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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尼•伊斯拉伊勒伊历纪元前启示
(BAN -ISR ’ L) 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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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的日期与上下文

本章名为 «以色列人», 因为它述及以色列人历史上几件重大事
件以及他们不得不经受的那些体验。它还有一个名称叫 (Isra’,
夜行), 因为它以穆圣关于他精神夜行去耶路撒冷的伟大精神境界作
为它的开端, 这一伟大精神境界成为本章最突出的主题之一。根据
穆圣最早的那些伴侣中的一个---- 伊本•麦斯武德的意见, 本章的启
示是在宣称使者后的第四和第十一年之间完成的。基督教作者确定
它的时间是在第六和第十二年之间。前一章结束时警告穆斯林说他
们马上会受到有经的人的反对, 其严重程度犹如他们已经体验过的
麦加偶像崇拜者反对他们的那样, 但他们应该坚忍不拔地忍受这种
反对, 直到安拉使他们战胜敌人。本章要他们注意, 这种反对从麦地
那开始到有经的人彻底被击溃和失败而告终; 他们的圣地将落入穆
斯林之手。
主题
本章, 正如其章名所表明的那样, 述及犹太人的历史, 特别指出
他们公开不服从并蔑视安拉的两个伟大先知---- 达五德和伊撒---- 这
两个突出的时机。他们民族的生活由于这种对抗和蔑视而遭到毁灭,
起先毁于巴比伦国王尼布加尼撒 (Nebuchadnezzar) 之手, 而后毁灭
于罗马帝国台塔斯 (Titus) 之手。这一关于犹太人双重毁灭的强调
叙述, 意味着对穆斯林的一种警告, 他们的不道德行为和罪行也会导
致他们民族生活的双重衰退。虽然如此, 在警告的同时也给予他们
以希望和鼓励的话。其大意是, 由于穆圣是最后一位受示经典的先
知, 他的道统不会像犹太教道统那样全部消亡, 而是在开始时受些挫
折之后就日益光辉灿烂地胜利前进。此外, 前一章只作过某些含蓄
叙述的其他一些论题, 在本章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叙述。本章以穆圣
精神上的夜行这一主题开始, 为的是表明他作为穆撒的继承者和极
相似者, 他的信奉者将克服过去许诺给穆撒的领土, 而且他也像穆撒
那样不得不离开故土。但他的移居会给他的崇高事业带来非常迅速
的进步与发展。然后简短地叙述穆撒的民众通过他们的先知得到政
权和威望, 虽然最后由于他们反对并无视安拉的警告而失败。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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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 是一本完美的经典, 因此能给它的信奉者的生活带来比穆
撒经典更伟大、更完全的变化。这一关于犹太人兴衰的简短叙述是
对穆斯林的一种警告: 安拉会赐给他们恩惠而且他们也会像犹太人
那样上升到物质方面伟大而光荣的崇高地位, 但是在他们得到财富
和权势之后, 他们不能忘记安拉。然后谈到一些行动的规则, 按照这
些规则去做, 一个民族的精神能上升到很高的地位。但是, 不信教的
人不会从这些行动规则中获得益处, 他们傲慢地违背这些规则而不
考虑他们的傲慢和自负可能会把他们引向可怕的结局。他们受到警
告说, 拒绝真理从来也不会产生有益的结果而他们将受到安拉严厉
的惩罚, 尤其在后期, 这个世界将目击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一场殊死战
斗, 最后恶魔的势力一定被彻底打垮。然后本章严重斥责不信教的
人力图消灭穆圣, 但安拉已将伟大而崇高的宗旨授予穆圣, 他将有伟
大的使命。他的名字将肯定远扬到每一个偏辟的地方并将永远受人
尊敬。全世界一定会承认他为人类最伟大的导师和领袖而 «古兰经»
为无限精神知识的宝库。本章以简短地描写后期和后期盛行世界的
灾难的迹象作为结束, 并且向人们宣告, 只有祈祷并与安拉取得真正
联系才能将人类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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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章

巴尼•伊斯拉伊勒
(BAN -ISR ’ L) 以色列人
全章共 节 麦加下降
I

112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
拉之名。
1.

a

A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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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拉是圣洁的, 他在夜间带领

695
a1:1.

