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7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安安安安••••尼萨尼萨尼萨尼萨 (AN-NISA’) 妇女妇女妇女妇女 伊历纪元后启示 启示的日期与上下文启示的日期与上下文启示的日期与上下文启示的日期与上下文 此章名为 «妇女» 章, 是非常得体的。因为它主要述及妇女的权利与责任, 也述及她们的社会地位与位置。它是在吴候德( �� ����, Uhud) 战役之后即伊历纪元第三至第五年之间在麦地那启示的。它的主题主要述及该战役之后留下的大量孤儿寡妇。穆斯林和欧洲的学者都同意这一点。不过, 诺尔德克 (Noldeke, 一个伟大的德国东方学家) 倾向于把这章的某几节经文看作是在麦加启示的, 因为按照他的看法在那些经文中 “犹太人被称为友善的人物”, 因为他们还没有同穆斯林开始冲突。惠里 (Wherry) 以为在第 134节经文中说的 “哦, 人们” 这句话告诉人们至少这节经文是在麦加启示的, 因为这种称呼只有在麦加启示的几章中才被使用。不过, 假如不管一切证据都证实与此相反, 只要某一节经文中用了 “哦, 人们” 这句话, 那么, 这节经文就肯定启示于麦加。这种说法也未免过于武断。事实是由于当时麦加的信者为数甚少, 尚未结成明显而独立的社团, 只启示了少数的经律, 麦加人--------信者与不信者--------一起被称为 “哦, 人们”。可是当穆圣移居麦地那以后, 启示了很多经律, 一个与不信者显然不同而独立的信者社团组织就开始形成。对他们就称呼为 “哦, 你们这些信仰的人”。但是对信者不信者的总称呼还是用 “哦, 人们” 这一用语。 此章与前一章的关系在于前一章的主题之一还述及吴侯德战役;而此章述及该战役所引起的各种问题。此章大量叙述了麦地那的犹太人以及伪信者的阴谋诡计, 他们在吴候德战役后看到伊所兰教在那块土地上获得了很大的权力, 就集合他们所有资源, 想作最后一次努力来彻底摧毁伊斯兰教。在某种意义上, 本章对前一章的主题作了一些引伸, 推翻基督受难这一基督教基本教义, 证实伊撒并不是死在十字架上的。 主题概要主题概要主题概要主题概要 像在 «仪姆兰家属» 一章中一样, 基督教基本教义也是本章主题之一。但本章以较大篇幅对伊斯兰与基督两门宗教的各种教义作详细的比较, 特别述及基督教在后期的进步与统治。在基督教后期,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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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的作者与发言人大肆声称说伊斯兰教降低妇女的地位, 使她们的地位远低于男人的地位。本章大部分述及关于妇女的各种问题。只要对 «古兰经» 中关于妇女方面的教导纵览一番, 即可证实即使在这方面 «古兰经» 的教导也远胜于基督教的教导。而且由于关于孤儿论题与妇女论题关系密切, 本章对此也作了特殊的论述, 这是对保卫孤儿与妇女权利的首次启示。不仅给予妇女一切合法享有的权利, 尤其是享有继承权, 而且宣告她们是她们财产的惟一主人和决定人。本章中第二个主题述及伪信者。由于基督教在后期获得了世界范围的优势, 许多穆斯林在基督教政府下生活, 受基督教统治者的压制以及害怕基督教徒批判伊斯兰教, 他们对自己信奉的宗教采取虚假的态度。本章在论述妇女这一题目的同时也论述了虚假性这一题目, 并深刻地谈到了伪信者在精神与道德上会堕落。伪信者受到警告, 他们将遭受耻辱, 因为他们害怕世人甚于害怕他们的创造主。本章在结束前述及伊撒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主题并且着重指出并令人信服地证实对伊撒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信念是完全虚假而毫无根据的。像其他人一样, 伊撒是善终的。这一虚假的教义为历史上许多被证实了的事实所揭露, 即使 «新约全书» 也不支持这一教义。本章结束时简短地重提了  ���� ���	  (Kalalah, 无后者) 这一主题, 要人们注意伊撒在精神方面的无后性。由于在伊撒之后没有后继的使者, 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无后者。先知品位已由以色列家族转移给伊司马仪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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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安安安安••••尼萨尼萨尼萨尼萨 (AN-NISA’) 妇女妇女妇女妇女 全章共 177 节, 麦地那下降 
1.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2.  众人啊! 

a敬畏你们的养主吧!
b他从一个人308 创造了你们, 又从其同类创造其配偶,309 继而从其一对夫妇繁衍了许多男女; 要敬畏安拉! (因为) 你们藉他的尊名互相求助; 特别在亲戚之间 (的事务上, 要有敬畏精神)。真的, 安拉是你们的看护者。  
3.  

c要归还孤儿的财产, 不要以坏的 (财产) 替换好的 (财产), 不要把他们的财富合并到你们的财富
 308

 “一个人” 可以指: (1) 阿丹; (2) 视为一体的男女, 因两件事物联合了起着一个作用时, 可以称之为一个整体; (3) 视为分开的男女, 因为可以说人类是从 “一个人” 中创造出来的, 那是因为, 每个人都是从男人即 “单人” 的精子中被创造出来的, 也是由女人即也是 “单人” 生出来的。 309 这字句意思并非说妇女是从男子的身体里创造出来的, 而是说妇女和男子同属一类, 具有和男子同样的才智和脾性。哈娲 (夏娃) 是由阿丹 (亚当) 的肋骨创造出来的这一想法似乎是穆圣的一句话引起的, 即 “妇女是由肋骨创造出来的, 肋骨的最弯曲部分也必定是最高的部分。你使劲将它拉直, 它最易断裂” (  � �� � ��� �	 �
 � ������ 	
� ��� , Bukhari Kitabun-Nikah)。这句话只是反对而不是赞成上述观点。因为这话并未提到哈娲, 而只是谈到所有的妇女。因此很清楚, 每个妇女都不是由肋骨创造出来的。上面穆圣的这句话中所用的肋骨这个词意味着某种不直接显露的行为举止。该词本身含义是弯曲{  � � ���  (Bihar) 和  �� � ���  (Muhit)}。事实上, 该词指妇女的某种特点--------佯装生气和做作撒娇。在这句话中把 “不直接显露” 说成是妇女性格中最主要而合适的特征。有些人把妇女佯装生气当作真的生气, 因而态度生硬地对待她们。实际上,他们毁掉了妇女个性中最吸引人、最得人欢心的方面。 

a33:71; 59:19. b7:190; 16:73; 30:22; 39:7. c4:11,128; 6:153;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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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而侵吞它。这确是大罪。  
4.  假如你们怕不能公平地对待孤儿, 那么, 你们从所喜欢的 (别的) 妇女中, 可以娶两个、三个或四个,310但是 a假如 (也) 怕不能
 310 此节经文很重要。因为在一定条件下, 这儿允许一夫多妻。伊斯兰教允许 

(虽然它肯定不会命令和鼓励) 一个男于同时可娶一至四个妻子。因为给予这种许可是与孤儿问题有关的, 所以应该在关心那个备受忽视的社会阶层的问题的基础上看待这种许可。在某些情况下, 只有按照环境的迫切需要从受监护的女性孤儿或其他女子中娶一个或超过一个妻子, 孤儿的权利才能得到保护。虽然这节经文所提到的一夫多妻与孤儿问题有关, 但是这种婚姻也可能由其它情况而引起, 如通过这种婚姻来纠正一些社会和道德上的弊病。如果只考虑这种婚姻本身的目的, 同意这种婚姻不仅是无可非议的, 而且在某种情况下, 是可取的, 甚至是十分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 不利用这种婚姻制度对个人与社会的利益, 无疑是有害的。根据 «古兰经», 婚姻的目的有四点: (1) 防止身体上、精神上以及道德上的疾病; (2:188; 4:25); (2) 安定精神, 得到爱侣 (30:22); (3) 生育子女; (4) 扩大亲戚的范围 (4:2)。有时候, 娶一个妻子就不能实现一个或全部上述婚姻目的。例如, 一个人的妻子永久病残, 或患上传染病时, 如果他不另娶妻子, 那么, 婚姻的目的就要受挫。实际上他毫无办法, 要么, 另订合法婚约, 要么, 因未能幸运地阻止情欲的侵袭而过着不道德的生活。一个患病的妻子也成不了幸福的伴侣, 因为不论她给丈夫如何有价值的关怀和同情, 但是她与她的丈夫在一起不能在各方面去安定丈夫的精神。同样, 如果妻子碰巧不能生育, 又没有一夫多妻制, 那么, 丈夫子嗣名留的这一完全正常自然要求就不能实现。正是为了满足这种迫切的需要, 伊斯兰教允许一夫多妻制度。如果出于上述任何一个情况, 丈夫与其第一个妻子离婚, 这是对他的一种耻辱。事实上, 一夫多妻的婚姻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与一夫一妻婚姻目的是一样的。在一夫一妻制婚姻不能实现其中的一个或所有目的时, 一夫多妻婚姻就十分必要了。而且, 尽管他已有一个深深地爱着的妻子, 并也已达到了婚姻目的。但也有其他一些理由使某男子必须另娶一个或多个妻子, 那些理由是: (a) 保护孤儿; (b) 使可以结婚的寡妇得到丈夫; (c) 为缺少男子的家庭或社团增补男子。从注释的这节经文中, 我们清楚地看到, 采取一夫多妻制特别是为了将未受人保护的孤儿置于某人的保护之下。此节经文的含意是: 像这些需要受人保护的孤儿的母亲最好与保护人结婚, 这祥, 那保护人与这些孤儿的关系就更加直接与亲密, 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关心他们的福利, 使寡妇们能得到丈夫 (24:33) 是制定一夫多妻制的另一个目的。在穆圣时代, 穆斯林迫于长期的战争。许多人在战争中死去, 留下了没有近亲照顾的寡妇和孤儿。妇女在数量上大为超过男子以及人数非常多的无人照顾的孤儿--------这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鼓励一夫多妻以防止穆斯林社会的道德堕落。最近的两次世界

a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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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对待 (她们), 那么, 只取一妻, 或者娶自己所掌握的 (奴婢)。311 这方法是使你们近于不做不公平的人的。 *  
 大战证明伊斯兰教的这种婚姻制度是有用的。大战撇下了数量非常众多没有丈夫的年轻妇女。确实, 由于两次大战造成男子惊人的死亡, 使西方国家的妇女人数大大超过了男子, 这是目前西方社会道德败坏的原因, 它正在腐蚀西方社会的机体。除了使年轻的寡妇能得到丈夫外, 一夫多妻制的目的还在于应付战后发生的严重形势。战后除了各方面都在衰退外, 国家的男子人数急剧减少到使国家有可能灭亡的危险。人口出生率下降是民族衰亡的重要原因, 只有一夫多妻制能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这种婚姻制度并非如人们所误解的那样, 是为了情欲的发泄。它的本质是需要男子和妇女作出牺牲, 这种牺牲要求个人的一时感情服从社会和国家的更大的利益。 311

  �� ����� � ���� �� ���� �� � �� (Ma Malakat Aimanukum) 这一用语的一般意义是女战俘。她们没有被赎出, 被俘后在穆斯林的拘留和看管之下。因为她们参加战争想摧毁伊斯兰教, 因此理应剥夺她们的自由。在 «古兰经» 中用这一名称, 而不大用  �� �� ���  

(‘Ibad, 奴隶) 和  ������  (Ima’, 女奴隶), 为的要指出这种占有是公正和合法的。  ���� ��  ��� �� (Milku Yamin) 的意思是 “完全和正义的占有” (  ���  �!� , Lisan)。它包括奴隶和女奴隶两种意思。究竟在句中这一用语用在特定的地方意指什么, 须视上下文而定。关于 “他们自己所掌握的” 一语, 有许多误解: 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们自己所掌握的人有什么权利和地位。伊斯兰教毫不含糊地谴责奴隶制。因此, 剥夺一个人 (他或她) 的自由是一种道德上的罪过。除非他或她参加战争来摧毁伊斯兰教或一个伊斯兰国家, 当然要剥夺他们的自由。买卖奴隶也是一种很严重的罪过。伊斯兰教的教导在这点上是十分清楚、毫不含糊和反复强调的, 按照这一教导, 假如有人使另一个人做他的奴隶, 他就对安拉和人类犯了严重的罪行 

