如果我们把任何低级的东 西作为与他同等的崇拜对
象，那就是不公平了。
上述经节里又说真主是,  عَّالَّ َّالَّغيب意思是说他是
唯一的知道他自己本身的。拿人类的有限的知识是
不能推测真主本体的，世界上是没有一个能够完全
的明了他的。造物主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都能一
一能够了解，例如日、月、星、辰之类，我们都能
全体了解，但是至于真主，我们不能够全体了解。
那节继续说，他是  عَّالَّ َّالشَّهادَّة在他的视线中没有一个
东西是隐藏着的。所以如果说真主对于自己的创造
尚茫然无知，那便与他作为真主的理念不能吻合
了。真主对于全宇宙之无论如何微细分子都能观察
得到，这是人类所绝对做不到的。真主知道何时他
将使这个体系完全停止，复生日将要到，除真主以
外，没有知道这样，什么时候将要发生的。所以，
知道这些所有的时间的，才是真主。上节经文中又
说， َّ هو َّالرْحان真主是无限博爱者。这话的意思是，他
在生物的创造和他们的工作以前，为他们安排了安
适的一切东西，而这种安排不是因为自己利益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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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不是要回报生物的任何工作，而仅仅出自仁
慈无限博爱之德。例如太阳、地球，及其他一切东
西，在我们有生与工作之前，是他已经为我们准备
好了的。这种赐予在真主的书籍《古兰经》中被称
为无限博爱之德 。َّرْحَّانَّيَّة就这种工作论，真主称为无
限博爱者 َّ 。الرْحان在上节中真主又说，他是永久仁慈
َّ الرحيم意思是说，真主不白费任何人的勤劳，由于这
个工作，他又称为永久仁慈者。上节又说，真主是
مالك َّيوم َّالدين，意思是说，真主是自己掌握着每一人的
回报，他并没有委托任何人管理天地的全权，而自
己离开岗位，安坐而无所作为。只是那个受委托者
现在赏善罚恶，将来也是赏善罚恶者。经文又说，
真主是 َّالملك َّالقدُّوس，这就是说，他是无半点过失或半
点缺欠的君主。显然地，人的王国是有缺点的。例
如，一国人民完全搬迁到别一个国度里去住，那
么，那国君王的王权便不能存在，或则，如果整个
人民遭遇到大饥荒，那么，国家的税收如何才能被
征集起来。假使治下的人民整个团结起来开始和他
辩论，问他比人民有什么多的地方，那么，他怎么
证明他有才能呢？但是真主的王国并不是这样的。
真主是有能力马上毁灭他的整个王国，而从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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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王国。如果他不是这样的全能的创造者，
那么，他只有以不公平的方式巩固他的王权。因为
当他一次宽恕和拯救一个世界，他将从那里弄来另
一个世界？他是不是为了遣送那些已得救的人再来
今世，再捉拿他们，并不公平地收回自己宽恕和拯
救的成命呢？如果是这样，那就影响其真主之为真
主的特性。他更像世上的君王一样，是一个有缺点
的君王，为着达到他们世俗的目的，为人民制定各
种法律，事事捉拿人民。在自私自利的时候到来，
当他看见除非不公平之路以外，别无可行之路，便
认为不公平是合法的。例如，一般的政府为了保护
大船认为毁灭小船的乘客是合法的。但真主是不应
被迫于这种情况的。所以假如真主不是全能的，或
是没有那从无创造万有的能力，我们便只可以拿他
来和一个小国的国君相提并论，他一定只有以暴虐
代替公平来维持他的地位，不然，就得作为公正的
人告别统治世界的王权。但是真主的大船是以一切
权力浮在真正公平的大洋上的。这节经文又说：真
主的另一种美德 （السالم平安者），意思是说，真主
没有任何缺点、困难与艰苦，而且他是平安的赐予
者。这个美德的意思也是明显的。因为如果真主自
己也会受灾难的折磨，也会遭受人们杀害，不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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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自己的意向，那么，在看到这个坏的模范以后，
人们如何会心服这样的真主定能使我们脱离艰难痛
苦呢？讲到一切虚假的崇拜对象，真主这样说道：
َِّ ون
ِ ض ِرب مثَل فَاستَ ِمعوا لَهُ إِ َّن الَّ ِذين تَ ْدعُو َن ِمن ُد
َن
ُ ْ ٌ َ َ ُ َّاس
ْ اَّلل ل
ْ
َ
ُ ََيأَيُّ َها الن
ِ ِ
ُّ اجتَ َمعُوا لَهُ َوإِ ْن يَ ْسَُّْب ُه ْم
ُب َش ْي ئًا ََل يَ ْستَنق ُذوهُ منْه
ْ َُيَُّْ ُقوا ذُ َِب ًِب َول َْو
ُ الذ َِب
ِ َّ َ ضع
َّ اَّللَ َح َّق قَ ْد ِرهِ إِ َّن
َّ  َما قَ َد ُروا〇وب
ي َع ِز ٌيز
ٌّ اَّللَ لَ َق ِو
َُ
ُ َُّْب َوال َْمط
ُ ف الطال
)75-74:22(
那些你们把他们作为真主的，其实，叫他们
合起来造一只苍蝇出来，他们也不能够。甚至于，
倘有一只苍蝇从他们那里搬走了什么东西，他们也
没有本领把东西夺回来。崇拜虚假的对象者缺乏理
智，受崇拜者缺乏力量。真主是这样的吗？真主比
任何有力者更有力量，他是胜过一切的。没有人可
以捉住他，可以杀死他。凡犯这些错误的人，都没
有真主常德的真正观念，不知道真主应当是怎样
的。（廿二：七十四，七十五）这节经文又说：真
主又被称为 （المؤمن安全的赐予者）。他是以证据树
立自己的尽善尽美性和独一无二性的。他这一常德
指示一件事实：凡信仰真正的主宰的，因为他具有
强有的论证，无论在任何场合上都不会在人前遭受
羞辱，在真主面前也将没有愧色。但是崇拜虚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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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人却陷于很大苦恼之中。他把每一无意义的东
西都形容做神秘的事物以便不受耻笑，并企图隐藏
确定的错误。
上文所引的那一节又继续着说道：
ِ
)24:59( ار ال ُْمتَ َكِب
ُ َّال ُْم َه ْيم ُن ال َْع ِز ُيز ا ْْلَب
意谓万物的监护者，克服一切者，重建已毁
坏的工作者，完全自足不需求其他者。（五十九：
廿四）然后经文又说：
ِ ْ اَّلل
)25:59( َْسَاءُ ا َْلُ ْس ََن
ْ ص ِوُر لَهُ ْاَل
ُ اْلَال ُق الْبَا ِر
َ ئ ال ُْم
َُّ ُه َو
他是真主，形体的创造者，灵魂的创造者，
也是在子宫中的形象的制作者，所有人类所能够想
象得到的美的名称，都是他的。（五十九：廿五）
继而又说：
ِ السماو
ِ ُي
ِ ات َو ْاَل َْر
)25:59( ض َو ُه َو ال َْع ِز ُيز ا َْلَ ِكيم
َ َ َّ سب ُح لَهُ َما ِِف
َ

天体上的住民和地球上的住民，都宣扬他的
高洁；他是胜)过一切的，全智的。（五十九：廿
五） 这一节经表明在天体上面是有住民的，他们也
信从真主的指导。上述经文接着又说，真主是：
)149:2( َعََّى ُك ِل َش ْي ٍء قَ ِد ٌير
他在每一个事物上都是大力的。（二：一四َّ
九）就崇拜真正的真主的人们来讲，这是他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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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的源泉，因为倘若真主也是软弱无能的，人类
怎样可以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呢？在别一处我们又
发现真主这样说道：
ِ َّ ان
ِ ك ي وِم
ِ َالر ْْح
ِِ
ِ َر
)4-2:1( الدي ِن
َّ 〇ي
َ ب ال َْعال َِم
ْ َ  َمال〇الرح ِيم

意谓：真主是一切世界的养育者，无限博爱
者，永久仁慈者，赏罚日的主。（一：二至四）
这个判决权力，他并没有交给谁的手里。真
主在另一处又说：
ِ ُجيب د ْعوةَ الد
ِ َّاعي إِذَا َد َع
ِ
)187:2( ان
َ َ ُ أ

他是听着每个呼唤人的呼唤者，回答者，换
句话说，他是接受祈祷的。（二：一八七）又说：
(3:3) َّ ال ُّي َّالقيُّوم真主是永生的，是一切生命的生命，万

有的支持者。（三：三）真主所以说他是永生不灭
的，是因为如果他不具有这两种常德，那么，崇拜
他的人会想象，他也许在他们之前死亡。继而又
说：他是安拉，独一的，他不生（子女），也不是
被生的（在他常德中）没有一个与他同等的,也没有
一个与他同类的。
我们不要忘记，正确地信仰真主的独一性，
而不做任何增减，就是人对真主应做的公平。我们
已依据《古兰经》讲述了伊斯兰教的道德教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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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义的原则是，真主使一切道德都避免了过度
与不及的偏差，每一个道德须在其适当的机会和不
多不少的当然限度的条件下，才能称为道德。这是
显然的，真正的善事是位于两个限度之间，即在多
与少或过与不及中间的事物。只有导向中庸和固守
中庸的习惯，才产生高尚的道德品质。认识适当的
时空就是一个中庸。农夫在自己田里播种，如果播
得太早或太迟，那么，在两种情形下，都是抛弃中
道，善事、真理、智慧，都存在中道里头，中道就
是时空制宜。你们或者可以这样了解：真理常是在
两个相对虚假之中的东西。留心适当的机会，可使
人保守中庸之道是无疑的。关于认识真主，固守中
庸之道的意义是，在叙述真主的常德时，不应当否
认真主的常德，也不应把真主比成物质的东西。
《古兰经》关于真主的常德，所采取的道路便是如
此。所以它也说：真主是全视、全听、全知、说话
的。继而为了避免他与受造物的相似性它又说：
(12:42) َش ٌء
ْ َ لَي َْس َ َِكث ِ ُْٖل
意为：在真主的本体和美德方面，没有和他
相等的。（四十二：十二）又说：
َِِّ ض ِربوا
(75:16) َّلل ْاَل َْمثَال
ُ ْ َفَ ََل ت
你们切不要拿他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和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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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十六：七十五）所以对真主抱其具有相似性
也有超然性的看法，就是正确的中庸看法。简单地
说，伊斯兰教的教义，是中庸的教义，《古兰经》
开宗明义就叮嘱采用中道，因为真主说： ََّّغْي َّالمغَّضوب
َّ（عليهم遭你恼怒的人们）是指那些对真主使用愤怒
本能，按照野性力量行动者 َّ（وَل َّالضالي那些误入迷途
的人）。这是指那些行为如动物者。这两种人的道
路当然不是中庸之道。说明中庸之道的字是 َّأن عمت
َّ عليهم意谓真主曾赐给了恩惠人们的道路。总之，在
《古兰经》中，真主对这个幸福的民族做了中庸之
道的指导。在《旧约》中真主加重了报复的指导，
在《新约》中他加重了忍耐和宽恕的指导，而这个
民族却获得了寻求机宜和固守中道的教义。所以真
主说：
)144:2( ك َج َعَّْنَا ُك ْم أ َُّمًِ َو َسطًا
َ َِوَك َذل
意为：我们把你们做成了实行中庸之道的
人，又教你们中庸的教义。（二：一四四）
吉庆归于采用中道的，正如阿拉伯有句谚语
说道：
خْيَّاَلمورَّأوسطها
“中庸之道乃至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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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改善——精神状况的改善
第三问题——什么是精神状态？敬请注意，
我们先前也曾说过精神状况的本源是安静的心灵
َّ الن فسَّ المطمئنة这安静的心灵把人从崇高的道德阶段领到
合主的精神阶段。如真主说：
ِِ
ِ اضيًِ مر
ِ ِِ
ِ
فَا ْد ُخَِّي ِِف〇ًَِّضي
ْ َ َ  ْارجعي إِ ََل َربك َر〇َُِّس ال ُْمط َْمئن
ُ أَيَّتُ َها النَّ ْف
ِ ِعب
)31-28َّ:89(  َوا ْد ُخَِّي َجن َِّت〇ادي
َ

与真主同在获得了安静的灵魂啊！你回到你
的养主那里吧！他喜欢你，你也喜欢他。那么，进
入我的仆役群里吧，进入我的天园里吧！（八十
九：廿八至卅一）
为了叙述精神状态，我们最好在这里把这节
经文做某程度地详细讲述。要记着，人们所能希冀
的，在今世生命中最高的精神生活是与真主同在。
一切安静、欣喜与乐趣都在养主中。这就是所称的
天园生活。在这种情况中人们以自己完善的真诚、
完善的纯洁和完善的忠顺，得到真主现付的天园。
人都仰望着受约的天园，但他却进入现有的天园。
他在进入这个阶段，才会明白在他的头上所放的崇
拜重担，实际上是他灵魂的滋养物也是他精神生命
的重大根源。那时候，他才看得到他的工作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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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并不须等到后世，就在这个品位上，便可获
得。一个自责灵魂的人在他的不纯洁的生命中，虽
然责备自己一切罪过及一切不义行为，仍然不能十
分地激励其向善的欲望，不能引起其对恶的真正憎
恶，也不能给其固守善事的完全力量，可是藉一种
纯洁的动力这一切都得改变，这种纯洁动力，就是
安静的灵魂发育的开端。当人达到了这个阶段，他
的完全的成功便要到来。这时，形体的一切情欲自
然地开始消沉。灵魂上兴起增强力量的和风，藉着
这种和风，以羞愧的眼光，看着往日的一切弱点。
这时候，人的气质起了重大的变化，习惯产生了伟
大的改革，大为远离往日的情况，真主使他成了洁
净、清白的人。真主亲自把美德的爱好写在他的心
里，同时用他的手把他心里的一切罪恶的污秽弃掷
外边。真理的军队完全营居在他的心的城堡之中。
诚实统治天性的一切城堡。真理胜利，虚伪逃亡，
解除自己的武装。真主的手放在他的心上，他每一
步都在真主的庇荫下走着。下面所引述的经典就是
指明这种内心安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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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 ِِف قَُُّوِبِِ ْم
)23:58( ُوح ِم ْنه
ٍ اْلَيَا َن َوأَيَّ َد ُه ْم بُِر
َ ِأ ُْولَئ
َ َك َكت
ِ ول
ِْ ب إِل َْي ُك ْم
َّ َك َّن
اْلَيَا َن َوَزيَّنَهُ ِِف قَُُّوبِ ُك ْم َوَك َّرَه إِل َْي ُك ْم الْ ُك ْف َر
َ
َ َّاَّللَ َحب
ِ
ِ
ِ
ِ
ِ
َّ اَّلل َون ْع َمًِ َو
َّ ض ًَل م ْن
َّ ك ُه ْم
ْ َ ف〇الراش ُدو َن
َ صيَا َن أ ُْولَئ
ْ سو َق َوالْع
ُاَّلل
ُ َوالْ ُف
ِ
ِ
)9-8:49( يم
ٌ يم َحك
ٌ ََّع
ِ اطل إِ َّن الْب
ِ
)82:17( اط َل َكا َن َزُهوقًا
َ
َ َج
ُ َاء ا َْلَ ُّق َوَزَه َق الْب

真主已经用他的双手写下了信仰在真正信仰
者心里，并用圣灵帮助了他们。（五十八：廿三）
信仰者啊，真主已经把信仰形成为你们所爱的，并
把它的美好印在你们心里，同时使你们觉得，不信
仰、罪恶和不服从是可憎的，更使你们的心获得一
切邪恶道路之可恶的深刻印象。这一切都是出于真
主的仁慈与恩典。真主是全知的，全智的。（四十
九：八，九）现在真理到来了，虚假消灭了，虚伪
是必然要消灭的。（十七：八十二）
总之，所有的这些指示，都是有关人们在其
性灵演进的第三期中所获得的精神状态。除非一个
人达到这个状态，他是不能获得真正的视察力的。
我们也应该注意这句话：真主用他的双手写下了信
仰在于他们的心里，同时用圣灵帮助了你们。这显
示，人永远不能获致真正的清净和真正的纯洁，除
非他得到真正的帮助。人在自责的灵魂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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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的悔改，也不断的犯过，甚至有时对于自己的
能力感觉失望，认为自己的疾病不可救药。这种情
况将继续一个时期。当固定的限期圆满，那么，在
黑夜或白天，偶然地将有一朵光会向他降临。那光
具有真主的力量。随着光的降临，他的内部将产生
一个奇异的变化。他会觉得有一双强有力而看不见
的手指引着了向前迈进。一个奇妙的世界在他的眼
前显露出来，那时候，他也就看到真主的存在，他
的眼睛看到以前所看不见的光辉。然而，我们怎样
才能够寻觅得这光明之路？怎样才能够获得这灿烂
之光？应当知道这个世界是因果的世界，有因才能
有果，每一个运动必有一个使动者（人或东西）。
每一个知识的追求，都要有一条正直之路，除非遵
照全能的真主开始替它固定了的规律，世界上没有
一个东西可以获得的。自然律告诉我们，获得每一
个东西都有一条正直之路。那个东西的获得，自然
地依赖那东西的正直之路。如果我们坐在一个黑暗
的房子里而需要太阳的光线，我们所应做的最适当
办法就是打开那朝着太阳的门窗，那时候阳光才能
够射进屋子里来照耀我们。这是明显的，为了获得
真主的真正而实际的恩惠，同样地也必有一扇窗
户，由这扇窗户可以接受真主的恩惠。为了获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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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进步，一定有一个特别办法。依照这个特别办
法，可以达到精神进步。这个特别办法是，为了精
神的事务，我们要寻求正道，一如我们为我们生命
的一切事务的成功常常寻求正道。但我们以理智的
能力与自造的见解可以会遇真主吗？单单逻辑与哲
学能够给我们打开只有真主的大力的手才能够打开
的那扇门户吗？你们要肯定地了解，这是完全不对
的，单靠自己的设计，我们永不能发现自生生人，
自有有人的真主。在这个路途上正道只是：首先我
们要在主道上牺牲我们的生命与一切能力，然后为
遇见真主而常常祈祷，以便我们通过真主而见到真
主。

一个可爱的祈祷
有一个最可爱的祈祷，它教育我们关于祈祷
的时空，并把人类天性中的精神热情的情景，也放
在我们的前面。那个祈祷就是真主在其纯洁的书，
尊贵《古兰经》第一章所教导我们的。
َِِّ ا َْلم ُد
ِ َّلل َر
)2:1( ي
َ ب ال َْعال َِم
َْ
一切可能有的纯洁的赞美都是安拉的，他是
一切世界的创造者与供给者。他是博爱者，完全出
乎他的博爱，在我们未曾干出值得奖赏的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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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我们许多利益。