这节经文谈的, 看来是穆圣的一种精神境界, «古兰经» 大多数注释家都以
为这节经文指的是他的精神升天 (  , Mi‘raj)。我们与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反, 倾
向於这节经文述及穆圣从麦加到耶路撒冷的精神夜行 (    , Isra’) 的一种精神境
界这一看法, 而他的精神升天在 «星宿» 章中谈得较详细。 «星宿» 章 (8-18) 提
到的所有事实, 都是在宣称使者第五年伊历七月移居阿比西尼亚之后不久启示
的。这些事实在述及穆圣精神升天的许多传说中都有详细的叙述。本章述及的
穆圣从麦加到耶路撒冷的精神夜行, 根据 祖尔卡尼 (  , Zurqani) 的看法, 发生
在宣称使者第 11 年, 而米尔 (Muir) 和其他基督教作者的意见是发生在第 12 年。
然而, 按照梅尔达伟 (    , Merdawaih) 和伊本•萨德 (    , Ibn-e-Sa‘d) 的看法,
精神夜行发生在三月的第 17 日 (   , Rabi‘ul-Awwal), 在伊历纪元前一年
%
( !
  "# $    , Al-Khasa’isul-Kubra)。贝哈奎 (  , Baihaqi) 也说, 精神夜行发生在
伊历纪元前一年或六个月, 这样所有有关的传说都表明, 精神夜行发生在宣称使
者约第 12 年前一年或六个月, 那时在第 10 年卡迪贾 ((& ' , Khadijah) 死后穆圣
和他的堂姐妹, 乌姆· 哈尼 ( ) * , Umm-e-Hani) 生活在一起。可是, 精神升天, 根
据绝大多数学者的意见, 是在第
5 年发生的。因此, 这两件大事彼此时间相隔有
六七年, 所以不可能是一回事; 认为两者各具特性而并无牵连。而且, 传说中谈
到的穆圣在精神升天中所发生的种种事情与他在精神夜行中所发生的种种事情
性质十分殊异。顺便也可说一下, 两件大事只是穆圣的精神境界, 并不是他亲身
到天上去或旅行去耶路撒冷。
除了这一强有力的历史证明以外, 其他有关情况也证实这两件大事各具特性
而并无牵连: (a) «古兰经» 在第 53 章中叙述了穆圣的精神升天, 但该章并不叙述
他的夜行去耶路撒冷; 但本章谈及了他的精神夜行而不谈一切有关他的精神升
天的事。(b) 乌姆· 哈尼是穆圣的表姐妹, 精神夜行去耶路撒冷发生的那个夜晚和
他住在一起, 她只说他去了耶路撒冷而没有说他到天上去过。她是听到穆圣夜
行去耶路撒冷这件事的第一个人。至少有七个收集传说的人, 根据四位直接从
她所谈的事情中得到情况的报道, 叙述了她讲的事情。所有这四位的报导都一
致说, 穆圣去了耶路撒冷并在当夜又回到麦加。假如穆圣说了他也到天上去过,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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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仆人从禁寺到远寺 , 我曾
在其四周降福, 以便我向他显示
我的迹象。 他确是全听 (他们
的祈祷) 的, 全视 (他们的情况)
的。
3. 我赐给了穆撒经典, 我把它作
为以色列人的领导, (在这部经典
中, 我命令了他们:) “除我以外 你
们不要采取任何监护者。”
4. (我也对他们说过:) 我曾使与
努哈同舟共济的人们的子孙啊 !

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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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 a

697

b

c

d

a

5:22; 7:138. b2:54, 88; 23:50; 32:24; 40:54. c17:69. d19:59; 23:28.