{������ � ��� ��"  �	 �
 �#� --------Bukhari, Kitabul-Bai‘ &  ��� �$� --------Da’ud, 由  ��� � �%�	 �&� ��� --------Fathul-

Bari摘录}。值得注意的是, 伊斯兰教在世界上开始建立的时候, 奴隶制是人类 

*社会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每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奴隶。因此, 把一种已经紧密交织在整个人类社会组织之中的制度一下子抹掉而不严重伤害它的道德风气, 这是行不通, 甚至是不明智的。因此, 伊斯兰教力求逐渐地但有效而坚定地废除奴隶制。«古兰经» 制订了以下几条有效的法规以迅速而完善的废除奴隶制: (1) 只能在正规战以后抓战俘; (2) 在战争结束后不能扣留战俘不放, 但是 (3) 作为一种恩惠的表示, 或者可以用交换战俘的方式来释放战俘 (47:5)。但是, 那些由于不适合以上那些条例而得不到自由的不幸的人们, 或者应该留在他们的穆斯林主人那里的人, 可以和他们的主人书写一个赎身合同 (24:34)。这样的话, 如果一个女人在上述性质的情况下作了战俘, 丧失了自由, 成为  ���� ��  ��� ��  (Milku Yamin), 她不能在交换战俘中获释, 政府的困境也不许可其以恩惠的表示而立即释放她, 她的政府或人们也不来赎买她, 她也不寻求和主人书立合同来买她的自由, 那么,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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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道德起见, 他的主人在没有她事先同意的情况下娶了她, 有什么可以反对或有意见的呢? 至于没有和一个女战俘或奴隶结婚而发生性关系, 这在 «古兰经» 任何一节经文中也没有说过可以这么做。«古兰经» 不仅认为没有正式结婚是不可以把女战俘当妻子对待, 而且有清楚而确定的命令, 这些战俘像自由的妇女一样, 必须结了婚才能作为妻子。其中惟一的区别是社会地位的暂时的差别。由于她们参加反对伊斯兰教的战争而丧失了婚前同意的权利, 因此和她们结婚不必考虑像对自由妇女那样去徵求她们事先的同意。因此  �� ���� � � �  �� ����� � �	�
  (Ma Malakat 

Aimanukum) 这一用语意指女战俘。按照 «古兰经», 无论如何也不会支持这样的看法, 说伊斯兰教批准非法同居。除了这节经文外, 至少还有其它四节经文以清楚而明确的条文制定了女战俘不应常处于不结婚状态中 (2:222; 4:4; 4:26; 24:33)。穆圣在这点也是态度非常鲜明的, 据记载他曾经说过, “如果某一个人有一个年幼的女奴隶, 他给她以正当的教育, 并用适当方式把她扶养成人, 然后解放并娶她为妻, 对他来说, 这是双重的报答” (  ��
��� �"   ���� ����  ����� ��  Bukhari, Kitabul-‘Ilm)。穆圣这一说法的意思是, 如果一个穆斯林想要娶女奴隶为妻, 他必须先解放她, 然后娶她。穆圣自己的做法与这一训律十分符合。他的两个妻子朱伟里亚  (#�$ �%�$ �& �', 

Juwairiyah) 和萨菲亚 (#�() �* �+, Safiyyah) 就是作为战俘而来到他那里的。她们是他的  ���� �  ��� �	  (Milku Yamin)。但他按照伊斯兰教的律令娶了她们。他也娶了  �#�$ ���  

(Mariyah), 她是埃及国王送给他的, 她享有像穆圣其他妻子那样的自由的地位。她戴上头盖, 并也被视为 “穆民之母”。«古兰经» 说得很清楚, 有关婚姻的律令适用于 “你们自己所掌握的 (奴婢)” 就像适用于 “穆圣姑父母、舅父母和姨父母的女儿” 那样。她们两个人都是结婚后才作为妻子的。以上所说的三类妇女都是通过结婚对穆圣才是合法的 (33:51)。还有, “禁止你们娶已婚的妇女, 除非你们具有所有权的,” (4:25) 这节经文连同上一节经文都述及到, 如果一个男人娶这种女人 (其中包括已婚的女人), 那是不合法的。但这里有个例外, 在宗教战争中被俘的那些已婚妇女宁愿留在穆斯林那里, 是可以同她们的主人结婚的。她们不愿回到以前丈夫那里去的这一事实被认为等于解除了她们过去的婚约。 

    这方面, 顺便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不准许同一个女奴隶在禁止范围内的这样一些女亲属 (相应于一个自由妇女的那些亲属) 结婚。例如: 奴隶妻子的母亲、姐妹、女儿等是不能结婚的。要进一步讲清楚的是, 由于启示那个时候的环境, «古兰经» 必须区别两种妇女的社会地位。那种区别用 , �- �. (Zauj, 娶自由的妇女) 和  �� � ��  ��� �	  (Milku Yamin, 娶奴隶奴女) 等词来表达。前者意味着夫妻间是平等的, 而后者意味着妻子的地位要差一些。不过, 那是暂时的。«古兰经» 和穆圣极力劝告, 必须先给女奴隶完全的自由和地位, 然后娶她们。穆圣就是这样做的。此外, 伊斯兰教不准许在一般战争中俘虏妇女作为奴隶。未徵得一个女奴隶的事先同意而和她结婚, 只是在以下的情况下才可以: 敌对国先发动反对伊斯兰教的宗教战争, 想消灭伊斯兰教, 并在剑尖下强迫穆斯林放弃他们的宗教, 然后把他们的俘虏--------男的或女的--------作为奴隶对待, 就像在穆圣时代他们做的那样。那时, 敌人抓去穆斯林妇女作为俘虏并把他们当作奴隶看待。伊斯兰教的命令只是一种报复措施, 就其真实的性质来说, 它的时间是短暂的。它也具有保护被俘妇女德行的意义。现在那些条件已不复存在。现在没有宗教战争, 因此没有战俘被当作奴隶或女奴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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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你们要心甘情愿地把妇女的聘礼赠送给她们。但她们若心甘情愿地让与你们一部分聘礼, 那么,当你们体会到那是有乐趣的, 带来善终的, 你们就享用它好了。  

6.  不要把你们的财富交给不懂事务的人。这财富是安拉用以维持你们的生计的, 你们当用它供给他们的衣食, 并要对他们说适当 (优美) 的言语。  
7.  要经常考验孤儿  (的理解能力), 直到他们达到婚姻年龄。当发现他们有了 (处理产财的) 能力时, 便当把他们的财产归还他们 ;不要因为怕他们长大 , 而浪费、迅速地吞食他们的财产。富裕的人, 应当完全避免 (使用这项财产), 贫穷的人应当适当地使用它。当你们把他们的财产归还他们时 , 应当请人在他们之前作证。安拉作为计算者, 就够了。  
8.  

b 男子应得父母和近亲遗产的一分, 女子也应得父母和近亲遗产的一分, (无论) 其 (遗产) 多少, 而所分份额是 (安拉) 已固定了的。312  
 312 伊斯兰教遗产继承法是以此节经文为基础的。它确定了男女社会平等的原则。男女双方都有权恰当分享财产。详细条例在以下几节经文中提及。 

 

a4:25-26; 60:11. b4:34. 



第四章 AN-NISA’    妇女妇女妇女妇女 卷四 

174 

9.  分配 (遗产) 时, 如有 (别的) 亲戚、孤儿和穷人 313在场, 你们要有一些遗产周济他们, 且要以温和有礼的言词同他们说话。  
10.  凡惧怕如果他们身后遗下了幼弱的子女, 怎样处理这善后问题的, 他们 (在处理别人的孤儿的事务中) 也当畏惧安拉, 说正直的言语。  
11.  

a 凡非法吞没孤儿的财富者 ,简直就是吞火入腹。他们一定进入烈火中。 

 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12.  安拉训令你们关于你们子女
(的继承权): 

b一男得二女应得份额; 如果 (死者) 有两个以上的女儿, 那么, 她们共得遗产的三分之二; 倘使只有一个女儿, 那么, 她得二分之一; 要是死者有子女, 那么 , 其父母各得遗产的六分之一。要是没有子女, 只有父母继承遗产, 那么, 母亲得其三分之一。假设 (死者) 有几个兄弟 (姐妹), 那么, 他母亲得六分之一。这种遗产分配要在交付死者所嘱咐的遗赠和清还死者所欠债务之后才能实施。你们不知在你们父
 313 此处 “其他亲属、孤儿和穷人” 指远亲、孤儿和穷人。由于他们不是死者的合法继承人, 无权接受他的财产。虽然此节经文没有规定给予他们合法的继承权, 但是劝勉穆斯林在订立遗嘱分配财产时, 给他们留出一部分财产。 

a4:3. b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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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和你们的子女之间, 谁是对你们更有益处的。这是安拉降下的律令。314 安 拉是全 知的 , 全智的。  
13.  如果你们的妻子没有子女, 你们应得她们遗产的二分之一; 如果她们有子女, 你们应得其财产的四分之一。在分配财产前, 须先交付死者所嘱咐的赠礼和清偿
 314 这节经文规定一个死者的近亲不论男女或出生的先后应得他遗产的份额。儿女、双亲、丈夫与妻子是主要继承人, 如果他们活着,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应得自己的一份, 其他有名份的亲戚只能在特殊情况下得到他们的一份。男的比女的应得的份额要多一倍, 因为他们负责维持家计 ( �3� �' ��, Ma‘ani, ii.P.32)。这节经文开始时制定关于子女所得份额的比例的一般法则。一个儿子应得等于两个女儿的份额。因此, 凡是儿子和女儿都有的情况下, 就按这一法则办事。如果只有女儿而没有儿子, 经文规定把遗产的三分之二分给两个以上的女儿; 把二分之一给独生女。如果是两个女儿那应该分得多少, 经文没明确说明。但此句中用一个连接词 4 (fa, 但是), “但是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女儿”, 这清楚地指出两个女儿已包括在前面 “两个女儿” 这几个字中。而且两个女人应得的份数可以在这节经文开始时所说的男女应得份数的比例中推想出来。按照那个比例, 一个儿子可得两个女儿的份数。因此, 如果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那个儿子可得三分之二的遗产。可是, 由于一个儿子可得等于 “两个女儿” 的份额, 因此没有儿子而有两个女儿的情况下可得三分之二, 即等于经文明确说明给三个女儿相同的份额。因此, 这节经文的结构表明, 如果死者有两个女儿而没有儿子, 她们像有三个女儿的情况那样也可得三分之二的遗产。假如 «古兰经» 的这一句并不指两个女儿应得的份额, 那么, 这句用字就应该像这样, “一个男人应得一个女人两倍的份额”, 而不是像现在那样的句子。关于双亲的份额经文中谈了三种情况: (1) 如果一个人死了留下一个或几个儿女, 那么, 父母亲中每个人应得六分之一。(2) 如果一个人死后无儿女, 他的父母是惟一继承人 (死者没有妻子或丈夫), 那么, 母亲应得三分之一的财产, 其馀的三分之二归父亲所有。(3) 还有第三种情况, 实际上是第二种情况的例外。一个人死后无嗣, 他的父母亲是惟一的继承人, 但他有兄弟姐妹, 那么, 虽然他的兄弟姐妹不能继承他的财产, 但他们的存在会影响他父母亲的份额, 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 母亲将得六分之一 (不是像第二种情况那样得三份之一), 其余的六分之五归父亲所有。父亲在这种情况下被授予较大的份额的理由是, 父亲还要负担死者兄弟姐妹的生活。关于继承权的这一论题, 在随后的经文中继续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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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所欠的债务。如果你们没有子女, 你们的妻子得你们遗产的四分之一; 如果有子女, 她们得其八分之一。在分配财产前, 先得交付死者所嘱咐的赠礼和清偿所欠的债务。a 假若被继承的男子或女子没有父母子女,315 但有一个兄弟或一个姐妹, 那么, 他或她各得其遗产的六分之一; 假如被继承者有更多的兄弟姐妹, 那么, 他们和她们均分遗产的三分之一。在分配遗产前, 先得交付死者嘱咐的赠礼或归还所欠的债务。(在这个分配中) 不要立意损害任何人。316 这是安拉发出的禁 令。安拉 是全知的 , 容忍的。  
14.  这些是安拉 (所固定) 的规范, 
b凡服从安拉和其使者的, 

c安拉将
 315

  ���� ���� (Kalalah) 是 (1) 一个身后没有父母, 也没有子女的人; (2) 一个既没有父亲, 也没有儿子的人。根据伊本•阿巴斯的解释, 他是一个没有儿子的人, 不管他的父亲是否活着。因此这里是该词的第三个词义 (Lane &  �� �� �� ��	
 , Mufradat) 

