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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神圣 «古兰经» 中安拉之概念: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 他的常

德是十全十美和至真至善的。他拥有自己的意志, 并且完全独立存

在着的。他不为人的目力所见, 但他却能以自己真善美之常德透过

所创造之宇宙万象而使人们感知。 

真正的宗教都源出于一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真正的宗教都有

一个宇宙万物创造者存在的观念而伊斯兰教的宇宙万物创造者观念

最为完善。 

为将其他宗教的一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的观念和信仰与伊斯兰

教«古兰经» 所述的一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观念和信仰作一综合、

比较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相同之处;也可见到后者比前者优越、完

善之点。现在我们从中国宗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为例说明。 

(一)«周易»说: 

①象曰 :雷出地奋 , 豫。先王以作乐崇德 , 殷荐之上

帝。‖(«周易本义»:上经豫卦。) 

②又曰: 

乾:元、亨、利、贞。……乾道变化, 各正性命, 保合太

和, 乃利贞。首出庶物, 万国咸宁。(圣人在上, 高出于物, 

犹乾道之变化也。万国各得其所而咸宁, 犹万物之各正

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圣人之利贞也。盖尝统而论

之: 元者, 物之始生; 亨者, 物之畅茂; 利则向于实也;贞则

实之成也。实之既成, 则其根蒂脱落, 可复种而生矣。

此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间, 生气流行, 

初无间断。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统天也。其以圣人而

言, 则孔子之意, 盖以此卦为圣人得天位, 行天道, 而致

太平之占也。)……文言曰: 元者, 善之长也; 亨者, 嘉之

会也; 利者, 义之和也, 贞者, 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

长人, 嘉会足以合礼, 利物足以和义, 贞固足以干事。君

子行此四德者, 故曰: ―乾: 元、亨、利、贞。‖ («周易本

义»: 上经乾卦。) 

又曰: 

帝出乎震, ……(帝者, 天之主宰)。……(上言帝, 此言

万物之随帝以出入也。)(«周易本义:说卦传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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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尚书» 说: 

①肆类于上帝。(«尚书»: 舜典) 

②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尚书»: 汤誓) 

③ 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尚书»: 汤诰) 

④惟上帝不常, 作善, 降之百祥, 作不善, 降之百殃。(«尚

书»: 伊训) 

⑤ 梦帝赉予良弼, 其代予言。--------(«尚书»: 说命) 

⑥ 惟其克相上帝, 宠绥四方。(«尚书»: 秦誓) 

⑦已! 予惟小子, 不敢替上帝命。(«尚书»: 大诰) 

⑧乃命于帝庭, 敷佑四方, ……无坠天之降宝命。(«尚

书»: 金藤) 

(三) «诗经»说: 

①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诗经»: 大雅〃大明) 

②执竟武王, 无竟维烈, 不烈成康, 上帝是皇。(«诗经»: 

周颂〃执竟) 

③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诗经»: 大雅〃文王) 

④克配上帝, 宜鉴于殷。(«诗经»: 大雅〃文王) 

⑤上帝临汝, 无贰尔心。(«诗经»: 大雅〃大明) 

⑥皇矣上帝, 临下有赫。(«诗经»: 大雅·皇矣) 

⑦惟此王季, 帝度其心。(«诗经»: 大雅·皇矣) 

⑧帝谓文王, 无然畔援。(«诗经»: 大雅·皇矣) 

⑨帝谓文王, 予怀明德, («诗经»: 大雅·皇矣) 

(四) «春秋» 说: 

①叔父陟恪, 在我先王之左右, 以佐事上帝。(«左传»: 

昭七年) 

②昭告昊天上帝 («春秋左传»: 成公十三年。) 

(五) «论语» 说:   

①王孙贾问曰: 与其媚于奥, 宁媚于灶, 何谓也? 子曰: 

―不然, 获罪于天, 无所祷也。‖(«论语» :八佾第三--------第

十三章) 

②子见南子, 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 ―予所否者, 天厌

之, 天厌之!‖ («论语»: 雍也第六·第廿六章) 

③子畏于匡, 曰: ―文王既没, 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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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 匡人其

如予何?‖ («论语»: 子罕第九·第五章) 

④尧曰: ―咨! 尔舜! 天之历数在尔躬, 允执其中。四海困

穷, 天禄永终。‖ 舜亦以命禹。曰: ―予小子履, 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 简在帝心。

朕躬有罪, 无以万方;万方有罪, 罪在朕躬。‖ («论语»: 尧

曰第二十·第一章第一--------三节) 

(六) «中庸» 说: 

唯天下至诚, 为能经论天下之大经, 立天下之大本, 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肫肫其仁, 渊渊其渊, 浩浩其

天, 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 其熟能知之?‖ («中庸»: 第

三十二章) 

(七) «老子道德经» 说: 

①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

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道德经»: 上篇〃二十五章) 

②道冲而用之, 或不盈, 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 解

其纷, 和其光, 同其尘, 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

象帝之先。(«老子道德经»: 上篇四章) 

(八) «庄子» 说: 

① ―夫道有情有信, 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 可得而不

可见。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 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 生

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 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

先天地生而不为久, 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庄子»: 大

宗师篇。) 

(九) «墨子» 说: 

帝谓文王, 予怀明德, 毋大声以色, 毋长夏以革。不识

不知, 顺帝之则。此诰文王之以天志为法也, 而顺帝之

则也。 

(十) «朱紫阳» 说: 

①据诗书所说, 便是真有个上帝, 恁的分付, 如帝震怒

之类。 

②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 天道福善祸淫, 便自分别有个

主宰相似。或问: 以主宰谓之帝, 孰为主宰? 曰:自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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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 盖天是个至刚至阳之物, 自然如此选转不息, 所以如

此, 必有为之主宰者。 

③高宗梦帝赉良弼, 必是梦中有帝赉之, 不得说无此事, 

只是天理, 亦不得。 

④高宗梦傅说。据此, 则是真有个天帝, 与高宗对曰, 

吾赉汝以良弼。 

由上圣贤和诸家之说, 我们可知他们都认识安拉 (上帝), 宇宙万

物创造者之存在与其许多常德, 而由 «易» 之说, 还可推知安拉具有

四大基本常德, 与 «古兰经» 之教导彼此吻合。不过 «古兰经» 论述

安拉之常德最为完善、精细、最有条理、极易明白、德目各有专名, 

一目了然。例如: «周易» 说, 乾有四德, 坤有四德, 君子有四德。先

是帝出乎震, 然后万物出乎震, 须知, 它们的四德必从上帝得来。如

果创造者没有四德, 那么, 受造者是无法得来四德的, 而且获得四德

的人, 也不能称为达天德(安拉之德)者。«古兰经»首章中明文申言

安拉有四大常德: (一) 安拉 (上帝) 是创造、养育众世界的主宰; (二) 

安拉是对人类的一切需要, 不待他们经营与乞求而至仁的恩赐者; 

(三) 安拉是给予一切工作者奋斗的最好结果者; (四) 安拉是善恶审

判时候的主宰。实际上, 安拉便是从他自己这四大常德, 赐予乾坤及

君子四德的。尤有进者, 朱熹谓, 元可包乾坤之其他三德。程颢谓义、

礼、智、信、也是仁, 而伊斯兰教谓安拉的创造、养育众世界的主

宰之常德, 实亦统括其另外三大常德。两大传统文化中安拉 (上帝) 

之基本观念, 若合符节。«古兰经»所讲之安拉常德, 可以证实中国宗

教文献中所载史实都是安拉常德之显现; 中国文献中之史实一如其

他文献之史实也可表扬 «古兰经» 中所载安拉常德之客观真理。伊

斯兰教主张所有圣人之教同出一个源头--------安拉, 确是真理。但 «古兰

经» 是超时空、最完善的经典, 是安拉降示人类的最后一部经典, 是

故它所申述的安拉常德之数量和质数与其他经典所述者大有差别, 

不可同日而语。«古兰经»和 «圣训» 所述安拉存在和其常德有许多

特色兹仅举例说明如下: 

伊斯兰教关于宇宙万物创造者的教导有其独自的特色。宇宙万

物的创造者在 «古兰经» 中自称 اَهلل (安拉)。这个 اهلَل (安拉)的称呼是

他的本名。他是一切完美常德的惟一持有者, 并完全超脱一切可想

象到的缺点。在阿拉伯语言中, اهلَل (安拉) 这个词从不用于任何其他

事物或神。其他语言对安拉都没有一个有鉴别性的或专有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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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语言中见到的许多名字都是其常德的或形容的名字而且有时用

作复数, 而 اهلَل (安拉) 这个词从不用作复数, 它是一个单数的名词, 不

是源于其他的词, 也从没有用作形容词。由于汉语中没有一个与之

等同的单词, 就在我们全部 «古兰经» 译文中一直用原文的名字 اهلَل 
(安拉)。这一看法由阿拉伯语著名权威界所确证。根据有关此词最

为正确的意见, 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用于必然独自存在的安拉, 包含

着一切完美的常德, ―ال‖这两个字母同 اَهلل 这个词, 总是在一起的。

(Lane--------«阿英辞典») 

安拉不具有形体而是非物质的。他不像他的受造物, 人或其他

任何东西。他自己说: ―没有什么东西是与他相似的。‖(42:12) 我们

对于他的正确认识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藉着自己无限的常德告

诉人类他的无限存在。他无限的常德是以他自己无限的言语和行为

表达的。所以人类可从安拉的言行、推理和实验而认识他的常德, 

也可藉着安拉的常德, 理解安拉的言行。宇宙万物的创造和运行表

现着安拉的存在和常德, 差圣降经说明着他的存在和常德。自古以

来, 安拉的启示都是他按照人们的需要和接受能力通过命令和禁止、

喜讯和警告而下降的, 其旨在于使人认识和效法安拉的一些常德, 精

神上接近他, 以便人们获得两世进步与幸福。前面讲过 «古兰经» 是

最完善的、没有更移的、包括所有经典的教义和供应全人类教导超

时空的经典。«古兰经» 根据整个人类和每个时代的需要藉着完善

的教义阐述了人类必须认识、学习的一切常德, 而且以精缜详明地

指出常德的名称, 以便人类在奉行教义的同时, 须臾都不要忘掉这些

教导的旨意在于教人体会安拉的常德, 进而藉着实践这些教义而培

养安拉的常德。安拉的常德不论数量或质量都是无限的。«古兰经» 

以前的经典也阐述了安拉的一些常德, 但 «古兰经»  

阐释的安拉常德具有许多特色。 

(A) 安拉的常德范畴 

安拉自己在«古兰经»中说: 

اء  اْر ْسَن لَه  اْلَ  ْدَ  

安拉具有一切极好的常德。(59:25) 

其实 «古兰经» 的宗旨就是介绍安拉常德。它空前大量地叙述

了安拉常德, 每一常德都具有一个固定的名称。下面记录了安拉百

余常德之名。绝大多数来自«古兰经», 极少部分择自圣训。这百余

常德在 «古兰经» 和圣训中分别都有详细的解说。这是伊斯兰教关



 

xiv 

于认识安拉的一个特点。 

(Ⅰ) 四大主要常德: 

a.    َن الَْعاَسِ ََرب  众养育的主宰。 

b.   ْحَان  。无限博爱的主宰 الر َ

c.  ِح  。永久仁慈的主宰 م  یالر َ

d.  یَماِلِك ِ  。赏罚日子的主宰 ِن ی ْوِم الد 

(Ⅱ) 其他常德: 

ِلك   .1  。有至高主权者  اْسَ

وس   .2 د    。至圣洁的  الْق 

ََلم   .3  。和平的源泉  الس َ

ْؤِمن   .4  。给予安全的  اْس 

هَ  .5  。保护者  ِمن  ی اْس 

 。最优胜者, 最有力者, 自然律的主宰  ز  ی زِ الْعَ  .6

 。最使顺从者, 最克制者  اْذَب َار   .7

8.   ِ َتَكُب  极伟大的主宰, 具有绝对的伟大性, 没有受  اْس 

造物的缺陷和特性, 圣洁、崇高于所有其

他大小的崇拜对象。 

ِلق   .9  。创造者  اْزَا

 。完善的创造者  الَْباِرئ   .10

ِر   .11 َصو   。塑造形状者  اْس 

ار   .12  。宽恕所有罪过者, 掩护者  الَْغف َ

ار   .13  。最高统治者, 最胜过者  الَْقه َ

اب   .14  。最赐予的  الَْوه َ

اق   .15 ز َ  。善施主, 最伟大的供养者  الر َ

 。最开启者  الَْفت َاح   .16

 。全知的  م  یالَْعلِ  .17

 。管理者, 限制者  الَْقابِض   .18

 。增加生计的, 扩大者  الَْباِسط   .19

 。压抑的, 使骄傲者地位降低的  اْزَاِفض   .20

اِفع   .21  。高举的  الر َ

ِعز    .22  。赐予光荣的  اْس 

ذِ  .23  。使羞辱的, 羞辱自负的人  ل   اْس 

ِم  .24  。全听的  ع  ی الس َ

 。全视的  ی  الَْبِ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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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智的判决者 اْرََكم   .26

 。使万物保持平衡者 الَْعْدل   .27

 ;至神秘的, 最深不可测的, 全知一切奥妙的 ف  یالل َِط  .28

仁慈的。 

 。最有意识的  ی  اْزَبِ  .29

 。至温和的, 最容忍的, 最宽厚者  م  یاْرَلِ  .30

力量最伟大的, 具有最宽广力量者, 具有全  م  یالَْعِظ  .31

面力量者。 

ور   .32  。宽恕每种罪过者  الَْغف 

ور   .33 ك   。最欣赏者  الش َ

 。崇高的  الَْعِل  .34

 。无比伟大的  ی  الَْكبِ  .35

 。最保护者  ظ  یاْرَفِ  .36

قِ  .37  。最赐予滋养者  ت  یاْس 

 。至清算的, 至计算的  ب  یاْرَِس  .38

 。崇高的主, 伟大的主  ل  یاْذَلِ  .39

 。最高尚的, 最施恩的  م  یالَْكِر  .40

قِ  .41  。观察者, 看守者  ب  یالر َ

ِج  .42  。回答祈祷者  ب  یاْس 

 。宽大的  الَْواِسع   .43

 。最明智的  م  یاْرَِك  .44

ود   .45  。至爱的 الَْود 

ِج  .46  。最光荣的, 最尊荣的, 最高尚的  د  یاْسَ

 。使死而复生的  الَْباِعث   .47

هِ  .48  。作证者, 观察者 د  یالش َ

 。最真实的, 真理  اْرَق    .49

 。最能处理事物的  ل  یالَْوِك  .50

 。最有力的  یالَْقوِ  .51

 。具有一切极为完全常德者  ن  تِ اْسَ  .52

ِل  .53  。极佳的支持者  الَْو

具有一切无限美德者, 值得一切无限赞美  د  یاْرَِم  .54

的主宰。 

ْحِص  .55  。完善的纪录者  اْس 

ْبِدئ   .56  。首次创造者  اْ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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عِ  .57  。重复的创造者  د  یاْس 

حْ  .58  。赐予生命者  ییاْس 

ِم  .59  。统制死因者, 致死者  ت  یاْس 

 。有生命的  یاْرَ  .60

 。自己生存者, 也维持万物生存者  وم  یالْقَ  .61

 。发现者  الَْواِجد   .62

اِجد   .63  。高尚的, 高贵的, 卓越的  اْسَ

 。独一无伴的 (常德) الَْواِحد   .64

 。独一无二的 (本体)  أَحد   .65

 。永恒的, 独立不依而为万物所依的  الَْقاِدر   .66

َمد .67  。独立的, 永久的, 为万物所求者 الص َ

ْقَتِدر   .68  。全能者, 全力者 اْس 

م   .69 ِ َقد   。供应进步方法的  اْس 

ر   .70 َؤخ ِ  。使退化者, 延缓者  اْس 

ل   .71  。最初的, 第一的  اْْلَو َ

 。最后的  اْْلِخر   .72

اِهر   .73  。显现者, 显示的  الظ َ

隐蔽的, 每个事物的隐蔽真相都由他显现  الَْباِطن   .74

出来。 

 。至高统治者  الَْواِل  .75

َتَعاِل  .76 最崇高的, 至高无上的, 具有一切最崇高的  اْس 

常德者, 唯一崇高的。 

 。最慈善者  الَُْب    .77

اب   .78  。接受忏悔者, 常常怜悯的回报者  الت َو َ

و    .79  。赦免者  الَْعف 

ء وف   .80  。最怜悯者  الر َ

لِْك  .81  。主权的主宰  َماِلك  اْس 

ْكَراِم  .82 و اْذَََلِل َواْْلِ  。伟大、光荣的主宰  ذ 

ْقِسط   .83  。完善、精密地维持公平者  اْس 

 。集合者  اْذَاِمع   .84

 。自给自足者  الَْغِن  .85

ْغِن  .86  。使需要满足者  اْس 

انِع   .87  。禁止者  اْسَ

 。处罚者  ار   الض َ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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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予幸福者  الن َاِفع   .89