乌姆 哈尼不会不在她的某一个报导中谈到这件事。可是, 她的任何一次报道中
都没有说, 其结论明显地是, 在那个夜晚穆圣只精神夜行去了耶路撒冷而并没有
精神升天。看来有些传说的报道人把精神夜行和精神升天这两件大事的叙述牵
连在一起了。这种混淆不清的说法, 似乎是由夜行 ( , Isra’,) 这个单词引起的,
因为它既可用于精神夜行, 又可用于精神升天; 而且在描写精神夜行和精神升天
的某些细节中颇有相似之处, 更使人们加强和相信这种说法。(c) 首先叙述穆圣
去耶路撒冷然后他又从耶路撒冷到天上去的传说, 也讲了在耶路撒冷他见到了
包括阿丹、伊布拉欣、穆撒和伊撒在内的过去的许多先知, 而且在天上他又见
到了相同的那些先知, 但没有认出他们。穆圣在耶路撒冷碰见的这些先知如何
在他之前到了天上? 为什么他在同一旅程中没有多少时间以前刚看到过的那些
先知他又不能认出他们了? 他在同一旅程中没多久以前刚碰见过的先知, 他竟不
能认出, 这是不能理解的。这一重要论题的详细讨论, 可看英文 (《大版本的注
释本》第 1404-1409 页)。
“远寺” 指耶路撒冷的先知素莱曼的寺。
本节经文所叙述的穆圣的精神境界, 意示一个伟大的预言。他远行到 “远
寺” 意味着他移居麦地那并在那里他要建造一座清真寺, 这寺命定将要成为伊斯
兰教的中心清真寺; 他在精神境界中见到自己领导着安拉所派遣的其他先知在
祈祷, 意指新的宗教-----伊斯兰教-----将不局限于它所诞生的地方, 而是将遍及全
世界, 所有宗教的信奉者都将参加到它的行列中来。他在精神境界中去耶路撒
冷, 也可理解为意指他将受命统治耶路撒冷所在的那块领土。这一预言在圣职
继位人欧麦尔时期实现了。这一精神境界也可理解为指穆圣在将来某一时期去
远处的一次精神旅行而言。它意指在精神黑暗笼罩全世界时, 穆圣将从精神意
义方面在他的追随者之一的身上再次出现在离他第一次降临的一个很远的地方。
针对穆圣第二次降临的叙述, 可见 62:3-4 节经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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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着) 他确是极为感谢我的仆
人 (你们也应成为感谢的人)。
5. 我在那部经典里 , 已经明白地
通知了以色列人: “你们必将在这
个国家里制造两次 混乱, 你们
确将成为极其专横的。”
6. 当 ( 所警告的 ) 两次 ( 作乱的 )
第一次许约 实现的时候, 我派
遣战斗力特别强的仆人去 (克服)
你们 , 他们侵入了 ( 你们的 ) 住
宅。这原是一项必须实现的警
诫。
7. 在那以后 , 我使你们恢复了反
攻敌人的力量, 以财富和子女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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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

699

穆撒经典中谈到的以色列人的两次犯罪行为 (申命记. 28:15, 49-53, 63, 64
和 30:15) 在这节经文中谈到了。以色列子孙中那些不信的人被达五德及玛尔彦
之子, 伊撒诅咒了两次 (5:79) 并且由此而受到两次惩罚。
以色列人第一次遭受惩罚是在达五德之后, 而第二次是在伊撒之后。从圣
经中看到, 犹太人在穆撒之后成为一个很强大的民族, 而在达五德时代他们奠定
了一个强大王国的基础并在达五德死后在已有的权力与荣誉中继续繁荣了一个
时期。然后这个民族逐渐衰败, 并且大约在公元前 733 年亚述人征服了撒马利
亚并吞并了杰兹里耳 (Jezreel) 以北所有的以色列领土。公元 608 年, 一支尼科
(Necho) 法老领导下的埃及军队蹂躏了巴勒斯坦, 以色列人就被埃及人统治了。
(《犹太百科全書》卷 6, 665 页)。
然而, 他们这次丧失了暂短的权力以及他们受到的毁灭和凄凉并没有使他们
改过自新。他们仍旧继续邪恶的做法和习惯。先知耶里米 (Jeremiah) 警告他们
戒掉 (他们的) 恶习, 因为安拉的惩罚即将降临他们, 可是他们根本不听耶里米的
多次警告。在巴比伦的尼布加尼撒王杰霍伊金 (Jehoiakim) 统治下第一次入侵巴
勒斯坦并掠走了寺里的一些神器, 但城市却免受一次围攻的苦难。公元前 597
年, 这个城市遭到一次严重的饥荒。然而, 齐德凯 (Zedekiah) 的叛乱引起公元前
587 年尼布加尼撒王第二次入侵。在一年半的围攻后, 该城被攻占。齐德凯逃出
城外但被俘获。他的儿子被杀掉, 他的眼睛被挖去并用锁链困住押往巴比伦。
寺院、王宫和城中所有大的建筑物都被烧掉, 大祭司和其他首领都被处死, 俘虏
去了许多人 (《犹太百科全書》卷 6，665 页和卷 7, 122 页 “耶路撒冷” 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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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