Kalalah 的兄弟姐妹归三类: 第一类, 真正的兄弟姐妹--------同父母的子女 (这类兄弟姐妹从法律方面说称之为  �� ���
 ��  --------A‘yani); 第二类, 单属父亲一方的兄弟姐妹, 这类兄弟姐妹 (法律上称之为  �	 �
��� --------‘Allati); 第三类, 单属母亲一方的兄弟姐妹, 他 (她) 们的父亲与死者的父亲不是同一父亲 (这类兄弟姐妹法律上称之为  ���� ���
 --------Akhyafi)。在本节经文中所列举的指令正是属于上述最后一类;关于前两类兄弟姐妹的法律将在本章的最后一节经文中提到。分配给上述最后一类兄弟姐妹的份额比分配给前二类兄弟姐妹的份额要少, 理由是这一类兄弟姐妹单属母亲一方, 而另两类兄弟姐妹则属于与死者同一父亲的子女。在作为  ���� ����  (Kalalah) 死去的人的财产中, 兄弟姐妹享有相等的分配份额, 在此情况下, 通常不按二比一之比例。 316
 “不要立意损害任何人” 这句话很重要。意思是偿还债务不应由于分配遗产而受到损害。换句话说, 在分配遗产之前要先偿还债务。 

a4:177. b3:133; 8:21; 33:72. c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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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进入诸河川流不息的天园, 他们将永居其中。这就是极大的成功。 
 

15.  
a 凡不服从安拉和其使者而违犯其规范者, 安拉将使他进入火狱, 他将长居其中, 且将遭受耻辱的惩罚。  段三段三段三段三  

16.  
b你们的妇女中谁犯了丑陋的罪行,317 要从你们 (亲戚或邻人)中召集四人作反对她们的证明;如果他们作证, 那么, 你们就把她们 (的活动) 限制于家中, 直到她们的死期到来, 或者安拉为她们开辟另一条出路。 

 
17.  如果你们之中有两人 318 犯丑陋的罪行, 要惩罚他俩。假若他们
 317在 «古兰经» (7:29; 33:31; 65:2 )中  �� �� ��� �	 (Fahishah) 未必意味着在 24:3中所规定要惩罚的私通或通奸。这一个词是指可能扰乱社会关系及导致破坏社会秩序显著的不正当行为。在本节经文中所指的妇女, 像在下节中所提到犯有类似罪恶而惩罚未确定的男人一样, 是那些除了私通或通奸以外, 犯有邪恶或不道德行为的妇女。这也是阿布•穆斯林 (  �
���  ���� �� �� , Abu Muslim) 和穆甲海德 (  � �� �� ��� , 

Mujahid) 的见解。这类妇女应受禁和其他妇女在一起相处, 直到改过自新或结婚的时候, 结婚是安拉给她们的一条出路。由于所提到的这种罪过是严重的, 必须考虑四个见证, 以免该妇女受屈辱。 318
  �� ������ (Alladhani) 这词未必意指两个男性, 这里所提的特定惩罚方式应由有关当局决定。这节与上节经文所指出的一些罪行, 其惩戒方式都未见载于经典中, 所以要由当局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裁定。本节经文也可指两个男性间反常的犯罪行为或近似的犯罪行为。 

a72:24. b4:20, 26; 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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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罪从善, 要对他们不加追究, 安拉是极接受忏悔的, 永久仁慈的。  
18.  

a 安拉只接受无知之中 319 犯罪, 且又迅速 320 改正者的忏悔。这些人就是安拉对他们施赐仁慈的 (对象)。安拉是全知的, 明哲的。  
19.  (终身) 作奸犯科, 临死时说: 

“我现在确实悔改了” 的人, 
b或者在不信的状况下亡故的人, 他们的忏悔是不被接受的。对于这些人, 我已安排了痛苦的惩罚。 

 
20.  信仰的人啊! 强制地继承妇女的遗产是非法的, 也不要为了夺回来一些你们所给她们的而压迫她们。但 c如果她们犯了明显的丑陋的罪行,321 (则其惩戒的命
 319

 “无知之中” 这词语并不意味着罪犯作恶而不知道在作恶。事实上, 一个人所作的每一恶行是在无知之中, 是缺乏恰当而足够的知识时干下的。传穆圣曾说过, “有一些知识确实是无知的,” 也就是说, 于人有害的知识 (  � � ��� , Bihar)。因此补充了 “无知之中” 一语来指罪恶的性质与哲理, 告诫人们去获得有用的知识以避免罪恶。 320
 “迅速” 这词语在这里的意思是 “在临终前” 下节经文所说的 “那些继续作恶直到面临死亡的人” 证实了这个意思。 321 死者的亲戚不能阻止他的寡妇再婚以求得到她的财产; 但如果她打算嫁一个品质显然可恶的人, 他们可以阻止她结婚。如果这话是对丈夫说的, 本节经文就意味着, 假如妻子不想与其丈夫生活在一起而要与丈夫分居, 她们可以根据 ?�� �6 (Khul‘) 这样做, 丈夫不应出于贪图妻子的钱而阻止分居。可是倘若妻子要

a6:55; 16:120; 24:6. b2:62; 3:92; 47:43. c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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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上面已叙述了)。要友善地对待她们 322。a假如你们不喜欢她们, 那么, (要记着) 这是完全可能的: 你们不喜欢一件东西, 而安拉却已在其中安排了许多幸福。  
21.  倘若你们想娶另一个 (妻子)代替原来的, 即使你们业已给其一万贯家财, 你们也不得从中取回分文。难道你们要以诬告和显然不道德的方法把它取回吗?  
22.  你们已有了夫妻关系, 她们已取了你们的重约, 你们怎能再把它取回?  
23.  不要娶你们的父亲娶过的妇女, 但既已过去的, 就不再追究了。这确是污秽而引人憎恨的行为, 这种风俗太坏了。  段四段四段四段四  

24.  安拉禁止你们娶你们母亲、女儿、姐妹、姑母、姨母、侄女、外甥女、乳母、同乳姐妹、岳母、同过房的妻子带来而抚育在你们家中的继女, 如果你们还没与她们的母亲同房, 那么, 不妨娶她们。安拉还禁止你们娶你们亲生儿子的妻子, 以及同时娶两姐妹, 但既已过去的, 就不再追  
 干出明显的丑事时, 他们可以阻止。 ?�� �6 (Khul‘): 经由交付赔偿或商量, 妻子所获得的离婚权利。 322 据传穆圣说过 , “你们之中最好的人就是对待妻子最好的人。” (� ���� ��, 

Bukhari)。 ��� 	� � 	� ����� (‘Ashiruhunna) 一词属于阿语词律 ������ �� 	� (Mufa‘alah), 表示互惠;夫妻双方都应该和睦相处, 相亲相爱。 

a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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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安拉确是宽恕的, 永久仁慈的。 

 卷五卷五卷五卷五    
25.  (安拉也禁止你们娶) 已婚的妇女, 除非是你们持所有权的 (那些失去自由的战俘)。这是安拉所命令你们的。除了  (上述的)那些以外, 所有的妇女 (在结婚后), 对你们是合法的, 你们可以用财产寻求婚姻对象, 但 (条件是) 不准苟合, 

a而要正式结婚。
(其另一条件是), 如果你们从她们身上获得好处,323你们就 b要把
 323

  ��� � � � ���  ����! � �" (Tamatta‘a bil Mar’ati) 意指他从妇女那里得到暂时的好处。 �?�	 �@�	 �A��� �> ���: (Istamta‘a bi Kadha) 意指他从中长期得益。阿拉伯习俗不允许把  �B��	 �@�	 �A�� 
(Istimt‘a)作 “暂时的关系” 这意思来用于妇女 ( �!� ��� , Lisan)。还可以注意到的是, 正如上面例句中那样, 每当名词  �?�-	 � �C (Tamattu‘) 用来表明妇女的暂时性关系时, 后接置于代表妇女这词之前的介词 # (ba’)。一位阿拉伯诗人说,  �D�: �?�-	 � �C �� � ��� �A � ���	 �. �E �1 ���F  ����� � � �� �9 �G��� �H� �7 �IJ �K �� � �����F  (Tamatt‘a biha ma Sa‘afatka wa la Takun ‘alaika Shajan 

fil Halqi hina Tabinu) (( �A� � �L, Hamasah), 即只要她合你的意, 可从她得益, 但当她与你分离时, 不要让她像骨梗在喉般地成为你经久烦恼的祸根。可是在本节经文中,  �-M �< (Hunna) 这个指妇女们的代词之前置有介词  �M �� (min)。对 (�'�	 �� (Mut‘ah) 的误解, 看来是对   �?�-	 � �C (Tamattu‘) 与  �B��	 �@�	 �A�� (Istimta‘)两词之间的差别未能理解而引起。 ( �!� ��� , Lisan) 的作者引述  �0� �-, �2 (Zajjaj) 说: “由于他们对阿拉伯语的无知, 有些人根据这节经文推断出 (�'�	 �� (Mut‘ah) 的合法性, 而伊斯兰宗教学家之间意见一致, 声称不合法,  �N�: ���	 �'�	 �@�	 �A� � �@ �&  �-M �D�O ��  (Fa-mastamta‘tum bihi Minhunna) 这个词语的简单的意思是依照上述条文所履行的婚姻。” 如果在这里早对 (�'�	 �� (Mut‘ah) 加以注意的话, 所用的介词应该是 # (ba’), 而不是  �M �� (min)。而且, 所用的词是  �?�	 �@�	 �A�� (Istamta‘a), 而不是与此具有不同意义的  �?�-	 � �C (Tamatta‘a)。也不能从  �-M �< �� �+ �,�� 
(Ujurahunna) 这词得出有利于 (�'�	 �� (Mut‘ah) 的推断;  �-M �< �� �+ �,�� (Ujurahunna) 的意思是 “她们的嫁妆”, 这在 «古兰经» 33:51 中也表示过。因此 «古兰经» 断然禁止 

a4:26; 5:6. b4:5; 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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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固定的聘礼交付她们。聘礼固定之后, 如果双方 (夫妇) 同意
(更改), 那么 , 这是对你们无罪的。安拉是全知的, 明哲的。  
26.  凡你们中无力迎娶信仰的自由妇女的, 就让他迎娶你们所掌握的信仰的奴女。安拉最知道你们的信仰 , 你们彼此是有关系的。你们要在获得其主人的许可并按照适当的规例交给她们聘礼, 再与她们订立婚约。她们必须是贞节的, 不可是淫乱的, 也不可是做秘密情人的,。她们 a如在婚后犯不贞节罪行, 当受自由妇女所应受惩的半数。324这 (许可)是为你们怕犯罪的人  (而发出)的。但如果你们忍耐自制, 那对于你们是最好的。安拉是最宽恕的, 永久仁慈的。 

 段五段五段五段五  

27.  
b安拉要向你们阐明你们前人

(好的) 规范, 引导你们效法并对
 (�'�	 �� (Mut‘ah) 并把超出正式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看作通奸。 324本节经文规定了三条重要原则: (a) 女奴应先正式结婚而后才发生夫妻关系。这在 2:222; 4:4; 及 24:33 各章中也明确说明。因此伊斯兰教根除了它诞生以前阿拉伯社会非常盛行的男女非法同居。(b) 如果女奴犯了通奸, 其处罚为自由妇女犯同样罪恶, 打 100鞭子的一半, 这说明用石头砸死并非 (像被误解的那样) 是对通奸的惩罚, 因为用石头砸死是无法减半的。(c) 顺便提一下, 经文似乎指出, 在阿拉伯社会, 结婚的女奴比结婚的自由妇女享有较低的社会地位, 这也许因为女奴曾参加过摧毁伊斯兰教国家的战争。 

a4:16, 20; 24:20. b4:177. 