 。光明者  الن  ور   .90

ادِ  .91  。指导者, 领导正道者, 使成功者  یاْشَ

 。新的事物创造者  ع  ی الَْبدِ  .92

 。永生不朽者  الَْباِق  .93

 。万有的继承者, 万有的真正所有者  الَْواِرث   .94

ِش  .95 指导者, 在特别情况下、极为困难的时候  د  یالر َ

领导正道者, 使成功者。 

ب ور   .96  。最坚忍的  الص َ

 。最迅速的计算者  ابع  اِرَس ی َسر  .97

 。严惩者  د  الِعقاِب یَشدِ  .98

ْغِفَرِة   .99  。极为宽恕者  َواِسع  اْسَ

 。接受悔罪者 قَابل  الت َوِب  .100

وِل  .101 و الط َ  。最施恩者  ذ 

و اْنِتقام  .102  。惩罚的主宰  ذ 

ْوَل  .103  。主宰 اَْسَ

 。最襄助者 ی  اَلن َِص  .104

َعاِرج .105 و اْسَ  。常升高地位的养主 ذ 

َرَجاتی َرفِ  .106  。具备一切高尚品位者 ع  الد َ

 。万有的起源 اَلَْفاِطر   .107

 。接近者  ب  یاَلَْقِر  .108

حِ  .109  。毁灭者, 包围者 ط  یاْس 

ة .110 و َ  。有力量的主宰  ذوالْق 

 。使谷粒、果核生长者 َفاِلق  ارَب ِ َوالن َوى .111

(B) 安拉的这些常德激励人们对安拉爱和惧两种情感 

从上面所述的安拉常德看来, 我们可说, 伊斯兰教所教导的有关

安拉常德足以激励人们对他的两种情感: 一是对安拉热爱的情感; 

二是对安拉敬畏的情感。对安拉的爱和惧, 都是产生与安拉完全结

合的关系所必需的情感。凡是有智慧的人都知道完善的服从与完善

的结合, 需要爱和惧两种情感, 当然彼此热爱的关系越是优越, 则爱

和惧的情感越是完美。但无可否认的是人类的天赋各异, 有些人惟

有畏惧才能使他听命, 所以一个宗教在教导安拉的常德时, 如不加重

安拉常德的可爱性和可畏性, 使人产生热爱与敬畏这两种情感, 它是

不能有益于具备不同天赋的整个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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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强调安拉的仁爱超越他的恼怒 

伊斯兰教固然阐述安拉具有两类常德--------爱和惧, 但也强调他的

仁爱超越他的恼怒, 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给予人类痛苦而在于改正

人类。«古兰经»里安拉说: 

ِتْ   ء  َوِسَعْت ك ل َ َشْ  َوَرْحَ
安拉的仁慈是广被一切事物的。(7:157) 

(D) 强调安拉是两世的养主 

关于安拉是 ‗众世界养育主宰‘ 的观念的解释, 各教不同。伊斯

兰教认为依照安拉的仁慈常德, 安拉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团体的安

拉, 而是整个人类的安拉, 他必一视同仁地供应每个民族精神与物质

的一切需要。«古兰经» 里安拉说: 

ْن ا م َ  َواِْن   ر  یْ َها َنذِ یْ ة  اِل َ َخََل فِ ِم 

每一个民族都有过传警告者。(35:25) 

由于伊斯兰教对全世界养育主宰的此种认识, 信仰伊斯兰教的

人, 尊敬每一个宗教的圣贤, 认为整个人类都是他们的弟兄。 

(E) 伊斯兰教对安拉的独一性的教导否决创造物与安拉四种
同等的观念 

(1) 反对信仰除安拉以外, 还有像安拉一样的主宰; 

(2) 反对任何受造物与安拉在其全部或部分常德方面是平等的; 

(3) 反对崇拜安拉以外的, 只有安拉是值得崇拜的对象。至于其

他的存在者, 不论被认为是安拉或不被认为是安拉, 不论其被认为具

有安拉的常德或不被认为具有安拉的常德, 都不应受拜。例如, 人们

应该尊敬自己的祖先但不应拜祖先; 

(4) 反对把任何人作为创造宇宙万物的养主, 意思是, 反对认为

任何一位宗教领袖没有作为人的错误, 凡是他所命令的, 不论是非, 

必须听从。并反对虽没有在信仰上认为某大人物就是安拉, 但行动

上确把他的话放在安拉真言的前面, 把对人的服从臵于对安拉服从

之上。 

(F) 伊斯兰教教导的安拉常德使人体会安拉与人同在 
«古兰经» 对安拉的常德的解释如此生动、真切, 令人认识安拉

不但创造了人类, 而且知道人们的心思以及人们细声说些什么。他

教人体会安拉比人们颈动脉更接近人们, 他接受人们的祈祷。所以 



 

xix 

«古兰经» 教人向安拉祈祷时不要用 ―他‖ 作其代名词而用 ―你‖ 作其

代名词直接呼求安拉: 
 ْن  اَك َنْسَتعِ ی َ اَك َنْعب د  َواِ ی َ اِ 

安拉阿!我们只崇拜你, 我们只向你求助。(1:5) 

他有力量接受祈祷, 他教人获得有求必应的个人经验。这是另

一个最重要的特色。 

(G) 伊斯兰教教人在生活实践中效法安拉的常德 

安拉劝告人们在日常宗教和一般生活中经常纪念他一切极好常

德的名字和其所表现的具体作用, 进而实地学习他的每一常德, 同时

也以他的每一常德求他帮助。 

(H) 伊斯兰教教导会遇安拉的三个阶梯 

安拉的本体是精神的。不能以研究物质的观点来认识安拉到最

高程度。科学的方法, 理论的推断只可证明安拉应当存在1。但如要

认明安拉确是 ―有‖ 的, 并会遇安拉、与安拉发生精神联系, 那要由

安拉的常德通过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显现, 才能得到证明。 

从古至今, 人们真正会遇安拉与安拉发生实地的精神关系, 都是

由安拉的常德通过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显现, 得到证明。实际上, 安

拉的本体是精神的, 一个人与他会晤, 与他的精神联系, 只是从安拉

的常德在那个人身上所起的反射作用, 才能够表现出来。所以穆罕

默德圣人 (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 说: 

 2اهلل َلِق خْ اَ وا بِ ق  ل َ َتَ 
如果我们要会遇安拉, 我们必须吸收他的常德, 使自己在实际生

活中受其同化。 

我们与精神界的存在者建立关系是赖我们对他的认识。依照 «古
兰经» 训示, 认识或知识具有三个阶梯: 

(1) 第一阶梯的认识称为推论确实性的知识, 意思是, 对于事物

的认识是从其影响与迹象得来, 而不是亲见那件事物。例如: 见烟

雾而知有火, 但没有亲眼见火。 

                                                                                                                                                                                                                                                                                                                                                                                                                                                                                                                                                                                                                                                                                                                                                                                                                                                                                                                                                                                                                                                                                                                                                                                                                                                                                                                                                                                                                                                                                                                                                                                                                                     

1
请参考拙著 «道德概论»第二部第二章后面 ―附录‖ «哲学概论天道论西方哲学中上帝

存在之论证»—唐君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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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阶梯的认识叫做观察确实性的知识, 意思是, 亲眼看见一

件事物, 但尚未知其全部真像。例如, 眼见有火, 可是尚没亲临火焰。 

(3) 第三阶梯的认识名为体验确实性的知识, 意指对一件事物完

全的知识, 那就是说, 人类对他的认识业已到人类可能达到的程度。

这种认识与经验, 不但自己亲身体验, 而别人也可见其认识与经验的

征象。例如, 把手放在火中, 亲身感受燃烧的情形, 别人也可见其受

燃烧的外部状况。 

伊斯兰教认为人对安拉的认识或知识的三个阶梯的实例: 

(1) 认识安拉的第一阶梯--------祈祷的接受。 

(2) 认识安拉的第二阶梯--------安拉的启示。 

«古兰经» 作证: 安拉的言语绝不是人们内心的想象, 而实是从安

拉那里来的启示 (53:4-5)。安拉的言语约分五种。例如: 

a. 安拉把他的言语, 传送到人的耳里, 使他听到; 

b. 安拉将他的言语, 下降给人的心中或口里; 使人不能自主地讲

述出来; 

c. 安拉的启示以文字的方式显现, 使人阅读记忆; 

d. 安拉赐予的梦境, 在梦境中以其象征性的言语指示其旨意; 

e. 安拉安排精神景象。这种也是象征性的言语, 但不在睡梦而

在觉醒中。如坐着、站着工作时, 忽然见到死去的人或见一个遥远

地方的情景,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详述。 

(3) 认识安拉的第三阶梯--------在人的实际生活中安拉一切常德的

表现。 

伊斯兰教不但宣告可以令人获得对安拉第三阶梯的认识, 而且

相当加重这个阶梯的认识。每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每天礼五时拜功。

在这些拜功里, 依照 «古兰经» 首章的训示, 多次向安拉祈求那曾受

过安拉恩惠的人们的正道, 在 «古兰经» 中另一处(4:70): 
َ ی    َوَمنْ  ْو ِطِع الل   س  ْنَعَم الل    َعلَ یْ ـِئَك َمَع ال َذِ َفا ول ی َل  َوالر َ َن الن َبِ  ِهْم یْ َن اَ َ ِم   ٖن 
ِد   َهَدآْنَ قِ یْ َوالِص   ْنَ ِلحِ ِء َوالص    َوالش  

凡是服从安拉和这位使者的人, 他们将属于安拉赐给了恩惠--------

先知、正人、殉教者和善人的行列之中。这些人是很好的伴侣。 

这就是说, 那些人中, 有的具有 ―圣人‖ (先知) 品位, 或具有近于

―圣人‖ (先知) 的品位, 或虽不具有近于 ―圣人‖ 的品位, 但已获得些

安拉的常德, 可以从自己的生活里将安拉常德的实际征象显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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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个人经验, 可以领导人类认识安拉的常德, 或正在培养 ―牺牲的

人‖ 品位的精神能力中。在这四种精神品位里, 当人们达到前三种

品位时, 他们对安拉的认识, 便毫无怀疑之处了。 

综上所述, 人类认识安拉是通过对其常德的认识而且如空谈安

拉的常德, 而没有实例作证, 也无多大益处, 必须有圣人的典范。这

就是为什么伊斯兰教把信仰圣人作为六大信仰之一。至圣穆罕默德 

(求安拉赐其平安与幸福) 最完善地效法了安拉的常德而成为安拉和

其常德最完善的作证者。 

伊斯兰教认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创造人类的目的就在于教导人

类学习他的一切高尚道德。如 «古兰经» 说: 
نْ  ْو یَ َس اِل َ لِ َوَما َخلَْقت  اْذِن َ َواْلِ  ِن ْعب د 

我创造了精纳 (非普通人) 和 人 (普通人), 无非是要他们崇拜我。

(51:57) 

Ibadah (崇拜) 这个词的基本意义是人要使自己受严格的精神训

练, 完全顺从安拉的命谕, 完善地培养自己天赋的一切内在才能和力

量, 以便能以接受安拉的感召, 吸收和表现安拉的常德。如这节经文

所谈到的, 这是创造人类伟大而高贵的目的。而这恰恰就是朝拜安

拉的用意。人性的内在和外在的天赋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 安拉赋

予人的最大才能是唤醒人去追随安拉, 激发完全服从安拉意志的高

贵意愿。 

至圣穆罕默德 (愿真主赐他平安与幸福) 说:3 

我受遣的目的在于教导人们效法安拉的常德。 

安拉常德的质量和数量都是无限制的, 伊斯兰教文献所记载的

就已超过百数, 其中的四大常德称为一切常德之母。这在前面业已

详述。 

为了效法创物主--------安拉的常德, 人们必须学习圣人的言行典范。

«古兰经» 说: 
ْو  ْرَسلَْنا ِمْن اَ َوَما   س  ِِؕی  ل  اِل َ لِ ر َ ْو   َولَْو اَّن َ ْم اِذْ    َطاَع بِِاْذِن الل   لَم  ْم ا اَنْ ظ َ َسه  ف 
ْو َجآ ْو ء  س  م  الر َ َ َواْسَتْغَفَر َش  وا الل   حِ َك َفاْسَتْغَفر  ابًا ر َ َ َتو َ وا الل    ًمایْ ل  لََوَجد 

我派遗使者的唯一目的是在于他奉安拉之命受到大众的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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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亏损了自己, 来到你那里, 并祈求安拉的饶恕, 这位使者也替

他们祈求饶恕, 他们一定发现安拉是怜悯的照顾者, 永久的仁慈者。

(4:65) 

这节经文充分说明了安拉创造人类的目的是在于教人们服从圣

人以效法安拉常德的言行典范。历代圣人都作了良好的典范。例如, 

«古兰经» 说: 
ْم ا ْسَوة  َحَسَنة  ِفْ    َن َمَعه  یْ َم َوال َذِ یْ ِه اِبْر   قَْد كَاَنْت لَك 

伊布拉欣和他的信徒是你们美好的模范。(60:5) 

又说: 
ْم فِ  نْ یْ لََقْد كَاَن لَك  َ ویَ كَاَن  ِهْم ا ْسَوة  َحَسنَة  ِس  َ َوالْ اْرج  َوَمْن       ِخَرِْؕوَم اْل  یَ الل  

َو الَْغِن   اْرَِم ی َ  َ ه   د  یْ َتَول َ َفِان َ الل  

他们 (伊布拉欣和他的信徒) 确是对你们--------所有希望看见安拉

和末日的人美好模范。(60:7) 
这两节经文举例说明, 诸圣之父--------圣人伊布拉欣和他的跟从者

都是人们的美好模范。 

«古兰经» 也说穆圣是人类的美好典范。 

如说: 
ن ََك لََعل   ل ق  َعِظ َواِ  م  یْ  خ 

你实在具有极高的品德(68:5) 

在另一处又说: 
ْم ِفْ لَ  ْو  َقْد كَاَن لَك  ْن َرس  َ ِ ا ْسَوة  َحَسَنة  ِس  ویَ كَاَن  ِل الل   َ َوالْ اْرج  ِخَر ْوَم اْل  یَ الل  

َ َكثِ   اْیً َوَذَكَر الل  

安拉的使者, 穆罕默德的确是期望见到安拉、末日, 和多多纪念

安拉者一个美好的典范。(33:22) 
人类过往的圣人学习了安拉常德的典范。自然难以尽述、兹仅

将作为诸圣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至圣穆罕默德效法安拉常德的情

况提纲挈领地略述如下: 

穆圣确是一个最高贵、最崇高的人。他充份具有道德上的一切

美德, 使他成为创造他的安拉的完美形象。他完整地体现了人所够

能具有的道德上一切美好的品质。所有这些高贵的道德品质融合在

他身上成为一个完美和谐的整体。曾经有人请穆圣天资聪慧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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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莎 A‘ishah (愿主喜欢她) 讲讲有关穆圣的品德。她说: 

لْت  یْ تَ اَ اِمر  قَاَل َعْن َسْعِد بِْن ِهَشاِم بِْن عَ  ْؤِمنِ ا  ا یَ ت  َعاِئَشَة َفق   ِنْ یْ ْخُِبِ اَ  ْنَ م َ اْس 
ْو  ِ ِِب ل ِق َرس  ه  الْق ْرآَن یْ  َعلَ  َلل َ الل   ِل الل   ل ق  لَْت كَاَن خ   ا  َما َتْقَر اَ ِه َوَسل ََم قَا

 ِ ل ق  ن ََك لََعل  اِ  َعز َ َوَجل َ )َو الْق ْرآَن قَْوَل الل   (یْ َعِظ  خ   4م 
他的道德就是 «古兰经»! 你没读过 «古兰经» 中安拉曾说: ―你实