ِ َالر ْْح
الرِح ِيم
َّ ان
َّ

他是永久仁慈者，仁慈地奖赏我们所干的
事。

ِ ك ي وِم
ِِ
الدي ِن
ْ َ َمال

他是审判之日的主宰，在赏罚时候，他是唯
一主宰，他未曾把他审判他的创造物的权能，交给
任何人。
ِ
ي
ُ إِ ََّي َك نَ ْعبُ ُد َوإِ ََّي َك نَ ْستَع
具备一切常德的你啊！、你唯一是我们所崇
拜的，你唯一是我们于各种事情中所求助的。这里
所用“我们”两个字是多数的代名词，乃指明一切
的机能都从事于你的崇拜，向你低头。因为从人类
的内部机能看来，人是一个团体、一个民族，同样
地，人的一切机能的向主叩头的这种情况就被称为
伊斯兰 。اسالم
ِ َّ َ صرا
ِ ط الْمستَ ِق
ِ ِ
ت عَََّْي ِه ْم
َ ين أَنْ َع ْم
َ ط الذ
َ 〇يم
َ ْ ُ َ ْاهد ََن الص َرا
真主啊！领导我们到正直的大道，使我们稳
固地踏上你曾对他们施过恩惠，做了你的仁慈对象
人们的路。
ِ
ِ ض
ي
ُ غَ ِْْي ال َْم ْغ
َ وب َعََّْي ِه ْم َوََل الضَّ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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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啊！从那些你曾经恼怒过的人群道上和
那些彷徨歧路走不到你处的迷路上，拯救我们吧！
就是这样吧，真主啊！（一：一至七）
从这些章节看来，真主的赐予，换言之，真
主的恩惠，会降临那些人们的，他们站在真主道上
肯牺牲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一切所有，对真主完全
服从、完全忘却本身以遵从真主的意旨，并为获得
有些人们业已获得的精神恩赐、与主接近、与主结
合及与主会话而常常祈祷，同时运用他们的一切机
能崇奉真主，避免一切罪过，对真主俯首听命。他
们还戒除他们所能戒除的一切坏事，极力远离真主
恼怒的事情。因为他们以高度的勇气和真诚，寻觅
真主，因而得见真主，他们也就得尝真主的纯洁认
识之杯。这节经文中叙述了坚忍精神，这指出促使
人们达到精神状态的诚实和完善恩惠，与完善的坚
忍有相当关系。完善的坚忍的意义是任何试验所不
能损害的真诚和忠顺的情况。意思是说与真主有这
样坚固的结合，刀不能割断，火不能烧毁，任何灾
难都不能给它什么损害。最亲的亲属的死亡，不能
使他与主离开。亲爱的人们的分离也不能影响他
们，不名誉的恐怖也不能威吓他们。骇人的痛苦的
危害也不能使其丝毫惊心。这扇门真的狭小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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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路也委实艰难。啊呀！多么困难！后面所引尊贵
的〈古兰经〉的一节，就是叫我们注意这艰难之点
的。
ِ
ٌ ْيتُ ُك ْم َوأ َْم َو
ال
ُ آِب ُؤُك ْم َوأَبْ نَا ُؤُك ْم َوإِ ْخ َوانُ ُك ْم َوأَ ْزَو
َ قُ ْل إِ ْن َكا َن
َ اج ُك ْم َو َعش
َِّ ب إِلَي ُكم ِمن
اَّلل
َ ْوها َوَِتَ َارةٌ ََت
َ ساكِ ُن تَ ْر
َس
َ َْتفْ تُ ُم
ْ ْ ْ َّ َح
َ ض ْو َِنَا أ
ََ اق
َ اد َها َوَم
َ ش ْو َن َك
ِِ ِ
ٍ ِ ِِ
َّ اَّللُ ِب َْم ِرهِ َو
َّ َصوا َح ََّّت ََيِِْت
اَّللُ ََل يَ ْه ِدي الْ َق ْو َم
ُ ََّتب
ََ ََوَر ُسوله َوج َهاد ِِف َسبيَّه ف
ِِ
)24:9( ي
َ الْ َفاسق
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的父亲，你们的儿
子，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妻子，你们的亲族，你们
劳苦得来的财产，你们所忧虑的停顿不前的生意，
你们所爱好的屋宅，是比真主和他的使者与在他的
道路上以生命奋斗还可贵，那么，就等到真主发表
他的命令，真主永远不会指引作恶的人。（九：二
十四）
就这节所述，那些热爱他们的财产与亲族过
于爱真主的意旨的，在真主的眼光中，他们就是犯
戒者。他们的结果定是毁灭，因为他们宁愿舍弃真
主而重视其他的东西。这就是演讲的第三阶段，到
了这个阶段，人就成为天人（按主的意旨过日子的
人）他乐意献身给真主，为着真主而忍受千万灾
难，这样完全真诚、笃信地皈依真主，除了真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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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再没有任何存在的，好像都死了。事情的真
相是这样的，除非我们自己死亡，我们是不能够看
见活生生的真主。我们的尘世生命死亡之日，也就
是真主显露之日。我们是盲目的，除非我们对于其
他的东西变成盲目的。我们是无生命的，除非我们
在安拉手中变成像尸体一样。当我们完全地朝向真
主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克制一切私自情欲的真正
的坚定精神。在这以前这种真正的坚定精神是不能
得到的。这种真正的坚定精神就是使私欲的生命死
亡的东西。
我们的坚定，像真主说：
َِِّ ب ََّى من أَسََّم وجهه
)113:2( َّلل َو ُه َو ُُمْ ِس ٌن
َُْ َ َ ْ َْ َ
意思是，你们要像一个牺牲一样，把颈部放
在我的前面。当我们把我们本身所有的才能和自己
的一切力量都用于真主的工作，我们的生死都只是
为了真主，那么，我们将获得坚定的美德。如真主
说：
َِِّ قُل إِ َّن ص ََلِِت ونُس ِكي و َُمْياي وَمََ ِاِت
ِ َّلل َر
)163:6( ي
َ ب ال َْعال َِم
َ َ َ ُ َ َ
ْ
你说，我的礼拜，我的牺牲，我的生命和我
的死亡，一切都只是为着真主。（六：一六三）当
一个人对真主的爱达到这样崇高的程度，他的生存
与死亡都不是为了自己，而完全是为了真主，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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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常爱那些爱者的真主，将把他的爱赐予那些爱他
的人。由这两种爱的会通，在人的内部产生一度精
神的光辉，这精神光辉是尘世的人所不认识的，也
不能了解的。盈千累万的正直和被选的人们，被冷
酷地暗杀了，因为尘世的人们没有认识他们。他们
被视作贪婪诈骗的，因为这尘世的人不能看到他们
的光辉的脸。如尊贵的《古兰经》中真主说：
ِ ك و ُهم ََل ي ب
)199:7( ص ُرو َن
ْ ُ ْ َ َ يَنظُُرو َن إِل َْي

不敬信的人都望着你，但他们却看不见你。
(七：一九九)
总之，当精神的光辉产生了，那么，一个尘
世的人从他的光辉出现之日起便变成为精神的人。
那个每一个人的主宰，便在他的内部说话，显示其
作为真主的光辉。把他那充满了纯洁的热爱的心，
变成了自己的宝座。当这个人经过精神光明的改造
而成为一个新人，真主便对他已成为新的。于是真
主对他显示新的习性和常道。这不是说真主是新
的，或这些常道是新的。而是说这是与他的普通常
道不同的常道，而这些独特的常道是不懂精神的尘
世哲学们所不认识的。关于这个人，真主曾经说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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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ضاة
ِ
ِ َّاس من ي ْش ِري نَ ْف
َّ اَّلل َو
وف ِِبل ِْعبَاد
ٌ ُاَّللُ َرء
َ اء َم ْر
َ ْ َ ِ َوم ْن الن
َ َسهُ ابْتغ
َ
)ِ208:2(
在人类中有些为了真主而献身的高级人物。
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寻求真主的喜悦。这些人就
是获得真主仁慈的人。同样地，那个达到了精神生
命的阶段的人，完全献身于真主的道路。（二：二
Ο八）
真主在这节里说：凡是在我的道路和我喜欢
的道路上把自己的生命出售的，他将从一切痛苦中
获得拯救。他努力地作证他是主的：他把自己的存
在当作服从创造者和服务人类的东西。然后他以这
样的热心笃实的精神力行与每一天赋良能有关的善
事，好像他在忠顺的镜子里看着他的真正的心爱
的。而他的意向与主的意向完全一致，他的一切乐
趣全在顺从真主之中，他的一切善行不是有任何勉
强而是出自衷心的愉快。这就是具有精神状态的人
所得到的现有的天园，至于他们的后世天园，实际
上只是今世天园的景象和形迹，在后世里全能的真
主把这种影像和形迹，形体地显现出来。关于这
点，全能的真主说：
)47:55( ام َربِ ِه َجنَّتَان
َ َولِ َم ْن َخ
َ اف َم َ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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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6( ورا
ُ َو َس َق
ً اه ْم َرُِّبُ ْم َش َر ًاِب طَ ُه
ِ
ِ
ٍ إِ َّن ْاَلَبْ َر َار يَ ْش َربُو َن ِم ْن َكأ
اد
ُ َب ِِبَا عب
ُ  َع ْي نًا يَ ْش َر〇ورا
ُ ْس َكا َن م َز
ً ُاج َها َكاف
ِ
ِ َ اَّلل ي َف ِجر
)7-6َّ:76( ْيا
ً وِنَا تَ ْفج
ُ ُ َّ
ِ
ِ
ِ
ِ
ْسبِ ًيَل
ُ ْسا َكا َن م َز
ً َويُ ْس َق ْو َن ف َيها َكأ
َ َّس َّمى َس
َ ُ َع ْي نًا ف َيها ت〇اج َها َزجنَب ًيَل
)19-َّ18:76(
ِ ِ
ِ
ِ
)5:76( ْيا
َ إِ ََّن أَ ْعتَ ْد ََن ل َّْ َكاف ِر
ً ين َس ََلس ًَل َوأَغْ ََل ًَل َو َسع
)73:17( َض ُّل َسبِ ًيَل
َ َوَم ْن َكا َن ِِف َه ِذهِ أَ ْع َمى فَ ُه َو ِِف ْاْل ِخ َرةِ أَ ْع َمى َوأ

为敬畏他的养主和惧怕养主伟大与光荣的地
位的人，将有两个天堂；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另外
一个在未来的生命里。（五十五：四十七）那些全
神贯注于真主的人们，真主赐给了他们那种饮料。
那种饮料洗净了他们的内心、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
意志。（七十六：二十二）完善的人正在畅饮一种
用樟脑调和的饮料，他们所饮用的这甘泉便是他们
自己挖掘的。（七十六：六，七）

樟脑和生姜饮料的真义
我们已经叙述了，阿拉伯文  كَّافََّّور一字用于本
节经文的原因是， كَّافََّّور一字由 َّ كَّفَّر脱胎出来的，解作
掩盖与压制。这说明那些人笃实地饮用了断绝世
俗、转向真主之杯，他们今世的爱完全寒冷了。这
是一条自然规律：一切情欲都是由内心的思想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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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扫除内心的污秽，情欲自然逐渐地减少，
最后就会完全消灭。这就是真主在这里的意旨。他
在这节中就是要使我们了解：凡是完全地倾向真主
的，他的情欲就会很远地脱离得了。他们这样地倾
向真主，世界上情欲之火在他们的内心里变成冷
的。如象樟脑压抑毒素，他们的情欲便被压制下
来。
这节继续往下说：他们饮了樟脑混和之杯
后，他们饮用  َّزنَّبَّيَّل生姜混和之杯。（七十六：十
八，十九）现在要知道  زنبيل一字，是 َّ َّزن与  جَّبَّل两字
组成的。第一个解为“登”，第二个解为“山”。
两个字合起来  زنبيل解为“他登上了山”。现在要知
道，人从有毒疾病的治疗到身体健康的完全恢复，
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毒菌完全消灭，
危险的倾向减轻，威胁生命的有毒情况过去，升起
的毁灭性的高潮已被压下，但肢体尚留下衰弱的现
象，病人不能做体力的工作，行动有气无力。复元
的第二个阶段是，那病人恢复了完全的健康。身体
获得了丰满的力量，由于力量的复元，产生了勇
气，毫无勉强地登临高山，高兴地攀登高峰。这是
人们在演进到第三期所达到的精神境地。关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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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真主在上节中说：那完全与安拉合一之人，
他们饮用混合生姜之杯。那就是说：他们获得精神
状态的圆满力量，攀登高耸的山峰，亲手完成极为
艰难的事业，在真主的道上显示惊奇的牺牲。

生姜的效能
关于这一点，我们应当记着  زنبيل，生姜乃是一
种植物的根，可做医药之用，很有益于提高身体的
自然热度，医治赤痢。它之所以称为 （ زنبيل他登上
了山），是因为它好像给弱者那样的精力和热量，
使他可以攀登高山。真主在上述一些经文中把 كَّافََّّور
樟脑与  زنبيل生姜并列陈述的目的是，要我们了解，
当一个人离开私人的情欲趋向行善时，最初产生的
情况是，他的毒素即被压制，情欲开始降低。正如
 كَّافََّّور樟脑消灭毒素，因此，它有利于医治霍乱和肠
伤寒，当毒素完全消失，病人虽然没有疾病，但感
觉衰弱，他便要经历第二个治疗阶段，在这个阶段
里，他将饮用生姜的饮料，获得精力。造物主的美
德的显现是滋养灵魂的精神 （ زنبيل生姜）。当人从
真主这个美德的显现获得了精神力量，就能够攀登
峭耸的山峰。在真主的道路上表现那样惊人的艰巨
工作，绝不是没有爱的、热情的人所能表现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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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人们易于明白这两个时期，尊贵的《古兰经》
采用这两个字，那就是樟脑 كَّافََّّور向下压制者，与生
姜  زنبيل登高者，在主的道路上奋斗的人就有这两种
情况。
上面所引述的一节继续往下说道：
ِ ِ
ِ
ِ
)5:76( ْيا
َ إِ ََّن أَ ْعتَ ْد ََن ل َّْ َكاف ِر
ً ين َس ََلس ًَل َوأَغْ ََل ًَل َو َسع

一定地，我们已经为那些不想接受真理的人
们准备了锁链、颈圈与烈火。（七十六：五）这一
节指明那些不真心诚意寻求真主的人，依照真主的
规律，应得他们所应得的酬报。他们的尘世的事务
的纠缠不使他们不轻移一步，好像他们的脚锁上了
的；他们俯就尘世中的卑贱事物，好像枷锁套在他
们的颈项上，不准他们对天国直起头来；他们的内
心燃着贪欲的火，渴望获得这笔金钱、那项产业、
占领某个国家、胜过某个敌人。真主看到了他们无
力做更崇高的追逐，他们沉陷于罪恶的事物，所以
他使他们遭遇这三种灾难。这里也还有一个指示，
当人有一个动作，相应地，真主也有一个动作。举
个例子来说吧，一个人把房子里的窗门都关闭起
来，跟着的黑暗就是真主的工作。其实，我们所说
的我们某一种动作的自然结果，都是真主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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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真主乃是一切原因的原因。又如服毒是人自己
的动作，但跟着的却是真主毁灭他的行动。同样
地，如果人做了传染病媒介的动作，相应地便有真
主以传染病惩罚他的动作。正如在物质的世界一
般，在精神的世界里也这条规律也是应用的，任何
做了出来的事，跟着都有一个必然的结果。那结果
是真主的行为。关于这条律，尊贵的《古兰经》以
下面两个例子加以解说：在一方面，它说：
ِ
ِ
ِ َّ
)70:29( َّه ْم ُسبُ ََّنَا
َ ين َج
ُ اه ُدوا فينَا لَنَ ْهديَن
َ َوالذ
َّ َفَ ََّ َّما َزاغُوا أ ََزاغ
)6:61( وِبُ ْم
َ َُُّاَّللُ ق

那些曾经为寻求我们而完善地努力奋斗的
人，为了他们的这种工作，我们的必然工作是，指
引他们到我们的路上来。（二十九：七十）那些不
想由正路而行的人，对于那种人，我们的工作是，
使他们的心变成邪恶的。（六十一：六）这点，在
尊贵的《古兰经》里，有更深的解说：
)73:17( َض ُّل َسبِ ًيَل
َ َوَم ْن َكا َن ِِف َه ِذهِ أَ ْع َمى فَ ُه َو ِِف ْاْل ِخ َرةِ أَ ْع َمى َوأ
凡在今世是盲目的，将来也是盲目的，甚至
比盲目者更为迷误。（十七：七十三）
这些话很明显地指明了，就在这生命里，正
直的人看见真主；就在这个世界上，他们遇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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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一切而要遇见的自己所心爱的。总之，这节经
文的意思就是，天园生命的基础就在这个世界里建
立起来，地狱的盲目的生命的根底是今世的污秽和
盲目的人生。关于这一点，尊贵的《古兰经》有一
节说：
ِ َّ وب ِشر الَّ ِذين آمنُوا و َع ِمَُّوا
ِ ِ
ٍ
ِ اَل
َّ ات أ
ار
َ الص
ْ ََ
ُ ََن ََلُ ْم َجنَّات ََتْ ِري م ْن َُتْت َها ْاَل َِْن
َ َ َ
)26:2(

把好消息告诉那些信仰而行善的人，他们将
继承诸河川流不息的庭园。（二：廿六）在这一节
里，全能的真主，把诸河流的庭园比做信仰。
要了解，在这里，真主以高级的哲理的话告
诉我们：正如庭园与河流有连带关系，信仰与善行
也有连带关系。正如树木没有水就不会是青绿的，
同样地，信仰而没善举也就不能称为活的。信仰而
没有善举是没有用的，只有善举而无信仰也仅是表
演而已。伊斯兰教天园的真义是：它是今世的信仰
与善举的影像，他不是从外面来相遇的新东西。人
的天园从人的心中出来。每一个人的天园就是他自
己的信仰和善行。它的乐趣在今世的生活中就开始
体验了。在这个世界里，信仰的树与善举的河流，
虽只隐约可见，不过到了第二个世界，就是这个天
园将会显著地感受得到，真主的纯洁的教训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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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于真主和他的常德与意旨的真诚、纯洁、坚
固和完善的信仰，乃是一个遍植果树的美丽庭园，
而善举是灌溉庭园的河流。下面所述的尊贵《古兰
经》的一节，也是解释这同一的意义的。
ِ َّ ت وفَ رعها ِِف
ٍ ٍ َ اَّلل مثَ ًَل َكَِّمًِ طَيِبًِ َك
〇السماء
َ
ْ ش َج َرة طَيِبَِ أ
َ ُ ْ َ ٌ َِصَُّ َها ََثب
َ ض َر
َ َ
َ َُّ ب
َ
ٍ تُ ْؤِِت أُ ُكََّ َها ُك َّل ِح
)26-25َّ:14( ي