第四章 AN-NISA’    妇女妇女妇女妇女 卷五 

182 

你们施行仁慈。安拉是全知的, 最明哲的。  
28.  

a 安拉要对你们施行仁慈, 但追随低级情欲的人要你们完全倾向 (罪恶)。  
29.  安拉要减轻你们的负担, (因为) 人的天性是软弱的。325  
30.  信仰的人啊! 除了你们经由双方同意, 以交易赚取钱财外, 千万不可以非法的手段 b 侵吞同人的财产, 也不要杀害你们自己。安拉确是对你们永久仁慈的。  
31.  凡是违法背义地做这种事情的人, 我将把他抛入火狱。这对安拉来说是容易的。  
32.  假如你们 c远离你们所受禁的大恶, 我将消除你们的 (小) 恶。并使你们进入尊贵的境界。  
33.  你们对于 d安拉藉以使你们一些人超越另一些人的 (东西), 不要垂涎。男子按照自己的行为获
 325 安拉启示经典的原因是, 人的天性是懦弱的, 而且自己找不到精神提高的途径。安拉取走了人的这一负担。这节经文驳斥了基督教的赎罪教义, 这个教义以人性的弱点为根据, 拒绝经律  �� ���� �� �	 (Shari‘ah)。伊斯兰教实际上声称, 人性的弱点就是启示经律的理由, 以便有助于人类完成崇高的天命。因此, 经典不是灾祸, 而是帮助, 是幸福。 

a9:104; 33:74; 42:26. b2:189. c42:38; 53:33. d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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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份额, 女子也按照自己的行为获应得份额。你们要祈求安拉赐给你们他的恩典。安拉对于一切事物都是全知的。  
34.  

a 我为每个人都固定了他的遗产继承人。(那继承人) 是他的父母、亲戚及与其缔约的人 (妻子或丈夫)。你们要把他们的 (遗产权) 分交他们。安拉确是一切东西的监护者。  段六段六段六段六  

35.  因为 b安拉在男女间使一些人优於另一些人, 而且他们 (男子为女子) 消费自己的财富, 所以 c男子 (被定) 为女子的监护人326。善良的妇女是服从的, 是赖安拉的护 佑 保 守  ( 丈 夫 的 ) 秘 密 事 务的。你们所担心的不服从的 327妇女, 你们就劝诫她们, 让她们分床328 独居和 (依循需要), 身体地惩罚她们, 329 如果他们听从了你
 326

  ������ �� 	
  (Qawwamun) 源自  ��� � �� � ��	 �
�� ���� (Qama ‘Alal-Mar’ati) 意指他负责赡养妇女; 他保护她。因此,  ������ �� 	
  (Qawwamun) 意指赡养者, 事务管理人; 保护人 

( ��� ���, Lisan)。经文对男人为什么一直作为家庭之主, 说明了两条道理: (a) 他优越的智力与体力; (b) 他是家庭中谋生者和赡养人。因此, 为赡养家庭而谋生计并给钱的他, 处理家事中享有监管的地位, 这是自然而公正的。 327
  �� � ��� � �� ���� ��� � �
�� � �� � �� ��  (Nashazatil-Mar’atu ‘ala Zauji-ha) 意指妇女起来反对她的丈夫; 反抗他; 遗弃他 (Lane &  �� ��� , Taj)。 328这一句话可以解释为 (a) 违避夫妻关系; (b) 分床睡觉; (c) 不与她们讲话。这些办法并不是无限期实行的方法, 因为妻子不可能像东西那样悬挂起来。

(4:130) 按照 «古兰经» 戒绝夫妻关系即实际分离, 最长期限为四个月。(2:227) 如果丈夫认为事情很严重, 他将必须奉行 4:16中所提到的各项条件。 329 据传穆圣说过, 如果一个穆斯林既然非得打他妻子不可, 也不能在她身上

a4:8. b2:238; 4:33. c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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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就不要借故反对她们。安拉确是至高尚的, 至伟大的。  
36.  

a如果你们怕他们 (夫妻) 之间有了分歧, 那么, 要从双方的亲戚中各推定一个公断人。如果他们愿意调解, 安拉必使他们 (夫妻)和睦起来。安拉真是全知的, 洞悉一切的。  
37.  

b要崇拜安拉, 不要把任何东西做成与安拉同等的崇拜对象。要善待父母、亲戚、孤儿、穷人、有亲属关系的邻人、无任何关系的邻人、在你们左右的同伴、旅客和你们手下的人。安拉的确不喜爱骄傲、矜夸的人。 
 

38.  
c 凡自己吝啬又教人吝啬并隐昧安拉以自己的恩惠赐矛他们的人, 我已为 (这些) 不信者安排了耻辱的惩罚。  

39.  至于 d那些为向别人炫耀而消费自己的财产并不信仰安拉和末日的, (他们的结局将是坏的。) 谁拿恶魔做伴侣, 
e谁的伴侣就太坏了。  

 打出伤痕来。(  �> �� �*�F� , Tirmidhi &  ���� �� ��, Muslim) 但打妻子的丈夫总不是你们男人中最好的。( �Q�R �
, Kathir, iii) 
 

a4:129. b6:152; 7:34; 17:24, 25; 23:60. c3:181; 17:30; 25:68. d2:265. e43:37,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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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要是他们信仰安拉和后世并消费安拉所赐与的, 难道会有灾难降在他们身上吗? 安拉是最知道他们的。  
41.  

a 安拉不会亏待任何人一丝一毫。假如谁有善功, 那他将增加
(他的) 善功并亲自赐给他极大的报酬。  
42.  

b当我从每一个民族召来一位证人, 也召你做这些人的证人时, 他们的处境将是怎样的呢?  
43.  那一天, 

c那些不信仰而又违背使者的人将愿望: 如果他们被埋没在地下, 那是那么好啊! 他们将不能对安拉隐瞒任何事物。  段七段七段七段七  

44.  信仰的人啊! 在心神恍忽时, 不要礼拜, 直到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所说的。身体不洁时 (也不要礼拜), 直到你们沐浴, 而旅行时例外, 在疾病或旅途中要是身体不洁或在入厕或性交而得不到水时, 那么, 要以手拍净土摸你们的脸和手以代水净。安拉确是消除
(罪过) 者, 宽恕者。 

 
 

 

 

a10:45; 18:50; 28:85. b16:90. c7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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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难道你们不知道那些得过一部分经典的人的情况? 
a他们选取歧误, 并望你们也丧失正道。 

 
46.  安拉 (比你们) 更知道你们的敌人。作为一个 b朋友, 安拉是足够的!作为一个帮助者, 安拉 (也)是足够的!  
47.  有些犹太人 c改变安拉言语的原位, 而且说: “我们听到了, 但我们违背了。” 又说: “听一听我们的话, 愿 (安拉的语言) 永不被你听到!” 他们还说: 

dَراِعَنا (‘Ra‘ina’-------拉以纳) 。(这话是他们) 扭曲自己的舌头, 诽谤着宗教 (说) 的。如果他们这样说: “我们听到了, 我们信从了。” 并且说: “请听 (我们的话) 并仁慈的关顾我们,” 那么, 这将对他们更好, 更合乎正道。(可是他们不但丧失了这些,)而且由于不信还要遭受安拉的弃绝; 所以他们只有少数的人是信仰的。 
 

48.  有经的人啊! 要 (诚实) 信仰我所降下的 («古兰经»), 这是证实你们那里以前 (安拉语言) 的, 以免 e我使你们一些领袖遭受耻辱并把他们赶逐回去或者像 f我弃绝安息日的人一样 , 弃绝他们。安拉的言语都是一定要实现的。  
 

 

 

a4:90. b4:174; 33:18. c2:76; 3:79; 5:42. d2:105. e10:89. f2:66; 4:155; 7:164; 1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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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确实地, 
a 安拉永不宽恕 (你们) 拟定与安拉一样的崇拜对象的 (罪过), 他宽恕他所意欲的人比这较小的 (罪过)。凡拟定与安拉一样的崇拜对象的人 , (要了解) 他已捏造了一件罪大恶极的事。 

 
50.  你知道那些自称清白的人们的状况吗? (他们没有这份权利,)而安拉判定他所意欲的人为清白的 , 

b他们将不受一丝一毫的冤枉。 
 

51.  看啊! 他们怎样关于安拉, 而
c捏造虚伪!这是十分明显的罪过!  段八段八段八段八  

52.  你不知道那些曾受赐过一部分经典的人们的状况吗? 他们信仰无用的东西, (跟从) 作奸犯科者。关于不信的人, 他们说: “这些人比信仰的人是更受领导的。”  
53.  

d这些是安拉所离弃的人, 凡安拉离弃了的人, 你将永不见他有帮助者。  
54.  他们在政府中有份吗? 如果有的话, 他们将不给人民像枣核背部小洞一样小的东西。  
55.  或者他们是嫉妒安拉出于自己的恩典而赐与人们的吗? (如果是这样, 那么,) 我已把经典和智  
 

 

 

a4:117. b4:78,125; 17:72. c5:104; 10:70; 16:117. d2:160; 3:8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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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赐给了伊布拉欣的子孙, 我也赏了他们一个大的王国。  
56.  

a然后他们有些信仰了它 (这新的天经), 有些拒绝了它。火狱的火焰是足够的了!  
57.  那些不信我的迹象的人我即将使他们进入火狱, 每当他们的皮肤被火烧光, 我将给他们另一套皮肤 , 以便他们继续尝受惩戒。安拉确是优胜者, 明哲者。  
58.  

b那些信仰而又做好事的人 , 我将使他们进入诸河川流不息的天园, 他们将永住其中。在那里他们还有纯洁的配偶, 而且我叫他们进入 c丰足的荫凉地方。 
 

59.  安拉确命你们 d把委托的事物330交给有受托资格的人。当你们在人们之间作判断时, 要秉公判断。331 无疑地, 安拉用以劝告你们的好极了! 安拉确是全听的, 全视的。  
 330统治的权威或权力在这里被说成人民的“委托物”, 为的是指出, 这个权属于人民, 不是个人或朝代生来就有的权利。«古兰经» 不赞成王朝的或世袭的统治, 而是另行制定一种代议制的政府。首脑要选举产生; 在选举首脑时, 要告诉人民投票给最称职的人。 331 穆斯林政府的首领及所有受委托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员都必须公正而充分使用他们的权力。 

 

a2:254; 10:41; 61:15. b4:123; 13:30; 14:24; 22:24; 2:26. c13:36; 56:31. d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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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信仰的人啊! 要服从332 安拉, 要服从 (他的) 使者和 a你们中的那些有关当局。b假如你们在任何事务中 (与当局) 意见不同, 要是你们信仰安拉和复生之日, 那么, 你们就把那事归之于安拉和使者 , (在他们的指令下解决分歧。) 这是最佳的 (处世做人方法), 结果也是最好的。  段九段九段九段九  

61.  你没看见那些自称他们业已信仰降示你和你以前的经典的人们的情况吗? 他们想向不服从的人寻求判断, 其实, 他们曾受命不要听从他们, 因为恶魔只愿把他们放入危险的迷误之中。 
 