具有极高的道德‖? 
关于穆罕默德圣人的崇高道德, 连作为非穆斯林的异教徒也异

口 同 声 地 称 赞 。 如 牧 师 , 博 斯 沃 思  (Bosworth) 在 他 的 著 作 

―Muhammad and Muhammadanism‖ 一书中说: 
先知穆圣是美与善的模范。他多变的一生, 他的品格的各个方

面, 实在显得无人能够企及, 足为人们学习和仿效的楷模。他的一生

展现出历史的强烈光芒。他以一个孤儿开始自己的生命, 又以全民

族命运的主宰者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孩童时期, 他就稳重而端庄, 而

跨入青年时期后, 他更是一个具有道德心、正直庄重而完美无缺的

模范。在中年, 他赢得受信任和诚实的人 (Al-Amin) 的称号, 并且, 

作为一个经商者, 他证明自己是极其诚实和一丝不苟的。他娶的妻

子有比他自己年龄大得多的, 也有比他小得多的, 而她们都深信他的

忠实、爱情和虔诚。作为一个父亲, 他充满极大的深情, 而作为一个

朋友, 他极为忠诚而体谅。当委以改革腐朽的社会这一重大而艰难

的任务并遭受迫害和被流放时, 他极端庄严和正气凛然地忍受下来。

他像普通士兵一样战斗而又统帅全军。他面临挫败而终于取胜。他

立法并裁决。他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教师, 又是一位真正的领袖。

―做为一个国家以及教会的元首, 他身兼罗马皇帝和罗马教皇于一身;

他是教皇而无教皇的自负, 是罗马皇帝而无罗马皇的大批人马。没

有常备军、没有警卫员、没有皇帝宫、没有固定岁入。假如有什么

人有权利说他是靠正确的安拉旨意来统治的, 他就是穆罕默德, 因为

他掌有一切权力而毋需权力的工具和支持因素。他要用他自己的双

手做家务, 睡在皮革制的席子上, 他的饭菜是海枣和水或清面包, 而

在处理完一整天的多项事务以后, 他还要在夜里花上好几小时做祈

祷和祈求直到他的双足肿胀。没有人在如此巨大变化的环境和条件

下竟会有那么少的改变。‖ (―Muhammad and Muhammadanism‖ by 

Bosworth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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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妈目马利克传:穆圣 (愿真主赐他平安与幸福) 说: 

َ اِ   5ِق ََل خْ اْلَ  َم اِر كَ مَ  َم َت ِ ِل   ت  ثْ عِ ب   ان َ
我是使人类的道德品格达到完善 (等级境地) 而被派遣的。 

伊本• 麦斯武德 (愿真主喜悦她) 传: 

ْو  ْو ن َ َر اَ د  َعِن ابِْن َمْسع  ِ س  ْو یَ ِه َوَسل ََم كَاَن یْ  َعلَ  َلل َ الل   َل الل   م َ ق  ل  الل َه 
ِقْ  ِقْ  ْحِسْن اَ فَ  اَْحَسْنَت َخلْ ل   6خ 

穆圣 (愿真主赐他平安与幸福) 常常祈祷着说: ―主啊! 正像你使

我成为美容的, 你也使我成为美德的吧!‖ 
总之, 穆圣效法了人类可以效法的安拉常德, «古兰经»、圣训中

有许多关于穆圣效法安拉常德的记载, 其事例之多, 难以备述, 兹就 

«古兰经» 及圣训中所记载的对穆圣所做的尊称足可显示他的高尚

品德了。兹特将其大多数的尊名汇集如下: 

 。分布者, 散布者 الَْقاِسم   .1

ود   .2 ْحم   。值得表扬的, 值得称赞的 اْسَ

 。赞扬者, 表扬者, 颂扬 اْرَاِمد   .3

د   .4  。非常赞颂 (安拉者) أْحَ

د   .5 َم َ  。非常受赞扬者 ض 

اِشد   .6  。有指导的, 受指导的, 走正路的, 有理智的 ا لر َ

 。唤起者, 集合者 اْرَاِشر   .7

 。光明者 الن  ْور   .8

 。胜利者 الَفاتِح   .9

 。最后的 الَعاِقب   .10

 。医治者 الشاف .11

اِع  .12  。祈祷者, 号召者, 宣传者 الد َ

 。警告者 ر  ی الن َذِ  .13

 。传喜讯者 ی  الَْبِش  .14

نِ  .15  。发光的, 照耀的 ی  اْس 

فِ  .16  。说情者 ع  ی الش َ

اِح  .17  。背信的消除者, 无宗教信仰的消除者 اْسَ

ْهدِ  .18  。得正道的, 受道的, 被引导的, 获得指导的 یاْ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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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دِ  .19  。领导者 یاْشَ

 。不识文字的 (真主直接教他一切知识) اَْْل م ِ  .20

 。先知 الن َِب  .21

ول   .22 س   。安拉的使者 الر َ

ِح  .23  。永久仁慈者 م  یالْر َ

ؤف   .24 و   。怜悯者 الْر َ

میص  َعلَ ی َحِر  .25  。对信士渴望者 ك 

 。强壮的, 有力的 ز  ی الَْعزِ  .26

 。的证据, 权威 (真理) اْر ج َة   .27

 。帮助者, 支持者, 援助者, 扶助者 ی  الن َِص  .28

 。所爱的 ْرَتَض اْس   .29

 。真理, 真实的, 真正的 اْرَق    .30

ه   .31  。一个完美的人 ط 

ِل  .32  。保护者 الَْو

ل   .33 م ِ ز َ 披斗篷的 (意为任重道远者, 而不是说他身上 اْس 

披着斗篷)。 

 。劝告者 الَْواِعظ   .34

 。完美的人, 完美的领袖 ـسی   .35

 。受安拉选择的 الَْصاِحب   .36

ِط  .37  。顺从者 ع  ی اْس 

ابِق   .38  。领先的, 先行的 الس َ

39.  ِ َصد   。证实者, 证明者 ق  اْس 

تِ  .40  。健全的, 强健的 ن  اْسَ

ث ِر   .41 د َ 改良者, 受信托、担负起先知的重任的人, 具有 اْس 

先知品德和威严的人。 

َْهان   .42  。明证 (安拉的) الُْب 

ْقَتِصد   .43  。固守正道者 اْس 

 。学者 الَْعاِلم   .44

ور   .45 نْص   。获得 (安拉) 帮助者 اْسَ

 。帮助者 الْن َاِلر   .46

 。善良的人 ب  یاْلط َ  .47

ِك  .48  。具有崇高地位者 (在帝位的养主处) ن  اْسَ

اِدق   .49  。诚实者 ال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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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ریب   。教养者, 导师, 教育家, 教化者 اْس 

 。尊贵的 م  یالَْكِر  .51

 。明智者 م  یاْرَِك  .52

 。专家, 有专门知识的 م  یالَْعلِ  .53

 。发言者 (不从自己的欲望) الن َاِطق   .54

 。可靠的, 守约的 ن  اْْلمِ  .55

 。保护者, 监护者, 看守者 اْرَاِفظ   .56

 。有口才的 ح  ی اَلَْفِص  .57

 。非常的人 ب  یالَْغِر  .58

ل   .59  。第一人, 领先者 اْْلو َ

ِكر   .60 ا  。纪念 (安拉) 者 الذ َ

 。起立者 الَْقاِئم   .61

 。亲爱的人 (安拉) ب  یاْرَبِ  .62

 。挚友 ل  یاْزَلِ  .63

 。慈善家, 仁爱者 الَبار    .64

هِ  .65  。监护者 د  یالش َ

اِفع   .66  。说情者 الش َ

ت َِبع   .67  。受追随者 اْس 

 。自立者, 不求人者, 不依靠别人者 الَْغِن  .68

ر .69 َطه ِ  。纯洁的人 اْس 

 。非常可嘉的, 非常值得称赞的, 非常感恩的 د  یاْرَِم  .70

 。代理人, 受委托者, 保护人, 监护人 م  یالْقَ  .71

ور   .72 ك   。被赞扬者, 感恩戴德者, 赏识的 الش َ

 。先知的印信 (请参阅拙译: «古兰经»阿中对照 اْزَاَتم   .73

ط   .74 َتَوس ِ  。中庸的, 中间的 اْس 

ر   .75 َذك ِ  。提醒者 اْس 

اِهر   .76  。显现者 الظ َ

 。领袖, 典范, 教者 اْْلَمام   .77

 。说教者, 训导者 ب  یاْزَِط  .78

 。公平者 الَْعاِدل   .79

اد   .80  。慷慨者 اْذَو َ

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常有达到能表明安拉常德的精神高位者, 他

们首先在其个人生活中获得安拉常德的反应, 而后把安拉的那些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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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在其生活中的作用向大家介绍, 以领导他们获得安拉完善的知识

与认识。在这个时代里, 多数人对安拉无足够的认识, 安拉为使整个

人类重新获得安拉的存在与其一切常德的每个阶梯的认识, 安度毫

无怀疑的生活, 便派遣了受道教长•主许迈喜合, 米尔萨•欧拉姆•阿

哈默德 (祝安拉赐其仁慈、平安)。这位受命者是因为完全地遵循伊

斯兰教义, 力行善功, 而获得像从前圣人们所得的精神品位的人。他

以他由安拉得到的崇高的精神力量向人们将安拉的存在和常德证实

到相当肯定的程度。凡听到、见到他的人, 无不觉得惊奇。无数的

人经由他获得了精神的复生; 建立了与安拉的关系。他对于安拉的

认识已达到无可怀疑的地步; 他很近地看见了安拉; 他获得了与安

拉有进无退的接近地位; 他毫不保留地杜绝了个人私欲; 他培养了

人类可能获得的安拉常德;完全放弃物质世界而成为安拉的人。总

之, 他亲身体验了伊斯兰教的全部教规, 认识了伊斯兰教的一切真理, 

享受了伊斯兰教带来的每种善果, 获得了安拉常德的精神衣冠, 于是

他就在其精神衣冠中来到人间, 指导人类朝向安拉。在他的一生中, 

安拉的每一常德, 都明显地从他表现出来, 由于安拉的各种常德在他

生活里的实际显现, 他使无数的人们认识了安拉, 接近了安拉, 与安

拉建立了应有的关系, 他就在这个预约的时代里秉承着 «古兰经» 的

指导和光辉教人认识和达到安拉为人预定的人生目的: 

نْ  َوَما َخلَْقت  اْذِن َ  ْو یَ َس اِل َ لِ َواْلِ  ِن ْعب د 
―我造化精纳 (非普通人) 和人 (普通人), 其目的就是教他们效法

我的常德。‖(51:57) 

从此我们明如白昼地了解安拉创造人类的终极目的是要他们在

精神上不断演进以追随造物主的常德, 从而增进其各种品质, 达到永

恒之境。虽说, 无论任何一种受造物概不能与其创造主完全相似而

达到绝对的完美境界, 然而通过崇拜安拉, 人却可以达到相对完美的

和追求无限进步的正道。而且我们此时也可十分理解安拉为什么把

人类当着他终极的创造而整个宇宙都为人类忠诚服务且只是为服务

人类而存在的。 
在安拉赐予人类启示的经书中, «古兰经» 是最为完美的一部。

它是安拉为了引导整个人类而向穆圣 (愿安拉赐他平安与幸福) 启

示的。安拉在 «古兰经» 中宣称, 这部经典是为满足每一时代、全体

人类之道德、社会及宗教等方面的需求而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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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使 «古兰经»意义清楚, 以便人们易于学习与采用; 但是, 在

另一方面, 它又是一本极为深奥的书, 倘非借助安拉的特别恩惠与开

导, 常人绝难了解其深奥之处。这份指导是那些蒙受安拉净化的虔

诚者才能获得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指出«古兰经»同时具有两个特点

时, 安拉特别强调这部 ―展开‖ 也是一部 ―隐藏的‖ 书; 即是说, 在表

面上, 在它的基本教训与义理上, 它简易且能为阅读者快速理解, 然

而, 其中奥秘又绝非如肉眼可见的易明底蕴, 只有安拉授予特别才能

的人, 才能认识其中的珍贵宝藏。 
从穆圣受赐 «古兰经» 启示的那一天起, «古兰经»的每一单字和

每一字母, 都依然完好保留。真主宣称, 不论是字样抑或精神, 都是

一本受到保护的经书。从启示至今, 无一字一点受到变更。这一点

即可证明此言非虚。今日我们所诵读的与十四世纪前穆圣所受示的 

«古兰经» 绝无一丝一毫的分别。«古兰经» 原文之完整性始终不受

损害的这一个看法也受到一些非伊斯兰教的著名学者所认同。著名

东方学家威廉〃米尔勋爵这样说: ―我们以极有力的理由推定, «古兰

经» 每一节都是穆罕默德个人真正的、未改变的文章。‖ 又说: ―我

们所获得的经文, 经由内部和外在的多种方法, 被保证是穆罕默德所

公布和使用的。‖ («穆罕默德一生的引言») 
我们绝对不同意此书是穆圣所编写的那个说法, 然而从上述引

言可以看出, 他完全同意今日之 «古兰经»与启示给穆圣的毫无分别。

伟大德国东方学家诺尔迪克 (Noldeke) 也写道: ―西方学者试图证明

它 «古兰经» 受到窜改的努力已经失败了‖ («大英百科全书»--------Enc. 

Bri.。) 

就保护其意义和教训言方面, 正如穆圣先前所预言者, 安拉早已

预定在每一世纪之初, 派遣虔诚与睿智的穆斯林奉安拉之命改正业

经误解的伊斯兰教教义, 并恢复其原始之纯正性。 

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以丰富的证明宣称了自己为主许

的宗教复兴者。他的神圣任务就是在当代服务伊斯兰教, 向全世界

宣扬 «古兰经» 教义。为达到这个伟大的目的, 他于 1889 年创立 ―伊

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目前这个教会正肩负着以世界多种主要语

言向整个世界宣扬 «古兰经» 的重任。这位当代伊斯兰教复兴者曾

在安拉的指导下理解与领会了包含在 «古兰经» 之深层哲理且发掘

出它美好的珍宝。将 «古兰经» 译成任何一种语文的一个准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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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译文简单、通达, 易为人们所接受。此项准则原是 «古兰经» 本

身所提出来的。 
阿哈默底亚会创始人的 «古兰经» 注释让我们获益匪浅。但为

了多多显露神圣的 «古兰经» 内在的无限美丽, 我们依循受道教长译

释 «古兰经» 的原则和日增的时代需要, 自己也尝试为译本增添一些

注释以说明和解释我们必须深入钻研的要点。 
有一点是我们要求读者们千万别忘记的, 那就是:要完整地翻译

出真主完美的语言, 这绝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事。我们唯一可做出

的仅仅是, 谦卑地、真诚地通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将它的意思尽力清

晰地表达出来。这一点自然也适合于中文的这本«古兰经» 翻译和

注释。 
这本汉译 «古兰经» 难免尚有不少缺点, 我们恳请高明的读者能

加以指正。我们在感激之余, 当力行纠正。我们也希望, 本书阿汉对

照、各章引言、经节前后参照等综合性的新式安排, 能为诸位专家

学者及一般读者在学习和研究上, 带来更多的好处。 
周仲羲先生对本书的出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一位学识渊

博、心地纯洁、生活简朴的人;他不仅是一位很有见地的学者, 还是

一位语文根底深厚的人, 除中文母语外, 又兼通英文、阿拉伯文及乌

尔都文。 
周先生四十余年前留学巴基斯坦, 在阿哈默底亚大学进修阿拉

伯文、乌尔都文、伊斯兰教及比较宗教学等。他天性好学, 毕业后, 

仍留在校内继续研究, 以追求真理、学而不厌的精神, 又痛饮了多年

的知识泉水。为了完成此书的翻译, 他以忘我的精神辛苦地工作多

年。在此时期, 他完全献身于此项可爱的任务, 几乎与人生一切其他

兴趣断绝了关系。翻译一经完成, 他又决定到新加坡和中国去, 俾与

当地中阿文学者交换意见, 他终告成功。他这次旅行新加坡和中国

获益不少, 使自己的译文精益求精, 也只有留待此刻他才毅然决定将

其付梓。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 本书脚注大都从马立克〃欧拉姆〃法里德

先生 «古兰经译释» 简本选择而来。每章引言和经节的相互对照制

度也都是采用该书的, 这是因为他是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一位大

学者。他的那部 «古兰经译释» 是阿哈默底亚会委托他编译的一部

代表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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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 «古兰经» 中文翻译本的第一版出版费用是伊斯兰教阿哈