那没有一切极端、缺陷、谬误、空虚而又各
方面都完善的信仰言语，如同一株优美的树木。它
的根茎很稳定地藏在地中，它的枝叶直冲天际。四
季都结着果实，周年都没有一个时间是空无果实
的。（十四：廿五，廿六）在这节经文中真主把信
仰的良言比作经常结实的树木，说明它的三个迹
象：
（一）第一是它的根，即它的真正意义，应
当竖立在心地里。意思是说，人的本能与良心接受
了它的真理与实在。
（二）第二迹象是信仰的良言的枝干应当高
达天际，即须要人的理智证实它的真理，须要真主
的自然律，即真主行为与这个行为互相符合。意思
是说，自然律应当供给其证据以证明其正确性与真
理性，而且证据是如此高明，批判的手不可达及其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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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迹象是，它可吃的果实应当是永
久不断的，那就是说，通过实行、信仰的效力和吉
庆当是继续存在而感知的，而不是在一个时期存
在，然后停止的。再有一节是这样说：
ٍ ٍ َ ومثَل َكَِّم ٍِ َخبِيثَ ٍِ َك
ِ َّت ِم ْن فَ ْو ِق ْاَل َْر
ض َما ََلَا ِم ْن قَ َرا ٍر
ْ اجتُ ث
ْ َِش َج َرة َخبِيث
َ ُ ََ
)27:14(
一个坏言语就如同一棵从地面拔除了的树。
就是说，人的本性不接受它。它没有力量站立起
来，既无理智论证的拥护，也没有自然律和良心的
根据，只是一个无稽的传说。（十四：廿七）正如
尊贵的《古兰经》把在后世里的信仰的圣洁树木比
诸葡萄、石榴和其他优美的果实说：那时候它将在
那些果实的树木形象里具体地表现出来。同样地，
它也形容那无信仰的不好的树木的名字，在后世里
称 الزَّقُّوم
َّ 。它这样说：
ِ ُّالزق
ِ ِ ِ إِ ََّن جعَّْن〇وم
َّ ُك َخ ْْيٌ نُ ُزًَل أ َْم َش َج َرة
ٌإِ َِّنَا َش َج َرة〇ي
َ ِأَ َذل
َ َ ََ
َ اها ف ْت نًَِ لَّظَّال ِم
ِ الشي
ِ
ِ اط
)66-َّ63 :37( ي
ْ ج ِِف أ
َ َّ وس
ُ ََتُْر
ُ ُطََّ ُْع َها َكأَنَّهُ ُرء〇َص ِل ا ْْلَح ِيم
ِ ُّالزق
ِ ُ َكالْم ْه ِل ي غَِّْي ِِف الْبط〇طَعام ْاَلَثِ ِيم〇وم
 َكغَ َّْ ِي ا َْلَ ِمي ِم〇ون
َّ َإِ َّن َش َج َرة
َُ
ُ
َ ُ
)47-44:44(
)50:44( ُت ال َْع ِز ُيز الْ َك ِري
َ َّذُ ْق إِن
َ ْك أَن

你们说吧，天国的乐园好呢，抑或  الزقُّوم之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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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这是为不公平的人安排的考验，它是一株长自
地狱之根的树，那就是说，从虚荣与自大生长的，
这就是地狱之根。它的果实是如同 （شَّيَّطان恶魔）的
头。（卅七：六十三至六十六）（شيطان恶魔）的意
思是毁灭者，这字是从  شيط脱胎出来的，大意是
说，吃了它的果实的结果就是毁灭。然后又说：无
疑地，这株  الزقُّوم的树就是那些甘于趋向罪恶的路的
人的粮食，它就像溶化的铜一样滚水似的，在肚子
里沸腾。（四十四：四十四至四十七）它又对那些
地狱的人继续往下说：尝尝这树的果子吧，因为你
是伟大的，尊贵的。（四十四：五十）这段话充分
地表露出真主的愤怒。大意是如果你不自大、不骄
傲虚荣地远离真理，你也不必尝这种果子，不必受
这种痛苦。这一节也指示出这  الزقُّوم字，乃由 َّ ذق与 أم
所拼合而成的。 أم是 َّ ذق َّإنك َّأنت َّالعزيز َّالكري一句的缩短，
一个字母是这句的第一字母，另一字母是这句的最
后字母。由于日久多数的使用从  ذال变为 。زا总之，
正如真主已把这个世界所用的信仰的良言比作天园
的树木，也把今世无信仰的言语比作  الزقُّوم称为地狱
的树，同时说明了天园和地狱的根基在这世界就开
始奠定了。关于地狱，尊贵的《古兰经》另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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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又说：
َِّ ََنر
)8-7َّ:104( ِ الَِّت تَطََِّّ ُع َعََّى ْاَلَفْئِ َدة〇 ُاَّلل ال ُْموقَ َدة
ُ

地狱是一团火，它的源泉就是真主的愤怒，
它是被罪恶燃起的，它的火焰最先燃烧到的就是人
的心。（一Ο四：七，八）这启示我们，那些侵犯
人心的忧虑、悲愁和痛苦是地狱之火的真正根源，
因为一切精神的刑罚都是先达其心，然后才到其体
的。再者，我们在《古兰经》另一处读到：
)25:2( َّاس َوا َْلِ َج َارة
ُ َُوق
ُ ود َها الن
地狱之火不断燃烧的燃料，有两种东西：第
一种是那些人。他们放弃真主而礼拜别的东西，或
那些出乎他们的意愿而受崇拜者。
（二：廿五）如尊贵的《古兰经》
说：
َِّ ون
ِ إِنَّ ُكم وما تَ ْعب ُدو َن ِمن ُد
)99:21( َّم
َ اَّلل َح
ْ
ُ ََ ْ
ُص
َ ب َج َهن

意思说，你们和你们那些虚假的崇拜对象，
他们本来是人而被称为真主，将被投进地狱中。
（二十一：九十九）地狱的第二种燃料是偶像，意
思是，如果没有那些东西，那么，也就没有地狱。
从这些经文看来，在真主的圣洁的言语里，天园与
地狱不像这个物质世界，它们两个的基础与源泉是
111

精神的东西。当然，这是真的，这些精神的东西在
第二个世界都将接受一个外形。但那外形不属于这
个形体世界。

与真主建立完善的精神结合的方法
回复到所讨论的问题的要点，尊贵的《古兰
经》教我们两个方法，以求获得与真主精神的完善
联络，那就是，（اسالم为主道奉献终身）和《开端
章》的祈祷，意思是，先要为主道奉献终身；然后
运用穆斯林受教的《开端章》经常祈祷。整个伊斯
兰教的精华便在这两件东西里面——（اسالم为主道
奉献终身）和《开端章》的祈祷。今世里饮用达到
真主和获得真正拯救之水，只有这一个最好的方
法，而且这是自然定律为人类最高的进步与会遇真
主而固定了唯一方法。只有进入伊斯兰真义的精神
火焰，而常以《开端章》祈祷的人，才能得见真
主。伊斯兰  اسالم是什么？它是一团燃烧着的火，它
吞灭我们一切卑污的欲念，焚毁一切虚伪的崇拜对
象，使我们在真实的、崇高的崇拜对象前面牺牲我
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名誉。走到这个源
泉，我们得喝新生命的甘露，我们以全部精神力量
与真主建立好像两家亲戚一样的结合关系。一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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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闪电的精神之火，从我们内部闪耀出来，同时又
有一度精神之火下降。这两度火光一经接触便混合
起来，吞灭一切卑污的欲念和对真主之外的热爱。
我们就自己以前的生命来说，成为死亡的。这个情
景就是《古兰经》中伊斯兰  اسالم一字所指示的伟大
的境界。伊斯兰  اسالم使我们的肉体情欲泯灭，继而
藉祈祷我们获得新生。为这个第二生命需要真主的
启示。达到这个精神地位的名字是 لقاء َّإهلى，意思是
看见真主。在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人这样的接近
真主，好像他用眼看见真主，他得到真主恩赐的各
种力量，他的一切感觉和他的内部一切的机能都被
照亮了，他开始感受纯洁生命的强大吸力。到了这
个阶段，真主成为他用以观看的眼睛，用以说话的
舌，用以打击的手，用以探听的耳，用以走路的
脚。全能的真主，在《古兰经》中也有所指示：
َِّ ي ُد
)11َّ:48( اَّلل فَ ْو َق أَيْ ِدي ِه ْم
َ

在他 (穆圣) 手上的手，乃是真主的手。(四十
八：十一)
又说：
ِ ت ول
َّ َك َّن
)18:8( اَّللَ َرَمى
َ َوَما َرَم ْي
َ َ ت إِ ْذ َرَم ْي
你所投射的，并非你，而是真主所投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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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八：十八）总之，这个阶段是人类与真主完
善的合一互通的阶段。真主的意旨彻底地影响人的
灵魂。道德的力量先前是微弱的，现在好像是坚强
的山，理智、见识加强到了极点。真主说：
)23:58( ُوح ِم ْنه
ٍ َوأَيَّ َد ُه ْم بُِر
他以他的精神加强他们的力量。（五十八：
二十三）
这一节就是指这个阶段而说的。人在这个阶
段上，爱的河流如此高度地澎湃汹涌，为了真主，
遭致死亡，忍受千万的痛苦和耻辱，对他成为像折
断一根小草一样的容易。他被吸引着朝向真主，但
不知道谁在吸引着他。一只隐藏的手支持着他。
“完成真主的意旨”成为他人生的真正目的。在这
个阶段上，真主显现得很是接近，正如尊贵的《古
兰经》说：
17:50( ب إِل َْي ِه ِم ْن َح ْب ِل ال َْوِريد
ُ َوَِْن ُن أَق َْر
我比他的颈静脉的更接近他。（五十：十
七）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等级的人是这样的：正
如果树的枝头上已熟的果子自动地就会落下来，这
个等级的人脱离一切卑下的关系束缚，建立与他的
真主这样深厚的关系：他远离一切被造之物，并获
得与主宰言语和会话的荣誉。达到这个境地的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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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的，正如从前时代它是打开的一般。真主现在
像从前一样把他的恩泽赐给忠实的寻求者。然而，
仅仅无益地动用口舌不能引导到这条路上，单独地
虚浮和自夸的话不能打开这扇门。许多想获得它，
但很少能够找着它。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
个等级需要真正的认识和真正的牺牲。话可以讲到
复生之日，可是话能有什么作用呢？这个路的第一
条件是诚实地把两只脚放在火上。这是别人畏惧而
逃避的。然而如果没有实际的认识，虚夸是无益
的。在这方面，真主在《古兰经》里说：
ِ ِ َ وإِذَا سأَل
ِ َّاع إِذَا َد َع
ِ
ان
ِ يب َد ْع َوةَ الد
ٌ َك عبَادي َع ِّن فَِإِِن قَ ِر
َ َ
ُ أُج〇 يب
ِ
ِ
)187:2( فَ َّْيَ ْستَجيبُوا ِِل َولْيُ ْؤمنُوا ِِب ل ََع َّ ُه ْم يَ ْر ُش ُدو َن
如果我的忠顺的仆人问及你，我在哪里，告
诉他们说，我是很接近他们的。我是听那些恳求者
的恳求的。因此教他们藉祷告寻求与我会见，并信
仰我，以便他们成功。（二：一八七）

第二问题
人在死后将是什么状态？
关于人在死后的生命中的状态的问题，我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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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地来说，人死后的状态并不是新的状态，它只是
他的今世生命在将来世界里被表现得更明显而已。
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的信仰和行为的好坏状态，
是蕴藏在内心里的，它的解毒药或毒药把它潜伏的
影响投放在他身上。但是，在后来的生命里，它们
的一切情况都将成为明显的。关于这点，我们在梦
境中可以见到它的模型。在人的身体内，某种质素
占有了优越形势，在梦境中便显现那种形体状况。
当人的身体感受热病的猛烈袭击时，他在梦中大多
数时看见一团燃烧的火焰，当他感受伤风或感冒，
他会觉得他的身体浸在水里。总之，当身体害上了
一种特别的病症，梦往往会把这病症的类似的情况
显露出来。从深思梦境，每一个人可以理解真主在
后世里也将显现这样的常德。在梦里，我们内部的
精神状态经由一个特别的变化显示物体的形式。在
将来的世界里也将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一天，我们
的举动与举动的结果都将形体地表现出来。在这个
今世里所蕴藏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在后世都将明显
地摆在我们眼前。正如人在梦境里看见各种比拟的
事物，他当时永不想到这些都是比喻的，而坚信为
实有的，同样地，将是后世的情况。而且在后世真
主将以比喻的方式显现他的新的大力，因为真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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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的。如果我们不叫它比喻的名字，而说这是真
主的大力的一种新的创造，那么，这话是很对的，
是事实和真理。关于这一点，全能的真主在尊贵的
《古兰经》里说：
ٍ ُ فَ ََل تَ ْعََّم نَ ْفس َما أُ ْخ ِفي ََلُ ْم ِم ْن قُ َّرةِ أَ ْع
اء ِِبَا َكانُوا يَ ْع َمَُّون
ً ي َج َز
ٌ ُ
َ
)18:32(
“没有一个行善的灵魂知道哪些恩惠是为它
秘藏着的。（三十二：十八）”这样，真主把在今
世的恩惠中没有其模型的恩惠都定为隐藏的。这个
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在我们看来，并不神秘，这是
很明白的。我们不单只认识石榴、葡萄、牛乳等
等，而且我们还常常食用它们呢。从这我们知道了
那是另外的东西。天园的东西和今世的东西只是名
目相同罢了。所以凡把天园认为就是今世东西的总
体，他是完全不了解尊贵的《古兰经》了。
为了解释上面所引述的经文，穆圣（祝安拉
赐他幸福、平安！）说，天园和它的恩泽，乃是眼
未曾见过的，耳未曾听过的，它也未曾经过人的心
坎。但是，今世上的一切东西，我们不能够说，我
们的眼未曾见过，或我们的耳未曾听过，或我们脑
海中没有它们的印象。当真主与他的先知已告诉了
我们那些东西是秘密的东西。如果我们还是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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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园中也有今世的牛乳，那牛乳是从黄牛和水牛取
出来的。好像无数牛群在天园的场地繁殖，无数的
蜂巢悬挂在树上，无数的蜜蜂很忙碌地在采蜜，天
使们忙于采蜜，并把蜂蜜放进河里，使它们川流不
息，那么，我们就远离了《古兰经》教义。这些想
象与那“这个世界的人永没见过（后世的）那些东
西”的一句是相联的吗？这些能够显耀灵魂、增加
对真主的认识、供给精神的食物吗？虽然那些食物
在形体的词语被描述出来，但同时也给我们训示
说，它们的起源是精神和正义。从后面所引述的尊
贵的《古兰经》的一节，任何人不应该误解天园的
恩惠与这个世界的恩惠完全相同。这节是这样说：
ٍ َن ََلُم جن
ِ ِ َّ وب ِشر الَّ ِذين آمنُوا و َع ِمَُّوا
َّات ََتْ ِري ِم ْن َُتْتِ َها
َ ْ َّ الصاَلَات أ
ْ ََ
َ َ َ
ِ ِ
َّ ُ َْاَل َِْن
ََرةٍ ِرْزقًا قَالُوا َه َذا الَّ ِذي ُرِزقْنَا ِم ْن قَبْ ُل َوأُتُوا
َ ار ُك َما ُرِزقُوا م ْن َها م ْن َث
)26:2( شا ِِبًا
َ َبِ ِه ُمت
把好消息带给那些信仰和实行善事的人，他
们将继承诸河川流的天园，当他们在后世里，获得
他们在今世生命中也曾获得的那些树木的果实时，
便说：“这些都是以前曾经赐给我们的果子。”因
为他们将会发觉在后来生命里所食用的果子类似从
前在尘世所赐给他们的果子。（二：廿六）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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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果子”的意思认为是今世的物质恩惠是完全错
误的。与本节正确的意义完全矛盾。而且真主在这
节里说：那些信仰而又行善的人乃是以他们自己的
双手，为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天园；他们的信仰是
它的树干，他们的善举是它的河流。他们在将来还
食用这个天园的果实。而且那些果实将是更具体、
更鲜美的。因为他们在这个生命里，已经在精神上
吃过那些果实，他们在后世里将认识那些果实。他
们便说，这些果实好像我们以前曾经吃过了的果
实。他们见到这些果实与以前的果实是相似的。因
此，这节以很浅白的词句启示我们，那些在这个世
界上曾经尝试过真主之爱的粮食，将来在第二个生
命里，形体地将得到同一的粮食。因为他们体会过
真主的爱，了解它的情况，所以第二个生命里的幸
福使我们的灵魂回忆到他们在这个尘世里所享受过
的真主之爱的精神幸福。他们会记得那个时候，当
独处的时候和在深夜幽寂和孤单的时候，他们感觉
到牢记真主的愉快。
总之，这里并不曾说及物质的食品，如果有
人心里想到，当认识真主的人，在这个世界，精神
上业已获得了这种食品，那么，下面的话怎么是对
的呢？“后世的恩惠，在今世里谁也没看过，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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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听过，谁的心也没有思索过。”在这种情况
下，这两节经文中是有矛盾的。这个问题的解答是
这样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在从前的生命里曾经赐
给我们的果子”这一句的意思指今世的恩惠，那
么，这相反才能够成立。然而，这里并不意味今世
的恩惠。凡是真主为了教授知识而赐予者其实不是
这个生命里的恩惠而是等二个生命里的恩惠，所以
赐予他们缘故，只是当作样本，用来鼓励他们对那
恩惠的追求的。
我们当要牢记在心头，与主合一的人是不属
于这个世界的，所以他为这世界所憎恶。他是属于
天国的，他能够享受天园的恩惠，正如尘世中人享
受世俗的恩惠一样。这是完全对的：那些恩惠实在
是尘世中人眼看不见的，耳听不着的，内心感觉不
着的，但那世俗生命已死的人，将赐予精神之杯，
而这种精神之杯，他将在后世里在具体的方式中享
受它。当就是，当他在后世以精神的形体方式享受
这个精神之杯时，他将记起今世已饮用了的这个精
神之杯。不过这也是真理，他将认为今世的耳目是
不晓得那种精神恩惠的。虽然他不讲求今世，可是
他仍然活在今世，所以他也作证那些恩惠确不属于
今世的恩惠。在今世里他的眼睛没有看过这种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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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他的耳没有听过的，他的心也没有想到的。不
过他在他的第二生命里他已经看见了那今世所没有
的恩惠样本。而且这恩惠的样本是将来的世界的一
个消息。他只是同那将来的世界有不可分的关系，
与今世是没有什么联系的。