62.  
c当有人对他们说: “你们来到安拉所降示的 (经典) 和使者那边吧!” 你会看到伪信者对你憎恶地避离。  

 332 为了指出对由法律恰当地指定的权威的服从就是对安拉和安拉的使者的服从, “服从” 这词是重复用在 “安拉” 和 “使者” 这两词前面, 而在那些 “当权的” 字句前面这词是省略的。体现在 “把它交给安拉和安拉的使者” 这句话中的指令可以指统治者之间的分歧, 也可以指被统治者内部的分歧。就前者而言就是, 如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对某事产生不同意见, 就应该按照 «古兰经» 的教导来决定;如意见不能一致就在圣行和圣训中找根据。可是, 如果 «古兰经»、圣行和圣训对此问题均未曾提到, 就应该留待有权处理穆斯林之间事务的当局去解决。这节经文似乎提到了那些特别跟国家大事有关的事情。在这方面的基本指令是, 对权力的完全服从不能超过安拉和他的使者的服从。可是, “如果对于社会问题等有不同意见和争论” 正如经文提及:“如果你们有分歧”, 那么, 应该按伊斯兰经典而不是按任何其它法律。 

 

a4:84. b4:66. c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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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这是为什么呢? 当他们因自己的行为遭遇了灾难, 他们会来见你, 指着安拉发誓说: “我们本来只要亲善和调解。”  
64.  对于这种人, 安拉完全知道他们内心的一切, 所以你避开他们, 劝诫他们, 向他们说些对他们有效力的言语。  
65.  我派遣使者的唯一目的是在于他奉安拉之命受到  (大众的)顺从。当他们亏损了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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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奉你的养主 (尊名) 发出誓言, 除非他们在彼此之间所发生的
(每一) 纠纷中, 都把你当作裁判人, 而后凡是你所判决的, 他们都没有异议, 完全顺从,333 b他们绝对不是信从者。  
67.  假如我命令他们: 

c
“你们牺牲自己的生命,334 或离开你们的家园。” 那么, 除了少数人以外, 他们都不照办。如果他们遵循自己所受规劝的, 那对他们最好, 而且会更增强其坚定力量。  

 333 指令属于穆斯林国家领袖, 穆圣, 因此也可适用于他的得到正确指引的继承者们。 334
  �� �� �� �.���� � �+���	�P�� (Uqtulu Anfusakum) 的意思不是 “杀你们自己” 而是 “杀你们的民众” (2:55), 或者 “为安拉献出你们的生命。” 

a4:111. b4:60. c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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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一定从我这里赐予他们极大的报酬。  
69.  而且 a我一定指引他们正道。  
70.  

b凡是服从安拉和这位使者的人, 他们将属于335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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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71.  这恩典来自安拉, 全知的安拉是足够的。  段十段十段十段十  

72.  信仰的人啊! 为了安全, (随时) 都要戒备。(无论你们) 分做小组出发或者形成大队前进, (身边都须常有自卫措施。)  
73.  确实你们有些人 (在每一个场合) 都一定退居后方, 如果你们
 335 介系  �? �� (ma‘) 表示两人或两人以上在同一地点或同一时间相伴在一起; 或者表示位置、等级或地位相同。如在 9:40 中所示, 这也含有帮助之意 (5��� �* �. ��, 
Mufradat)。此介系词曾在 «古兰经» 中好几次用过, 其意为 “ �7, fi”, 即“其中”的意思 (3:194和 4:147)。 336 这节经文很重要, 因为它描述所有向穆斯林敞开了精神进展的大道。只有听从穆圣才能达到所有这四个精神等级--------先知、正人、殉教者, 及善人。这荣耀只有由穆圣独享。没有别的先知可以与他分享。另一节经文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推论, 那节经文一般性地谈到了众先知说:“信仰安拉和他的使者的人们, 他们在他们的养主面前, 是正人和殉教者” (57:20)。把这两节经文联起来读, 意思就是, 其他先知的信从者只能达到正人、殉教者和善人的等级, 仅此而已, 而穆圣的信从者还能上升到先知的等级。  � �S� �*� � �� �T�  (Baḥrul-Muḥīṭ) 第三卷, 287 页摘引 

( �U �V� ��, Raghib) 的话说: “在这节经文中, 安拉把信从者分成四类, 并为他们指定了四级, 其中有低有高, 他并告诫那些真正的信从者不要落在任何等级的后面。” 这节经文还说, “先知品位有一般的和特殊的两种。特殊的先知品位即携持经律的先知品位, 现在不再能达到, 但一般先知品位还是可以达到的。” 

a19:37; 36:62; 42:53-54. b4:14; 8:25.c1:7; 5:21; 19:59; 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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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了任何不幸, 他们就说: “安拉确对我施了恩惠, 我幸而没与他们同去 (前方)。”  
74.  如果安拉降赐恩典于你们, 他必定说: “但愿我与他们同在, 以便我也获得极大的成功!” 好像他和你们之间没有过任何友谊的关系一样。  
75.  

a凡是放弃现世生活 (幸福) 而选择了将来生活 (幸福) 的人, 他们当为主道战斗。b 凡是在主道上战斗而杀身成仁, 或克敌制胜的, 我将赐与他极大的报酬。  
76.  有些 c衰弱的人 337和妇孺们
(常祈祷着) 说: “我们的养主啊! 求你使我们脱离这个 (充满) 迫害者的城市吧! 求你从你那儿派遣我们的友人, 从你那儿委任我们的援助者吧!” 你们为什么不为主道和这些人参加战斗呢? 

 
77.  信仰的人为安拉之道而战, 不信的人为恶魔之道而战。所以你们当与恶魔的朋友作战, 恶魔的计谋确是脆弱的。 

 
 337 这节经文清楚地证明穆斯林决不会发动敌对行动。他们只是为保卫自己的宗教和挽救自己力量较弱的教友而战。 

a9:111. b9:52. c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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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十一段十一段十一段十一  

78.  难道你没见到那些人? 有人对他们说: “要抑制你们的双手, 要固守拜功, 要交纳天课,” (而他们却倾向战争。) 
a可是当战斗被定为他们的天命时, 有些人却突然开始惧怕人们, 好像他们惧怕安拉一样, 甚至 (他们对人们) 更加惧怕, 于是他们说: “我们的养主啊! 你为什么指令我们战斗? 

b为什么不给我们展缓一会儿?” 你
(对他们) 说: 

c
“现世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 将来的生命对于敬畏的人才是最好的。d你们将不受丝毫冤枉。”  

79.  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 
e死亡都会追上你们, 即使你们在坚固的堡垒中。如果他们获得幸福, 他们就说: “这是安拉所降赐的。”假若他们遭逢祸患 , 他们就说 : 

“这是你召来的。” 你 (告诉他们)说: “(吉凶祸福) 一切都来自安拉, 他们为什么不想理解任何事理呢?”  
80.  凡你所享受的幸福, 都来自安拉。凡你所遭受的不幸, 都是咎由自取。我为了整个人类派遣了你作为使者。安拉作为作证者是足够的了。  
 

 

 

a2:247; 4:67. b14:45; 63:11. c9:38; 57:21. d4:50. e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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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凡是服从使者的, 实际上他已服从安拉。凡是背过脸去的, (要记着) 我并没派遣你做他们的监护者。  
82.  他们说: “服从 (是我们的人生原则;)” 但当他们离开了你, 他们一部分 a却私自反对你所说的策划。凡他们所阴谋的, 安拉都把它一一记录下来。所以你不要理会他们, 而要信托安拉。作为事务的处理者, 安拉是足够的了。  
83.  

b他们为什么不研究 «古兰经»?

(他们不理解) 如果这是出于安拉以外的任何人, 他们必然会在其中发现许多的矛盾。  
84.  每当他们得到平安或惊恐的消息, 他们便传播它。其实, 如果他们把消息报告使者和有关当局, 

c那么, 他们之中能得到正确结论的人会发觉其消息真相。假如没有安拉对你们的恩典和仁慈, 除开少数人以外, 你们都将步恶魔的后尘。  
85.  你要为主道而战斗, 你只负你自己的责任。(你的工作是) 对于信仰的人 d加以鼓励。安拉也许会阻止不信者的战斗力量。安拉具有强的战斗力的, 也是严于惩罚的。  
 

 

 

a4:109. b47:25. c4:60. d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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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谁做公正的说情, 谁将得其一份 (后果); 谁做邪恶的说情, 谁也将得其一份 (后果)。338 安拉对于每一件事物都是强大的。 
 

87.  当别人为你们祷祝时, 你们要为他做更好的祷祝, 或者 (至少)做同样的祷祝。安拉对于一切事物都确是有计算的。  
88.  安拉 (是唯一受拜的真主,) 除他以外 , 再没有值得崇拜的对象。他一定相继集合你们直到复生之日 , 那一天无疑是要到来的。谁比安拉的话还真实呢？  段十二段十二段十二段十二  

89.  关于伪信者, 你们为什么竟然分成了两个团体? 殊不知因为他们所做的 , 安 拉已使他们瓦解了。你们想领导安拉判定为灭亡者走上正道? 凡安拉令其灭亡者, 你永不能为他发现任何出路。  
90.  

a他们奢望你们像他们一样不信, 以便你们与他们成为同类的人。因此, 你们不要与他们为友, 

 338 这节经文意指说情的这一行动不能随随便便;因为那个代人说情的人应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如果他的说情是公正的, 他应得到适当的报酬; 否则, 他应为此而产生的不良后果负责。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与 “公正说情” 有连系的字是 U�� �W�� (Nasib) (一份或规定的一份), 而与 “邪歹的说情” 有连系的字是 X �. �
 (Kifl) 

(相同的一部分)。这就指明, 邪歹的说情所得的惩罚仅仅是与此相同的东西, 而公正的说情所得的善报却没有这样的限制, 而是像安拉规定的那么多, 即大十倍。 

a2:110; 4:45;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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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们为主道迁移。假如他们转变了, 那么, 无论在哪里发现他们, 都要捕杀 339他们; 不要与他们作朋友和帮助者; 
 

91.  而与你们有约的民族的人, 或在畏缩与你们或他们自己的民族作战的心情下而来到你们那里的人, 都是例外。如果安拉愿意, 他一定赐给他们反对你们的力量, 而他们也必定与你们战斗。如果
(现在) 他们躲开你们, 不攻击你们, 并向你们提议和解, 那么, 安拉不允许你们对他们采取什么
(攻击) 行动。  
92.  你们一定见到另一些人, 他们要与你们和平相处, 也与他们自己民族的人相安无事, 但每当他们受促重返迫害 (战争行为) 时,
a他们又轻率地陷入其中。如果他们不躲开你们, 不提议和解, 不停止战斗, 那么, 无论你们在哪里遇见他们, 就捕杀他们。就是这些人, 我已赐给你们制服他们十足的权力。  
 339 由于X�	�P (Qatl) 也有  “与…断绝一切社会接触” 的意思  (2:62),  �� �< �+���	�P�� 
(Uqtuluhum) 这一用语也可以作 “与他们没有关系” 解。这一意义在 “不要把他们当作朋友和帮助者” 这句话中得到证实。 

a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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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十三段十三段十三段十三  

93.  除非是出自错误, 信仰者不应杀害信仰者。凡误杀了信仰的人, 他须释放一个信仰的奴隶, 并得交付被杀者的继承人偿金, 而他们把它当作施舍 (而赦免), 则是例外。如果 (被杀者) 是你们敌对亲族中的一个信仰者, 那么,  

(杀人者将) 要释放一个信仰的奴隶; 如果他 (被杀者) 的宗族与你们之间是有盟约的, 那么, (杀人者将) 要交付被杀者的继承人偿金, 并 a释放一个信仰的奴隶。凡是没有这种力量的, 
b应当不间断地封斋两个月--------这是来自安拉的求恕方法。安拉是全知的, 明哲的。  

94.  
c凡是故意杀死任何信仰者的, 对他的惩罚将是火狱, 他将长期居住其中。安拉将对他发怒, 将离弃他, 并将为他安排极大的惩戒。  

95.  信仰的人啊! 当你们为主道出征时, 
d要做适当的调查, 凡是向你们道祝平安的, 不要对他说: 

“你不是信仰的人。”340 你们寻求现时生活的必需品, 但在安拉那里有很多好的东西。从前你们也是这样, 但安拉施给了你们 (特
 340 一个民族提出和平或向穆斯林表示友善态度时, 后者应该尊重那种态度, 克制敌对行动。而且, 由于麦地那的穆斯林社团在敌对部族的包围之中, 他们受到嘱咐: 凡是以伊斯兰教行礼的方式向他们招呼的人可以推定他是穆斯林, 不经过调查的证明, 不可决定他不是穆斯林。 

a9:5. b58:5. c25:69-70. d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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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恩惠; 所以你们要做适当的调查。安拉对于你们的一切行为是完全知悉的。  
96.  