默底亚总会教长, 主许迈喜合第四继位人, 米尔萨•大海尔•阿哈默德

先生为其先父, 主许迈喜合第二继位人, 米尔萨•巴希伦丁•迈合姆

德•阿哈默德先生和其先母赛义达•玛尔彦•贝古姆夫人向安拉祈求

赐福而赞助的。愿读者从本书多多获得益处, 并望在祈祷中记着他

的先父母! 
(注) 

本序言就是本书 1990 年第一次出版的序言, 不过根据客观需要

我们增添一些必要的部分。敬请尊敬的读者注意。 

出版者 

The Publishers 

Islamabad 

Sheephatch lane 

Tilford 

Surrey, GU10 2AQ 

UNITED KINGDOM 

Marc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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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言 
1. «古兰经» 是伊斯兰教的立教经典。这部经典是宇宙万物创

造者--------安拉为了领导每一时代、全体人类以效法他的常德

及满足人类精神、道德、智慧和身体的需要而向至圣穆罕

默德启示的。«古兰经»原文是阿拉伯文, 逐字逐句都由安拉

下降, 绝不是穆罕默德凭个人灵感、以自己言语把它写下来

的。穆圣是一个不识字的人, 他不会书写, 也不能叫人写下

这样一部空前绝后和无与伦比的完善、优美的宗教大典。

这部天经包罗万象, 对世界各种科学都有领导原则, 于宇宙

一切现象, 皆有具体说明。阐述宗教法则, 说明自然定律。

不但教人确定其正确、高尚的目的, 且教人遵循一切合乎理

法的方式以追寻及达致目的。不仅令人知道当行应止的事

情, 又给人当行应止的力量。不教导迷信盲从任何教条, 而

指引善用个人智慧以理解具备充份哲理的安拉真言与表彰

真言之宇宙现象。它不仅授人得救的时空, 也予人成功的契

机。不仅给你死后天园的许约, 又教你马上享受今生的天园。

它不仅教你追求无限的精神生活, 也劝你谋取无止的物质进

步。它指出宗教与科学可以彼此发挥, 说明精神与物质能相

辅相成。它主张情欲不应抑制而当正确的培养, 善美的运用; 

理智不可忽视偏废, 而须适当的启迪, 高度的发挥。它谈天

道, 也说人道;言出世, 也讲入世。它教人效法安拉常德, 获得

他的喜悦;与人为善, 完成世界大同。教心物一元之说, 明万

物一主之道。这样一部源出安拉、具备一切真理、包括整

个人生、宇宙万物的经典, 要想以人的有限言语文字给它恰

如其分的评价, 当然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事。鄙人在此简作

数语, 谨向读者略申本书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以期引起读者

钻研之兴趣。 

2. 本书正文由«古兰经»阿拉伯语原文译成, 但也参考了其他几

种语文的«古兰经»译本。主要有主许迈喜合和受道教长第

二继位人, 米尔萨•巴希伦丁•迈哈姆德•阿哈默德先生 (Hadrat 

Mirza Bashir-ud-Din Mahmud Ahmad) 的乌尔都文«古兰经简

注»、马立克•欧拉姆•法里德先生 (Malik Ghulam Farid) 的英

文 «古兰经译释» 简本、学者谢尔•阿利先生 (Maulawi 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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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 的英译  «古兰经»、扎夫鲁拉先生  (Sir Muhammad 

Zafrullah Khan) 的英译 «古兰经»。 

3. 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省略了 «古兰经» 原文而令其仅以译

文出现, 从长远看来, 读者无从参照原文, 原书之纯正性将有

受到损害的危险, 所以我们把 «古兰经» 的阿文原文与中文

译文并列书中。 

4. 为使读者容易理解译文, 在第一版的译文中增添了一些字句。

这些字句完全使用斜体字, 以别于正文。本版改用括号将增

添的字句臵于其中以资区别。 

5. 本会委托大学者马立克, 欧拉姆•法里德先生所编译的英文 «古

兰经» 大本和英文 «古兰经» 简本, 都是 «古兰经» 翻译和注

释中举世罕见的作品。为钻研«古兰经»真理者提供许多方

便与益处。所以本书脚注大都择自其英文之 «古兰经译释» 

简本, 而每章前言、节文互相参照体系和索引也都取自该书

并将该书参考书籍目录一文编入本书之首。供读者作参考

之用。 

6. 在 ―注释” 中, 有关阿文词句之释义是马立克先生精心费神

参照阿文标准字典得来的, 它们包括, ِلَسان  الَْعَرب (Lisanul-

‗Arab), ْوس ْفَرَدات  ,(Tajul ‗Arus) َتاج  الَْعر  َمام َراِغبام   (Mufradat Imam 

Raghib), The Arabic English Lexicon by E.W. Lane 及 قَْرب  ا
َواِرد 等。每一注释都先由 «古兰经» 不 (Aqrabul-Mawarid) اْسَ

同地方所表现要旨和精神得来。在注释的参考材料中, 仅次

于 «古兰经» 之重要性的是圣训, 然后是阿文字典。最后, 当

碰到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节文时, 先生则借助历史证据来

加以阐明。 

7. 在注释中, 特别留意驳斥基督教学者反对 «古兰经» 的重要

论述。我们以为, 这些偏颇的言论不是出于无知, 就是存心

曲解«古兰经»的真实教导。因此, 驳斥它有助于消除对«古

兰经»所持的任何偏见并创造鉴赏其教义的更良好的气氛。 

8. 本书中我们采用前后参照系统。参照号数臵于原文与译文

之下, 让人在一瞥之下即可以发现有关之课题在«古兰经»其

他章节中亦曾出现过。 

9. 每一章的开端都有一篇介绍, 用以探讨该章经文启示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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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并概括性地描述该章内容及启示与上下章经文之关

系。它亦提供足够的资料以便读者们能够了解, 除各章节文

以外每一章本身都受到一种睿智的安排。 

10. 在为经文标注号码方面, 我们是依据巴基斯坦时下流行的  

«古兰经» 标准版本加以处理, 只有一点例外, 即, 我们把 ―奉

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这一节一概列为第一节, 

而在其他版本, 是将下一节当作第一节处理的。不过第九章

是例外, 因它不以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开始, 

故它与其他版本之顺序同。我们的注释号码是连续的, 不是

随着一章结束而结束, 而是前后多章相继不断的。 

11. 关于引用典籍, 在冒号左侧是章的号数, 右侧是节的号数。

值得一提的是, 为图精简, 当涉及参照某 «古兰经» 章节时, 

即将«古兰经»三字省略。是故, 当出现 20:8 时, 即意指«古兰

经»第二十章第八节。至若其他宗教典籍, 一般上都缩写书

名。如 Gen.5:6 即指 «创世纪» 中的第五章第六节。 

12. 凡中文之数字如一、二、三是经文之卷、章或段的号码。

凡阿文字母, 如 1、2、3 是经节和脚注的号码。凡正文左上

方 a. b. c. d 等字母与正文及其并列之原文下方之 a. b. c. d 等

字母互相对照, 表示参考节文之体系。正文之右上方之号码

与脚注号码是相对应的。 

13. «新旧约全书»和 «古兰经» 之原文出自不同语文。所以两书

中的历史人物等专门名词的称呼也有不同。但我们从他们

相同或相似的史绩上, 可知原是一个人物, 这种发现确有助

于真理共鸣。请关注此点。 

14. 在本书第一版中为便于不懂阿文的读者能以阅读注释中的

阿文单词, 乃接纳皇家亚洲学会的音译系统将其作了音译。

本版在该系统中又增加了一些必要的说明。敬请参阅。 

15. 为了顾全以汉字音译阿文字句读者的方便, 试将一些阿文词

句以汉字译成阿文的汉字读音, 但由于国内各地汉字发音彼

此差异太大, 且有些阿文字母不能用汉字正确发出而且利用

皇家亚洲学会以拉丁字母音译阿文的系统较为正确、方便、

多有用处。所以依照需要也利用这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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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致谢 
一切赞颂, 都归安拉。他创造了我, 抚养了我, 教育了我, 赋与我

钻研宗教知识的志趣, 赐给了我比较研究宗教的机宜, 领导了我认识 

«古兰经» 真理, 最后又授予我以汉语编译 «古兰经» 的力量与机宜。

我的养主啊! 你以无限博爱和永久仁慈的常德使我得以奉行了一些

天命, 作为受到恩泽的人, 我是应当如何感谢你施与我不可数计的仁

慈! 现在五体投地地向你表示五中的谢忱, 祈求你仁慈地欣然接纳! 

按照 «古兰经» 教义, 对养育的主宰感恩报德的真义是以天赋的

精神、道德、智慧和身体的能力, 为了取悦于主宰用在主宰的道上。

基于伊斯兰教这一感恩报德的概念, 我内疚虚度了不少岁月, 坐失了

许多机宜, 实在对养主汗颜, 无法作全面的交待。祈求主宰以宽恕之

德, 不咎既往, 赦免一切罪过, 并且多多赏赐感恩报德的力量, 以便仆

人以或有的天年尽自己受悦纳的天职。 

我在这里要向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教长米尔萨•大海尔•阿哈

默德先生恭致由衷的谢忱。教长在我翻译 «古兰经» 时经常给与重

要的指教与引导。每当为了对一些经节增加更多的理解或为了满足

中国同胞的特别需要, 增加一些脚注而寻求教长的教导时, 我便面请

教诲, 无不满载而归。 

在本书编译过程中, 我获得许多友人热心协助。他们在翻译、

校对、排版、印刷和一切有关事务上, 都曾竭尽力量满足需要。其

最显著者有拉希德先生 (Mr. Rashid Ahmad Arshad)。他是一位宗教

学者, 曾攻读汉语, 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先生以两三年宝贵时间, 

助我处理翻译、校正和其他有关事宜。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

心领导人卢绍昌先生, 乐意与人为善, 于教务百忙之际, 不辞辛劳, 殷

切指教, 夜以继日地阅读汉译文稿, 在文字方面, 提供了许多珍贵意见。 

李发沈 (扬江) 先生在汉译本文和脚注的文字方面不断提供宝贵

意见, 书中 «序文» 一篇和 «索引» 的翻译基本上是李先生执笔的。

海鲁丁先生 (Mr. Khairuddin Barus) 帮我校对阿拉伯原文、中文脚注

与相互参考号码。中外翻译书业社王业香先生为人乐善好施, 又以

翻译为业, 所以我在本书的翻译、校正、排版、印行和其他许多重

要事务上都不断就教先生, 获益良多。林巧珠小姐和林今达先生在

校对方面也给与热忱的协助。陈丽芬小姐和陈图强先生不但在译文

校对方面长期热诚地工作, 而且精工细致地修正了全书排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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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 给 先 生  (Mr.M.A.Saqi) 、 穆 尼 鲁 丁 • 沙 姆 斯 先 生  (Mr. 

Muniruddin Shams)、阿巴西先生 (Mr. S. H. Abbasi) 都不断赐与我大

力地鼎助和指导。阿布杜尔•阿齐姆先生 (Mr. Abdul Azim Bulia) 在

排印期间全力助我处理与排印有关的大小事宜, 分去了许多担子。

埃努尔•雅根先生 (Mr. Ainul Yaqeen Md. Zain) 在付梓期间助理印务

事宜并处理了有关的一切杂务。翁姑•阿德南先生  (Mr. Ungku 

Adnan) 和阿布杜尔•巴西特先生 (Mr.Abdul Basit Abdul Wahid) 给与

了我必要的赞助。沙哥尔先生 (Mr.Shakil Mahmood Ramjaun) 和贾

米尔先生 (Mr. Jamil Ahmad Ramjaun) 两兄弟为我料理许多有关翻译

的事务。佳艺彩印公司叶坤明先生和陈凌波小姐在排印方面对我们

做了难能可贵的友谊协助, 提供了大有裨益的宝贵建议。何荣源先

生热心费神, 为本书封面题下了难得的 «古兰经» 三字。 

关于本书翻译、校正、排印等方面的事情尽力协助者, 还有学

者努尔•哈克先生 (Mr. Nurul Haqq), 学者赛义德•阿布杜尔•海伊先生 

(Mr. Syed Abdul Haye) 哈吉•布利亚先生 (Mr. Haji Bulia)、巴哈太太 

(Mrs. Baha)、法蒂玛太太 (Mrs. Fatimah Bte Yassin)、欧思曼•尤素夫

先生 (Mr. Othman Yusof)、赛义德•尔里先生 (Mr. Syed ‗Ali Bin Syed 

Ahmad)、穆罕默德•萨迪克先生(Mr. Mohammad sadiq Yusof)、阿哈

默德•穆尔塔扎先生(Mr. Ahmad Murthaza Bin Mohammad)、哈立德

先生 (Mr. Khalid Ahmad Mohammad)、阿布杜尔•哈利姆先生 (Mr. 

Abdul Halim Yusof)、尤素夫先生 (Mr. Yusof)、阿哈默德先生 (Mr. 

Ahmad)、哈达亚图拉先生 (Mr. Hidayattullah)、卡马尔先生 (Mr. 

Qamar)、哈姆扎先生 (Mr. Hamza)等各国友人。 

正值本书问世之际, 鄙人深感, 如没有天人共助, 绝不会有此书

的成就。所以我多谢真主的仁慈, 也深谢友人的恩惠。但对友人这

种隆情厚谊我实无以为报, 只有祈祷真主多多酬报他们的此项善举。

敬请亲爱的读者也能为他们祈祷! 

周仲羲 

(M. Osman Chou Chung Sai) 

一九九Ｏ年二月十四日 

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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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致谢 
本书于 1990 年 3 月问世后, 为时不久, 就感觉有再版的客观需

要。于是在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会长, 主许迈喜哈第五继位人米

尔萨•马思儒尔•阿哈默德阁下 (Hadrat Mirza Masroor Ahmad) 祈祷和

赞助下, 我们马上开始修正工作。在这次修正的长期过程中再承拉

希德先生 (Rashid Ahmad Arshad) 与我通力合作, 处理校正、打字、

排版各方面的事宜。迈合姆德•安宁思先生 (Mahmood Ahmad Anees) 

也努力参加了这项再版的一些工作。内人许振芳于处理家事之余在

这次再版期间也尽力协助了校正、打字等事。他们为了主道几年来

孜孜不倦、全心全力做了宝贵的贡献。米尔萨•阿纳斯•阿哈默德先

生 (Mirza Anas Ahmad), 米尔•扎夫儒拉•汗先生（Mir Zafrullah Khan）

和穆罕默德•纳斯儒拉 (Muhammad Nasrullah) 远在巴基斯坦于百忙

之际竟能完全负责处理了本书全部排版校对事宜。鄙人在此问大家

敬致五中谢忱。至望  安拉回赐他们两世无限进步与幸福! 也请尊贵

的读者为他们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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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籍目录 
一些古兰经注释家习惯用单独一个或几个字母来表示引证的出

处, 对读者没有很多帮助。他们需费时去追索这些缩写所代表的有

关书籍。但是, 从另一方面看, 倘使将书之全名列出, 又显得累赘。

为此之故, 在经过一番斟酌之后, 我们终于采取中道, 即自书名或著

者名字择取一部分字来充作代表, 如  َِحیط ِل اْس  َحیان یِب اَلَْبْحر  , Al-Bahrul-

Muhit by Abu Hayyan 即以  ِْحی طاَْس   Muhit 简称之,  َشامِسَیة  الن َِب ِلِبْن ِه , 

Siratun-Nabi by Ibn Hisham 则为 ‗ِهَشام‘ Hisham 如此以来, 读者即可

一目了然地知道引言之来处。不过, 对于一些不常见的参考书, 我们

则不采取这种简略的方式。至于 «圣经» 之记载, 则遵照一般基督教

学人所习用的方式。以下是本书所援引的一些著名参考书及其他重

要著作的书目。书和著者之全名与缩写并列, 以便参考。 
 

古兰经注释 
   书名缩略词                    书籍和著者全名 
 

Jarir Tafsirul Qur‘an Lil-Imam Abi Ja‗far 

Muhammad bin Jarir at-Tabari. 