《古兰经》关于后世的三种知识
这个基本规律应当记着，人类死后情况，
《古兰经》将其分为三类说明。现在将有关人死后
之《古兰经》中的三种知识分别叙述如下：

第一种精微的知识
《古兰》曾经重复地说明，那死后的生命并
不是一个新的生命，不过是这个世界的生命的一个
影像和形迹，这样它说：
ِِ
ِ
ٍ ِوُك َّل إ
ورا
ُ ِج لَهُ يَ ْو َم ال ِْقيَ َام ِِ كِتَ ًاِب يََّْ َقاهُ َمن
ُ نسان أَل َْزْمنَاهُ طَائ َرهُ ِِف ُعنُقه َوُُنْر
ًش
َ
َ
)14:17(

我们在今世的生命里，把人所做的事情的结
果束缚在他的颈上，等到复活的一天，我将使这些
隐藏着的结果显耀起来，并在一本揭开了的书的形
式中把它们放置在他的前面。（十七：十四）在这
一节里所用的  طائَّر一字里应该特别注意的 طائَّر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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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指一只鸟，后来被用来比喻人的动作，因为
每一种动作，不论是善是恶，在实现以后都要像鸟
一般飞过去。在一种动作完成之后，人所感觉的愉
快或不悦是很容易消散的，但它留下污秽或高洁的
印象在心坎里。
尊贵的《古兰经》已经把那重要的原则揭露
了，每一种动作都留下一个秘密的印象。在人的每
一种动作之后，跟着就是真主的动作。这个动作不
使那个罪恶的结果或则善行的结果消失，而且它的
印象被书写在心、口、眼、手和脚上。这就是人们
肉眼所不能看见的，记录着每一种行为的册子，到
了第二个生命的时候，它就会明显地自己显露出
来。关于天园人们的生命，尊贵的《古兰经》另一
节里说：
ِ ِ
ِِ
)13:57( ورُهم
َ يَ ْو َم تَ َرى ال ُْم ْؤمن
ُ ُي َوال ُْم ْؤمنَات يَ ْس َعى ن
到了那天，那已经隐秘地赐给了那些信仰的
男女们的信仰之光，就很明显地给看得出来，在他
们面前与他们的右手奔跑着。（五十七：十三）
对于那些做坏事的人，《古兰经》说：
ف
َ  ُُثَّ َك ََّل َس ْو〇ف تَ ْعََّ ُمو َن
َ  َك ََّل َس ْو〇 َح ََّّت ُزْرُُْت ال َْم َقابَِر〇أَ َْلَا ُك ْم التَّ َكاثُ ُر
ِ
ِ  َك ََّل ل َْو تَ ْعََّ ُمو َن ِعَّْم الْيَ ِق〇تَ ْعََّ ُمو َن
ي
َْ ََتْو َِنَا َع
ََ  ُُثَّ ل〇يم
َ َ  ل〇ي
َ ََتْو َن ا ْْلَ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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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يَ ِق
)9-2:102( ُن يَ ْوَمئِ ٍذ َع ْن الن َِّع ِيم
َّ  ُُثَّ لَتُ ْسأَل〇ي

你今世的多数情欲阻止你对第二个生命的寻
求直至你委身于坟墓中。不要企图今世。因为你不
久就明白那对于尘世的留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再
次我对你说，你不久就明白那对于这世界的留恋的
坏结果。如果你有确定的知识，那么，你在这个生
命里也能够得见地狱；然而在死亡与复活的中间状
态中，你将以自己的眼看见它，而最后在复活的那
一天，你将全然地到了那责问的环境里，完备地遭
受地狱的惩罚，你将不仅从言语而且由经验体会地
狱的知识。（一Ο二：二至九）

三种知识
在这几节中真主明显地说：对于犯罪的人，
在今世里地狱的生活是隐藏着的，而且如果他们深
加思考，那么，他们就在这个世界里可以见到自己
的地狱。全能的真主在这里把知识分为三个阶段，
即  عَّلَّمَّ اليقي推论确实性的知识， َّعَّيَّ َّالَّيَّقَّي观察确实性的
知识和体验确实性的知识 。حَّ َُّّق َّالَّيَّقَّي一个普通的比喻
可使这个问题更易明白。如果一个人从远远地看见
很多烟雾上升，他设想烟与火的关系是必然的，烟
雾所在的地方一定有火。这是他利用推论法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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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存在”的知识，这就是上面所引述的经节里
所说的推论确实性的知识。当他看见燃烧的火焰，
那他所得到的知识称为观察确实性的知识。当他进
入火堆中，他所获得的知识叫做体验确实性的知
识。现在真主说，地狱的存在的推论确定性的知
识，人在今世就可得到的。在死亡与复活的中间状
态中，将可获得观察确实性的知识，而在复活的那
一天，他的知识将达到体验确实性的完善阶段。

人生的三个境界
在这里要记着，根据《古兰经》的经义，人
生有三个境界：
（一）第一个境界就是现在的世界，称作努
力的境界和第一创造。在这个世界里，人为善，或
为恶。在复活的境界中善人虽然在善事中还继续进
步，可是那时候的进步只仰赖于真主的恩赐，并不
是出自人自己奋斗。
（二）第二个境界叫做 َّ。بََّّرَّزخ在阿文中，这个
字的原义解作两个东西中间的东西。因为这个境界
是处于现在生命与复活的中间的，所以就叫做
َّ。ب رزخ然而自古代，甚至自有世界以来，这个字就被
用于指示“中间的境界”。因而在这个字中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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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境界”存在的一个重大而隐藏的证据。我们
在  مَّنَّنَّ َّ َّالرْحَّان一书里也已证明了，阿拉伯言语乃是真
主口里说出来的言语，世界上只有这种言语，才能
够说是至善的主宰的言语，是古老的言语，是一切
知识所从产生的源泉，是一切言语之母，是真主的
启示的最先和最后的宝座。我们说它是最先的宝
座，因为所有阿拉伯文自古就是与真主同在的语
言。后来才显示给这个世界，人类根据它创造了他
们的语言。说它是最后的宝座，是因为真主的最后
经典，即尊贵的《古兰经》是用阿拉伯文下降的。
所以 َّ ب رزخ一字乃是阿拉伯文的 َّ بَّر与 َّ َّزخ拼合而成的，
意思是说，行为的途径业已终结了并进入了一个秘
密的状态。َّ ب رزخ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结构分解和肉
体与灵魂互相分离的境界。像我们常看到，肉体被
埋葬于一个坑里，灵魂也落入 َّ ب رزخ一词所指示的某
一种坑里，因为它不再能做好或做坏，这只有在它
与身体有关系的时候才可以的。灵魂的健康依赖肉
体的健康。这是很明显的一回事。一个影响到脑子
某一特殊部份的震动会造成记忆力的丧失，而其他
部分的损坏更会使全部理解机能消失作用，毁灭了
一切感觉和知觉，。脑子肌肉的痉挛、脑子肿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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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和其他病态而产生的局部或全部障碍，马上就
会造成知觉的丧失、癫痫或中风。因此，我们老的
经验肯定地告诉我们：如果它与肉体的关系完全斩
断那么，灵魂是消失了作用的。如果有人说，人的
灵魂在没有肉体情况下，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快
乐，这话完全是虚假的。这话我们或者爱听，好像
爱听有趣的故事一样，然而它不具有理智的证据。
我们完全不了解，当肉体任何的部分受了微小损害
时，灵魂便会受到影响，那么，那一天，灵魂与肉
体完全断绝了关系，它怎样还保持其完美的状态。
每日的经验不是教育着我们，为了灵魂的健康，身
体的健康是需要的吗？当一个人达到极其衰老的年
岁，他的灵魂也就变成昏愦的。老年的小偷，把他
知识的财富窃去。关于老年的衰弱，尊贵的《古兰
经》说：
)6:22( لِ َك ْي ََل يَ ْعََّ َم ِم ْن بَ ْع ِد ِعَّ ٍْم َش ْي ئًا
“人老到这样衰弱的状态，原来有知，现在
变成无知的。（二十二：六）”所以我们的这项观
察是这个事实的足够证据：灵魂没有肉体，不是什
么东西。如果它脱离了肉体还有它的价值，那么，
全智的真主把它与那寿命短促的肉体联系的工作，
就变成毫无意义了。再者，人必然地是进步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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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他所期望的上进是没有止境的。如果灵魂没
有肉体的协助就不能够在这个短促的生命里有所进
展，那么，我们怎样希望，灵魂没有肉体的协助，
在第二个生命里，能以达到无限的演进阶段。
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灵魂的完善行为依赖
它与形体的稳固关系的，这经过各种的辩论，归纳
起来都证实是对的。人死之后，灵魂就脱离了这个
尘俗的躯壳，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到了 َّ（ب رزخ中间
境界），用比喻的话说，每一个灵魂都将接受一个
形体，好来尝受它以前行为的某种程度的回报。这
个形体并不是尘世中的躯体，而是一个光明的或黑
暗的形体，这个形体是依照在今世的行为而形成
的。好像在这个境界中人的今世行为情况给予形体
的作用。尊贵的《古兰经》多次叙述在中间境界 َّب رزخ
中有些形体是光明的，有些形体是黑暗的。它们都
是由人光明的行为或黑暗的行为做出的。虽然这个
秘密是极为精微的秘密，但不是不合于理智的。除
了这种性质的形体之外，完善的人就在这个生命里
可以享有一个光明的形体。在精神景象的情况中，
有很多这样的例证。虽然使具有粗浅理智的人了解
它，是一件难事，可是那些具有精神景象经验的人
不以惊奇和不可能的眼光看由行为而准备的这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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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反而欣赏这个论题。
总之，中间境界 َّ ب رزخ内由行为性质而构成的形
体，乃是善恶回报的根源。我本人对于这件事是一
个有经验的人。许多次，当我在最清醒的时候，我
看见已死的人的形象。我曾经看见过许多生平行凶
作恶的人死后具有烟雾般的黑暗形体。这些是我所
亲自经历过的，我很坚决地说：正如真主所说，每
个人在死后都得到一个透明的或黑暗的形体。如果
人只想借助单调理智来证实这些极为精微的知识，
这将是他的错误。应当知道！眼睛不能告诉甜食的
滋味，舌头不能看任何东西，同样地，经由纯洁的
精神景象能获得的后世的知识，仅靠理智是不能了
解的。全能的真主已在这个世界里规定个别的方法
以明了未知的事情。因此，我们要知道一种东西我
们必须以其适合的方法寻求那种东西，我们才能获
得它呢。
另外一件事也是值得记着的。真主在其经典
中把那些陷于邪恶和迷误的人称作死尸，而定那些
行善的人是活人。它的秘密是：那些对主疏忽的人
们，他们生活的要素只是吃、喝和沉迷于情欲，到
了离开今世的时候，他们的一切生活要素都完了，
精神的食粮，他们原来无份儿。所以他们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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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他们的复活只是为了接受刑罚而已。全能的
真主指示着这个奥秘说：
ِ
ِ
)75:20( وت فِ َيها َوََل ََْييَا
ُ ََُّم ََل َي
َ َم ْن ََيْت َربَّهُ ُُْم ِرًما فَإ َّن لَهُ َج َهن

他来到他的主的面前,若是个犯罪的人,他的归
宿就是地狱。在那里 ,他将不会死亡 ,但也不能生
存。(二十：七十五)
然而，那些真主所喜爱的人虽然他们的肉身
死去，他们并不是死的，因为他有支持着他们生存
的饮食资料。在中间境界以后，将有一个复生的境
界，在那个境界里，每个灵魂，不论是好的或坏
的，善良的或犯法的，都给予一个显明的形体。复
活的一天就是真主光荣完全显露的一天。在那时候
各人都完全察觉真主的存在。那天，各人都得到他
生前行为的完全的与公平的赏罚。不应惊奇，真主
将来怎样能够这样做呢？因为真主是一切力量的主
宰，他做他愿意做的。在尊贵的《古兰经》里，他
自己这样说：
ِ
ٍ
ِ
ِْ أ ََوََلْ يَ َر
ب لَنَا َمثًََل
َ  َو〇ي
ٌ ِيم ُمب
َ ض َر
ٌ نسا ُن أ َََّن َخََّ ْقنَاهُ م ْن نُطْ َفِ فَِإذَا ُه َو َخص
َ اْل
ِ ِ َال من َُي ِي ال ِْعظ
شأ ََها أ ََّو َل
َ قُ ْل َُْييِ َيها الَّ ِذي أَن〇يم
ْ ْ َ َ ََونَ ِس َي َخَّْ َقهُ ق
َ
ٌ ام َوه َي َرم
ِ
ٍ
ِ
)80-78َّ:36( …… يم
ٌ ََّم َّرة َو ُه َو ب ُك ِل َخَّ ٍْق َع
ِ ات و ْاَلَرض بَِق
ِ َّ أَولَيس الَّ ِذي َخََّ َق
اد ٍر َعََّى أَ ْن َُيَُّْ َق ِمثْ ََّ ُه ْم بَََّى َو ُه َو
َ ْ َ الس َم َا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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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س ْب َحا َن
ْ
َ اد َش ْي ئًا أَ ْن يَ ُق
َ إِ ََّّنَا أ َْم ُرهُ إِذَا أ ََر〇يم
ُ َّاْلَََّل ُق ال َْع
ُ َ ف〇ول لَهُ ُك ْن فَ يَ ُكو ُن
)84-82َّ:36( وت ُك ِل َش ْي ٍء َوإِل َْي ِه تُ ْر َج ُعو َن
ُ الَّ ِذي بِيَ ِدهِ َمََّ ُك

人难道没有看见我以放在子宫里的一滴精液
创造了他吗？可是他却变成一个争论者。关于我，
自作言论，忘记了他本身的创造，他说：“当人的
骸骨业已朽化了，他怎能复生呢？谁有这样力量呢?
你说：就是以前创造了它的将使它复生。他对于各
种创造的各种方法的创造，都是精通能干的。他的
命令是这样的伟大，当他想着创造某一种东西时，
他只要说声“有”，它就产生出来了。所以他是神
圣的，他是万物的主权者。你们都要回到他那边
去。（卅六：七八至八十，八二至八四）
在上面所引述的几节里，全能的真主告诉我
们，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既能够以一滴微小精液创
造出人来，他没有再次创造的力量吗？
在这里，不了解的人可能提出另一问题。那
问题就是：既然要经过一个长时间才能够等到复活
的世界降临，在这种情况下，中间境界 َّ ب رَّزخ好像是
对每一个好的和坏的灵魂，设的一度无用的关锁。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这样了解是完全错误的。
这只是从无知而产生的。真主的经典叙述善恶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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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中间境界 َّ。ب رزخ在那里，每人
都隐秘地获得自己的回报。恶人在死过之后，就进
入地狱，善人在死过之后，就在天园中获得安息。
尊贵的《古兰经》有许多处都指明人死后就马上得
到他行为的赏罚的。如关于天园的一个人，主宰就
说：
ِ
)27:36( ََِّيل ا ْد ُخ ْل ا ْْلَن
َ ق

他被告诉道：‘进入天园去吧。’（三十
六：二十七）同样地，关于一个地狱的人的消息，
真主说：
)56:37( فَ َرآهُ ِِف َس َو ِاء ا ْْلَ ِحيم
意思说一个天园的人的朋友是地狱的人，在
他们两个都死了之后，天园的人焦急地要知道他的
朋友在什么地方。于是给他看到他的朋友在地狱的
中心。（三十七：五十六）
所以赏罚是在死后马上施行的；那些应入地
狱的，就进入地狱，而那些天园有份的，就进入天
园。然而，复活的那一天是真主最高贵的光荣显露
的一天，这是真主的极度智慧所规定于最后才实现
的。真主创造人类，乃是使他能够认识造物主；他
将毁灭一切，好使他能够被认识为一切的消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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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后，他将赐予一切以完善的生命，把他们招集
在一起，好使他能够被认识为全能的主宰。当知道
这所陈述的是三种精微知识的第一种知识。

第二种精微的知识
关于将来的生命，尊贵的《古兰经》所说的
第二个要点是：这个生命里的精神的事实在第二个
生命里将会形成具体，不论是中间境界 َّ ب رزخ或复活
期内都将会形成具体。后面所引述的几节，就是解
释这一点的：
)73:17( َض ُّل َسبِي ًَل
َ َوَم ْن َكا َن ِِف َه ِذهِ أَ ْع َمى فَ ُه َو ِِف ْاْل ِخ َرةِ أَ ْع َمى َوأ
凡在今世是盲目的，在后世也会是盲目的。
(十七：七十三)
用别的话来说，这个世界里的精神盲目在第
二个世界里将会形体地被显现、被感觉出来。
ِ َّ ُُثَّ ِِف ِس〇ُ ُُثَّ ا ْْل ِحيم صَُّّوه〇ُُخ ُذوهُ فَ غَُُّّوه
اعا
ً ْسََّ ٍِ ذَ ْرعُ َها َس ْب عُو َن ِذ َر
َ َ َ
)33-31َّ:69( ُاسَُّ ُكوه
ْ َف

捉拿他，把他的颈部加上颈圈，然后在地狱
里燃烧他，继而把他束缚在长度七十肘的锁链中。
（六十九：三十一至三十三）我们应该注意这几节
所指说的是，这世界里的精神的惩罚是代表第二个
世界里形体的刑罚。例如，那使人向地面俯首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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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欲念的锁链，在后世里将形体地显现出来。同样
地，这个世界的纠缠将来形体地表现出来，好像束
缚着双脚的锁链一样。这世俗欲望的内心燃烧也同
样地会形体地表现出来，好像燃烧着的火的烈焰。
恶人在今世的生命中内心具有情欲的地狱，
他在碰着失败的时候，就感觉得到那个地狱的燃烧
了。因此，当他给斩断了现世的情欲，看见永远的
失望在面前，全能的主宰将使他的悲痛的火的状态
中形体地显现出来。在《古兰经》另一处真主说：
ِ
)55:34( ي َما يَ ْشتَ ُهون
َََْوحي َل بَ ْي نَ ُه ْم َوب