a无残疾而安坐 (家园) 的信仰者, 与以自己生命财产在主道上奋斗者是不会同等的。安拉使以生命财产为主道奋斗者的等级超越于安坐 (家园) 人们的等级。安拉与所有的人都作了赐给幸福的许约, 而且他以非常大的报酬, 使奋斗者高于安坐者。341 
 

97.  (这里提高的意思是,) 从安拉那里获得很多的等级, (特别的)宽恕和仁慈。安拉是最宽恕的, 永久仁慈的。  段十四段十四段十四段十四  

98.  天使在取了 b那些损害自己者的生命时, 一定向他们说: “你们生前究竟处在什么 (思想) 状况中?” 他们 (避免迁居的人回答)说: “我们在国内被认为是微弱无力的, (所以没有迁移。)” 他们 (天使反问) 说: “难道安拉的大地不
 341这节经文谈及两种信者: (1) 这些信者虔诚地接受伊斯兰教, 力求做到它的教义的要求, 但不参加保卫和宣扬伊斯兰教的斗争。这些人可以说是消极的信者--------经文中叫他们为 “安坐者”。(2) 这些信者不但做到伊斯兰教义的要求, 并且踊跃参与宣扬它的工作。这些人是积极的信者--------经文中把他们称为 “奋斗者” 即 M�) �; �<�� �= (Mujahidin)。但是, 还有第三种信者, 他们虽然没有和他们的弟兄们一起参加对不信者的实际战斗, 但取得和那些参加实际斗争的人相等的酬报。他们和那些为了安拉的事业而战斗的 “奋斗者”--------穆斯林是全心全意的战友; 但是他们的特殊环境--------疾病、贫困等等--------不容许他们亲自出征。 

 

a9:19-20; 57:11. b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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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广阔, 你们不能在其中任意迁移?” 他们的归宿将是火狱。那是多么坏的住所啊！  
99.  至于那些男女和幼小儿童中确实 a赢弱而无力者, 他们既不能做任何计划, 也没有任何出路。他们当然是例外。342  
100.  关于这些人, 安拉将要消除他们的罪过; 因为安拉是最赦罪者, 极宽恕者。  
101.  凡为主道而迁移的人, 他将在大地上发现许多避难之所和丰裕。凡为了安拉和其使者离家迁居而大限临头的人, 他的报酬是由安拉负责, 安拉是最宽恕的, 永久仁慈的。 

 段十五段十五段十五段十五  

102.  假如你们恐怕不信的人使你们遭遇困难, 那么, 当你们在大地上旅行时, 
b减短拜功是对你们无罪的。不信的人确是你们明显的敌人。 

 
103.  当你在他们之间带领他们礼拜时, 他们一组人应当同你一齐站立 (行礼), 并要携带武器。当
 342那些不能移居的信者, 不属于上一节经文所提到的那些人。 

 

a4:76. b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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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叩了头, 他们 (为了守卫) 要站立在你们的背后, 然后叫还没有礼拜的另一组人来同你礼拜, 并令他们保持防御的工具和武器。那些不信的人希望你们疏忽于自己的武器和物资而突然袭击你们。如果你们因为下雨或疾病而感觉艰难, 那么, 放下武器对于你们是无罪的 , 但仍要善加警戒。安拉确为不信者预备了耻辱的惩罚。 

 
104.  当你们完成了拜功, 还要在站着、坐着、斜卧着的时刻 a记念安拉。b当你们脱离了危险, 要按照常规履行拜功。拜功确是信仰者要做的定时天命。  
105.  你们对于搜索这些民族 (敌人), 

c不要怠慢。假如你们遭遇痛苦, 那么, 他们同你们一样也遭遇痛苦。可是你们仰望他们所不仰望的安拉 (仁慈)。安拉确是全知的, 明哲的。  段十六段十六段十六段十六  

106.  我降赐了你包容真理的经典, 
d以便你以安拉所显示你的在  

 

 a3:192.b2:240. c3:147. d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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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 (秉公) 判断。你不要做背信者的辩护人。  
107.  要向安拉祈求宽恕。343 安拉确是最宽恕者, 永久仁慈者。  
108.  你不要为不忠诚于自己的人进行辩护。安拉的确不喜爱背信弃义和惯于犯罪的人。  
109.  那些人躲避人们, 而不躲避安拉。当他们夜间图谋安拉所不喜欢的事情时, 

a安拉是同着他们的。安拉要毁灭他们的一切作为。  
110.  留心听! 就是你们在今世生活中, 为他们辩论, 但复生日, 谁将替他们与安拉辩论, 或谁做他们的保护人?  
111.  凡作恶或损害自己而后 b向安拉求饶的人, 他将见安拉是最宽恕的, 最仁慈的。  
112.  

c作恶的人必将自食其果。安拉确是全知的, 明哲的。  
113.  凡是做了过错, 或犯了罪恶 344而又 d归咎无辜者的, 他担负了诽
 343

  ��� �. �Y�	 �A�� (Istighfar) 是一切精神进步的基本要素。它不仅是口头上祈求宽恕的, 而且要付诸行动, 以去消除缺点与罪过。 344
 ��-. �/ �0 (Khati’ah) (过错) 和 ��Z�� (Ithm) (罪恶) 在这节经文中同时谈及。它们的区别是, 前者可能是有意和无意的, 而且常常只限于行为者本身; 而后者是有 

a4:82. b4:65. c2:287; 99:9. d24:2, 24; 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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谤和明显罪过的担子。  段十七段十七段十七段十七  

114.  如果没有安拉的恩典和仁慈,345 那么, (他们--------敌人必成就他们的恶意,) 
a他们一部分人业已决定使你迷误。但他们只能使他们自己迷误, 不能给你丝毫损害。安拉降赐你经典和智慧, 并 b教你所不知道的。安拉对你的恩典确是极大的。  

115.  除开为了劝人做施舍事业、履行善功和促进 c人间和解以外, 他们的秘密会议多是无益的。凡是获得安拉的喜悦而这样做的人, 我即将给他们很大的报酬。  
116.  凡在明白正道之后而仍反对
(这位) 使者, 并 d遵从不信者的道路的, 我将让他追寻他一向所追寻的东西, 我将把他放在火狱之中。那是多么坏的归宿啊！  
 意的, 而它的范围可能涉及其他人。而且, 前者可以意指对安拉玩忽职责, 而后者常常是既触犯安拉又触犯他人, 因此, 更为严重而应受比前者更大的惩罚。请看 2:82 和 2:174。如果犯了过错或罪恶的人试图归咎无辜, 其犯错误或罪恶的严重性倍增。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企图不仅叫做  ����� ���	 (Buhtan) (诽谤), 也叫做  �
���  ���� ��  (Ithmu Mubin) (明显罪恶)。 345

 � ���� (Fadl) (恩典) 和  �� � �� �� (Rahmah) (仁慈)这两个字有其一般的含义。但有时分别指 “财产” 和 “精神上的恩惠” (2:65)。因此, 这节经文的意思是, 穆圣受到安拉在精神和肉体方面的保护。 

 

a17:74.b42:53; 96:6. c2:225. d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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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十八段十八段十八段十八  

117.  
a 安拉不宽恕把任何受造物作为与他同等的崇拜对象 (的罪过)。凡是较小的罪过, 他想饶恕谁, 就饶恕谁, 

b凡是把 (任何) 受造物当作与安拉一样的崇拜对象者, 他确已远离了正道。  
118.  他们放弃了安拉, 只呼唤一些无生命的假神,346实质上, 他们仅呼唤不服从的恶魔罢了。  
119.  安拉驱逐了他 (恶魔), 他说:
c
“我一定在你的仆人中占取一个固定的部分。”  

120.  我必将使他们迷误, 必将引起他们妄想, 必将命令他们刻牲畜的耳朵, 347必将命令他们改变安拉的创造。348 凡舍弃安拉而与恶魔为友者, 他确已遭受了明显的损失。 
 

121.  
d他 (恶魔) 应允他们, 惹起他们空虚的愿望。恶魔只能允诺他们虚假的事物罢了。  

122.  这样的人将是那些身居火狱的。e他们将找不到逃避它的地方。  
 346

  �\��� �� (Inath) 这个词包括所有虚假的神, 不论是活的或死的。这个词用来表明所有虚假的神是虚弱和无用的。 347 作为他们对虚假的神信仰的一种标志, 阿拉伯人过去常常刻作供奉用的牲畜的耳朵以示与其他牲畜的区别。这种愚蠢的做法, 至今尚见于一些国家。 348
 “改变安拉的创造” 包括以下几种做法: (1) 蔑视安拉的创造; (2) 窜改和腐化安拉的宗教; (3) 使一个初生婴儿的身体变形; 以及 (4) 把安拉为行善而创造的东西改用来做邪恶的事情。 

a4:49. b4:137. c14:23; 17:65. d14:23; 17:75. e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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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我将使 a信仰且行善的人进入河水川流不息的天园, 他们将永居其中。这是安拉真实的许约。谁的话比安拉的话更真实？ 
 

124.  (安拉的报酬) 不会依照你们的愿望, 也不会依照有经人的愿望, 凡是作奸犯科的, 他将得到应得的报答。除了安拉之外, 
b他将不能为自己获得朋友或帮助者。  

125.  
c凡信仰而实行善功的人, 不论男女都将进入天园, 不蒙受丝毫冤屈。  

126.  谁的宗教 (信仰) 比 d完全归顺安拉、圆满实践善功和遵循合乎正道的伊布拉欣的宗教的人, 还要好呢? 安拉曾把伊布拉欣当作特别的朋友。349  
127.  凡在天地之间者都 e是安拉的。 f 安 拉 完 全 知 道每一件事物。  段十九段十九段十九段十九  

128.  人们问你关于 (娶超过一个)妇女 (的法规)。你(对他们) 说: 关于她们 , 安 拉已给过你们许可。在这部经典的另一处, 
g对你

 349 这节经文述及伊斯兰教的要旨: 完全服从安拉的旨意并把个人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完全奉献给安拉而为安拉服务。经文提出伊布拉欣为穆斯林摹仿和学习的真正的榜样。 

a2:26. b4:46; 33:18, 66. c40:41. d2:132. e2:285; 4:132; 10:56; 16:53; 24:65. f41:55; 85:21. g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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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已详述的命令是涉及那些你们不给与固定的权利而要同其结婚的孤女和赢弱而无力的儿童。
(那里你们所受命的是) 你们要公平地对待孤儿。(要记着) 凡你们做的善事安拉确是全知的。 

 
129.  

a假如一个妇女怕受丈夫的虐待或漠不关心, 那么, 他俩利用任何方式来进行和解, 都是对他们无罪的。和解是最好的。人们的心性是倾向于吝啬的。如果你们行善并敬畏 (安拉), 那么, (记着) 凡你们所做的, 安拉都是知悉的。  
130.  无论你们多么想公平待遇, 但在妻子之间 b绝不能公平对待。350不过不要完全倾向 (于一个妻子)
c而遗弃她 (另一个), 像悬挂着的
(东西)。如果你们和解、敬畏 , 那么, 安拉确是宽恕各种罪过的, 永久仁慈的。  
131.  如果他俩分离, 安拉将以他的丰富之德使他俩独立不倚。351
 350 一个丈夫要在几个妻子之间各方面都维持绝对公平的待遇, 那是非人力所能做到的事情; 例如, 爱情出于内心, 不是一个男人可以控制得了的, 不能指望一个丈夫同等地爱他所有的妻子。但他当然能在其他方面相等对待她们。这一点他必须做到。因此, 只要是在他能力范围以内的, 就得相等对待他所有的妻子。这是穆圣亲自对这节经文的解释。 351 如果丈夫和妻子虽然竭尽全力想和睦相处, 但实在觉得难以生活在一起, 非要离异不可, 安拉答应给双方更合适的配偶。可是根据 «古兰经», 离婚是 “在

a4:35. b4:4. c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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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是博施的, 明哲的。  
132.  