َ  ْر فَ عْ جَ  یِب اَ  اِم مَ َْل آن لِ ْر ق  الْ  ْی  ِس فْ تَ   یَُبِ ر الط َ یْ ِر جَ  ْن بِ  ْد م َ ض 

 

 

 ری ِر جَ 

Kathir Tafsirul Qur‘anil ‗Azim Li Abil-Fida 

Isma‘il bin Kathir. 

 ْی ثِ كَ  ْن ل بِ یْ اِع ْدَ اِ اء َد ِف الْ  یِب م ِل یْ ِظ عَ آن الْ ْر ق  الْ  ْی  ِس فْ تَ 

 

 

 یثِ كَ 

Kashshaf Al-Kashshaf ‗an Ghawamidit-Tanzil Lil-

Imam Mahmud bin ‗Umar az-Zamakhshari. 

 ْی رِ َش َطْ ر الز َ مَ ع   ْن د بِ ْو م  َضْ  اِم مَ َْلِ ل لِ زیْ ـِ نْ الت َ  ِض امِ َو غَ  ْن اف عَ ش َ كَ لْ اَ 

 

 

 افش َ كَ 

Muhit Al-Bahrul-Muhit Li Athir-id-Din Abi 

‗Abdillah Muhammad bin Yusuf Al-

Andalusi, alias Abu Hayyan. 

ِ  ْیَِ ثِ ِلَ  ِط یْ حِ اْس   ر  حْ بَ لْ اَ  َ  دِ بْ عَ  یِب اَ  َن یْ الد   ِس ل  َد نْ الَ  ْف س  یْو  ْن بِ  ْد م َ اهلل ض 
 انیَ حَ  یِب اَ ر بِ ْو ه  ْش ْسَ اَ 

 
 

 

 ِ  یطض 

Manthur Ad-Durrul-Manthur Lil-Hafiz Jalal-ud-Din 

‗Abdur-Rahman as-Sayuti. 

ِ  َلل  جَ  ْظ افِ حَ لْ ر لِ ْو ث  نْ اْسَ  ر   لد   اَ   ِط ْو ی  ن الَس اْحَ الر َ  د  بْ ن عَ یْ الد 

 

 

 ور ث  نْ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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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ni Ruhul-Ma‗ani Li Abil-Fadl Shihab-ud-Din 

Muhammad al-Baghdadi. 

ِ  اب  هَ ل ِش ْض فَ الْ  یِب ِلَ  ایِن عَ اْسَ  وح  ر   َ الد   یادِ َد ْغ بَ لْ د اَ م َ ین ض 

 

 

 ایِن عَ مَ 

Baidawi Anwar-ut-Tanzil Lil-Qadi Nasir-ud-Din Abi 

Sa‗id al-Baidawi. 
ِ  ْی  ِص نَ  اِض قَ لْ ل لِ یْ ـِز نْ الت َ  ار  َو نْ اَ   یاِو یَض بَ لْ د اَ یْ عِ َس  یِب اَ ن یْ الد 

 

 

 یاِو یَض بَ 

Qadir Fathul-Qadir Li-Muhammad bin ‗Ali ash-

Shaukani. 

َ ْو لش َ اَ  ِل عَ  ْن بِ  ْد م َ حَ یر ِس  دِ قَ الْ  ح  تْ فَ   ایِن ك

 

 
 یردِ قَ 

Fath Fathul-Bayan Li-Abi-Tayyib Siddiq bin 

Hasan al-Qanauji. 
 اَلَْقَنوِج  نَس حَ  ْن یق بِ دِ یب َل َط  یِب یان ِلَ بَ الْ  ح  تْ فَ 

 

 

 حتْ فَ 

Razi At-Tafsirul-Kabir Lil-Imam Muhammad 

Fakhr-ud-Din ar-Razi. 

َ مَ َْلِ ی لِ بِ كَ الْ  ی  ِس فْ لت َ اَ  ِ  ر  خْ د فَ م َ ام ض   یازِ لر َ اَ  ینالد 

 

 

 یازِ َر 

Bayan Ruhul-Bayan Lish-Shaikh Isma‘il al-Haqqi. 
 ق ِ ْرَ یل اَ اِع ْدَ یخ إِ لش َ یان لِ بَ الْ  وح  ر  

 

 یانبَ 

Tafsir At-Tafsirul-Kabir Li-Hadrat Mirza Bashir-

ud-Din Mahmud Ahmad, Al-Muslehil 

Mau‗ud. 
ِ  ی  ِش بَ ا َز ْر ة مِ َر ْض ِرَ  یبِ كَ الْ  ی  ِس فْ لت َ اَ   ِح لِ ْص ْس  د اَ ْحَ اَ د ْو م  ین َضْ الد 
 دْو ع  ْو اْسَ 

 

 

 

 یِس فْ تَ 

Tha‗alabi Al-Jawahirul-Hisan fi Tafsiril-Qur‘an Lish 

Shaikh ‗Abdir-Rahman ath-Tha‗alabi. 

ن اْحَ الر َ  دِ بْ یخ عَ لش َ آن لِ ْر ق  الْ  یِ ِس فْ تَ  ان ِف َس اْرِ  ر  اِه َو ْذَ اَ 
 ِب الَ عَ لث َ اَ 

 

 

 ِب الَ عَ ثَ 

Qurtubi Al-Jami‗ Li Ahkamil Qur‘an Li-Abi 

‗Abdillah Muhammad bin Ahmad al-

Qurtubi al-Andulasi. 
َ  دِ بْ عَ  یِب آن ِلَ ْر ق  الْ  اِم كَ حْ ع ِلَ امِ ْذَ اَ   ِب ط  ْر ق  لْ د اَ ْحَ اَ  ْن د بِ م َ اهلل ض 
 ِس لَ د  نْ ْلَ اَ 

 

 

 

 ِب ط  ْر ق  

Bihar Majma‗u Biharil-Anwar, Lish-Shaikh 

Muhammad Tahir Al-Gujrati. 

َ لش َ ار لِ َو نْ اْلَ  اِر ع  ِبَ مَ َصْ   اِت َر جْ غ  لْ ر اَ اِه د َط م َ یخ ض 

 

 

 ار ِ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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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ry Commentary on the Qur‘an by Rev. E. M. 

Wherry, M.A. 
 

圣训 
Bukhari Sahihul Bukhari, Li Abi ‗Abdillah 

Muhammad bin Isma‗il al-Bukhari. 
َ  دِ بْ عَ  یِب ِلَ  ْی اِر خَ ب  الْ  ح  یْ حِ َل   ْی اِر خَ ب  لْ ل اَ یْ اِع ْدَ اِ  ْن د بِ م َ اهلل ض 

 

 

 َ یاِر ِب   

Muslim Sahihul Muslim, Lil-Hafiz Muslim bin al-

Hajjaj al-Qushairi. 

َشْیِ اَ  اْج ج َ ْرَ اَ  ْن م بِ لِ ْس ظ م  افِ حَ لْ م لِ لِ ْس اْس   ح  یْ حِ َل   یلْق 

 

 

ملِ ْس م    

Tirmidhi Jami‗ut Tirmidhi Li-Abi ‗Isa Muhammad 

bin ‗Isa at-Tirmidhi. 
ْ  ع  امِ جَ  ِ َ یَس عِ  یِب ِلَ  یذِ مِ الرت  ْ  اَ یَس عِ  ْن د بِ م َ  ض  ِ  یذِ مِ لرت 

 

 

یذِ مِ ْر تِ   

Dawud or 

Abu Dawud 

Sunan Abi Dawud Lil-Hafiz Sulaiman bin 

Al-Ash‗ath Abi Dawud. 
 دؤ  ادَ  یِب اَ  ْث عَ شْ ْلَ اَ  ْن ان بِ مَ یلَ ظ س  افِ حَ لْ د لِ ؤ  ادَ  یِب اَ  ْن نَ س  

 

 

 دؤ  ادَ  ْو ب  اَ  ْو اَ  دؤ  ادَ 

Majah Sunan Ibn-e-Majah Li-Muhammad bin 

Yazid Abi ‗Abdillah bin Majah al-Qazwini. 
 یِن ِو ْز قَ لْ ه اَ اَج مَ  ْن اهلل بِ  دِ بْ عَ  یِب اَ ید یزِ  ْن د بِ م َ حَ ه ِس  اَج ن مَ بْ اِ  ْن نَ س  

 

 

هاجَ مَ   

Musnad Musnad Ahmad bin Hanbal Lil-Imam Abi 

‗Abdillah Ahmad bin Hanbal. 
 ْل بَ نْ حَ  ْن بِ ْد ْحَ اَ اهلل  دِ بْ عَ  یِب اَ ام مَ َْلِ لِ  ْل بَ نْ حَ  ْن بِ  ْد ْحَ اَ د نَ ْس م  

 

 

دنَ ْس م    

Nasa‘i Sunan An-Nasa‘i Lil-Hafiz Abi ‗Abdir-

Rahman Ahmad bin Shu‗aib bin ‗ali an-

Nasa‘i. 
 ِل عَ  ْن بِ  یْب عَ ش   ْن د بِ ْحَ اَ ن اْحَ الر َ  دِ بْ عَ  یِب اَ  ْظ افِ حَ لْ لِ  یائِ َس لن َ اَ  ْن نَ س  
 یائ َس لن َ اَ 

 

 

 

یائِ َس نَ   

Mu‘atta Al-Muwatta Lil-Imam Malik bin Anas. 

ا لِ َو ْس  اَ   ْس نَ اَ  ْن بِ  ْك الِ ام مَ مَ َْلِ ط َ

 

اط َ َو م    
Baihaqi As-Sunanul Kubra, Li Abi Bakr Ahmad bin 

Husain al-Baihaqi. 

 ِق یهَ بَ لْ اَ  ْن َس ح   ْن د بِ ْحَ اَ ر كْ بَ  یِب ى ِلَ ُْبَ ك  الْ  ن  نَ لس   اَ 

 

 

ِق یهَ 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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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mal Kanzul-‗Ummal fi Sunanil-Aqwal wal 

Af‗al Lish-Shaikh ‗Ala-id-Din ‗Ali al-

Muttaqi al-Hindi. 
م َ الْ  ـز  نْ كَ  ِ  ءِ ََل یخ عَ لش َ ال لِ عَ فْ ال واْلَ َو قْ اْلَ  ِن نَ س   ِف  اْل ع   ِق ت َ ْس  اَ  ِل عَ  یْن الد 
 یدِ نْ ْشِ اَ 

 

 

 

م َ  ال ع   

Qutni Sunan Ad-Dar Qutni Lil-Hafiz ‗Ali bin 

‗Umar ad-Dar Qutni. 
 ِن ْط ق   اْر لد َ اَ  ْر َم ع   ْن بِ  ِل ظ عَ افِ حَ لْ لِ  ِن ْط ار ق  لد َ ن اَ نَ س  

 

 

ِن ْط ق    

Qastalani Irshadus-Sari Li Sharhi Sahihil-Bukhari Li-

Shihabid-Din Ahmad al-Khatib al-

Qastalani. 
ِ  اِب هَ ِش لِ  یاِر خَ ب  الْ  یِح حِ َل  ِح ْر َش لِ  یاِر الس َ  اد  شَ ْر ِا  یب ِط ْزَ د اَ ْحَ اَ ین الد 
 یِن ََل َط ْس قَ لْ اَ 

 

 

 

َلیِن َط ْس قَ   

 

Bari Fathul-Bari Sharha Sahihil-Bukhari Lil-

Imam Hafiz Ahmad bin ‗Ali bin Hajr al-

‗Asqalani. 
 ْن بِ  ِل عَ  ْن د بِ ْحَ اَ  ْظ افِ ْرَ ام اَ مَ َْلِ لِ  یاِر خَ ب  الْ  یِح حِ ح َل ْر شَ ی ِر اْ بَ الْ  ح  تْ فَ 
 َلیِن قَ ْس عَ لْ ر اَ جْ حَ 

 

 

 

یاِر بَ   

Saghir Al-Jami‗us-Saghir fi Ahadithil-Bashirin-

Nadhir Li-Jalal-id-Din as-Sayuti 
ِ  ِل ََل یر ِذَ ذِ الن َ  یِ ِش بَ الْ  یِث ادِ حَ اَ  ی ِف ِغ الص َ  ع  امِ ْذَ اَ   ِط یْو لس َ ین اَ الد 

 

 

یِغ َل   

‗Asakir Tarikh Ibn-e-‗Asakir Li Abil-Qasim ‗Ali 

bin al-Hasan ibn-e-‗Asakir. 
ِك َس عَ  ِن بْ اِ  یخ  ِر اْ تَ  ِك َس ن عَ بْ اِ  ْن َس ْرَ اَ  ْن بِ  ِل عَ  ْم اِس قَ الْ  یِب ر ِلَ ا  را

 

 

ِك َس عَ  را  

Merdawaih Merdawaih Li Abi Bakr Ahmad bin Musa 

bin Merdawaih. 
ْوََس بِْن َمْرَدَویه ِلیَِب بَْكر َمْرَدَویه د بِْن م   اَْحَ

 

 

 َمْرَدَویه

Tahawi Sharhu Ma‗anil-Athar, Li Abi Ja‗far at-

Tahawi. 
 یاوِ هَ لط َ ر اَ فَ عْ جَ  یِب ار ِلَ ثَ اْْل  یِن اْ عَ مَ  ح  ْر شَ 

 
 

یاِو هَ َط   

Manawi Sharha al-Jami‗us-Saghir, Lil-Imam 

‗Abdur-Ra‘uf al-Manawi. 
 یاِو نَ ْسَ ف اَ ْو ؤ  الر َ  د  بْ ام عَ مَ َْلِ ی لِ ِغ الص َ  ع  امِ ْذَ ح اَ ْر شَ 

 

 

یاوِ نَ 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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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百科全书和杂志 
Kulliyyat 

or Baqa 

Al-Kulliyyat Li Abil-Baqa al-Husaini. 
 یِن َس ْر  اء اَ قَ بَ الْ  یِب یات ِلَ ل ِ ك  لْ اَ 

 

 ْو بََقااَ  یاتل ِ ك  

Mufradat Al-Mufradat fi Gharaʼ ibil-Qur‘an Lish-

Shaikh Abil-Qasim Husain bin 

Muhammad ar-Raghib. 
 ْن ن بِ َس ح   ْم اِس قَ الْ  یِب اَ یخ لش َ آن لِ ْر ق  الْ  ِب ائِ َر غَ  ات ِف دَ َر فْ ْس  اَ 

 َ  باِغ لر َ اَ  ْد م َ ض 

 
 

 

 اتدَ َر فْ م  

Lisan Lisanul-‗Arab Lil-Imam Abil-Fadl Jamal-

id-Din ‘Abdillah Muhammad bin 

Mukarram bin Manzur. 
ِ  اِل ل َجَ ْض فَ الْ  یِب اَ ام مَ َْلِ ب لِ َر عَ الْ  ان  َس لِ  َ  دِ بْ ین عَ الد  د م َ اهلل ض 
ْم كَ م   ْن بِ   ر ْو ظ  نْ مَ  ْن بِ  ر َ

 

 
 

 انَس لِ 

 

Taj Tajul-‗Arus Li Abil-Faid Sayyid 

Muhammad Murtada al-Husaini. 
َ  یْد یض َس فَ الْ  یِب س ِل ْو ر  عَ الْ  اج  تَ   یِن َس ْر   اَ َض تَ ْر د م  م َ ض 

 

 

 اجتَ 

Qamus At-Ta‗liq wat-Tashih ‗alal Qamusil-Muhit 

Li Abil Wafa’ Nasr al-Haurini. 
ِلیَِب الَْوَفاء َنْصر  یْط حِ اْس   ِس ْو ام  قَ الْ اَلت َْعِلیق َو الت َْصِحیح َعَل 

 اَْشوِریِن 

 

 

 

 سْو ام  قَ 

Sihah As-Sihah Li Abin-Nasr Ismaʼ il al-

Jauhari. 
 یرِ َه ْو ْذَ یل اَ اِع ْدَ اِ ر ْص الن َ  یِب اح ِلَ حَ لص ِ اَ 

 
 

 اححَ ِل 

Aqrab Aqrabul-Mawarid Li Sa‗idil Khuri Ash-

Shartuti al-Lubnani. 
 ایِن نَ بْ لل    اَ ِت ْو ت  ْر لش َ ى اَ ِر ْو اْز   یدِ عِ َس لِ  دْ ارِ َو اْسَ  ب  َر قْ اَ 

 

 

 بَر قْ اَ 

Misbah Al-Misbahul-Munir Li Ahmad bin 

Muhammad al-Fayumi. 
َ  ْن بِ  ْد ْحَ ی ِلَ نِ اْس   اح  بَ ْص ْسِ اَ   ِم یْو فَ لْ د اَ م َ ض 

 

 

 احبَ ْص مِ 

Lane. Arabic–English Lexicon by E.W.Lane.  