在他们与他们所欲望的东西间，将有一种障
碍。这就是他们所应受刑罚的开始。（三十四：五
十五）
“束缚于长度七十肘的锁链中”指示作恶的
人往往可以活到那个年龄。除了孩提时期和衰老时
期之外，他有时候可以活到七十个年头。在这七十
年的期间，他原本可以运用他的智慧、劳动，力行
善功。而他却把宝贵的时光浪费于尘世的纠缠，他
不曾努力设法把自己从欲念的锁链中拯救出来。所
以真主在本节中说，到了第二个世界，那条束缚他
的七十年的锁链就形成了像一条长度七十肘的锁
链，每一肘代表一个年头。要牢记心头，真主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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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方面并不加给仆人任何痛苦，他只不过把人的恶
行放在他的前面。
下面所引述的尊贵《古兰经》节就说明真主
的这一常道：
ِ انطََِّ ُقوا إِ ََل ِظ ٍل ِذي ثَََل
ِ يل َوََل يُ ْغ ِّن ِم ْن ال َّ َه
ٍ ث ُش َع
ٍ ََِّ ََل ظ〇ب
ب
)32-31َّ:77(
作恶，迷途的人啊，进入那不能作荫蔽之
用、也不能防御炎热的三条树枝的阴影吧。（七十
七：卅一，卅二）这里所说的三条树枝乃是代表兽
性、野蛮性与荒诞的幻想，如果人们不把它们放置
于道德范围之内，不适中地加以运用，那么，在审
判之日，他们的这三种力量将明显地变成好像三条
没有树叶之树枝，不能防热，而且他们将遭受炎热
的痛苦。同样地，真主为了表现自己的这个常道，
关于天园的人应得之分，说道：
ِ ِ
ِِ
ي أَيْ ِدي ِه ْم َو ِب ََْيَاِنِِ ْم
ََْورُه ْم ب
َ يَ ْو َم تَ َرى ال ُْم ْؤمن
ُ ُي َوال ُْم ْؤمنَات يَ ْس َعى ن
)13:57(

到那天，你就能够看见那些信仰的男女们，
他们的灵光以前是隐藏着的，现在却发出光彩，在
他们面前和在他们右边流动着。（五十七：十三）
在别一节里，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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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 ٌَض ُو ُجوهٌ َوتَ ْس َو ُّد ُو ُجوه
ُّ َيَ ْو َم تَ ْب ي

到那天，有些面孔变成白而光明的。但有些
却变成黑暗的。（三：一Ο七）
再一次他又说：
ٍ ِ َمثل ا ْْلن َِِّ الَِّت و ِع َد الْمتَّ ُقو َن فِيها أ َِْن
ِ
ٍ َ ار ِم ْن ل
ََْب ََل
ٌ َار م ْن َماء غَ ِْْي آس ٍن َوأ َِْن
ٌ َ
َ ُ ََ
ُ
ُ
ِ ََّشا ِربِي وأ َِْن
ِ ٍ َّ ي ت غَ َّْي طَعمه وأ َِْنَار ِمن ََخْ ٍر ل
ص ًّف ْى
َ س ٍل ُم
ٌ َ َ َّ َذة ل
ْ ٌ َ ُ ُ ْ ْ ََ
َ ار م ْن َع
)16:47(

意思说，敬畏者得到的乐园的例子是这样
的：好像那里有一座花园，那里有不污染的水河，
不变味的奶河，使饮者欣喜而不醉的酒河，纯洁而
无杂质的蜜河。（四十七：十六）
在这里真主明显地说：那个天园的叙述，应
当了解为比拟的。在那里，有这一切东西的继续不
断的河流。有认识的人在今世精神地饮用的生命之
水，在那里成为形体地存在，在今世，他像婴儿一
样藉以哺养的精神乳酪，在那里也就显露出来，在
今世，藉以长处于精神的快乐中的真主之爱的酒，
在天园中将明显地看到它的河流；信仰的甘甜的蜂
蜜，在这里他精神地享用着的，在天园里也就成为
显著和感觉的河流。到了那一天，每一个人精神的
情况都将由他的河流与果园显现出来。真主到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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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也显示自己给那些天园的人。总之，到了那一
天，精神状态将不再是隐藏的，而将是形体的显露
的。

第三种精微的知识
关于死后生命的第三个要点是：在那个世界
里的进步是无限度的。如真主说：
ِ َّ
ي أَيْ ِدي ِه ْم َو ِب ََْيَاِنِِ ْم يَ ُقولُو َن َربَّنَا أ َْْتِ ْم لَنَا
ََْورُه ْم يَ ْس َعى ب
َ ين
ُ ُآمنُوا َم َعهُ ن
َ َوالذ
)9:66( ك َعََّى ُك ِل َش ْي ٍء قَ ِد ٌير
َ َّورََن َوا ْغ ِف ْر لَنَا إِن
َ ُن

那些在这个世界里具有信仰的灵光的，到了
审判之日，他们的灵光就跑在他们前面和他们的右
边；而他们且将常常地说着：“主啊！使我们的灵
光完美，宽恕我们吧！因为你具有权能，足以普及
万物。”（六十六：九）
本节所说，这种为着完善而不停止的祈求，
很明显地证明在那里的进步是无止境的。就是说，
他们达到了光亮的第一阶段，他们并不就停止；当
他们看见光亮的第二阶段，他们就感觉到他们已经
达到的，并不十分优美，因而就祈望着达到那光亮
的第二阶段。然而，当他们达到这个阶段了，他们
看见还有第三阶段的光亮，他们认为前两阶段算不
了什么而希望达到光辉的第三个阶段。为了达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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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光亮阶段的愿望，他们继续祈求。因此，他们这
种无限进步的欲望从上述祈祷词中的这个字：َّاَّتَّم
（“你使我们的光完美吧！”）可以了解的。
简言之，善人将这样的继续前进，永远不会
退缩一步，也永远不会从天园中被驱逐出来！在这
节经文里曾说天园的人常常希望宽恕 。مَّغَّفََّّرة这里的
问题是，当他们已经进入了天园，那么，得到的宽
恕有什么不够呢？当罪过已被宽恕，那么，还有什
么请求宽恕的需要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
（مغفرة宽恕）的原本意义是遏制、遮掩不温顺和缺陷
的情况。所以，天园的人将想达到完全的至善和完
全的融合在精神的光辉里。当他们看见天园中第二
级状况的时候，他们便发现第一级状况的缺陷，将
想把第一级状况遮掩在下面。当他们看见第三级完
善情况的时候，他们便渴望把第二级状况的缺陷被
压抑、掩盖起来。就像这样，他们继续渴望无限制
的宽恕 。مغفرة就是宽恕 مغفرة和请求宽恕  اَّسَّتَّغَّفار这两个
词，不明其道理的人用以攻击我们的穆圣（祝安拉
赐他幸福、平安！）。听众可以明白这种渴望寻求
宽恕  استغفار简直是人类的骄矜。一个由女人所生出
来的人，如果没有经常寻求宽恕  استغفار的习惯，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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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一条毛虫，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瞎子，不是一
个有眼的，是污秽的，不是纯洁的。
现在概括地说：根据尊贵的《古兰经》的精
义，天园与地狱实际上是人类在这个世界里的精神
生活的影子与印象。它并不是由外而至的新的物质
的东西。实际上，它们将来在后世里形体地表现出
来的，原来就是今世精神情况的影子和印象，我们
不信仰这样的天园，它是一块土地上种植了的物质
的树木，我们也不信仰这样的地狱，在那里确实有
硫磺的石块。根据伊斯兰教的信仰，天园与地狱都
是我们在这里所干出来的动作的反映。

第三问题
人生在今世的目的和达到其目的的方法
这次会议所预定讨论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关
于人生的今世的目的和达到这目的的方法。不消
说，人们因为浅薄的见解，或狭隘的胸臆，各所抱
的目的迥然不同，惟大抵皆限于满足他们在现世的
目的和欲望。但全能的真主，宣示人生应有更高的
目的。《古兰经》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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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نس إََِّل لِي ْعب ُد
ِ ُ وما َخََّ ْق
57:51( ون
ُ َ َ ِْ ت ا ْْل َّن َو
ََ

我没有为其他目的而创造 َّ（اَّْلن精纳）和人，
但只为他们应当认识我和崇拜我。（五十一：五十
七）依照这节《古兰经》，人生真正的目的只在真
实地认识和崇拜真主，并完全地向真主献身。这是
明显的一个道理：一个人实在没有选择他的人生目
的的可能。他不能自动来到或离开这个世界。他是
一个受造物，造物主把他创造出来之后，又给他比
较其他动物较高或较优美的才能，这当然是因为另
有一个目的要指派他去实现的。不论人是否了解这
个目的，但无可怀疑地，人生最大的目的只在于认
识和崇拜真主，及为真主而生存，这真理是不可磨
灭的。全能的真主在《古兰经》里说：
َِّ الدين ِعنْ َد
ِ
ِْ اَّلل
)20:3( اْل ْس ََلم
َ إِ َّن
َِّ َفِطْرة
ِ َ ِ َذل اَّلل الَِّت فَطَر النَّاس َعََّي ها
)31َّ:30( ين الْ َقيِ ُم
َْ َ
ُ ك الد
َ
َ
使人类正确地认识真主和领导人类用最完美
的方法去崇拜真主的宗教是伊斯兰教。（三：二
十）真主又说：伊斯兰教是固有在人类本性之中
的。真主依照伊斯兰创造了人类，也为了伊斯兰创
造了人类。这便是说真主立意想把人的才能完全奉
献于敬爱、服从和崇拜真主；也便是因为这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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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能的真主才给予了人类以适合伊斯兰的才
能。（三十：三十一）
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注释上述那几节经文。
关于这点，我们在解答第一个问题的第三部分时已
经提及。我们现在只想简单地表述一下：凡人类内
在的和外表的所受的禀赋，或一切天赋力量，其真
正的目的是认识真主、崇拜真主和敬爱真主。就是
为了这个原因，人们在这世界里虽然做了千万工
作，自然除真主以外，在任何东西里面都得不到真
正的安宁。最阔的富翁，最高的官，最成功的商
人，最伟大的帝王，最聪明的哲人，到临终的时
候，他将以悔恨的心情告别一切的缠绕。他的心常
常谴责他的沉迷今世，他的良心将永不同意于他的
阴谋欺诈与不法的工作。一个有智慧的人从另外一
方面也可了解这个问题。每一个东西只能做它能力
范围内的最高级的工作，这个最高级的工作就被认
为是它创造的目的。例如，牧牛可以用来犁沟抽水
或负重，除此以外便没有较高的用途。当我们观察
人类的才能，试验去发现什么是人类的最高才能。
我们发现他寻求真主，他渴望成为这样热爱真主的
人，他不愿为自己存留一点东西，所有他的东西都
当成真主的。就他的吃、睡等自然倾向来说，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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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动物相同的。在技术方面，动物中也有具比较
人类更妙的技巧的。即以蜜蜂采花酿蜜的精妙技能
论，人类就出尽了他的才能也学不上。所以这是明
显的，人类最高的成就是会遇安拉。所以人生在现
世的真正目的就是把自己的心窗向真主开启。

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
如果有人问我们怎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用
什么方法可以获得这个目的？要记着达到这个目的
的最大方法——达到这个目的的条件是：真正的认
识真主，信仰真正的主宰。因为如果他第一步，便
走错了，例如拿飞禽、走兽、自然力量或人的孩子
当作真主，那么，我们怎样希望他的其他脚步将是
走在其正道上呢？真正的主宰能够帮助去寻求他的
人们，但死的怎样能帮助死的呢？全能的真主，在
《古兰经》中以精美的比拟方式说明此点如下：
ِ َّ
ش ْي ٍء إََِّل
َ ِين يَ ْد ُعو َن ِم ْن ُدونِِه ََل يَ ْستَ ِجيبُو َن ََلُ ْم ب
َ لَهُ َد ْع َوةُ ا َْلَ ِق َوالذ
ِِ
ِ
ِ ِِ ِ
ِ ِِ
ين إََِّل ِِف
َ َكبَاسط َك َّف ْيه إِ ََل ال َْماء ليَ ْب َُّ َغ فَاهُ َوَما ُه َو ببَالغه َوَما ُد َعاءُ الْ َكاف ِر
)15:13( ض ََل ٍل
َ
意思说,只有向真正的创造主是值得祈祷的,因
为他有权统治一切物类;但世人所祈祷的偶像是不能
给他们任何回答的。这正如世人伸手祈求水进到他
141

们的口里去,那水就能够到他们口里去了吗？不，绝
对不会的。所以凡不知晓真正的主宰的人,他们的祈
祷根本就是无效的。（十三：十五）
达到人生的目的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要知道
真主所有的完善美德。因为美是自然地吸引人心
的。美的观察内心自然产生热爱。真主的美是他的
独一无二、尊严、壮丽和其他的美德。如《古兰
经》说：
ِ
َّ 〇َح ٌد
َّ قُ ْل ُه َو
َح ٌد
َّ ُاَّلل
َ  َوََلْ يَ ُك ْن لَهُ ُك ُف ًوا أ〇 ََلْ يََّ ْد َوََلْ يُولَ ْد〇الص َم ُد
َ اَّللُ أ
)5-2َّ:112(

真主在本体、美德和光荣中是独一无二的。
一切皆需要他的扶助，每一个原子的生存皆有赖于
真主，他是一切东西恩惠的源泉。但他从没有受过
哪一个恩惠。他不是谁的父亲，也不是谁的儿子，
怎么能有呢？天地间没有和他同类的。（一一二：
二至五）《古兰经》载满颂扬真主的完美和伟大的
章句，使人注意这样的真主很得人心的倾慕，而不
是那些异端邪教所说的那些死的、弱的、残忍的、
无能的虚假崇拜对象。
达到人生目的的第三个方法就是要感悟真主
的至善。美和善就是引起爱的两种原动力。关于真
主至善的美德的概况，《古兰》第一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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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〇ب الْعال َِمي
ِِ
ِ ك ي وِم
ِِ
)4-2َّ:1(الدين
َ َ ِ ا َْلَ ْم ُد ََّّلل َر
ْ َ  َمال〇الر ْْحَان ال َّرح ِيم

因为很明显地，真主的善，是不能够称为完
全的，除非他使自己的仆人从无物创造出来，永久
养育他们，支撑每一个东西，为他的仆人显现他的
一切仁慈而且他的善是无穷的，不可计算的。
（一：二至四）
关于他这样的至善，真主屡次说到。如在另
一处他说：
َِّ َِوإِ ْن تَعدُّوا نِعم
)35:14( وها
َ ص
ُ ْاَّلل ََل ُُت
َْ ُ َ
倘若你们想计算真主的恩惠，你们就永远不
能够计算它。（十四：三十五）
真主晓谕我们达到人生目的的第四个方法是
祈祷。《古兰经》说：
ِ ا ْد ُع ِوِن أ
)61:40( ب لَ ُك ْم
ْ
ْ َستَج

意思是你们应当求我，我将接受你们的祈
祷。（四十：六十一）真主屡次鼓励祈祷，以便人
不单靠自己的力量而仰赖真主的力量达到会遇真主
的目的。
第五个方法是奋斗，即欲寻求真主，应当在
主道上牺牲自己的钱财、力量、生命和智慧。《古
兰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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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ل
ِ وج
ِ ِاه ُدوا ِب َْم َوالِ ُك ْم َوأَن ُف ِس ُك ْم ِِف َسب
)41:9( اَّلل
ََ
ِ
ِ
)4:2( اه ْم يُنف ُقو َن
ُ ََوَمَّا َرَزقْن
ِ
ِ
ِ َّ
)70:29( َّه ْم ُسبُ ََّنَا
َ ين َج
ُ اه ُدوا فينَا لَنَ ْهديَن
َ َوالذ
你们应当在真主的正道上使用你们的生命、
财产和你们自己的一切能力。（九：四十一）又
说：无论智慧也好，学问也好，见识也好，技能也
好，凡真主所赐予的东西，都要在主道上使用。
（二：四）凡是在我的道路上，在每一方面都努力
奋斗的人，我必常常指示他们我的一切道路。（二
十九：七十）
真主说，达到人生目的的第六个方法，就是
坚毅。怎样叫做坚毅呢？这就是说，人在主道上不
要懦弱无力和怠惰，也不要惧怕考验。全能的真主
说：
ِ َّ
َّ ين قَالُوا َربُّنَا
استَ َق ُاموا تَتَ نَ َّز ُل َعََّْي ِه ْم ال َْم ََلئِ َكُِ أ َََّل ََتَافُوا َوََل
ْ َّاَّللُ ُُث
َ إِ َّن الذ
 َِْن ُن أ َْولِيَا ُؤُك ْم ِِف ا َْلَيَاةِ الدُّنْ يَا〇َُتْ َزنُوا َوأَبْ ِش ُروا ِِب ْْلَن َِِّ الَِّت ُك ْن تُ ْم تُوعَ ُدو َن
)32-31:41( َِوِِف ْاْل ِخ َرة
凡是说，安拉是我们的养主，并摒弃了虚假
的崇拜对象而具有恒心毅力者，即使在困苦颠连
中，仍立足稳固者，天使必降临他们，说：“你们
不要惧怕，也不要悲伤，你们可以尽情快乐，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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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约的快乐继承者。我们就是你们今世和后世的
朋友。”（四十一：卅一，卅二）
这些经文指示了我们，有了这样的坚毅，就
得到真主的喜悦。这句话的确是真实的，坚毅胜过
奇迹。完善的坚毅是这样的：人处于逆境中，四面
楚歌，在主的道路上，生命、财产、名誉，皆有丧
失之虞，没有任何慰藉的东西，甚至真主为了考验
他们停止安慰他们的精神景象、梦境、启示，把他
们放弃在极为可怕的情况里。在这个时候，还不丧
失心信，不像胆怯的人表示退去，忠顺如恒，保持
一贯地真诚、坚韧，他应愉快地接受耻辱，乐意地
听候死亡，为了坚定脚步不等候任何友人的扶持，
不因为严重的考验而寻求真主的喜讯。虽是完全无
助、微弱，没有任何安慰仍然勇毅直立，为了自我
牺牲，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头颈放在前
面。在真主的前定的前面，默然听命，绝不焦躁不
安，而怨天尤人直到考验终了。这就是会遇真主必
需的坚毅，就是这个东西的芳香直到今日仍然从真
主的使者、先知、忠实者和殉道者们的坟土中传
来。
关于这点，真主在这个祈祷词中教导：
ِ َّ َ صرا
ِ ط الْمستَ ِق
ِ ِ
)7-َّ6:1( ت َعََّْي ِه ْم
َ ين أَنْ َع ْم
َ ط الذ
َ 〇يم
َ ْ ُ َ ْاهد ََن الص َر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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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啊！领导我们向坚毅的路途上去，那个
途径就是获得你的恩惠、荣誉和喜悦的。
（一：六，七）
他又说：
ِ
)127:7( ي
ْ َربَّنَا أَفْ ِر
َ با َوتَ َوفَّنَا ُم ْسَّ ِم
َ غ َعََّْي نَا
ًْ ص
真主啊！当我们在困苦当中，给我们以一种
怡然自足的心境，使我们能够忍耐着，使我们死在
完全服从着你的情况中。（七：一二七）我们须要
牢记着，虽则他们在困苦当中，危难当中，真主在
他的喜爱仆人心中降下光辉，故他们有力量对于逆
境，以沉着冷静的态度处之。他们由于信仰的甜
蜜，接吻为真主道加在身上的脚镣。当真主的人遭
遇了灾难，死亡的征象业已显现，他不为了避免自
己的灾难，不问养主的意旨，与主开始争论，因为
其时在祈祷安全中固执已见，就是与主战争，违反
完全归顺的原则。凡是真爱真主的人并不因灾难而
畏缩，反而更为勇进，因为他自视无物，乐于舍
已，完全服从真主的意旨，喜欢真主的喜欢。关于
这一类的人，全能的真主这样地说：
َِّ ِضاة
ِ
ِ وف ِِبل ِْعب
ِ َّاس من ي ْش ِري نَ ْف
َّ اَّلل َو
اد
َ اء َم ْر
َ ٌ ُاَّللُ َرء
َ ْ َ ِ َوم ْن الن
َ َسهُ ابْت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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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2(
真主喜爱的仆人，把他自己的生命牺牲在主
道上，以换取真主的喜悦。只有这种人获得真主的
特别仁慈。总而言之，这就是上述的坚忍精神，藉
它人会遇真主。愿意了解的，请了解吧！（二：二
Ο八）
第七个方法就是要和正人为伍，模仿他们的
完善榜样。圣人的需要之一是人类自然地有完善模
范的需要。完善的模范增加向善的兴趣，振兴为善
的勇气。凡不效法模范的人，将变成怠惰迷途的。
关于这一点，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 ِ َّ وُكونُوا مع
)119:9( ي
َ الصادق
ََ
َ
ِ
ِ
َّ
ِ
)7:1( ت َعََّْيه ْم
َ ص َرا
َ ين أَنْ َع ْم
َ ط الذ