a 凡在天地之间者 , 都归安拉。b我确曾嘱咐在你们之前已受赐经典的人和你们, 说: “要敬畏安拉 ! 如果你们不信 , 那么 , 

(要记着,) 凡在天地之间者, 都归安拉。安拉是自足的, 值得赞扬的。”  
133.  天地万物都 c是安拉的。安拉做为监护者, 是足够的。  
134.  人们啊! 如果他 (安拉) 愿意, 他就毁灭你们, 而使别的民族来代替你们。安拉对于这事是具有全能的。  
135.  

d 凡欲在今世获报的, (他们要注意听:) 在安拉那里有今世和后世的 (两种) 报酬。安拉是至听的, 全视的。  段二十段二十段二十段二十  

136.  信者啊! 即使你们的作证不利于你们自己、352 父母和亲戚, 
e也要作严守完善公平和为安拉作证的人。不论受证的人是富裕的或贫困的, 安拉对他俩都是 (比你们) 更同情的。所以你们不要
 所有允许的事情中, 是安拉最不愿见到的” (  �] �-̂  � �#��	 �
 �� �$� ��_ , Da’ud, Kitabut-Talaq)。 352

 “不利于你们自己” 这一用语, 也可意指 “不利于你们的宗教或亲戚朋友。” 

“父母和亲戚” 这几个字, 是加上去强调这一旨令的。 

a4:127. b42:14. c4:127. d2:201, 202; 42:21. e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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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 (低级的) 情欲, 以便能 (对人) 公平。如果你们隐藏或规避
(真理), 那么, (切记,) 凡你们所做的, 安拉都是洞悉的。  
137.  信者啊! 要信奉安拉、使者和他所降给其使者及其 a以前降示的经典。 b 凡不信安 拉 、天使、天经、使者、末日的人, 

c他确实入了深远的迷误中。 
 

138.  
d凡信后又不信的人, 继而再信, 最后又不信了, 并且增加了不信的程度, 安拉将永不宽恕他们, 也将永不领导他们 (得救) 的道路。  

139.  
e告诉伪信者这个消息: 痛苦的刑罚业已为他们固定好了。  

140.  
f 凡舍弃信仰的人而与不信仰的人结交者, 他们想从不信者的手中求取什么尊荣吗? (假如是这样, 那么, 他们要记着,) 

g的确一切荣誉都是安拉的。  
141.  安拉已在 (这部) 经典中降下了 (这个命令): 当你们听到安拉的迹象被人拒绝或遭人嘲弄时, 

h 直到他们改变了话题, 你们不要与他们同坐, (如果你们与他们同坐), 那么, 你们就被认为与  
 

 

 

a2:5,137; 4:163; 5:60. b4:151. c4:117. d3:91; 63:4. e9:3. f3:29,119; 4:145. g10:66; 35:11. h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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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同类的。安拉一定把伪信者和不信者都集合在火狱之中。  
142.  

a那些伪信者期待着你们的毁灭, 假如安拉恩赐你们 (信者)胜利, 他们就 (对你们) 说: “我们不曾与你们在一起吗?” 要是不信者获得了局部 (胜利), 那么, 他们 (伪信者) 向他们 (不信者) 说: 

“我们不曾胜过你们 (不信者), 且从信的人解救了你们吗?” 复生之日, 安拉将在你们之间进行判断。安拉绝不使不信者胜过信仰者。  段二一段二一段二一段二一  

143.  
b伪信者想欺骗安拉, 安拉将使他们受他们自己的欺骗。当他们站起而礼拜时, 

c他们懒洋洋地站起来。他们只对人们夸示, 而极少记念安拉。  
144.  他们的情况摇摆在 (那纪念与不记念安拉) 之间, 他们既不是与  (信者) 在一起的 , 也不是与
(不信者) 同在的。凡是安拉毁灭的人, 你永不会为他找到得救的道路。  
145.  信仰的人啊! 

d不要抛弃信仰者而结交不信者。你们想为自己制造遭受安拉谴责的明证吗?  
 

 
a9:98; 57:15. b2:10. c9:54. d3:29,119; 4:140. 



卷六 AN-NISA’    妇女妇女妇女妇女 第四章 

209 

  
146.  无疑地, 伪信者将在火狱的最深之处, 你将看不到他们有任何帮助者。  
147.  

a只有那些悔罪自新、b紧靠安拉和真诚地顺从他的人, 他们将在信者的行列之中。安拉行将赐给信仰的人极大的报酬。 
 

148.  要是你们感谢 (安拉) 并相信他, 那么, 安拉惩罚你们做什么呢? 
c安拉是鉴赏者,353 全知者。  卷六卷六卷六卷六    

149.  除非是受害人, 安拉不喜欢
(人们) 公然 354 说出不好的话。安拉是全听的, 全知的。  
150.  如果你们显出任何善行, 或隐藏它, 或饶恕 (任何人的) 罪过, 那么, (要知道) 安拉是最饶恕的, 万能的。  
151.  

d那些不信安拉和他的使者, 还企图在安拉和其使者之间制造区别的, 他们说: “我们信仰一部
 353

 *�� �K (Shukr) 用于安拉时是表示安拉宽恕一个人, 或者赞扬他, 或者对他感到满意及有好意或恩宠的意思, 因此必然给他报偿或酬答。(Lane) 354 伊斯兰教不准许穆斯林公然说别人的坏话。但是受冤枉的人如果真的被人侵犯时, 他可以大声叫唤, 使其他的人能来帮助他。他也可在法庭上伸冤。但他不应该到处向人们一一去诉苦或发牢骚。 

a2:161. b3:102. c2:159. d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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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使者), 而不信仰另一部分 (使者)。” 他们要采取在介于二者之间 (自己的) 路线,355  
152.  这些人的确是不信者, 我已为不信者安排了羞辱的惩罚。  
153.  

a那些信仰安拉和其使者的人, 他们在诸使者间不做区分。对于这种人, 安拉将要赐给他们报酬。安拉是最宽恕的, 永久仁慈的。  段二二段二二段二二段二二  

154.  有经的人要求你从天上降示他们一部经典。(在这一点上你们不必惊奇,) 
b因为他们所要求于穆撒的比这还大呢! 他们 (对他) 说: 

c
“你要在外形上叫我们看到安拉。” 由于他们的罪行, 毁灭性的惩罚制服了他们。他们在明显的迹象降临他们以后, 又 d把牛犊当作了 (崇拜对象), 但后来我也宽恕了 (他们) 这个 (过错), 并赐给穆撒明显的证据。  

155.  当向他们取约时, 
e我使山高耸于他们上面, 我对他们说: 你们

f要完全忠顺地进入这个城门。又向他们说:关于安息日, 
g你们不

 355 这节经文的意思是, 他们相信安拉而不信他的先知; 或者相信有些先知而不信另一些先知; 或者相信一位先知的有些主张而不信他的其他主张。真实的信仰在于完全顺从, 相信安拉和他所有的使者以及他们所有的主张。不容许有中间路线。 

a2:137; 2:286; 3:85. b2:109. c2:56. d2:52, 93; 7:149,154. e2:64, 94. f2:59; 7:162. g2:66; 4:48; 7:164; 1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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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越法犯纪! 我已向他们取了重约。  
156.  因为他们破坏自己的许约, 

a不信安拉的迹象, 
b不义地企图杀害先知; 又因为他们说: 

c
“我们的心一窍不通。” 实则 d安拉由于他们的不信使它 (他们的心) 失灵了, 所以 他们很少信仰。  

157.  又因为他们的不信及其对玛尔彦极大的诬蔑。356  
158.  也因为他们的这个声言: “我们确已杀死了安拉的使者, 玛尔彦之子•伊撒--------迈喜合; (所以他们遭受了这个惩罚。)” 其实他们没杀死他, 也没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357 事情不过被做成使他们觉得含糊不清 358。那些对于它
(伊撒得以从十字架活着下来的事) 有了歧见的人, 对于这事, 确实产生了疑惑。e他们对此缺乏确  
 356犹太人指责玛尔彦私通 (“Jewish life of Jesus” by Panther)。犹太人为指责玛尔彦而捏造的 “一个诽谤”, 清楚地证明伊撒是没有通过父亲的媒介而出生的。因为假如伊撒是有父亲的话, 那么, 犹太人造出来指责玛尔彦的话, 有什么 “诽谤” 可言呢? 仅仅为了伊撒的主张而辱骂她, 决不能叫做诽谤。«古兰经» 有些经文中说伊撒的母亲是一个正直的女人以驳斥这一指责。(3:43; 5:76) 357

  �� ������ �	
 �� (Ma Salabu-hu) 的意思是, 他们并没有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 �	 

(Salab) 是一种大家都知道的处死法。他们说  ������ ���� �	 (Salabal-Lissa), 那就是说, 他把那窃贼钉死在十字架上。这节经文并未否认伊撒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件事, 但否认他死在十字架上。 358
  �� � �� �� �� �� (Shubbiha La-hum) 的意思是, 伊撒被得使犹太人看来像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样;或者说伊撒的死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含糊不清的事。 �� ��� ��� 	
����� �
 	�� �� 

(Shubbiha ‘Alaihil-Amru) 意为, 这件事弄得他疑惑不解, 踌躇不决。(Lane) 

a5:14. b3:182. c2:89. d2:89; 16:109; 83:15. e10:37; 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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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知识, 只是追随一种猜臆而已;他们的的确确并没杀死他。359 
 359

 �4�. �5�6 	7 8	��!�% � �� (Ma Qatalu-hu Yaqinan) 意指: (1) 他们没有肯定地杀死了他; (2) 他们没有肯定它 (他们的猜想), 也就是说, 他们并未确实知道伊撒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 在他们思想上不能确信他们已真正杀死了他。此处  �+���	�P �̀  (Qatalu-hu) 中的代词  �̀  (hu) 指的是名词  -M �c (Zann, 猜想)。阿拉伯人说 �I �d �6 �e �-8 � �X�	�P (Qatalash-Shai’a 

Khubran), 就是说, 他完全而肯定地知道了这件事, 以致排除了对这件事的一切怀疑的可能性。(Lane, Lisan 与 Mufradat) 从 «古兰经»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伊撒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 而是善终的。«福音» 书中所叙述的以下一些事实也给 «古兰经» 的看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1. 作为安拉的先知, 伊撒不可能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按照 «圣经» 说, “绞死的人是上帝所憎恶的人。” (申命记: 21:23) 2. 他以极痛苦的心情向安拉祷告 “求你把这苦杯 (死在十字架上的) 移去;……” (马可, 14:36; 马太: 26:39; 路加, 22:42); 安拉听到了他的祈祷 (希伯来书 5:7)。3. 他曾经预言过, 像约拿 (犹努司) 那样活着出入鲸腹 (马太: 12:40), 他会留在墓穴中三天后能活着被挖掘出来。4. 他也曾经预言过, 他会去找到那十个失踪的以色列部落 (约拿, 10:16) 即使在伊撒的时候, 犹太人都相信这十个失踪的部落已散失在各地。(约拿 7:34, 35) 5. 伊撒在十字架上只吊了大约三个小时 (约拿, 19:14) 一个正常体格的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不会死去的。6. 把他从十字架上取下后立刻刺穿了他的一肋, 血水流了出来, 这种迹象说明他肯定是活着的。(约拿, 19:34) 7. 犹太人自己也不能肯定伊撒是否已经死亡, 因为他们要比拉多 (Pilate) 派一个卫兵在他墓穴旁站岗以防止他的门徒夜间来把他偷走, 并且对他们的民众说, “他已从那些死人中间复活。” (马太, 

27:64) 8. 所有«福音»书中找不到一份记录能确实证明伊撒从十字架上取下来或放入坟墓时目睹他已经死亡。而且, 在钉死在十字架的现场上没有一个门徒在场。当伊撒被带到刑场上时, 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实际情况看来是这样: 比拉多的妻子大概做了个梦, 说 “你千万不要干涉那义人的事”, 比拉多相信伊撒是无辜的。因此他和苦修教会  (Essene Order) 的一个受人尊敬的会员亚利马太 