539

第一七章

BANI-ISRA’IL

助了你们 , 并使你们的数量
(较前)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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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听着!) 如果你们行善, 那善
功将对你们自己是有益处的; 如
果你们做恶, 那 (恶事) 也将贻害
你们自己。当第二次诺言 (实现)
时 , ( 我升起一个民族来反对你
们,) 他们使你们面色悲痛, 他们
进入礼拜寺, 像他们第一次进入
里面, 并完全毁坏他们所征服的
一切东西。
8. (

a

701

a4:124-125; 6:161; 28:85; 41:47; 99:8-9.

犹太人在流放中受到很好的对待。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巴比伦尼亚中部被
雇用做公共建筑工作, 而且其中许多人最终获得自由并上升到有影响的地位。
他们恢复了宗教信仰; 研究、重新出版并改编了王国的文献使之适合正在复生
的社团的需要, 并且怀有抚育和鼓吹恢复巴勒斯坦的希望。大约在公元前 545
年, 这种抱负具有更具体的形式。犹太人与米底亚和波斯国王塞鲁士订了一个
秘密协定, 帮助他征服巴比伦。公元前 539 年七月, 该城没有什么抵抗就投降了。
为了报答犹太人的功绩, 塞鲁士答应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 也帮助他们重建寺院
(«历史学家的世界历史» 卷二, 第 126 页; Jew. Enc., Vol.7, under “Jerusalem”; Enc.
Bib. Under “Cyrus” 以及《历代志下》36:22, 23)。贾迪安, 谢施巴扎尔─Judean,
Sheshbazzar,塞鲁士下面的一个地方长官) 把尼布加尼撒国王拿去的神器还给寺
里并且准备花费王朝的钱来承担这项工作。大批放逐的人回到了耶路撒冷 («以
斯拉记»1:3-5)。重建寺院的工作稳步前进。公元前 516 年, 该寺竣工。注释中的
这节经文谈的正是这些事情以及继之而来的犹太人的繁荣昌盛。然而, 所有这
一切, 穆撒在这一切发生的很久以前都已预言过了 (申命记. 30:1-5)。
这节经文谈到犹太人再次堕落到邪恶的行为中去以及他们因此而受到的
惩罚。他们迫害伊撒并且竭力想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消灭他的运动。因此安
拉用极可怕的惩罚来折磨他们。公元 70 年, 台塔斯的罗马军队扫平了这个国家,
并且在无可比拟的恐怖下毁灭了耶路撒冷, 烧掉了素莱曼寺 (《圣经百科全书》
“Jerusalem”项下)。这一大灾难发生在耶稣还在克什米尔的时候。穆撒也预言了
这件事情 (申命记. 32:18-26)。这里可以注意的是, 有关第二次惩罚的预言在 «圣
经» 中是在谈及第一次惩罚的预言之后谈到的。(申命记. 28 章) 而且, 甚至在谈
及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预言之后谈到这一预言 (申命记. 30:1-5)。这说明, 述
及第二次惩罚的这一预言 (申命记. 32:18-26), 在 «古兰经» 中已提到了, 即 “你们
必将在这个国家时制造两次混乱。” (17:5) 这节经文意含对穆斯林的一次警告,
700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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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养主可能向你们施行
仁慈。(但是), 如果你们回转 (你
们的错误观念), 我也回转 (我的
惩罚), 我已把火狱做为不信者的
监狱。
10. 这部 « 古兰经 » 的确指引最
正确的 (道路); 赐予行善的信者
将要获得重大回报的喜讯;

以色列人

第一七章

9.

a

702

古兰经» 也预示:) 凡不信
仰后世的人, 我已为他们预备了
痛苦的惩罚。
12. 人为了恶事祈求，像他为了
好事 (应当) 祈求的一样; 人是很
性急的。
13. 我把昼夜作为两项迹象 : 我
使夜的迹象消除, 白昼的迹象赐
予光明, 以便你们寻求你们养主
的恩典, 知道年数和计算 (的方
b

11. («

段二

c

d

e

a12:112; 16:103; 18:3. b16:23; 27:5; 34:9. c10:12. d36:38; 40:62; 41:38. e10:6.