你们要与正人为伍。（九：一 一九）又说：
你应当依着从前真主施过恩惠的善人们的路子走
去。（一：七）
第八个方法就是从真主来的纯洁的精神景象
启示和预兆。因为向真主方面旅行是一个极为精细
的道路。有各种艰难与痛苦。人类可能忘却这个不
常闻见的道路或者业已失望，放弃前进，所以主宰
以自己的仁慈经常安慰他，鼓励他，增加他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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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兴趣。主宰对在他的道路上旅行的人，施行的常
德是，他时常用他自己的言语和默示抚慰他们。他
向他们显示，“我是与你们同在的。”于是他们便
获得力量，在主道上强烈地向前迈进。真主在《古
兰经》里说：
)65:10( ََِلُ ْم الْبُ ْش َرى ِِف ا َْلَيَاةِ الدُّنْ يَا َوِِف ْاْل ِخ َرة

他们在现世和后世，皆有好消息。(十：六十

五)
此外，《古兰经》还讲过很多别的方法，可
以帮助我们达到人生的目的，但限于篇幅，不能尽
述了。

第四问题
行为在今世和后世中有什么作用？
真主所默示的全真和完善的经典，实际上对
于人们心中有怎样的作用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已
经答复过了。即完善的主的经典，能使人由最幽邃
的深谷般的愚昧升到极高尚、极光明的智慧的峰
巅。它能令一个野蛮的人变为一个文质彬彬之士，
能使一个文质彬彬之士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君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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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能使有道德的君子在精神上，成为天人合一，
具有主德的人。在这个生命里，经典的实用条规的
一个作用是：一个遵循真经的人便能渐渐地认识人
类的权利，在适当的情况下，应用他公平、仁慈的
和同情的能力。他依照人类的个别阶段与他们分享
真主所给他的学问、认识、财产和安乐。他正像太
阳用他所有的光普照整个人类。他像月亮将从真主
得来的光传送别人。他像白天的光明，昭示善、美
的道路。他如黑夜一样，将别人的弱点隐蔽起来，
而且给疲倦的人们以一个休息的时间。他如天之仁
厚，所有困厄的人都得其庇佑，并在适当的时候下
降恩惠的雨露。又如地的谦卑，好像地板供给人们
安适，把他们都安置于自己仁慈的怀抱，赐予他们
各种精神果实，所以这就是完善经典的作用。固守
完善经典的人，使他把自己对真主的权利与人类权
利达到其完善的终点，在真主的意愿里完全忘记了
自己，成为创造者的真正仆人，这是经典的实用条
规在今世的生命里对人们的作用。至于其对人们后
世的影响，是他那天将以明显的视力，看到与真主
精神的会合。他们为了喜爱真主而服务人类，这种
从他们的信仰和善功的热爱所鼓励的服务，将会像
天园的树木和河流一样向他们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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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真主在《古兰经》里关于这方面说
道：
ِ الش ْم
َّ َو
 َوال َّْي ِل إِذَا〇َّها ِر إِذَا َج ََّل َها
ُ س َو
َ ض َح
َ  َوالن〇 َوالْ َق َم ِر إِ َذا تَ ََل َها〇اها
ِ َّ و〇شاها
ٍ  َونَ ْف〇اها
ِ  َو ْاَل َْر〇اها
〇اها
َ س َوَما َس َّو
َ ض َوَما طَ َح
َ َالس َماء َوَما بَن
َ َ َ ْيَغ
〇اها
َ اب َم ْن َد َّس
َ قَ ْد أَفْ ََّ َح َم ْن َزَّك〇ورَها َوتَ ْق َو َاها
َ  َوقَ ْد َخ〇اها
َ فَأَ َْلََم َها فُ ُج
َِّ ََِاَّلل ََنق
َِّ ول
اَّلل
ُ ال ََلُ ْم َر ُس
َ فَ َق〇اها
َ إِ ْذ انْ بَ َع〇َُود بِطَ ْغ َو َاها
ْ ََك َّذب
ُ ت َث
َ ث أَ ْش َق
ِ ِ
اف
ُ َ َوََل َُي〇س َّو َاها
َ فَ َك َّذبُوهُ فَ َع َق ُر〇اها
َ ََو ُس ْقي
َ َوها فَ َد ْم َد َم عَََّْي ِه ْم َرُِّبُ ْم ب َذنْب ِه ْم ف
)16-2:91( اها
َ َُع ْقب
以太阳及其光辉作证，以追随太阳时的月亮
作证。意思是以月亮假借太阳之光而普照万物作
证，以显现太阳的光和指示道路时的白天作证，以
把大地变成黑暗并把一切都放置在黑暗中的夜作
证，以天和它创造的目的作证，以地和地的这样铺
展的目的作证，以灵魂和灵魂的完全的优良品质作
证，这完全的优良品质使这人的灵魂等于一切的受
造物。意思是，在万物中个别所具有的优良品质都
集合在这完人的灵魂之中。如这所有的东西，个别
地服务人类，而这个完人自己完成那万物的、总的
贡献。如象我在上面业已写过了。然后真主说，凡
同日、月、地球一样，为主献身而服务人类的人，
他是得救者，已脱离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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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记住，这里所讲的生命，乃是永久的生
命。完善的人将要获得这种永久生命。这就指示力
行经律的果实在后世的生命里将是永久生命，而这
永久生命将依赖瞻仰养主的食粮而永久维持的。真
主又说：凡是败坏了自己，没有藉各种天赋良能培
养各种优良品质，而且在过了污秽生活以后回去了
的那个灵魂，算是灭亡了，对于生命绝望了。他又
举例说明那个厄运的人的史话将和洒姆德 ثَّود人相
似。他们伤害了那被称为真主的骆驼，不许它饮他
们的泉水。（九十一：二至十六）这个比喻就是
说，人的灵魂好比真主乘坐的骆驼，意思是说，人
心就像一个宝座，所以显示真主之光荣，骆驼藉以
保存生命的水，就是指那主的热爱与认识。继而真
主说：“洒姆德”ثَّود人拒绝了骆驼饮水，当他们把
骆驼割伤了，使它不能饮水时，他们就被真主毁灭
了。真主毫不顾虑他们的死亡以后，他们的妻子儿
女将面临什么情况。所以凡伤害那个骆驼即灵魂，
而不理会其修养以求达到至善的，阻止其饮用精神
之水，他也将被毁灭的。

《古兰经》中真主以不同的东西立誓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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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指着太阳和月亮等物作证，是有精深的
哲理的。但反对伊斯兰教的人们，由于不知其精深
的哲理，持反对的意见，说真主有什么作证的需要
呢？为什么以其创造物作证？因为他们的了解是世
俗的，不是精神的，所以他们不会对此有真正的认
识。要知道，如果我们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先要
了解发誓的目的。在普通交易或法律的事情上，当
一个人发誓，他的目的不过在补助证据的不足。因
为在案情上，不能请得别人作证，就求真主作证，
因为真主能知一切秘密，故为最好的见证。他想以
真主的动作成立他的证据。方法是这样：真主没有
在他立誓之后惩罚他来表示他发怒，这就是他说真
话的明证。倘他说了假话，真主必发怒而加以谴
责。因为这个理由，人不能指他物来发誓，因为这
被造之物不知道未见的，也没有力量惩罚违反事实
而发誓的人。真主誓言的目的和意义，自然和人类
的有别。关于这一方面，真主的常德是真主的工作
有两重性质：那就是显然的和推理的。显然的工作
是容易明白的，关于它们实在很少或是简直没有异
议。但对于推理的工作，人们就有误解，发生分
歧。真主想在人们的眼前，拿他的明显的工作，证
明他的推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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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明显地知道日月、昼夜、天地皆属于
显然的一类，因为它们所有的性质，是人所共知
的。但人的灵魂的所有的特征，就不是显而易见的
了。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的。真主为要推论到人们
的灵魂里含有这样的特征，所以，真主为要推论到
人们的灵魂里含有这样的特征，所以，真主为了显
示他的推理的工作，把他的显明的工作当作证据陈
述出来。好像真主说，如果你对人类的灵性里所隐
藏着的特征有怀疑，你可由日月等造物里面明显地
发现那些特征，进而推理人的灵魂里必有那些隐藏
的特征。你们知道，一个人是一个小世界在他的个
体里面具有整个世界的简略图样。当证实了宇宙各
大星体里面都具有这些特征并给予万物利益，那
么，人是最大者，为高级的受造物，他为什么不具
备那些特征呢？正如日一般，他也有他的光。这就
是知识的光，智慧的光，他能用来照耀全世界的。
又像月亮一样，它由伟大的真主得来精神景象的
光，启示的光，传给那些仍在黑暗中摸索而尚未达
到完善的境域的人们受用。这样，你们怎么能说一
切先知职位、一切使者的受命和所有安拉的律令和
经典都是人的假造而有自私的企图呢？你们看看，
太阳的光怎样照耀着各种途径，连它的崎岖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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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显露出来呢？完全的人就是精神光辉中的白天。
光天化日之下，每一途径都显现出来，他指示人们
真正的路在哪里，只有他是真理与正义的光明日
子。我们也体验到，夜怎样能使疲倦的人们得到休
息·日中工作到精疲力竭的人，当然欢迎夜的来
临，好叫他们能够休息一下。所以夜也是人类弱点
的遮盖。完人来到这个世界也一样地能够令世人得
到休息和减轻他们的负担，这是由于他们藉真主的
启示使人们很容易地获得认识、解决许多重大问
题。正像夜掩盖缺陷，真主的启示遮盖人类智慧的
欠缺，使它不显现人间。因为有理智的人以启示的
光辉自觉地改善自己的错误。所以他的弱点不致公
然暴露。希腊哲人柏拉图他干出祭祀偶像的愚行，
但伊斯兰教的哲人，从没有干过这种不高洁和愚蠢
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服从穆圣（祝安拉赐他幸
福、平安！）的言行来做他们理智的指导。现在你
们看真主的启示，好像夜一样遮掩智慧人们的不
足。
这也是你们所知道的，真主的完善仆人，把
所有疲倦困苦的人们，皆放置在他的庇荫之下，像
天覆盖万物似的。特别是真主的先知们，以恩惠施
与世人，一如天之以雨露沾润万物。他们一样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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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的性质，从他们的清洁的心灵生出无数真理和
智慧的树，人们从它们阴影、花、果获得益处。所
以由自然界所显示明显的自然法则，我们就能证明
隐藏的法则，这法则真实存在的证据，只看上面所
引证的经文所载着的作证，便充足了。请看这是
《古兰经》中具有的多么完善哲理的言语。这言语
竟出自一个文盲和居住沙漠人之口。如果这不是真
主的言语，那么，世界上一般有智慧的人和所谓受
过高等教育的人何至于仍不了解其精微的知识，反
而对它以反对的眼光看待。这是一般的经验，当一
人由于有限的理智不能了解一个东西，他便批评那
个具有哲理的东西。他的批评证明那个精微的哲理
超越于普通理智的极度。这就是为什么称为有理智
的人也对《古兰》持反对之说。但是现在他的秘密
业已显露，有理智的人将再不从事反对，而且将加
以欣赏了。
在别一个处所，《古兰》又曾用过誓言的格
式，当他引用自然律作证真主的默示的常德时，他
说道：
ِ َض ذ
ِ َالسم ِاء ذ
ِ  َو ْاَل َْر〇الر ْج ِع
 َوَما ُه َو〇ص ٌل
َّ ات
َّ ات
ْ َإِنَّهُ لَ َق ْو ٌل ف〇الص ْد ِع
َ َّ َو
)15-12:86(َِِّب َْلَْزِل
我以降雨的天，和得雨而生万物的大地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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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誓），这本《古兰经》是真主的真言，他的默
示。它将真伪分别出来，它并不是无用的。（八十
六：十二至十五）意思是说，它不是不因时而来，
而是像季节的时雨到来的。
在这里，全能的真主，以显著的自然律，证
明《古兰经》是真主所默示的真理。在自然律中，
我们很容易看出，当需要的时候，雨就由天而下。
地上的草木靠它生长。如果隔了多少时期，天停止
了下雨，地球上层的水，甚至井里的水也就渐渐干
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地下的水是依赖着天上的雨
水的。就为了这个原因，每当天上下雨的时候，地
上的井里的水便要上升。为什么上升呢？原因就
是，天上的水把地上的水向上吸引。真主的启示与
人的理性的关系也是这样。真主的启示是天上的雨
水，人的理智是地上的水。地上的水（理智）常获
得天上雨水（真主的启示）的营养，如果天上的雨
水（启示）停止了，那么，地上的水（理智）也就
慢慢干涸了。这道理，还不够做这事的证明吗？如
果经过了长久时间，没有得真主启示的圣哲的人降
生，人们的理性，就自然会和水一样，干涸和污秽
起来了。我们试看伊斯兰教以前的情况，就可以明
白这个道理。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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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生以前，各处都是黑暗的。在他六百年前伊撒
（耶稣）降生了，但经过这一个长时间，中间没有
一个得过真主的启示的人出现过。所以全世界都趋
于下流，腐化的思想普遍了各地。这里唯一的原因
不是别的，就是在很长的期间，默示已经中断了。
天国仅在理智手里，那个不完全的理智使人们遭致
多少损害，还有人不知道吗？请看，当启示的雨水
一个时期不下降的时候，一切理智的水怎样的干涸
了呢？
在上述的作证中，真主就指示了这个自然
律。他说，你们没有注意真主的断然而永久的自然
规律吗？地面能够生草木，全赖天上的雨。这明显
的自然律是隐秘的自然律、真主的启示的作证者，
所以你们应当从这个证据得到益处，不要把单独的
理智做自己的领导。理智的本身，不能绝对可靠，
因为他如果没有默示给他作养料，就不能存在而逐
渐消灭的。正如天上的雨有这样一种特征，不论井
里直接被增添了水量与否，它由于它的天赋的性
能，升高一切的井水。同样地，当一个得到了真主
的启示的领袖降生在世的时候，无论有智慧的人跟
随他与否，但是在受到这个启示的时代里人类的理
智中产生就前所没有的这样的光辉和清晰。人们油
157

然的开始寻求真理，在人们的思想的能力中，由于
不可见的因素，产生活动。这种理智的发展和人心
的狂热就是那得到了启示的人出现世间的吉庆而产
生的，特别地，正像天上的雨提升地上的水。当你
见到每个人都起而寻求宗教，地上的水开始涌上
了，你也应当站起来，也应当警觉，应当坚定地了
解，天上的大雨已经下降到地上来了，真主的启示
的雨已经降在某人的心上了。

第五问题
关于认识真主的来源
这个问题，在《古兰经》里面已经解释得十
分详尽，而且现在预定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只能简
略地谈谈罢。在注释《古兰经》第102章的时候也
曾指出知识实有三种，即（1）推论确实性的知识
（علمَّ اليقي2）视察确实性的知识 （عي َّالي قي3）体验确
实性的知识 。ح ُّق َّاليقي推论确实性的知识 علمَّ اليقي，就

是指那由推想得来的知识。例如，我们看见了一个
地方冒烟，虽还没有看见火的本身，但是总可以决
定火就是生在那里了。但我们看见了火以后，我们
对于那火的存在的真确知识，就属于第二种，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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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确实性的知识 。عي َّالي قي如果把手放在火上，则所
得的知识必正确。这高度的准确性，用《古兰经》
的言语来讲，便是所谓体验确实性的知识  ح ُّق َّاليقي真