Gesenius. The Hebrew-English Lexicon by 

Gesenius. 
 

Enc. Bri.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4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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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 Rel.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Enc.Bib. Encyclopedia Biblica.  

Jew. Enc. Jewish Encyclopedia.  

Enc. Islam Encyclopedia of Islam.  

Rev.Rel. Review of Religions.  

Cruden Cruden‘s Complete concordance to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 and 

Apocrypha. 

 

历史、地理 

Tabari Tarikhur-Rusul wal-Muluk Li Abi Ja‗far 

Muhammad bin Jarir at-Tabari. 
َ  ْر فَ عْ جَ  یِب ِلَ  ْك ْو ل  اْس  َو  ْل س  الر    یخ  اِر تَ   یَُبِ لط َ یر اَ ِر جَ  ْن بِ  ْد م َ ض 

 

 

 یُْبِ َط 
Ishaq As-Siratun-Nabawiyyah Li Abi Bakr 

Muhammad bin Ishaq. 

ِ اَ  َ كْ بَ  یِب یة ِلَ ِو بَ الن َ  ة  یَ لس   اْق حَ ْس اِ  ْن بِ  ْد م َ ر ض 

 

 

 اقحَ ْس اِ 
Sirat Sirat Khatamun-Nabiyyin by Hazrat Mirza 

Bashir Ahmad, M. A. 
 ۔ رضحت رمزا ریشب ادمح  )امی ۔ اے(

 

ن
 
 ن ب
ب

 

ن
ل

 ریست اخمت ا

 

 

 ریست

Muir Life of Muhammad by Sir William Muir, K. 

C. S. I. (1923). 
 

The Caliphate The Caliphate, Its Rise, Decline and Fall by 

Sir William Muir, K. C. S. I. 
 

Hisham As-Siratun-Nabawiyyah Lish-Shaikh Abi 

Muhammad ‗Abdil-Malik bin Hisham. 
ِ اَ  َ  یِب اَ یخ لش َ یة لِ ِو بَ الن َ  ة  یَ لس   امَش ِه  ْن بِ  ْك لِ اْسَ  دِ بْ عَ  ْد م َ ض 

 

 
 امَش ِه 

Futuh Futuhul-Buldan Lil-Baladhari. 
 یرِ َلذَ بَ لْ ان لِ َد لْ ب  الْ  ح  ْو ت  ف  

 

 حْو ت  ف  
Tabaqat At-Tabaqatul-Kubra Li Muhammad bin 

Sa‗d. 
 دعْ َس  ْن بِ  ْد م َ حَ ى ِس  ُْبَ ك  الْ  ات  قَ بَ لط َ اَ 

 

 

 اتقَ بَ َط 
Khamis Tarikhul-Khamis Lish-Shaikh Husain bin 

Muhammad ad-Diyar Bakri. 
َ  ْن بِ  ْن َس یخ ح  لش َ لِ  یْس ِم اْز  یخ  اِر تَ  ِ اَ  ْد م َ ض   یرِ كْ بَ یاْر لد 

 

 
 یسَ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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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rqani Sharhul Mawahibil Ladunniyyah Lil Imam 

Muhammad bin ‘Abdil-Baqi az-Zarqan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habbah Usdul-Ghabbah fi Ma‘rifatis-Sahabah Li

‘Izziddin binil-Athir Abil-Hasan ʻAli bin 

Muhammad al-Jazar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 � ��  �� ��  � �� ��� ��  �	 � �2 �� � 3  
  
    �	 ����  

Ma‘ad Zadul-Ma‘ad fi Hadyi Khairil-‘Ibad Li

Muhammad bin Bakr bin Ayyub ad-

Dimashqi.  �# �4	  � ��	 �' �4�  �&  �� �� �3  �5 �.  ��	 �' �� �4�  � �� �* ��� ��  �� ��  �� �6 �� � ��  �	 �7
+  �	 �� �� �� �8 �
  
 

    �� �'4�  
Buldan Mu‘jamul-Buldan Li Abi ‘Abdillah Yaqut 

bin ‘Abdillah al-Hamvi.  �� �'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3  
 

  �� �� ��;	  
Dhahab Murujudh-Dhahab wa Ma‘adinul-Jauhar Lil

‘Allamah Abil-Hasan ‘Ali bin Husain al-

Mas‘udi.  �� �� �> �?  ��@�	 �� �  �> �� �' �4� �;  � �2	 �
 �� ��  �� �� �' ��� �� � �	 �/  � �0	 �1 ��  �� ��  �� ��  �A �1 B  �	 � �� �1 �' �
 �43  
 

 

  �C �� �  
Athir Al-Kamil Li ‘Izziddin Abil-Hasan ‘Ali bin 

abil-Karam alias Ibnil-Athir.  �	 �� � � ��� �D  �� �' � ��  � ���	 �+ �	 �/  � �0	 �1 ��  �◌��  �� ��  �	 �/  ��	 �6 �� ��  �	 � �� �8 �F �
 ��   �� �� ��  � �,	 �-.  
 

  �	 �-.  
Mawahib Al-Mawahibul-Ladunniyyah Li Shihab-id-

Din Ahmad al-Qastalani.  �	 � �� �
 �	 ��  ����	 �� � �� �� �� �8 �F �7�  � ���	 �+ �	 � �G ��  �	 �� �H �1 �I �"�  
    �� �
 ��	 �  

Khuldun Tarikhul-Umam Li ‘Abdir-Rahman bin 

Khaldun al-Maghribi.  �J � � �K+  � �,	 �� �:  �� �' �� ��  ����	 � �G� �� ; ��  �5 �� �� �	 ;> � �� �% �� �/  
    �5 �� �� �>;  Halbiyyah As-Siratul-Halbiyyah Li ‘Ali bin Burhanid-

Din al-Halbi.  �	 � �1� �. �  � �0	 �� �� �� �� �' ��  �� ��  �� �� �� �;�  � ���	 �	 �+ � �0 �� �L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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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派 (苏非派) 学和信仰学 

Futuhat Al-Futuhatul-Makkiyyah Li Muhyyud-Din 

Ibnil-‗Arabi. 
ِ  یی  حْ یة ِس  ك ِ اْسَ  ات  حَ ْو ت  ف  لْ اَ   یِب َر عَ الْ  ِن بْ ین اِ الد 

 

 
 اتحَ ْو ت  ف  

‗Awarif ‗Awariful-Ma‗arif Li Abi Hafs ‗Umar bin 

Muhammad. 
َ  ْن ر بِ مَ ص ع  فْ حَ  یِب ِلَ  ْف اِر عَ اْسَ  ف  ارِ َو عَ   دم َ ض 

 

 
 فارِ َو عَ 

Mala‘ikah Mala‘ikatullah by Hadrat Mirza Bashir-ud-

Din Mahmud Ahmad. 
ۃ اہلل ۔ رضحت رمزا ریشب ادلنی ومحمد ادمح  

ک
 

المئ

 ریض اہلل ہنع

 

 
ۃ 

ک
 

 المئ

哲学的科学和风雅文学 

Mubarrad Al-Kamil Li Abil-‗Abbas Muhammad bin 

Yazid al-Mubarrad. 

دْ  َُب َ ْد بِْن یِزید اَْس  َم َ  اَلْكَاِمل ِلیَِب الَْعب َاس ض 

 

 

َُب َد  م 

Mu‗allaqat Saba‗ Mu‗allaqat, the seven well-known 

poems by seven eminent Pre-Islamic poets. 
اتقَ ل َ عَ م    َسْبع 

文法 

Sibwaih Al-Kitab Li Abi-Bashr ‗Amr bin ‗Usman 

Sibwaih. 
 یهَو یبْ ِس  اْن مَ ثْ ع   ْن رو بِ مْ ر عَ ْش بَ  یِب ِلَ  اْب تَ ِك لْ اَ 

 
 

یهیبَو ِس   

Wright A Grammar of the Arabic Language by W. 

Wright, LL.D. 

 

法律学 

Muhalla Al-Muhalla Lil Imam Abi Muhammad ‗Ali 

bin Ahmad bin Sa‗id bin Hazm al-Andulasi. 
َ  یِب اَ ام مَ َْلِ لِ  ل َ حَ ْس  اَ   ِس لَ د  نْ ْلَ م اَ ْز حَ  ْن ید بِ عِ َس  ْن بِ  ْد ْحَ اَ  ْن بِ  ِل عَ  ْد م َ ض 

 

 

ل َ حَ ْس  اَ   

阿文修辞学 

Mukhtasar Mukhtasarul-Ma‗ani Li Sa‗did-Din Mas‗ud 

bin ‗Umar alias Sa‗d at-Taftazani. 

 ْ ِ  دِ عْ َس لِ  اینعَ اْسَ  ر  َص تَ ط   ایِن اَز تَ فْ الت َ  دِ عْ َس بِ ر ْو ه  ْش ْسَ اَ  ْر َم ع   ْن د بِ ْو ع  ْس ین مَ الد 

 

 

 ْ رَص تَ ط   

Mutawwal Al-Mutawwal Li Sa‗did-Din Mas‗ud bin 

‗Umar alias Sa‗d at-Taftazani. 
ْل ط  اَسْ  ِ  دِ عْ َس لِ  و َ  ایِن اَز تَ فْ الت َ  دِ عْ َس بِ ر ْو ه  ْش ْسَ اَ  ْر َم ع   ْن بِ  ودْ ع  ْس ین مَ الد 

 

 

لَط م   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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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许迈喜合著作 

Taudih Taudih-e-Maram, by Hadrat Mirza 

Ghulam Ahmad Qadiani ‗Alaihis Salam. 

 

 وتحیض ہیلع االسلم رمام۔ رضحت رمزا الغم ادمح اقدی ۃین وتحیض  

A‘inah A‘i nah‘-e-Kamalat-e-Islām, by Hadrat 

Mirza Ghulam Ahmad Qadiani ‗Alaihis 

Salam. 

 

 آہنیئ ہیلع االسلم آہنیئ امکالت االسم۔ رضحت رمزا الغم ادمح اقدی ۃین 

Haqiqat Haqiqatul-Wahi, by Hadrat Mirza Ghulam 

Ahmad Qadiani ‗Alaihis Salam. 

 

 ۃقیقح ہیلع االسلم ۃقیقح اولیح۔ رضحت رمزا الغم ادمح اقدی ۃین 

Izalah Izalah‘-e-Auham, by Hadrat Mirza 

Ghulam Ahmad Qadiani ‗Alaihis Salam. 

 

 ازاہل ہیلع االسلم ازاہل اواھم۔ رضحت رمزا الغم ادمح اقدی ۃین 

Barahin Barahin-e-Ahmadiyyah, by Hadrat Mirza 

Ghulam Ahmad Qadiani ‗Alaihis Salam. 

 

رانیھ ادمحہی ۔رضحت رمزا الغم ادمح اقدی ۃین  رانیھ ہیلع االسلم ب   ب 

各种不同学科书籍 

马立克先生在准备其注释过程中, 除上述书籍外, 还参考了其他

各种不同学科的书籍, 兹将其一并记录如下 (这份书目决不是无遗

漏的): 

Asas Haqiqatul-Asas                 اََساس َحِقیَقة  الََساس 

Mawardi Al-Mawardi                             اَوْرِدی  َماَوْرِدی اَْسَ

Al-Fadl The Al-Fadl                               " الضفل اابخر"الضفل 

Al-Hakam The Al-Hakam                        "امکحل اابخر"امکحل 

Izalatul-

Khifa 

Izalatul-Khifa’ ‗an Khilafatil-Khulafa’ by 

Hadrat Shah Waliullah Muhaddath 

Dehlawi. 

ۃہ ویل اہلل دحمث دولھیفاءلَ اْز   ةِ َلفَ ِخ  ْن فاء عَ اْزِ  ة  زالَ اِ 

 

 ۔ ش

 

 

 

 فاءاْزِ  ة  زالَ اِ 
The Tomb of Jesus by Dr. M. M. Sadiq, Rabwah (Formerly of Qadian). 

«圣经» 

The Zend- Avesta. 

The Dasat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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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amaspi by Jamasap, First Successor of Zoroaster. 

Dictionary & Glossary of the Qur‘an by John Penrice.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 

History of the Arabs by P.K. Hitti. 

Abbot‘s Life of Napoleon. 

Renan‘s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Josephus: History of the Jewish Nation. 

Hutchinson‘s history of the Nations. 

The Apocrypha. 

The Dawn of Conscience by James Henry Breasted. 

Moses and Monotheism by Sigmund Freud.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by Edward Gib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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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Medical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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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译系统 
在音译阿文时 , 我们采纳皇家亚洲学会的音译系统（Royal 

Asiatic Society） 

 ا
 

臵于每字之前时,念成 a, i, u, 念之前有很轻的送

气音, 如英文 ―honour‖ 之 h 般。 

th 念成英语 ث thing 之 th 音。 

h 用喉音发送气音较 ح h 音强。 

kh 念成苏格兰语 خ loch 之 ch 音。 

dh 念成像英语 that 之 ذ th 音。 

s 清晰强烈的 ص s 音。 

d 与英语 ض this 之 th 相似。 

t 清晰强烈的腭音 ط t。 

z 清晰强烈的 ظ z 音。 

 。强烈喉音, 拼音时要用耳学习 ‗ ع

gh 音近似法语之 غ r, ―grasseye‖ 及德语之 r。念时, 喉

部肌肉好像是在漱口时的样子。 

q 深沉的喉音 ق k。 

 。声音忽然制住（中止）的样子 ‘ ء

短元音 

以 a 代表   َـ   (如 ―bud‖ 中之 ―u‖) 

以 i 代表   ِـ   (如 ―bid‖ 中之 ―i‖) 

以 u 代表   ُـ   (如 ―wood‖ 中之 ―oo‖) 

长元音 

以 a 代表   –  َ     或   َـ   ا   (如 ―father‖ 中之 ―a‖) 

以 i 代表   –     或   ِـ   ی   (如 ―deep‖ 中之 ―e‖) 

以 u 代表   –     或   ُـو  (‖如 ―root‖ 中之 ―oo)   ُـ   

另外 

以 ai 代表   َـی  (‖如 ―site‖ 中之 ―i)   َـ   

以 au 代表   َـو  (‖如 ―sound‖ 中之 ―ou)   َـ   

不列在上述的辅音音值与欧洲的重要语言词。 

在字中太阳字母之前如有 ―ال‖ (al), 则该字母要读两次, 排除 ―ل‖ 

而直接表达该字的实际阿拉伯单字的发音。例如 ور  : م  الط    َفوقَ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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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qakum-al-tur) 被写成 (读成) Fauqakumut tur。 

在本书第一版中为便于不懂阿文的读者能以阅读注释中明显的

阿文单词, 乃接纳皇家亚洲学会的音译系统将其作了音译。这一音

译使用的字母是拉丁字母, 凡是懂得拉丁字母的人们都能利用这一

音译系统的阿文音译阅读 «注释» 等处之拉丁字母的音译阿文。汉

语拼音也是使用拉丁字母的, 所以懂得 «汉语拼音» 的人自然易于利

用这一音译系统阅读: ―注释‖ 中拉丁字母的 ‗阿文译音‘。 

特请读者诸君研究上述音译系统以便阅读本书中一些阿文译音

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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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法谛哈法谛哈法谛哈法谛哈    (AL-FATIHAH) 开端开端开端开端    伊历纪元前启示 启示的地点与时间启示的地点与时间启示的地点与时间启示的地点与时间 根据许多圣训学家的传说, 本章全文是在麦加降示的, 而且从一开始就成为穆斯林祈祷文的一部分。在下面 «古兰经» 文中本章曾被提及: “我确已赏赐你常常反复诵读的七节经文和伟大的 «古兰经»。” (15:88) 本章虽被公认为在麦加降示, 但根据有些传说, 本章在麦地那也曾下降一次。总之, 本章第一次的下降是在至圣穆罕默德负起传教使命的初期。 本章名称及其重大意义本章名称及其重大意义本章名称及其重大意义本章名称及其重大意义    这短章最为人所知的名称, 即  �� ��� ��� 	
� �� 	��  (Fatihatul-Kitab, 经的开端篇章) 是根据一些可靠的权威圣训学家来传述的 (  	� 	� ��	��  ��	� �� �� � , 