如果他们不戒除恶习, 也会像犹太人那样受到第二次惩罚。但是他们并未从及
时的警告中受益, 没有戒除恶习而受到第二次惩罚。第一次处罚他们是巴格达
在公元 1258 年陷落。野蛮的哈拉库 (Halaku) 游牧部落完全毁灭了这一伟大的
学识和权力所在地, 据说有一百八十万穆斯林被杀死。不过, 伊斯兰教在那一可
怕的大灾难中却胜利出现在人间。胜利者变成被征服者。哈拉库 (Halaku) 的孙
子连同大批蒙古族和鞑靼族人接受了伊斯兰教。第二次惩罚判定在后期降临在
他们头上。
«古兰经» 在信者前头所定的目标比前人的要崇高, 而且答应给真实的信者
精神和现世的幸福。因此, 他们应当更努力地去获得它们, 而且要警惕不要过松
懈而无纪律的生活, 要在一切方面证明他们值得获取安拉所许诺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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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我已详细地叙述了每一
件事物。
14. 我把每个人的行为 (记录) 都
扎牢在他的颈子上。 在复生
日, 我将把他的 (行为的) 一个记
录, 放在他的前面, 他会见到那个
记录是 (充分地) 张开着的。
15. (他将奉命): 你 (自己) 读你
的 (行为) 记录吧! 今天你自己足
够做你的清算者。
16. ( 要牢记 !) 凡是接受正道的 ,
他的获得正道对他自己有益; 凡
是走入歧途的, 他的走入歧途对
自己有害。 没有一个负担的
人, 将负担别人的担子。 在尚
未 (对一个民族) 派遣使者之前,
我绝不 (对其) 下降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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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70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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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5:29; 83:7-10. b17:72; 45:30; 69:20, 26, 27. c10:109; 39:42. d6:165; 35:19; 39:8; 53:39. e28:60.

昼夜对人类都有益处; 不过, 夜晚的益处是微妙而看不见的, 而白天的益处
是显而易见的。这节经文可能也意指昼夜交替的自然现象可以使人定出每年的
日期并制定日历。这一现象也导致数学这门科学的发展和进步。
把一个人的行为扎牢在他的颈上, 意指他的行为和这些行为的结果将永远
地终生和他连系在一起, (Ta’ir, 鸟) 意指一种习惯性动作 ( , Aqrab)。提
醒人们, 凡是已经做了的一件事, 是无法取消的, 而且有深远影响, 即使人们眼睛
看不见, 仍然紧系在行为者的颈上, 是不可能使它消失的。这节经文也可意味着,
人类可以从外在的事物来占卜祸福, 而他的吉凶的预兆却不可分离地扎牢在他
自己的头颈上。
惩罚不是外来的事物, 而是在人类内部产生的。事实上, 天上的报答和火
狱的惩罚只是人在今生做的种种善事或恶行的许多化身和代表。因此, 在今生
人是他自己命运的缔造者, 而在后世可以这样说, 他是他自己的报答者或惩罚者。
每个人都须背上他自己的十字架。任何别人代他牺牲, 对他没有好处。这
节经文彻底打击了替人赎罪的这一教义的基础。
在我们这一代, 这个世界已经见到了许多瘟疫、饥馑、战争、地震, 与其
他史无前例地严重的、无可比拟的大规模的、一个紧接一个的灾难来加重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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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立意毁灭一个城镇时,
我 (首先) 命令城中生活安乐的
人们 (行善), 但他们在那里却采
取背逆 (的道路), 以致关于那个
城镇, 我的言语实现,所以我把它
完全消灭。
18. (依照这个宗教律令,) 我消灭
了努哈 (民族及其) 之后的很多
民族! 你的养主是 (充分) 知悉自
己仆人们的罪恶的, 完全看着 (他
们) 的。
19. 凡是想得到今世的 , 我就在
这种人中赶快赐给我所意欲者一
些 (今世的) 好处; 然后为他固定
火狱 (的惩罚); 他将作为一个被
定罪和受离弃的人而进入其中。
20. 凡想得到后世而又做相应努
力的信者, 那么, (要记着,) 这些
人的努力将是受赏识的。
17.