(Arimaethia) 的约瑟夫商量想救伊撒的性命, 因为伊撒在受命作先知之前也是该会的会员。审判伊撒的日子是星期五。比拉多知道翌日是安息日, 被判死刑的人在日落后是不能留放在十字架上的, 因此他故意拖延审判的时间。最后他觉得不得不判伊撒死罪时, 在日落前只有三小时的时候才判决。这样他可以肯定一个健康正常的人留在十字架上这样短的时间内是不会死的。他又特别照顾, 给伊撒喝了混有 “没药” (请看下面注①)的酒或醋使他减轻对痛楚的感觉。吊了三小时后把他从十字架上放下时, 失去了知觉 (可能是给他吃了药醋的影响), 比拉多很快答应了亚利马太的约瑟夫的请求, 把伊撒的身躯交给了他。不像和他一起吊的那两个罪犯那样, 伊撒的骨头没有断碎。约瑟夫把他安置在一块岩石侧面开劈出来的一个宽敞的地方。医生没有作尸体解剖, 没有听诊器的检验, 也没有审问最后和伊撒在一起的那些人所提供的证明。斯潘塞•刘易斯 (H.Spencer 

Lewis) 著 «耶稣的神秘生活» 9.大家知道有一种油膏叫伊撒油膏 (  �< �* �� �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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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a实际上, 安拉在他自己那里赐予了他荣耀,360 (没使他死于十字架上), 因为安拉是优胜的, 明哲的。  

160.  没有一个有经的人在他361去
 

Marham-e-‘Isa), 是调制来涂在伊撒伤口上的。他由亚利马太的约瑟夫和尼可德默斯 (Nicodemus) 护理和照顾。后者也是苦修教会中一位非常有学识和受人高度尊敬的会员。10. 创伤充分医好之后, 他离开了那个墓穴, 同他的几个门徒见了面, 一起吃了东西, 并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加利利。(«路加», 24:39-43) 11. «十字架受刑目睹记» 一书最初是 1873年在美国出版的。该书是从用拉丁文写的一封古老的信的抄件译成英文的。那封信是耶路撒冷的苦修兄弟会在伊撒受刑后七年写给亚历山大里亚的该会分会的一个会员的。这本书有力地证明伊撒从十字架上取下时是活的这一看法。该书详细叙述了如何导致受十字架刑、十字架刑场的各种情景以及其后所发生的等等事情的所有情况。请看这一注解书的大版本。 犹太人中盛行着关于传说伊撒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两种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他被杀死后他的尸体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 而另一些人的看法是, 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前一种看法可以在 «使徒行传» 5:30中看出, 在那节经文中, 我们可以看到 “你们把他杀死并挂在树上”。«古兰经» 驳斥这两种看法说, “他们没有杀害他, 也没有使他死在十字架上。” «古兰经» 首先否定以任何方式杀死伊撒, 然后否定把他杀死在十字架上的这种特殊的方式。它并不否认伊撒被挂在十字架上; 它只是否认他死在十字架上。 注注注注①：中药名。见 («辞海» 没药树): 橄榄科。小乔木, 枝上有棘刺。复叶, 小叶三片, 广披针形或卵圆形。夏季开花, 花白色, 总状花序。核果球形, 主产于非洲东南部, 阿拉伯半岛, 等地亦有分布。有树皮渗出的树脂、油胶于空气中变成红棕色而坚硬的圆块, 称为 “没药”, 中医学上入药, 性平、味苦, 功能活血散瘀、消肿止痛, 主治痈疽肿痛、跌打损伤等症。 360 犹太人欣喜地声称已经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伊撒, 这样来证明他声称自已为安拉的先知这件事是假的。这节经文和上一节经文都强烈驳斥了这一指控, 并为他清除了暗加给他的玷辱; 谈到他高尚的精神以及安拉赐予他的荣耀。经文中绝未述及他肉体升天。这里只说了安拉赞扬了他接近安拉, 这就清楚地意指是一种精神上的赞扬, 因为不能给安拉指定一个固定的所在。 361
 “他死以前” 这一用语中的代词 “他的” 代表名词 “没有一个人”, 意指每一个有经的人在他自己死以前……。按乌巴耶 ( - �f��, Ubayy) 的说法 (Jarir. vi. 13) 这个意思可由 N�F �+ �� (Mautihi) 的第二个版本  ��� �g �+ �� (Mautihim) (他们的死) 得到证实。犹太人相信他们已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伊撒, 因为他们力图证明他不是真正的先知。基督教徒相信他已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们接受了伊撒(耶稣)替世人赎罪而受难及死的这一教义。 

a2:254; 3:56; 7:177; 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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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前不相信它。复生之日, 
a他将做他们的证人。  

161.  由于犹太人的罪过 b我禁止他们食用原为合法的好东西, 他们阻止多人 (知行) 主道, (这是其受惩的另一原因。)  
162.  他们不顾禁令, 仍然 c吃利息和 d非法侵吞别人的财物 (也是其受惩的因素之一,) 我已为他们的不信者安排了痛苦的惩戒。  
163.  但 e他们中具有真知灼见者和 f信仰凡所降示给你 (的经典)和你以前所降示的 (经典) 者, (特别是) 固守拜功者, 交纳天课者与信仰安拉和末日者, 这些人我将赐予他们极大的报酬。 

 段二三段二三段二三段二三  

164.  
g我降给你启示, 犹如我降给努哈及其后的先知启示; 我 (也)降给伊布拉欣、伊司马仪、伊司哈卡、雅尔孤布以及他的子孙、伊撒、阿优布、犹努司、哈伦、素莱曼我自己的启示; 

h我还赐给达五德一部书。  
165.  (我从前遣送了) 一些 i使者: 有些我已告诉你, 有些没有告诉 

 
 

  

 

a5:118. b6:147. c2:276,277; 3:131; 30:40. d9:34. e3:8. f2:5,137; 3:200; 4:137; 5:60. g2:137; 3:85; 6:85-88. h17:56. i4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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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362安拉往常还同穆撒讲许多话。  
166.  (我与穆撒提及遣送了) 使者当作 a报喜讯、传警告的,363以便人们在那些使者 (降临) 之后,364在安拉面前再不能作任何辩护。安拉是优胜的, 明哲的。  
167.  但是 b 安拉以其所降给你的
(言语) 作证, 他下降了具有丰富知识的启示, 而且天使也作同样的证明; 安拉的作证是足够的。  
168.  

c 凡不信而又阻止  (别人知行) 主道的, 他们确实陷入深远的迷误中。  
169.  

d凡不信而又多行不义者, 安拉将不会宽恕他们, 也不会指示他们任何道路；  
170.  只有火狱的道路, 他们将长期居留其中。e那对安拉是容易的。  
171.  人类啊! 这位使者已从你们的养主那里带来了真理; 所以信
 362

 «古兰经» 中另一处说: 每一个民族都有过传警告者 (35:25)。而按照穆圣的说法, 世界上降下的先知多达 1,24,000位。 ( �;�O �� ��, Musnad, 穆斯纳德 266节) 363
 “报喜讯和传警告的” 这一句, 指出安拉的使者有两个主要职能。他们是报喜的人, 向接受报喜的人报喜, 许诺给他们今世的繁荣和后世的极乐幸福；向拒绝自己的人报警, 告诉他们即将来临的苦难与折磨。 364 安拉派遣使者, 使那些受惩罚的人没有任何借口, 不能说为什么没有派警告者到他们那里去指出他们的罪行并警告他们。(20:135) 

a2:214; 6:49; 17:106; 18:57. b3:19; 11:15. c4:138. d4:138. e33:31;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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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吧! 这对你们是好的。如果你们不信, 那么, (要记着,) 天地万物都归安拉。安拉是全知的, 明哲的。  
172.  

a有经的人啊! 在你们的宗教
(事务) 中不要逾越规范, 关于安拉, 惟讲真情实话, 迈喜合•玛尔彦之子•伊撒只是安拉的一位使者、他降赐玛尔彦的一个喜讯和来自他的 b仁慈 365。因此你们要信仰安拉和他的一切使者, 不要说: “(安拉有) 三位。” 

c停止 (这种说法) 吧! 这对你们是好的。安拉确是惟一值得崇高者, 圣洁者, 
d远远超然于有 e子之外的。天地万物都归他。他是最好的监护者。  段二四段二四段二四段二四  

173.  无疑地, 
f迈喜合绝不鄙视自己是安拉的一个仆人, 接近安拉的天使也不 (对此鄙视)。凡鄙视崇拜安拉而骄傲自大的人, 他 (安拉) 将把他们都集合在他那里。  

 365
  �1 ���  (Ruh) 意指灵魂或精神;充满全身的呼吸, 如果离开了身体, 人就死亡; 安拉的启示或灵感; «古兰经»; 天使; 快乐和幸福; 恩惠 (Lane)。从以上谈及关于 

Ruh 和  � �;��� � (Kalimah) 的各种词义, 可以清楚地看出, 伊撒并没有特别的精神地位。这些用词和相似的用语在 «古兰经» 中用于其他先知, 也用于诸如玛尔彦等其他正直的人。(15:30; 32:10; 58:23) 它们用来洗刷犹太人对伊撒和玛尔彦的污蔑; 但并不说他们有特别的精神地位。 

 

 

a5:78. b58:23. c5:74. d2:117; 10:69. e17:112; 18:5; 112:4, 5. f5:117,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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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关于那些信仰而又行善的人, 
a他将赐给他们完全的报酬, 并出于自己的恩典增赐他们更多的。凡鄙视而又傲慢者, 他将给予他们痛苦的惩罚。除了安拉, 他们将得不到 b任何友人和帮助者。  

175.  人们啊! 你们的养主业已赐予你们明证,366 并降给了你们灿烂的 
c光辉。  

176.  凡信仰安拉而又 d靠他得救的, 他必使他们进入他的仁慈和恩典之中, 并带领他们进入他的正道。  
177.  他们问你 (关于无父母子女者的遗产继承)。e你说, 安拉对你们宣示无父母子女者 367 (遗产继承) 的命令: 如果一个男子死去, 

 366
 “明证” 或者可以指含有伟大而明显迹象和证据的 «古兰经»; 或者可以指穆圣, 他以个人作榜样, 显示了 «古兰经» 教义是人类的一大福祉。 367
 4:13 经文谈及一种  ���� �(�  (Kalalah, 身后无父母子女者), 只有母方的兄弟和姐妹。本节中述及另一种  ���� �(�  (身后无父母子女者) 他既有父方的又有母方的兄弟和姐妹, 或者只有父方的。把现在注释的经文同 4:13经文比较一下, 就清楚地可以看出, 前一种兄弟姐妹分得的份量比后一种要少的明显理由。 这部分继承法刻意与 4:12, 13经文中述及的法律分开来处理。«古兰经» 在详细论述犹太人针对伊撒的攻击以后, 在本章末尾又回到  ���� �(�  (Kalalah, 身后无父母子女者) 这个论题上来。这样, {除了使有关  ���� �(�  (Kalalah) 的法律完整以外} 要求人们注意伊撒在精神上的无继承性, 他在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一个  ���� �(�  

(Kalalah)。伊撒是在没有父亲的媒介下出生的, 他死后没有精神继承人。伊本, 阿巴斯给  ���� �(�  (Kalalah) 下的定义是一个没有子女的人。伊撒在精神上是  ���� �(�  

(Kalalah), 因为他死后没有精神继承人。 

a3:58; 16:97; 39:11. b4:46; 33:18, 66. c7:158; 64:9. d3:102; 4:147. e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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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子女, 只有一个姐妹, 她将得他的遗产的一半; (如果姐妹死了,) 她没有子女, 她的弟兄将继承 (其全部遗产); 假如有两个姐妹, 她们将继承其弟兄遗产的三分之二; 假如 (继承的人) 是兄弟姐妹, 
a那么, 一个弟兄应得两个姐妹所得的遗产。b 安拉怕你们有所迷误, 才为你们述说 (这些命令)。安拉知道每一件事物。  

 

  

 
 

 

a4:12. b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