Tirmidhi & Muslim)。以后这一章的名称被简缩为  ����� �� �	 �
 ���� 	
�  (Suratul 

-Fatihah), 或简称为  �������� 	
� 。这一章的名称很多, 以下十个名称更为可信, 即 �� 	
� ������ (Al-Fatihah)、  �� �������  (As-Salat)、� ��� ���� (Al-Hamd)、  ������� �� �� !�"  

(Ummul-Qur’an)、  �������� !� �# 	$ �%��� �"�  (Al-Qur’anul-‘Azim)、  �& � �'� �(�) ������ � 	*�  (As-

Sab‘ul-Mathani)、  �� 	��� �� ����  (Ummul-Kitab)、  �� 	�+���,�  (Ash-Shifa’)、��#�- ������ 
(Ar-Ruqyah) 与  �� ����� (Al-kanz)。这些名称极大地阐明了这一章广泛的涵义。  �� ��� ��� 	
� �� 	��  (经的开端章) 的意义是: 这一章位于全经之首, 是 «古兰经» 全部主题的要旨。  �� �������  (祈祷文) 的意义是: 这一章形成一篇完美无缺的祈祷文, 成为伊斯兰教制度上的祈祷文的一个构成部分。 � ��� ���� (赞颂)的意义是: 这一章教导人们了解创造人类的崇高宗旨, 并教导人们: 真主与人类之间是博爱与仁慈的关系。   ������� �� �� !�"  («古兰经»之母) 的意义是: 这一章形成全部 «古兰经» 的梗概, 简明地包含着发展人类道德精神有关的一切知识。  �������� !� �# 	$ �%��� �"�  (伟大的 «古兰经») 的意义是: 虽然这一章称为  �� �� �� 	�����  与  ������� �� �� !�" , 它仍然是 «古兰经» 的一部分, 与全经是分不开的。但有些人却错误地不是这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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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常常反复诵读的七节经文) 的意义是: 这一章七节短的经文实际上体现了人类精神方面的所有需要。它也指示在每次礼拜中这一章必须反复诵读。  �� 	��� �� ����  (全经之母) 的意义是: 这一章中包含的祈祷词是启示 «古兰经» 的原因。  �� 	�+���,�  (医治) 的意义是: 这一章为人类提供一切合理的怀疑与焦虑的治疗法。 ��#�- ������ (咒语) 的意义是: 这一章不仅是医病的经文, 而且能保卫人们, 加强他们的心灵, 免受恶魔及其追随者的侵袭。  �� ����� (宝库) 的意义是: 这一章是取之不尽的知识宝库。 《《《《新约全书新约全书新约全书新约全书》》》》一个预言中谈及一个预言中谈及一个预言中谈及一个预言中谈及     �������� 	
�  ((((开端开端开端开端))))    然而这一章人所共知的名称是 «开端»。有意义的是, 这一名称也出现在 «新约全书» 的一个预言中: “我又看见一个大力的天使从天下降。……他手上拿着展开着的小书卷。他的右脚踏在海上, 左脚踏在地上。” («启示录» 10:1-2) 希伯来语的 “开” 是 Fatoah, 与阿拉伯语  �������� 	
�  (Al-Fatihah) 相同。再者, “他高声呼喊, 好像狮子吼叫; 他一呼喊就有七个雷发出回响。我正要把七个雷所说的话写下来, 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 ‘七个雷所说的话你要严守秘密, 不可记录!’ ” 

(«启示录» 10:3-4) “这七次雷鸣” 代表这一章中的七节经文。基督教学者说这一预言指基督再临。事实证明这一预言已经实现, 它所述及的基督再临即阿哈默底亚运动 (The Ahmadiyya Movement) 圣洁的创始人 , 米尔萨 •欧拉姆 •阿哈默德先生  (Hadrat Mirza Ghulam 

Ahmad)。他为此章作了注解, 从此章内容推断出他的所宣称的真理的论据并总是将这一章当作典范的祈祷词。他从此章七句短的经文中推断出前所未知的许多精神的实在与永恒的真理。这一章好像就是一本密封的书, 直到阿哈默德先生 (Hadrat Ahmad) 来揭露它的宝藏。这样, «启示录» 10:4 中的那一预言就实现了。“我正要把七个雷所说的话写下来, 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 七个雷所说的话你要严守秘密, 不可记录!” 这一预言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Fatoah 即  �� ������ 	
�  (开端) 在一个时期是一本闭合的书, 但总会有一天此书中所藏有的精神知识财富会被揭开。阿哈默德先生就是揭开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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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与此章与此章与此章与«古兰经古兰经古兰经古兰经»其他经文的关系其他经文的关系其他经文的关系其他经文的关系    这一章似乎是 «古兰经» 的引言, 而实际上它是 «古兰经» 的缩影。诵经者一开始研究这一章就能概略地熟悉他想在这一神圣的经典中看到的所有题材。相传穆圣曾经说过,  �������� 	
�  (开端) 这一章是 «古兰经» 中最重要的一章 («布哈里»)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这一章包容«古兰经»全部教义的精华。它概要地包括了«古兰经» 本文中详细论述的一切题材。它从叙述安拉的基本常德开始, 这些常德是安拉 (造物者) 其他一切常德的枢轴并形成宇宙运行以及安拉与人类之间关系的基础。安拉的四大基本常德,  �� �. (Rabb; 创造主、支持者与开发者)、  ! �/ ������0  (Ar-Rahman, 无限博爱者)、  �# 	1 �������  

(Ar-Rahim, 永久仁慈者) 与  !� �2 	 ���� 	 �3�2 	4	�0  (Malik-e-Yaumid-Din, 赏罚日的主) 表示: 安拉在创造人类之后赐予他们最佳的各种天然能力并提供他们身体、社会、道德与精神发展所需的物质与手段。而且, 安拉又作出一条规定: 人类的奋斗与努力应给以充足的酬报。此章接下去说, 人类被创造出来为了 � ����� �� (‘Ibadah) 即崇拜安拉, 求得与他接近, 人类经常需要他帮助来实现这一最高的目的。经文在叙述了安拉的四大基本常德后, 提出了一个包罗丰富的祈祷词。这个祈祷词充分表达了人类的一切需要。祈祷词教导说, 人类应该始终寻找与祈求安拉的帮助, 安拉会赐给人们今生与后世成功所需的方法。可是由于人类是易于从那些过去已经达到人生目标的高贵与伟大人物的良好榜样中取得力量与启发, 经文教导人们祈求安拉给他们开辟像给那些人物一样的道德与精神无限进步的大道。最后, 祈祷词中含有一个警告: 在人们已被引上正道后, 他们应避免偏离正道, 迷失他们的目标, 疏远他们的创造主。祈祷词也教导人们始终保持警惕, 经常寻求安拉的保护以免与他疏远。这就是 «开端» 一章所简述的主题。而 «古兰经» 全文为了指导人类, 把它充实而完善地加以描写, 并引用了许许多多的例子。 经文告诫信者说, 诵读 «古兰经» 之前他们应该祈求安拉的保护免受恶魔的侵袭: “当你诵读 «古兰经» 时, 你应当求真主保护, 以防受诅咒的恶魔的干扰” (16:99)。这里, 保护意指: (a) 我们不会遭遇邪恶; (b) 我们不会错过好事; (c) 我们得到善良的品德后就不会重新陷入邪恶。祈祷词规定的语句是: “我求安拉保护, 以防受诅咒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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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的干扰,” 在每次诵读 «古兰经» 之前必须先诵读这个祈祷词。 

«古兰经» 的每一章--------共有 114 章--------称为一个 � �	 �
 �� (Surah)。这个词译作汉语是 “章”, 意思是: (1) 地位与卓越地位; (2) 标志或记号; 

(3)一幢高耸与美丽的大厦;与 (4)丰满与完善的事物 (  �� ���-�� 5 � 	6 �7 ���- )--------

Aqrab & Qurtubi)。«古兰经» 的章称为 � �	 �
 ��因为: (a) 人们诵读这些章, 就会地位变高, 就会通过这些章达到卓越的地位; (b) 这些章是  

«古兰经» 中的各个不同题材开始与终止的标记; (c) 每一章好像一幢高尚的精神大厦; 与 (d) 每一章具有一个完整的主题。这样的一部分的名称是 � �	 �
 �� (Surah)。在 «古兰经» 本文中也已使用 (2:24 与
24:2)。在圣训中也已使用。穆圣说: “此刻向我启示了一章 (� �	 �
 ��), 其意如下” «穆斯林»。就很清楚, «古兰经» 这样一部分的名称叫 � �	 �
 ��, 在伊斯兰教一开始就已使用, 而不是以后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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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法谛哈法谛哈法谛哈法谛哈    (AL-FATIHAH) 开端开端开端开端    全章共 7 节, 麦加下降 
1.  

a奉 1 无限博爱、永久仁慈 2 的安拉3 之名4。  
 
 1

 �� (Ba) 是一个虚词, 它有多种意义, 经中较常用的意义是 “以”。� ���� (Bism) 是复合词, 因此, 意指 “以……的名义”。按照阿拉伯人的用法, 词语  �� 	
�� ��  (Iqra’) 或  	� 	
�� ��  (Aqra’u) 或  	
�	� ��  (Naqra’u) 或  �� 	
 ���� (Ishra‘)或  	� �� 	
 ��  (Ashra‘u)或  	
 ��	� ��  (Nashra‘u) 在 �� �� ���� (Bismillah) 前可以这样理解: “以安拉之名开始” 或 “以安拉之名诵读” 或 

“我或我们以安拉之名开始” 或 “我或我们以安拉之名诵读。” 在这译文  ������ ��  这一用语被译成 “奉安拉之名”, 这是一个更为熟悉的译法 (Lane)。 2
  	� � �� 	�
��  (Ar-Rahman, 无限博爱者) 与  	� �� �� 	�
��  (Ar-Rahim, 永久仁慈者) 都源于同一词根  	� �� 	� (Rahima) 意为: 他显示仁慈; 他是慈爱与善良的; 他宽恕。  � �� 	�
���  这个词结合 �	�� �� (Riqqah) 即 “温柔” 与  	� ������  (Ihsan) 即 “善良” (  	� 	
 �� �� � --------Mufradat)。 	� � �� 	�
��  属于  	! �" 	#�  (Fa‘lan) 的范畴,  	� �� �� 	�
��  属于  �� �" 	#$  (Fa‘il) 的范畴。按照阿拉伯语规则 , 在词根上越多加字母 , 它的意义就变得越广泛越深入细致  (%� 	�� 	&--------

Kashshaf)。  	! �" 	#�  这个范畴传达丰满与广泛这么一个思想而  �� �" 	#$  这个范畴表示重复与给予那些应得的人以慷慨的报酬 (  �� � �'( --------Muhit)。这样,  	� � �� 	�
��  表示 “包括所有世界的仁慈”, 而  	� �� �� 	�
��  表示“有限范围但重复出现的仁慈”。鉴于上述词义,  	� � �� 	�
��  是对一切造物, 不管他们是否努力或工作都表示他是赠予的与广泛的仁慈的主, 而  	� �� �� 	�
��  是对人类行动的反应而且作为这些行动的结果而慷概并重复地表示仁慈的主。前者仅用于安拉, 而后者也可用于人。前者的恩泽不仅及于信者与不信者, 而且及于整体造物; 后者多半及于信者。根据穆圣的话, 前一常德一般与今生有关而后一常德一般与后世有关 (  �� � �'( ), 意思是, 由于今世多半是行动的世界而后世是这些行动将被一一报答的世界, 安拉的无限博爱这一常德向人们提供了今生他们各方面行动所需的物质, 而安拉的永久仁慈这一常德为将来人生带来结果。我们需要的以及我们生活所依赖的一切事物纯粹是安拉的一种恩典并且是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或甚至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向我们提供了, 而来日生活为我们预存的种种幸福将作为对我们行动的报答而给予我们。这说明,  	� � �� 	�
��  是在我们出生之前给我们各种天赋的赐予主而  	� �� �� 	�
��  是作为我们已作的行为的报答而给予我们以种种幸福的授与主。 3
 “�	�” (安拉) 是真主的本名, 他是一切完美常德的惟一持有者并完全超脱一切可想像到的缺点。在阿拉伯语言中, “�	�” (Allah) 这个词从不用于任何其他事物或神。其他语言对真主都没有一个有鉴别性的或专有的名字。其他语言中见到的许多名字都是其常德的或形容的名字而且常用作复数, 而 “�	�” (Allah) 这个词

a除第九章以外, 每章前都有这一节; 27:31中也有。96:2也可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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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用作复数, 它是一个单数的名词, 不是源于其他的词, 也从没有作过形容词。由于汉语中没有一个与之等同的单词, (因此) 就在全部译文中一直用原文的名字 “安拉”。这一看法由阿拉伯语言著名权威界所确证。“安拉”, 根据有关此词最为正确的意见, 是一个专有名词, 用于必然独自存在的真主, 包含着一切完美的常德, “ �) ” (Al) 这两个字母同这个词总是在一起的 (Lane)。 4

 � �*�� (Ism) 意指一个名字或常德 (Aqrab)。在这节经文中它具有这两种意思。它意指安拉, 是安拉的本体名称, 而所述及的  	� � �� 	�
��  (无限博爱的) 与  	� �� �� 	�
��  (永远仁慈的), 那是安拉的常德的名字。  � �� 	�
�� ��� �� ���� �� �� 	�
�� ���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是 «古兰经» 每章的第一节经文, «悔改» 一章除外, 不过这一章并非独立的一章而是 «战利品» 一章的继续。有一种说法, 相传是 伊本·阿巴斯 (  ���� �� +�	�,	-, Ibn-e-‘Abbas) 说的, 大意是当启示任何一新章时, 启示的第一节经文是  �� ������, 如无 �� �� ����, 穆圣就不知道已开始新的一章 (�.��--------Dawud)。这一说法说明:     

(1) �� �� ���� 这一节是 «古兰经» 的一部分而不是多余的事物, (2) «悔改» 章不是独立的一章。它也驳斥了有些人所表达的信念即 �� �� ���� 仅是 «开端» 章的一部分而不是 «古兰经» 每一章的一部分。相传穆圣曾进一步说过: �� �� ���� 这一节是 «古兰经» 每一章的一部分 («布哈里» 与  �/�� � �0 --------Qutni)。这节居于每章之首, 具有以下重大意义。«古兰经» 是安拉的知识的宝库, 如无安拉的特殊恩典就不能接近它: 

“只有纯洁的人才能了解它 (的意义)” (56:80)。这样, �� �� ���� 被放在每章的开端来提醒一个穆斯林, 为了能接近并受益于 «古兰经» 中包含的安拉知识的宝藏, 他不仅应以一颗纯洁的心去接近它, 而且也应不断祈求安拉的帮助。�� �� ���� 这一节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它是每章意义的要旨, 由于影响道德与精神事态的一切问题总会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与安拉的基本常德  � �� 	�������  (Rahmaniyyah, 无限博爱) 与  �� �� 	� �1�	��  (Rahimiyyah, 永久仁慈) 有关。这样, 每章实际上在详细显示这一切所提及的安拉的常德的某些方面。有人争论说 �� �� ���� 这一惯用语是从较早的基督教 

«圣经» 借用的。萨尔 (Sale) 说, 它是从 «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圣书» (Zend-Avesta) 借用的, 而罗德伟尔 (Rodwell) 的意见, 它是在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人从犹太教徒那里借来的, 随后收编入 «古兰经»。以上两种看法都显然是错误的。首先, 穆斯林从未声称过这一或与此相似的惯用语在 «古兰经» 启示以前是没有人知道的。其次, 如果因为以完全相同或相似形式来表达的这一惯用语在伊斯兰教甚至 «古兰经» 启示以前就被阿拉伯人有时用过, 那么, 它可能就不是起源于 «古兰经», 这种争论也是错误的。其实, 就在 «古兰经» 中说, 素莱曼 (  ��	2 �* 	1�� , Solomon) 给女皇希白 (3�, 	*, Sheba) 的一封信中用过这一惯用语 (27:31)。穆斯林声言的是 