经所述的三种知识，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证和评述
过。
应当知道推论确实性的知识的来源就是理智
和学问。关于将来在地狱过活的人们的消息。真主
在《古兰经》里这样说：
ِ
ِ َص َح
)ِ11:67(الس ِعْي
َّ اب
ْ َوقَالُوا ل َْو ُكنَّا نَ ْس َم ُع أ َْو نَ ْعق ُل َما ُكنَّا ِِف أ
他们（地狱的人）将会这样说：倘若我们当
时利用我们天赋的理智，用合理的方法体验宗教和
信仰，或则，我们注意听、读具有完善智慧人们和
研究的学者们的演讲与写作，那么，我们今天就不
会成为地狱的伴侣了。（六十七：十一）《古兰
经》在别处也阐明过同样的意义，说道：
َّ ف
)287:2( سا إََِّل ُو ْس َع َها
ُ َََِّل يُ َك
ً اَّللُ نَ ْف
真主不勉强人去接受他的知识能力所不及的
事情。他只向他们陈述他们的理解能力范围以内的
教义，以便他的命令不成为他们所不能负担的。
（二：二八七）而且前面引述的一切，也指示给我
们另一个事实。一个人也可以由听觉得到推论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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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知识。例如，我们没有见过伦敦城，但是我们
知道世界的确有一个叫做伦敦的都市存在着。因为
我们不能不相信那许多曾经见过伦敦的人们和他们
所讲的关于伦敦的话。又如，虽然我们不和阿拉目
给尔  عاملگْي同时，我们也没有见过他的形象，但我
们并不疑心从前统治过印度的蒙古王朝中确有一个
名叫阿拉目给尔  عاملگْي的王。这样的推论确实性的
知识，怎样得到的呢？答覆就是，我们藉着听觉的
帮助，有了相联不断的证据，我们就可以确定一定
事实的实在和一件东西的存在。所以这是无疑的，
听觉也能使人的知识达到推论的确实性的阶段，倘
若圣人的书籍是正确无疑地不断传递下来，那么，
它们的确是一种由听闻而来的知识的源泉了。但
是，如果有一部被称为真主启示的书，竟有了五十
种不同或矛盾的版本，那么，即使某派也承认其中
只有三四本是正确的，其他都是捏造的。但在研究
者看来，那未经完全考证的坚信总是没有意义的。
结果是，那些书由于互相矛盾将被定为无用或不可
靠的。这样互相矛盾的陈述绝对不能作为任何知识
的源泉。因为知识的定义是，它赐给确实性的认
识。但在互相矛盾的集成里，要找到确实性的认识
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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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须要记着，《古兰经》的真
理，并不只靠着这连续的听闻来维持它的权威的，
因为《古兰经》为了使人了解，具有很充分的理性
的证据。它不强迫我们接受它所陈述的任何信条、
原则和命令，《古兰经》说，这所有的信条等等早
就深深地印刻在人类的本性里面，如真主说：
)51:21( ََو َه َذا ِذ ْك ٌر ُمبَ َار ٌك

这本经所宣传的，并不是新的教义，它不过
使人记起满见于人类的本性和自然律中的事理罢
了。（二十一：五十一）他又说：
ِ ََل إِ ْكر َاه ِِف
)257:2( الدي ِن
َ
意思说，这个宗教不愿强迫人接受它的任何
教义，反之，它对每一个道理都提出理论来（二：
二五七）。此外，《古兰经》还有一个照亮人类心
灵的精神特质。如它说：
)58:10(الص ُدور
ُّ َو ِش َفاءٌ لِ َما ِِف

意思说：《古兰经》以它的精神特质医疗一
切疾病。（十：五十八）因此，《古兰经》的权
威，不只因为他是一本经过稳固的途径传下来的，
而且在于它提出充足的理智论据和放出灿烂的光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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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一切具有健全基础的理智证据，也
能够领导人们达到推论确实性的知识境地。关于这
点，安拉在下述的《古兰》经文中说：
ِ ض وا ْختِ ََل
ٍ ف ال َّي ِل والنَّها ِر َْلَي
ِ َّ إِ َّن ِِف َخَّ ِْق
ِ ت َِل
ُوِل
َ َ َ ْ
َ ِ الس َم َاوات َو ْاَل َْر
ِ َّ ِ ْاَلَلْب
َّ ين يَ ْذ ُك ُرو َن
ودا َو َعََّى ُجنُوِبِِ ْم َويَتَ َف َّك ُرو َن ِِف
ً اَّللَ قِيَ ًاما َوقُ ُع
َ
َ الذ〇اب
ِ
ِ
ِ
ِ الس َم َاوات َو ْاَل َْر
ك فَقنَا
َّ َخَّ ِْق
َ َت َه َذا َِبط ًَل ُس ْب َحان
َ ض َربَّنَا َما َخََّ ْق
)192-191َّ:3( اب النَّا ِر
َ َع َذ

当有理智和通情达理的人们，思索到地球和
天际星体的创造时，或深刻地去研究昼夜所以变更
的理由时，他们就会发现到在这些事体上面已经有
了真主真实存在的明白证据。他们要想得到更明显
的认识和了解时，要求真主的助力，无论他们在什
么姿势里，行也好，坐也好，睡卧也好，总是记念
安拉。这样，他们的理智就大为清晰起来。所以，
当他们以清楚的理智思索天体和大地的创造是如何
的美满时，他们不自禁地说道：这样精巧绝伦、井
井有条不易的秩序，并不是没有用的，它实在是在
显示着真正造物主的光明面貌。因此，当他们承认
了造物主是真正的崇拜对象，那么，他们就向他祈
求起来说道：我们的主啊！你是清高于任何人拒绝
你的存在而把不完全的品质归属于你的。从火狱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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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我们吧，因为不信仰你就是火狱。真正的快乐和
幸福，只存乎你的里面或由认识你而生。凡对你无
真正认识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实际上，就是在
地狱的火坑中。（三：一九一，一九二）

人的天性的真相
人的良心是其知识的一个源泉。人的良心在
《古兰经》里叫做“人的天性”。如真主说：
َّ َِّ َفِطْرة
)31:30( َّاس َعََّْي َها
َ اَّلل ال ِت فَطََر الن
َ

人应当顺从真主所设计的天性（本性），他
依照这个天性创造了人类。（三十：卅一）那个天
性的印象是什么呢？那个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中的印
象是了解全能的真主为独一无二的，为万物的创造
者，而且是超越生死的。外形上，虽然天性中没有
从一个知识到另一个知识的推理过程，像火是从烟
而知的，但我们仍然把天性当作推理确实性的知
识。这是因为天性具有一种微妙的推理的确实性，
那就是安拉在每一个东西里都安置一种特质，这种
特质固不能用言语或文字加以形容，但经过对那个
东西的观察和思考，人的大脑就会马上转向那个东
西的特质。简言之，那个东西的特质与它的存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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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必然的关系，正像烟和火的关系是必然的。如
果我们对于造物主的本身想象一下，他应该是怎样
的。他是否也和我们一样，要经受那生老病死各种
痛苦，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意念简直使我们战栗起
来。人类的本性是不许它自己，也不敢这样想的，
因为它不能忍受这样的意念。这种意念是令人厌
恶，不可想象的。在我们的内心里，那细微的声音
就立刻地说道，我们的一切愿望所依靠的万能的真
主，他应当没有任何瑕疵和缺点而该是完美、大力
的。每当我们心中想到真主时马上我们会感觉真主
的独一性和真主之间，正像烟与火之间一样有必然
的关系而且真主的独一性和真主之间必然关系的完
善性远超过火与烟的必然关系的。因为这个缘故，
我说天性是，推论确实性的知识的一个源泉。但还
有一个较上文所述的更高的确实性的知识。这所谓
观察的确实性，就是一种事物的直接认识的意思。
例如，在物质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由嗅觉感知臭味
和香味，由触觉感知实体。所有这些经验，皆归类
到视察的确实性项目里边。但对于未来的生命，当
我们直接受到了真主的启示时，听到真主的声音，
看到他的精神景象，我们的知识就可以达到这个程
度。无疑地，我们除了受到启示之外，是绝对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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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完全认识真主的。并且，我们感觉到自己有了这
种欲望，在我们的心里渴望着启示的来临，这种现
象是不能解释的，除非我们承认在事前全能的真
主，已经预备下了满足它的方法。现世是来世的唯
一估量表，那么，我们能满意于只根据故事和传说
来信仰真正、完善、全能和活生生的真主吗，或者
对现在只靠理智所获得的有缺陷和不完善的认识，
我们就感觉满足了吗？难道敬爱真主的人们，不愿
一心一德去享受和他们所喜悦的真主谈话的幸福
吗？他们为真主牺牲各样东西，舍弃世间所有的利
益，甚至连心和灵魂也都为着他们的真主放弃，他
们愿意站在暗淡的光线下，永远看不见真理的太阳
的面孔呢？活生生的真主的话，“我在”这两字赐
予那种程度的认识，在把它与所有哲学家自己所构
思的书籍相较情形下，那些书没有任何价值，这不
是真的吗？凡是那些自称哲学家而处于盲目状态
的，他们将教我们什么呢？简言之，假如全能的真
主，愿意把完全的认识给寻求真理的人们，那么，
他一定开放了他的言语和默示的道路。关于这点，
在《古兰经》中真主说：
ِ َّ َ صرا
ِ ط الْمستَ ِق
ِ ِ
)7-َّ6:1( ت َعََّْي ِه ْم
َ ين أَنْ َع ْم
َ ط الذ
َ 〇يم
َ ْ ُ َ ْاهد ََن الص َرا
主啊！请领导我们在端正的路上走，这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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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曾经获得你的恩惠的人们所走过的。（一：六，
七）
这里所说的恩惠就是指人们从真主直接得到
了启示和精神景象等知识。同样地，真主在《古兰
经》别一处也说过：
ِ َّ
َّ ين قَالُوا َربُّنَا
استَ َق ُاموا تَتَ نَ َّز ُل عَََّْي ِه ْم ال َْم ََلئِ َكُِ أ َََّل ََتَافُوا َوََل
ْ َّاَّللُ ُُث
َ إِ َّن الذ
)31:41( وع ُدون
َ َُُتْ َزنُوا َوأَبْ ِش ُروا ِِب ْْلَن َِِّ الَِّت ُك ْن تُ ْم ت

意思说：凡信仰真主而又坚毅不拔的人们，
真主的天使必定降临他们启示他们说，不要害怕，
也不要悲伤，你们将获得受约的天园。（四十一：
三十一）这节就明白表示，真主的义仆，在恐怖和
悲痛当中得到真主的启示，天使下来安慰他们。在
另一节里，真主说：
)65:10( ََُِلُ ْم الْبُ ْش َرى ِِف ا َْلَيَاةِ الدُّنْ يَا َوِِف ْاْل ِخ َرة

真主的朋友在今世里，经由主的启示和与主
会话，得到喜讯，而在后世的生命里也将得到喜
讯。(十：六十五)

什么叫做启示？
启示这一个名词，并非指当一个人对一个物
或一宗事加以思索时，忽然有一个理念输进他的心
灵里去，那一种意思。例如，一个人，当他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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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写诗时，或则写了一句诗，思索另一句的时
候，心中联想起另外一句，心中的这种思索所得，
不是启示，而是依照真主的自然律，人们利用自己
的思想能力思索的结果。有人思索好的事情，有人
思索坏的事情。随着他的追求，他的心中必然地产
生些东西。例如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为了赞助真理
写几句诗。而另一个污秽成性的人，在自己的诗中
左袒虚假，谩骂正直的人。无疑地，这两位都将写
出一些诗句。而且，这也是不值得奇怪的，那位帮
助虚假的正直者的仇敌，因为他的吟诗的修养有
素，他的诗句优美动人。如果只是心灵的思索所得
就叫做启示，那么，一个卑鄙的人是正义和有正义
的人的仇敌，为了反对真理，经常提笔写诗，捏造
的虚假，也就可叫做启示了。世界上有些小说一类
的读物，描写的非常使人迷醉，你们知道，那完全
是捏造的话，但是连续不断的故事，深入了人心，
我们能说那些东西是真主的启示吗？而且，如果真
主的启示仅仅是心中产生了的思想的名字，那么，
一个小偷也可叫做受主启示的人。因为有时候很好
的偷抢方法、惊人的劫夺和暗杀的计划，从他们的
心里产生出来，我们应当把那些不清洁的方法的名
字都叫做真主的启示？绝对不可能的。这不过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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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直到现在仍然不晓得那个真正主宰的人们的思
想。那个真主的主宰是，以会话安慰人心，把精神
知识赐给不懂的人们的。
启示究竟是什么呢？这是高洁大力的真主以
活的和大力的言语同他所选择的仆人或他将要选择
的仆人的会话。所以当这种会话开始在足够的和圆
满的模样里，里面没有任何错误不正的概念，也不
是从不完全和无意义的字句所组成，而是充满智
慧、庄严、十分地令人愉快的，那么，那就是真主
的言语。这种言语是真主想用他安慰他的仆人和向
他显现他自己的。的确，真主的言语也有时只为了
试验的目的，它不具有完善和吉庆的条件。真主的
仆人在他的初期因而受到考验，以便在他尝一点真
主的启示滋味以后，他实际上在言行生活里成为一
个真正接受启示者或则遭遇失败。所以，如果他不
采取真正的正义者们的行径，他将被剥夺掉这种完
全的恩惠。在他那里所留下的将只是空虚的自夸
了。无数良善的人，业已成为接受启示的人，可是
在真主的估价里，他们不具有同样的地位。其实，
即使那些真主的清高的圣人们，他们都是在最高的
水平上获得真主的启示，但他们的地位，也不是一
样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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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ض ُه ْم َعََّى بَ ْع
َّ َالر ُس ُل ف
)254:2( ض
ُّ ْك
َ ضَّْنَا بَ ْع
َ َِّت

有些圣先知，是高于其他的。（二：二五
四）
由于我们知道，启示只是真主的一种恩惠，
这和地位的高低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后者有赖乎人
们对于真主的诚实、真挚和忠实。那是主宰知道
的。真宰的启示，如果附带着吉庆的条件，自然是
具有这几种美质的果实。如果一个人向他的主恳求
而得到了答应，并且在所恩赐的这个答应里面，没
有若断若续和参差不齐等事情，而他的言词中含有
主的庄严和光明，且显示仍然隐藏着的知识或真正
的认识，这样，不必迟疑的，这言词就是真主的启
示。在真主的启示里，这是需要的。在接受启示的
人和真主两者之间，必须有密切的关系存在，像两
个很要好的朋友促膝谈心一样。当他向全能的真主
询问时，他就获得真主佳美而感动人心的言语。但
这完全是真主所授予的，并不是出自他自己的欲
望，或考虑和反省的结果。这样，我们就可以说，
凡他所闻的必是真主的真言，而且他在真主的面
前，受到恩宠。但作为真主的恩惠受启示的人获得
的这种启示，清楚、纯洁、没有任何混杂，这种崇
高的等级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的，除非是在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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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和善行方面进步而又在我们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的（一种精神）事物中进步的人。真正纯洁的启示
显示真主许多大的奇迹。每每先有一种极为灿烂的
光产生出来，随着便出现一个庄严、炫耀的启示。
我们试想，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对话，你向他进
言，他给你回答，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幸福，
或快乐吗？在这个世界里，看见真主是与真主说
话。但只是从某人口中吐出来的无用的字、句，或
诗而无与真主的对话，不能够归纳到真主的启示一
类的。在这种状况的人，无疑地，是在受着真主的
试验。因为全能的真主，有时对于那些敬奉真主而
仍不免于怠惰、疏忽的人们是会加以试验的，他会
把某种字句，灌注到他们心中，或是使他们把这些
字句从他们自己的口里说了出来，但是和盲人一
般，他们并不知道那字句是由真主或是由魔鬼来
的。一个人这样地受了真主的试验，他必须向真主
祈求宽恕，但是如果真主与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开始
了无遮盖的对话，而在对话里，真主公开地对他说
些光明、甜蜜、意味深长、充满智慧、极尽庄严的
话，至少多次有了这样的经历，真主与他在清醒中
有了十次问答，他向真主问了，真主回答了，然后
他就在那个清醒的时候，他又请问真主，真主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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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他了，然后他又做谦恭的请求，真主又赐给了回
答，如此这般，真主与他做了十次的谈话，真主在
会话中多次地接受了他的祈祷，启发了他极好的认
识，预备了他将来的事件。他在反复的问答中，赐
给了他清楚的会话的光荣。这样的人，应当很好地
感谢真主。他应当比所有的人都更要在主的道路上
牺牲自己，因为真主仅仅以他的恩惠，才在众多的
仆人中选择了他，使他做他给与过正直人们的恩惠
继承者。这种恩惠是极稀少的。这是幸运的事情。
凡接受了这种恩惠的，就觉得其他的一切与它相
较，就没有什么价值的了。

伊斯兰教的特色
伊斯兰教中，常有获得真主启示的精神地位
的人。其实，伊斯兰是唯一的宗教，在这个宗教
里，真主肯接近他的仆人，同他会话，从他的内部
说话，定居在他的心里，由他的内部把他提高到天
上去。他赐予他一切恩惠，凡是从前他赐予正直的
人们的恩惠，现在也都赐予他。这是遗憾的事。世
人是有盲目的，他们不知道一个人，如果渐渐地接
近真主，他能够达到什么地步。他们自己一步也不
走向真主，而走向真主的人，他们就说他们是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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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人，或者给他真主的位置把他作为崇拜的对
象。两者都是不公平的，来自两个极端。智者就应
该采取中庸之道。他不当短于高尚的勇气，也不要
固执地拒绝任何人获得这样的精神地位；不应损坏
有这样精神地位人的高位，也不要把他当作真主崇
拜。在这个精神地位上，真主显现他与那个仆人的
关系，好像使他披上自己常德的衣服，这样的人就
变成看见真主的一面镜子，这就是穆圣（祝安拉赐
他幸福、平安！）所说的那句话所含着的秘密了：
“凡看见了我的，就是看见了真主”。总之，这些
话是对人们的完善告诫，这个阶段是人类接近真主
行程的最后阶段，到这个阶段，人们达到精神完全
满足的程度。

演讲者是受真主赐予会话的恩惠的
我是对人类不公平、失正义的，如果我这个
时候，不宣布我已经详细叙述了的与主宰会话的那
个地位，真主业已恩赐给我，以便我赐给盲人眼
力，告知寻找者那个已被遗失者（真主）的处所和
传达接受真理者那个纯洁源泉的喜讯。那个纯洁的
源泉叙述的人很多而获得的人很少。为了人们的得
救与永久快乐当然必须会遇的那个真主，我向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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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除开遵从《古兰经》，人们绝不能会遇他。
我是多么希望人们都能够见我所已见、闻我所曾闻
的事，应当舍弃那些故事，而奔向现实。会遇真主
的完善知识来源、消除一切怀疑的去污之水和观望
真主的镜子，是我刚才已经陈述了的“与真主交
谈”。灵魂里有真理需要的人，应当起来寻找！我
实在地说，如果灵魂里产生了真正的寻求、热望，
内心有了真正渴念，那么，人们就必将钻研那个方
法，寻求那个途径。但这条途径究竟怎样才能被发
现呢？究竟怎样才能破除障碍呢？我向寻求真理的
人们保证，只有伊斯兰教告诉这条途径的喜讯。别
的民族，许久以前，就替真主的启示擅自盖上了终
结的印信。无可怀疑地，你们应当知道，这个印信
不是从真主那里来的，这只是人们，由于（远离）
真主得不到他启示恩惠而自作藉口。你们要好好地
了解，没有眼不能见，没有耳不能听，没有口舌不
能说话，同样地，没有《古兰经》，不能看见那心
爱的安拉的面目。从前我是一个青年，现在老了，
但我始终没有看见过除了由这个纯洁的源头，有哪
个人饮过对真主明白认识之杯。