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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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不管是那些 (想得今世的) 人
还是这些 (想得后世的) 人, 我都
给与帮助。这个帮助是你养主的
恩赐。你养主的恩赐不被阻止
的。
22. 你看, 我怎样 (在今世生活条
件方面) 使他们一部分人超过另
一部分人; 而后世 (的生命) 必将
21.

e

a22:46; 28:59. b21:12; 65:9. c3:146; 42:21. d3:146; 42:21. e6:33; 12:58; 16:42.

生活的苦难。这些天灾人祸来到世间之前, 安拉一定已经派来了一个警告者。
这里 (Qaryah, 城市) 的意思是城市之母, 也就是一个大都市或其他城市
的文化和政治中心。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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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高级的, 更美好的。
23. 不要设立与安拉同等的崇拜
对象, 否则, 你将被定罪, 受人
遗弃而坐下。
24. 你的养主已经命令 ( 你们 ),
除了安拉以外, 再不要崇拜别的
对象。 要善待父母 。如果从
他们中任何一个或两人在你有生
之时年到衰老,你不要 (在任何事
情上)说: (向他们暴露不喜悦,
以致作出任何表示厌恶的感叹
声), 也不要喝斥他们, 要以恭敬
的态度同他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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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7:40; 26:214; 28:89. b2:84; 4:37; 12:41; 41:15. c6:152; 29:9; 31:15; 46:16.

设立 安拉同等 虚 崇拜对象)
堕落
沉浸
崇拜 民族, 曾
物
什么真正 进步
,
恶
  (Shirk)
, 开始
原则 规
民族遵守 原则
规, 就 保
组织 完整,
解体 腐败 信仰唯 安拉, 必须
放 头等重要 置, 谴责   (Shirk 设立 安拉同等 崇拜对象),
信安拉 独 , 出 善 籽 信仰 缺 ,
罪恶
源
自 则,
律 础
律 部 则 础
勿需再
;即
自 则 科
信仰安拉 独 ,
进步
础
设
主宰, 么, 必
自 则
, 果
定 统 自 则 话, 么, 科
科 现
信整 宇宙 充满着
进步就 终止,
定程序 、 变 系统 产
制定 二 重要律令
类
对双 责 形成律令 最重要 部份, 首先
崇拜安拉
双 , 父母 镜子 映出安拉 常 , 安拉
常
小
规范内被给 际 现
安拉 律令 消极 ,
双 律令却 积极
被告知, 由于人们不可能报答安拉的恩赐, 但
他们至少不做 (Shirk) 这种事。但是对双亲他们是能够报答他们的慈爱和恩
情的, 虽然只是很不够的, 但他们得到一个明确的律令, 对父母要温顺宽厚。
阿拉伯语言中, (Uff) 这个单词用以表示用话说出一个人的嫌恶的心情,
而 (Nahr) 用以表示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嫌恶的心情。把这两个单词合起来, 这节
经文的意思是, 一个人切不要对他双亲讲刺耳的话, 更不能苛刻粗暴地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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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恻隐之心在他俩前面表
现恭顺的态度。 (在为他俩祈祷
时,) 说: “我的养主啊! 求你仁慈
他俩吧! 因为在我幼小时他俩
养育了我。”
26. 你们的养主最知道你们心中
的一切, 如果你们是善良的人, 那
么, (你们要记着), 他对经常归向
他的人是极为宽恕的。
27. 要施给亲戚、贫穷的人和路
人以应得之份。也不要有任何浪
费。
28. 浪费者确是恶魔的弟兄。恶
魔是极不感谢 他的养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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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a

712

b

c

713

如果你为了寻求所仰望于你
养主的 (重大) 仁慈, 而避开他们
(自己的亲戚), 那么, (在那种情况
下回避他们是合法的, 但) 你要
向他们说温和的言语。
30. 你不要 (吝啬地) 把你的双手
束缚在你的颈子上, 也不要 (浪费
地) 把它完全伸开, 以免你成为受
责备的, 困乏的。
29.

d

e

a14:42; 46:16; 71:29. b16:91; 30:39. c6:142; 7:32; 25:68. d93:10-11. e9:34; 25:68.