(而且这一声言从未被驳斥过), 事实上«古兰经» 是使用这一惯用语的第一部被启示的经典。以下一种说法也是错误的: 这一惯用语句在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人中间非常流行; 因为阿拉伯人过去不喜欢对安拉使用  	� � �� 	�
��  这个名字, 这是大家知道的事实。再者,如果这样的一些惯用语句过去曾为人知的话,这仅能证实 «古兰经» 中这一教导的真理:每一个民族都有过传警告者 (35:25); 而且也证实了 «古兰经» 中包含着过去启示的许多经典中的一切永恒真理 (98:5)。当然, «古兰经» 增添了多得多的内容而且在接收任何内容时, 改进了其形式或用法, 或者形式和用法都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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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一切5 赞颂5A, 都归安拉,--------养育所有世界6 的主6A,  

3.  
b无限博爱的主, c 永久仁慈的主,7  

 
 5 阿拉伯语中  �)	� (al) 相当于汉语中的定冠词 “此; 这”。它用以表示全面或综合的意思, 也就是一个主题的一切方面或范畴, 或表示完整无缺的意思, 由于它包括了一切程度与等级, 也就是全面或综合的一个方面。它也用以指示已经谈到过的某一事物, 或在脑子里存在的某一事物的概念。 5A 阿拉伯语中 4 �5 	� (Madh) 与  � 	�5  (Hamd) 两词的意义是赞颂与感谢; 但 4 �5 	� 可以是虚假的, 而  � 	�5  却总是真实的。而且, 4 �5 	� 可以用于行为者不能控制的这样的仁慈的行为, 而  � 	�5  仅用于由意志支配的这样的行为 (  	� 	
 �� �� � )。  � 	�5  也含有对赞颂的事物的钦佩、推崇与尊敬;以及对举止谦卑、谦恭与顺从的人的称赞的意思 

(Lane)。这样,  � 	�5  是此处要用的最适宜的词, 旨在述及安拉的固有常德以及应受的赞美与颂扬。  � 	�5  这个词在其一般惯用法中, 现已专用于安拉。 6
  �"��	� �6 �1	2  (Al-‘Alamin) 是 ��	�� 	"��	� (Al-‘Alam) 的复数, 源于词根 ��	�
 (‘Ilm) 意为 “知道”。此词已用于一切生物或事物, 借助这些生物或事物, 人们能知晓创造主 

(Aqrab)。此词不仅用于被创造出来的生物或事物, 也集体地用于他们种类, 以致当人们说  �
 � �7� ��	��8��  (‘Alamul-Ins) 即人类的世界, 或  �
 	 �9� ��	����:	�  (‘Alamul Hayawan) 即动物王国。  �"��	� �6 �1	2  这个词只是不用以指示有理性的生物--------人与天使。«古兰经» 中此词用于一切被创造的事物 (26:24-29 与 41:10)。有时当然此词用于某一受限制的意思 (2:123)。这里, 此词用于最广泛的意义, 意指 “除安拉以外的一切”, 也就是包括天体--------太阳、月亮、星星等在内的生物与非生物。 6A
  	�; 	� (Rabba) 这个动词的意思是: 他支配此事; 他增加, 发展, 改进与完成这件事情; 他支持与照料。这样  <�= 	� 的意思是: (a) 养主、主宰、创造主; (b) 立他者与养育者; (c) 使事物逐渐趋向完美之主 (Mufradat 与 Lane)。当它与其他词连用时, 它可用于人或生物而不用于安拉。 

“一切赞颂, 都归安拉。” 这句话比 “我赞颂安拉” 的意义要广泛与深刻得多, 因为人们只能依照他们的认识来赞颂安拉, 但是 “一切赞颂, 都归安拉” 这句不仅包含人们所认识的赞颂, 而且也包括人们所不认识的赞颂。不受人们不完全的了解或认识的限制, 安拉永远是值得赞颂的。而且, 5 �1	 �9	� 这个词是一个不定式, 它既可被解释为主语也可解释为宾语。解释为主语时,  � �� � �� ��� ���� (Al-Hamdu Lillahi) 的意思是, 只有安拉有权给予真正的赞扬。解释为宾语时, 它的意思是, 一切真实的赞颂与每种完整无缺的赞颂全归于安拉。虚词  �)	� (al) 的注解见 5。 这句经文说明世界演变的法则, 即一切事物都在发展而这种发展是渐进的, 且是分阶段被形成的,  <�= 	� 是使事物生长与逐步发展之主。它也指出这一演变的原则并不与信仰安拉相矛盾。但是这里所说的演变过程不是一般理解的 «进化论»。这词被用于一般意义。而且, 这句经文说明这一事实, 即人类为了无限进步被创造出来, 因为  �"��� ��= 	� �6 �1	2  这一措词含有主使万物发展, 从较低到较高阶段, 这只有在每个阶段之后还有另一阶段的连续不绝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的。 7 在  �� �� �� ��  语句中,  	� � �� 	�
��  与  	� �� �� 	�
��  这两常德, 是整章意义的要旨。这里提到这

a
6:2; 6:46; 10:11; 18:2; 29:64; 30:19; 31:26; 34:2; 35:2; 37:183; 39:76; 45:37. 

b
25:61; 26:6; 41:3; 55:2; 59:23. 

c
33:44; 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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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也是) 
a赏罚8

 日9
 的 b主10。  

5.  (安拉啊!) c我们只崇拜 11你, d我们只向你求助。12  
 
 些常德另外有个目的。这里它们被用作  �"��� ��= 	� �6 �1	2  (Rabbul-‘Alamin)与  �� �>:	? �@�2��? � �5�� (Malik-e-Yaumid-Din) 之间的连系语。 8

  	� �? � �5��  (Ad-Din) 的意思是: 报酬或报答; 审判或清算; 统治或管辖; 服从; 宗教等(Lane)。 9
 > �:	? (Yaum) 的意思是: 绝对的时间; 从日出至日落的一天; 现时 (Aqrab)。 10
  ��@�2  (Malik) 的意思是: 主人, 或对一事物拥有所有权者并有权按他的意思对待与处理它者 (Aqrab)。 安拉的这四个常德, 即 “所有世界的养主”, “无限博爱的主”, “永久仁慈的主” 与 “赏罚日子的主” 是基本常德。其他常德仅阐明和作为这四种常德的一种解释。这四大常德像是万能的安拉的宝座坐落在它们之上的四根大支柱。 上述四大常德排列的次序清楚地显示了安拉如何对人类表示他的常德。 ��= 	� �"��� �6 �1	2  (所有世界的养主) 这一常德意为安拉创造了人类, 随即创造人类精神进步与发展所需的环境。  	� � �� 	�
��  (无限博爱的主) 这一常德接着就开始出现, 通过这一常德, 可以这么说, 安拉授给人类道德与精神发展所需的手段后,  	� �� �� 	�
��  (永久仁慈的主) 开始行动来对他们的行为作出报答。最后,  �� �? � �5�� �>:	? �@�2�  (赏罚日子的主) 产生人类劳动最后与总合的结果; 这一过程就完成了。虽然最终与完美的结算将会在后世赏罚时候发生, 但赏罚的过程即使在今生已在进行, 其区别是: 在今生人类的行动经常由其他人、帝王、统治者等等来判断与报答; 因此总会有错误的可能性。可是在后世的赏罚日, 安拉的统治是全部的与绝对的, 报答之权完全掌握在安拉的手中。不会有错误, 不会有不当的惩罚或酬报。“主” 这个词的使用, 也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 主不像一个法官那样必须严格依照一条规定的法律作出他的判决。做为主, 他能在任何地方并且以他所喜爱的任何方式宽恕和赐予慈悲。  	���? � �5�  (Ad-Din) 的意义如果作为 “宗教” 解, “宗教时代的主” 这句话就意指在一门真实的宗教被揭示时, 人类目睹安拉的权能与旨意非凡的表现, 而且当这门宗教衰落时, 宇宙看来似乎在机械性地运行着, 没有一个创造者或主宰的控制或调节管理。 11
  �- 	, 	���  (‘Ibadah) 表示完全与极度的谦卑、归顺、服从与服务。它也含有信仰安拉的独一性并为之作证的意思。此词也表示接受一件事物的印象。在此意义上,  �- 	��,�  的意思会是, 接受安拉的常德的影响并在一个人身上吸收与反映这些常德。 12
 “我们只崇拜你” 这句话被放在 “只向你求助” 之前, 意指在人们意识到安拉的伟大的常德后, 他们第一个情不自禁的行动是崇拜安拉。求安拉帮助的想法发生在对安拉崇拜的心情之后。人们想要崇拜安拉而且觉得这样做必须求得安拉的帮助。经文中使用复数, 要人注意极为重要的两点: (a) 在这个世界中人不是孤独的而是环绕在他周围的社会的一部分和几个人的。因此他应该试图不是

a
51:13; 74:47; 82:18, 19; 83:7. 

d
48:15. 

c
11:3; 12:41; 16:37; 17:24; 41:38. 

d
2:46, 154; 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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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求你带领我们走上 a正道,13  
7.  

b曾蒙你施恩者的道,14不是 c遭恼怒者的道, 也不是 d 迷误者的道。15  
 
 一个人走上而是带着其他人一起走上安拉的道路; (b) 除非人们改革他们的环境, 他们就不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 在起先四节经文中谈及安拉时用的是第三人称, 而在这节经文中, 安拉突然被称作第二人称。对安拉常德的研讨, 会在人们心中产生见他们创造主这样一个不可抑止的渴望以及要全心全意地献身给主这样一个强烈的意愿。为了满足心灵中这一渴望, 在起先四节经文中所用的第三人称, 在这节经文中被改成了第二人称。 13 这个祈祷文包括人类需要的一切方面--------物质与精神的, 现在与将来的。信者祈祷被引上正道--------最短的。有时安拉向他们指点出正道与短的道, 但他们没有走上此道, 或者他们走上了此道, 但没有坚持下去而沿着此道走到底。祈祷文要求信者不要满足于仅仅被指引一条道路, 或甚至已被引上这条道路, 但要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直到他们达到目的地。这就是  	5 �A�	?�  (Hidayah) 的重大意义, 它的意思是:指示正道 (90:11), 带领正道 (29:70), 使人遵循正道 (7:44), (  	� 	
 �� �� � , 

Mufradat 与 3� 		�, Baqa’)。事实上, 人每时每刻与每一步都需要安拉的帮助; 绝对重要的是, 他们应该不断地向安拉作经文中所体现的祈祷。因此, 必需不断地祈祷。只要我们尚未达到的要求和尚未满足和尚未完成的目标, 我们就需要祈祷。 14 一个真正的信者并不满足于仅仅被引上正道或做了某些正义的行动。他把自己的目标定得高得多并试图达到安拉开始赐与其仆人他的特别恩惠的境地。他希望获得安拉恩惠的选民的那些榜样并从他们那里得到鼓舞。他甚至不停留在这种地位, 而竭力争取并祈祷成为安拉 “所赐恩惠的那些人” 中的一员。那些安拉 “所帮助的人” 在 4:70 中已提及。这一经文是一般的并不求任何个别的恩惠。信者祈求安拉给他精神上以最高的恩惠, 但由安拉来决定授与他以安拉认为是适当的以及信者应得的恩惠。 15
  	���	��	 �B�  这一章在词句的安排上呈现出一种优美的顺序。它被分为两半。前半部分与安拉有关, 后半部分与人有关, 而且每一部分中不同文句以非凡的形式相互对应。相对于前半部分中代表拥有一切高贵的常德之主的名字安拉而言, 我们在后半部分中有 “我们只崇拜你” 这句话。信者一想及安拉是超脱一切缺点而拥有一切真善美的常德时, 自然地从他们心灵深处发出: “我们只崇拜你” 的呼声。相对于 “所有世界的养主” 这种常德而言, 后半部分中就有 “我们只向你求助” 这句话。当一个穆斯林知道, 安拉是所有世界的创造者, 立他者, 也是一切发展的泉源时, 他立即祈求安拉的保护, 他说: “我们只向你求助”。然后, 相对于  	� � �� 	�
��  (无限博爱者) 这一常德, 即无数幸福的赐予者以及我们所有需要事物的慷慨提供者而言, 后半部分就有 “求你带领我们走上正道” 这句话; 因为提供给人

a
19:37; 36:62; 42:53, 54. 

b
4:70; 5:21; 19:59. 

c
2:62, 91; 3:113; 5:61, 79. 

d
3:91; 5:78; 1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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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大幸福是安拉通过他的使者用下降启示的方法向人提供的引导。相对于第一部分中  	� �� �� 	�
��  (永久仁慈者), 即赐予人们各种行动以最高报酬之安拉所恩惠的仆人以各种应得的幸福的安拉就是  	� �� �� 	�
��  (永久仁慈者)。再者, 相对于 “赏罚日的主” 而言, 我们说 “不是遭恼怒者的道, 也不是迷误者的道”。当人们思及表现向安拉交待他们的行为时, 他们害怕失败; 这样, 想到 “赏罚的主” 这一常德时, 他们开始向安拉祈祷从安拉的恼怒中解救出来以及从迷误者的路中解救出来。 这一祈祷文的另一特点是, 它非常自然地诉诸人们内在的天性。人类天性中引起服从的基本动机有两个, 热爱和惧怕。爱可以使有些人受到感动, 惧可以使另一些人受到感动。爱的动机当然更高尚, 但可能有人--------确实有人--------爱对他们没有感染力。他们只是为了畏惧而服从。在 «开端» 一章中, 对以上这两种人的动机都具有感染力。先是安拉的唤起爱的那些常德: “所有世界的创造主”与“立他者”、“无限博爱的主” 与 “永久仁慈的主”。然后, 像经文中那样, 随之而来的是 “赏罚日的主” 这一常德, 它提醒人们假如不迁善改过和不对爱作出反应, 他们就得准备在安拉的面前汇报他们的行为。这样, 爱的动机与惧怕的动机一起发挥作用。可是由于安拉的仁慈远远超过安拉的恼怒, 即使在这惟一能引起畏惧的基本常德中也还留有仁慈性。事实上, 这里安拉的仁慈也还是超过安拉的恼怒, 因为这一常德含蓄着: 我们不是在一个法官前面站着而是来到安拉的面前, 安拉有权宽恕, 安拉将在惩罚是绝对必需时才惩罚。 简言之, «开端章» 是一座奇妙的精神知识宝库。它是具有七节简明经文的一个短章, 但它却是一座真正的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它是 «古兰经» 真正的精华, 堪称 “«古兰经»之母”。以一切幸福的泉源--------安拉的名字开始, 这一章又叙述了安拉的四种基本常德: (1) 所有世界的创造主与立他者; (2) 无限博爱的主, 即使在人们出生以前而且并未为他们需要的事物出过力的情况下就提供人们他们所需的一切事物的主; (3) 永久仁慈的主, 决定给人们可能做到的最好劳动成果以最慷慨的酬报的主; 以及 (4) 赏罚日的主, 在他面前所有的人将得汇报他们的行为的主, 主将惩罚那些邪恶者但不是仅以一个法官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恩威并施主宰的身份来对待那些人, 而且在认为宽恕会产生良好效果时, 他就热诚地给与宽恕。这就是 «古兰经» 在一开始就给伊斯兰教的安拉所描绘的写照--------一位有无限能力和主权的主与无限博爱与永久仁慈的主。然后是人的宣言: 他们的安拉是如此高贵常德的拥有者, 他们乐于甚至渴望崇拜安拉并且以无限恭敬的心情拜倒在安拉的脚下; 但安拉知道人是软弱而常犯错误的, 因此慈悲地告诫他的仆人在他前进的每一步以及每次他遇到困难时, 求安拉的帮助。最后是一段包罗丰富、意义深远的祈祷词。在这一祈祷祷词中人祈求创造主在精神或物质的以及与他们现在或将来的需要有关的一切事物中引他们走上正路。他们向主祈祷, 他们不仅会成功地经受所有考验而且像安拉的 “选民” 那样光荣地经受住考验并成为主的最丰富的恩惠领受者; 他们会像以前许多人做过的那样永远沿着正路一步步走下去, 不会走上迷路, 越走越向他们的造化和养育的主宰靠近。这就是 «古兰经» 的 «开端章» 的主题, 以各种形式在这本神圣经典中不断地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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