真主的启示是完善知识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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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呀！没有人能违反真主的意旨而与他
斗争。要好好地了解，完善知识的源泉，是真主的
清高的圣人们所获得的真主启示。在那以后，恩惠
海洋的真主决不愿在将来的日子里封闭启示之门而
就这样地，令世界毁灭。相反地他的启示和与人交
谈的门径常是开着的。但是寻求启示的人们，必须
遵从寻求它们的正确道路，才能容易地达到目的。
那生命的水业已由天降下并存在于一个适当的地
方。现在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以便你们饮用这个生命
之水，你们无论如何，都要去到这个源泉以便痛饮
这个生命之水。人的一切幸运在于他跑向有光的地
方，走向遗失的朋友的踪迹的路途。光是由天上来
而照耀到地上的，所以指导我们的光，也是由天来
的。人们非由自己的设计或忖度，可以得到真主的
真正知识。沉默而任由我们随意估量的，不是真正
的主宰，完善而有生命的主宰，常常自己告诉自己
是存在的，而且他现在仍愿意显示自己的存在。你
们没有真主的显现而能看见真主吗？你们在黑暗
里，没有天上的光辉可以看见吗？如果没有光你们
能看，那么，没有真主的显现或许你们也能看，但
是，我们的眼，就是在完善的状态里，也依赖天上
的光辉；我们的耳，即使完全能听，也依赖在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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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下流行的空气。时间快到了，天上的窗快要开
了，曙光快降临了。起来，寻求真主主宰的人们是
吉庆的。这个真主，不是逆境和灾难所能征服的，
他的荣耀的光彩，永不暗淡的。在《古兰经》里，
他说：
ِ السماو
ِ ات َو ْاَل َْر
َّ
)36:24( ض
َ َ َّ ور
ُ ُاَّللُ ن

真主是天的光，也是地的光。（二十四：三
十六）所有的光都是由他发出的，他是赐予太阳光
辉的太阳，大地一切生物的生命。他是真正而有生
命的主宰。接受他的人们都是吉庆的。
第三种智慧的源泉，是达到体验确实性阶段
的事物。意思是，真主的圣人们和正直的人们，从
敌对他们的人们的手或真主的意旨所受到的一切艰
难、灾祸和痛苦。通过这种艰难困苦，那存在人们
内心里，仅有知识价值的一切经典的指导，以实地
的形态降临给他们，而成为他们自己的经验。然后
从实地行动获得培养而达到完善的境地，实行人们
的本身，成为真主指导的完善法典。昔时，放在内
心和脑际的一切理论性的道德，如宽恕、报复、忍
耐及仁慈等等，今天，由于实际的规律行为的吉
庆，成为其人格的部分。把他们的印象刻印于受难
者的整个人格之上。关于这点全能的真主在《古兰
175

经》中说：
ِ ٍ َ ِولَن ب َُّونَّ ُكم ب
ِ اْلَ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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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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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إِلَي ِه ر
ك ُه ْم
ٌ صََّ َو
َ ِات ِم ْن َرِبِِ ْم َوَر ْْحٌَِ َوأ ُْولَ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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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ين أَ ْشرُكوا أَذًى َكثِْيا َوإِ ْن ت
ك ِم ْن
َ ِبوا َوتَتَّ ُقوا فَِإ َّن ذَل
ُص
ً
َ َ قَ ْبَّ ُك ْم َوم ْن الذ
)187:3( َع ْزِم ْاَل ُُموِر
意思是说：我们用恐怖、饥饿、财产和生命
的丧失、行为的劳而无功和儿女死亡夭折，试验你
们。换言之，你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不是由于真
主的前定，便是来自敌人之手。所以对那些人传达
喜讯，他们在艰难的时候只说:“我们是真主的，
我们要归向真主”。这些人获得真主的赐福和仁
慈，也就是这些人获得了真主的完善的指导。
（二：一五六至一五八）
意思是说，只存在心里或脑里的知识，是没
有什么价值的，真正的知识，是入于脑际进而熏陶
整个身体、使记忆所得而又见于行为的知识。所以
加强和增进人们的知识的最好方法就是实践，因为
实践不独使知识在脑际而且在身体的各部都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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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印象。其实，每种知识，无论比较上它的价
值怎样低，如果没有注意实习，总是有缺陷的。例
如，自从很早的时候起，我们就知道面包很容易烘
烤的。这里面没有多大的精微。所需要的，只是揉
面和准备生面包团，此后，我们要把它分成定量的
面团，并在两手之间按压每一个面团，使其伸展，
然后把它放置在相当热的平锅上，不断移动它的位
置，直到热进入面包中，那么，面包将可烘烤好
了。但这只是我们的知识上的纸上空论。当我们在
无经验的情况下，开始烘烤面包，我们的第一困难
是预备适当状态的生面团，它要不是太硬也不太
软。即使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疲累要死地准备了
生面团，但我们所烘烤的面包，一部分将是烧坏了
的，一部分将是不熟的，而剩余的只是有凹凸的小
块罢了。五十年来，我们看着面包的烘烤，但我们
仍然不会烘烤它。总之，倚赖我们没有实习的空虚
知识，我们将要遭遇几斤面粉的损失。当一个很微
小的事情里，我们的知识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在
大的事情里，没有经常的实行和训练，我们怎样去
信赖单独的知识呢？因此，真主在那些经文里教育
我们，他所使我们负担的艰难，也是知识和经验的
源泉。意思是说，通过那些经历，我们的知识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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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
继而，在《古兰经》中真主又说：你们在你
们的财产和生命方面也都得受试验，这便是说，你
们的财产将被人夺去，你们自己也会被人杀害，由
犹太人、耶教徒或多神教徒的手上，你们将受到很
多痛苦的事实，他们将讲述反对你们、使你们不舒
服的话，但如果你们有忍耐并无视不合理的言语，
这就是坚忍不拔、有勇气的事迹了。（三：一八
七）这所有经文的主旨是：吉庆的知识是在行为阶
段中显示其自己的光辉，没有吉庆的知识是只限于
知识范围，而永没有达到行为的阶级。
敬请留意，正如财富藉商业增加，同样地，
知识通过正常的实践，达到其精神完善的程度。所
以，知识达到完善程度的首要方法是正常的实践。
从正常的实践，知识里产生光辉。这也应当了解，
知识究竟怎样达到其体验确实性的阶段呢？这种最
后确实性的知识，就是经由知识的每一部份的实地
经验得来。伊斯兰教里就有这样的史迹。凡是真主
通过《古兰》教了人们的，真主都给了他们实地里
使那教义发生光辉和充满光辉的机会。

穆圣一生的两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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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为达到这个目的，把穆圣的一生分为两
段：
一段是艰难、穷困和痛苦的；一段是胜利和
兴盛的。为了是要给他机会来表示他的两种德性：
一种德性是在困苦时期可以显现的；另一种德性是
在胜利、兴盛时期可以显现的。就像这样，穆圣
（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在他一生两个时期的
两种情况中，将他所有的德性，皆显现到了最高的
程度。在麦加城十三年就是他受痛苦的时期。我们
细心研究就晓得他在这时期的环境，很明白表示着
凡完善的正人，在困苦时期所应具的德性，他是没
有一样不具备的。他完全信托真主，没有丝毫不耐
烦，在自己工作中从不怠惰，不畏强敌。不信仰他
的人们都受他这样坚忍的感动而信仰了他。并作
证，在最困苦颠连的时候，除非一个人完全信赖真
主，绝不会有这样坚毅不拔忍受艰苦的精神。
再把穆圣在麦地那时的生活研究一下，那是
他胜利和兴盛的时期，宜于表示第二种德性。他的
宽恕、慷慨、勇毅，都那么完善地表现出来，那个
时代大多数不信仰的人，见了他的高尚道德也都信
仰了伊斯兰教。他对于曾经压迫过和虐待过他的人
们都宽恕了，他给了那把他由麦加城赶逐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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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永久的安全，使他们当中贫穷的变为富有，当他
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在他的掌握时，他都宽恕了他
们。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这样地表示
了他的高尚德性！许多人在见了他的道德后，便作
证：除非他是一个来自真主的真正正义之士，绝不
能显示这种道德。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敌人的仇
恨马上消逝。他自己实地显示的最大的道德是《古
兰经》所描述的那个道德。那道德就是：
َِِّ قُل إِ َّن ص ََلِِت ونُس ِكي و َُمْياي وَمََ ِاِت
ِ َّلل َر
)163:6( ي
َ ب ال َْعال َِم
َ َ َ ُ َ َ
ْ
你对他们说：我的崇拜、我的牺牲、我的生
命、我的死亡、都完全是在主道中。（六：一六
三）这就是说，我的整个人生目的是表彰主的光荣
和给人类安宁以便藉我一人的身死他们大众获得生
命。但任何人切不要以为这里所说的“在主道中和
为人类的安宁而身死，”即指示穆圣（祝安拉赐他
幸福、平安！）像愚昧和疯狂的人一样，确实地，
曾立意自杀，认为藉任何自杀的方式毁灭自己便给
与世界上别人利益。不，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
平安！）极反对这种无意义的概念，《古兰经》判
定了，有这种念头的人，是犯了大罪，应受惩罚。
如真主显明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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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自杀，切不要用你自己的手，来杀害你
自己。（二：一九六）很明显地，一个人不能把自
己的脑袋打破来医治别人的疼痛，如果张三的肚里
疼痛，李四为了向其仁慈，而把自己的头打破，他
不但对张三没有做任何善事，且自己愚笨地受了不
需要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因时、因地和因人制
宜的作为是，以合适有益的方法，对他尽力照顾，
替他安排良好的医药，依照医学原理替他治疗疾
病。简言之，这节经文的意思是，穆圣（祝安拉赐
他幸福、平安！）为了拯救人类，以真正的同情和
勤劳的方式，已经把他的生命奉献出来了。在这个
道路上，采取了祈祷、劝告、忍耐迫害和其他一切
适当明智的方法，把自己的生命和安乐完全牺牲
了。关于他这样的牺牲，《古兰经》里真主说道：
ِ َ َّ لَع
ِِ
)4:26( ي
َس
َ ك أ َََّل يَ ُكونُوا ُم ْؤمن
َ
َ ك َِبخ ٌع نَ ْف
)9:35( س َرات
َس
ْ فَ ََل تَ ْذ َه
َ ك َعََّْي ِه ْم َح
ُ ب نَ ْف
你愿意为这些不信仰你的人们伤心、吃苦去
毁灭你自己吗？（廿六：四）又说：你为那些不接
纳真理的人们也预备将你的生命葬送于不绝的长吁
短叹中？（卅五：九）所以为了服务民族而牺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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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生命的明智方法，就是为了民族的福利，依照自
然律的有益道路，自己忍受艰苦，在实施适当的计
划中，为它用完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看见了民族在
严重的灾难或迷途中陷于危险状态，石击自己的脑
袋，或吞咽两三粒马千子碱（中枢兴奋药），长辞
今世，空想他拿这种不合理的举动已经救济了民
族。这不是男子汉的方法，而是妇女们的脾性。可
是这常是失望人们的路子。当他们觉得艰难不能忍
受的时候，便马上奔向自杀的途径。像这样的自杀
行动，不论日后作何解释，总是绝对愚笨的。而且
这是明显的，一个没有机会报复的人，他的忍耐艰
苦和不敌对敌人不能算是道德。因为不知道如果他
有了施行报复的力量，他将做些什么？除非一个人
经过两个时期，一个艰苦的时期和一个有力量、有
主权和兴盛的时期，他的真正的道德是绝不能表现
出来。这是很明白 的，如果一个人在微弱无力没有
主权的情况下，受人迫害死亡，而没有见到他的有
主权、有政府和兴盛的时期，那么，将无法证实他
具有任何真正道德。如果他未尝上过战场，不能证
实他是勇敢的，或是懦怯的，关于他在这方面的道
德，我们没有可说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如果他战
胜了他的敌人，他将怎样对待他们。如果他成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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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我们可以知道他究竟是一个守财奴呢，抑或乐
善好施者。如果他来到战场，他是逃亡者或是像一
个英勇的战士。然而藉着真主的恩惠、仁慈，穆圣
（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有了好多适当的机会
来表示他的各种道德性质，如慷慨、慈悲、温和、
勇敢、宽恕、公正等等，并且各都到很高尚、很完
美的程度，在历史上真是无可比拟。在微弱与威
势，贫穷与繁荣两个不同的时代里，显示给整个世
界，他具备多么高级的一切道德品质。没有一个高
尚道德，真主没有赐予他显现的机会，勇敢、慷
慨、坚忍、宽恕、温和等等，所有的高尚道德品
质，都被证实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找到与他对比
的。固然，那些迫害伊斯兰徒业已达到极端，立意
消灭伊斯兰教的人，真主也没有不加惩罚的放松了
他们，因为不加惩罚的放松了他们，就等于把正义
的人们消灭在他们的蹂躏中。

至圣穆罕默德战争的目的
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战争的目
的，并不是在乎流血。他们被迫离了乡井，有很多
无辜的男女信者都被惨杀。但是加害者仍然不停止
他们迫害行动，尽力阻止伊斯兰教的发展。为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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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的自卫的命令，救济受迫害者的完全灭亡，他
们才被准许提起刀来抵抗那屠杀伊斯兰教人和一心
要铲除伊斯兰教的人们。总之，那些战争是为了根
绝向伊斯兰教信仰者从事战争祸乱的战争，是抗拒
罪恶的战争，这个抗战是在具有恶作剧性格的人们
想把信仰真理的人们消灭的时候，才发生的。倘若
在这种环境之下，伊斯兰教人依然不起来自卫，而
反抗那压迫他们的人，结果，千万无辜的妇孺将受
其杀害。最后，伊斯兰教也就要灭亡了。
请记着，这是我们的反对者的一个大的向主
不敬和极端错误。他们想象真主启示的指导，在任
何地方和任何环境里，都应当是不抵抗敌人的，总
应当以宽容与温和之道表现其亲爱和仁慈，这种人
把安拉的一切完善常德局限于其温厚和柔和两德之
中，而以为这就是尊敬、光荣、尊严的养主。但
是，具有深思熟虑能力的人，容易地明白他们陷于
一个粗野、明显的错误。从观察真主的自然律，固
然可以证明真主对于世界必然是完全仁慈的，但那
仁慈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常以温厚、柔和的样
子表现出来。他基于纯粹的仁慈，像一个专科医生
一样，有时为我们使用甜药剂，但有时强迫我们使
用苦药剂。真主对我们整个人类施与仁慈的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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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个人对其整个身体施与仁慈一样。这是没有人
能有疑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爱惜自己的整个身
体。如果有人要拔掉我们的一根毛发，我们将向他
表示激烈的恼怒。纵使我们爱我们的身体，身体的
每一部分都分享我们的爱，所有的器官都真正是我
们所爱的。我们不愿任何器官遭受损害。但是这也
是证明了的事实，我们对我们每一器官的爱，不是
同一等级和同一分量的。事实上，对我们的目的多
赖以贯彻的首要器官的爱，在我们的心上是占优胜
地位的。同样地，在我们的心目中，对全体器官的
爱是远越过对一个器官的爱的。因此，每当我们面
临为了保全高级器官，迫于采取手术致伤、割切和
断折低级器官的局面，我们为了保护生命，便毫不
犹豫地准备动那个低级器官的手术。虽然在那个时
候，我们的内心悲伤，我们损伤或切割我们自己的
可爱的器官，但为了避免这一低级器官的疾病将毁
坏了任何其他的器官，我们便被迫做切割它的手
术。从这个例子，我们应当了解，当真主看见正义
的人们正受害于崇拜虚假人们的手里，祸乱横行，
他为了拯救正义人们的生命和阻止祸乱，便从天上
或地上，显现他的适当计划，因为真主是仁慈的，
也是智慧的。一切赞美都是真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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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清真典礼•中国医家论猪肉的害处》
勿啖豕。豕，畜类中污浊之尤者，其性贪，
其气浊，其心迷，其食秽，其肉无补而多害，乐从
卑污，有锯牙，好攫，啮生肉。愈壮愈惰，老者能
附邪魅为崇，乃最不可食之物也。吾人禁忌独严，
而诸教以为常食，故特出戒之。
集览：本草经疏曰：豕味寒，食之令人暴
肥，性能作湿生痰，易惹风热殊无利益耳。今人以
肾补肾，姿意食之，大为差谬。不睹日华子言：食
之令人无子。孟先（言旁）言：食之令人伤肾，其
非补肾之物明矣。又曰：按豕为今人常食之物，
脏、腑、肠、胃，咸无弃焉。然其一身除肚膏外莫
不有害，发病害人，人习之而不察也。壮实者，或
暂食而不觉其害，有病者不可不知其忌也！今略具
数条使人一览而知所忌：豕肉多食令人虚肥，生痰
热，发热病，同姜食之发人病，头肉食之生风热
疾，脑食之损男子阳道，血能败血，损阳，耗心
气，肝食之生痈疽，伤人神，肺食之令人气滞发霍
乱。八月和饴食至冬发疽，脾有大毒，断无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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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食之伤肾，少子。损人真气，兼发虚壅，臣（月
旁）男子食之损阳，肠食之动冷气，鼻肉食之动
风，舌食之损心。
医经别录云：豕肉闭血脉，弱筋骨，虚人肌
骨，切无食。
孙思邈曰：豕临杀惊气入心，绝气归肝，勿
食。
延寿丹书曰：食豕肉令人少子，发宿疾，筋
骨碎痛乏气。
孟先（言旁）曰：久食杀药，动风疾，损真
气。李时珍曰：南豕味厚汁浓，其毒尤甚。
韩愈曰：凡肉皆补，唯豕肉无补，故养生家
不食豕肉也。
问答——问曰：诸家无戒豕之说，仅医者论
之，不过一家言耳，何足为据？答曰：言有一家之
言，理无一家之理。诸家鲜为饮食立说，故未暇及
此，推医以卫生为事，故特表而出之，以为天下后
世训，吾教戒豕之条明且详矣。奈俗习染最深，难
以理解，故藉医言以戒之也。曰：诚如是说戒食足
矣，何苦于腥腻沾触之际，疾僻以雠之？曰：此防
微杜渐之义，不可不然耳。
金陵刘介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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