这节经文用一种优美的直喻谆谆教诲要和善对待双亲。由于父母对子女的
爱是报答不尽的, 这方面的欠缺只能被告诫为他俩祈祷来弥补。这一祈祷表明,
父母到了老年需要小心和热情地侍候, 正像孩子在幼小时需要双亲的照顾一样。
不正确使用安拉所恩赐的东西, 是对安拉不知感恩的罪恶行为。浪费财富
的人实际上想推卸他要肩负、要正确使用财富的责任。
712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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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养主确增多其所意欲的
人给养, 使 (其所意欲的人) 遭受
窘迫。他定是全知、全见他仆人
(的情况) 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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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你们不要害怕贫穷而 杀害自
己的儿女。他们的给养是我供应
的, 你们 (的给养) 也是 (我供应
的 ) 。杀害他们确是很大的过
错。
33. 也 不要接近奸淫。那的确是
一件明显的猥亵的事情, 是一条
很坏的路径。
34. 除非有 (合法的) 权利, 你们
不要杀安拉所禁杀的人。凡被屈
杀者, 我给其继承人 (报复的) 权
力, 但他在杀害 (杀人者) 中不得
超过 (我固定的) 限度; (假如他固
守限度, 那么) 他将获得我的帮
助。
35. 不要接近孤儿的财产 ,
除
非对他以最好的方式 直到他
达到成年。 要履行诺言; (因为)
每一项诺言都是要受质问的。
段四

b

32.

c

d

e

--------

--------

f

当你们量出时, 要量足分量;
当你们称重时, 要用正确的天平;
这是最好的, 而结果也是最美满
的。0
36.

g

a13:27; 29:63; 30:38; 39:53. b6:152. c25:69. d6:152; 25:69. e4:7, 11; 6:153. f5:2; 16:92. g7:86; 11:85-86; 26:182,183; 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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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随从你所不知道的。
耳、眼和心一定都是要受质问
的。
37.

以色列人

a

b

不要骄傲地在大地上走动。
因为你这样不能分裂大地, 也不
能与山岳比高。
38.

c

这些 (命令) 中每一 (行为) 的
恶的形象, 在安拉看来都是可恶
的。
40. 这 (美好的教育) 是你的养主
经由启示所降给你的智慧。 你
不要设立与安拉同等的崇拜对
象, 以免遭受责备、弃绝而被放
入火狱之中。
41. 难道你们的养主把男儿恩赐
你们 , 把天使做为自己的女儿 ?
你们的确说出极为危险的话。
39.

d

e

我在 «古兰经» 中反复地叙
述了 (每一事物), 以便他们接受
劝告, 但是 (这种叙述) 只使他们
增加憎恶而已。
43. 你 (对他们) 说: “依照他们的
话, 如果还有其他值得崇拜的对
象与他 (安拉) 在一起, 那么, 他
段五

42.

f

0

a11:47. b24:25; 36:66; 41:21-23. c31:19. d17:23; 26:214; 28:89. e37:151; 43:20; 52:40. f17:90;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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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多神教徒赖那些受崇拜的对
象的帮助) 一定会找到 (抵达) 具
有王权者 (安拉) 的道路。”
44. 他是圣洁的 , 远远超越于他
们 (多神教徒) 所说的。
45. 七个天和地以及在其中的 ,
都褒扬他的圣洁; 没有一件东西
不褒扬他的圣洁 , 赞颂他的善
美。 但你们不了解它们的赞
美, 他确是容忍者, 极为宽恕者。

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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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714

当你诵读 «古兰经» 时, 我在
你和那些不信后世的人中间放置
一个无形的帐幕;

46.

我在他们的心中放置覆盖物,
并使他们的耳失聪 , 以便他们不
能了解它 (真理)。 当你在 «古兰
经» 中提名赞扬自己独一无二的
养主时 , 他们便憎恶地转身离
去。
48. 当他们 (外表上) 听你的 (言
语) 时侯, 我最知道他们听你言语
的 (目的)。当他们私下交换意见
时, (我也具有其知识), 当不义的
47.

c

d

a6:101; 39:68. b24:42; 59:25; 61:2; 62:2; 64:2. c6:26; 18:58; 41:6. d17:49.

“七个天和地以及在其中的, 都褒扬 (他的) 圣洁,” 这句话指的是整个宇宙
属于安拉的独一性这一总的明证, “没有一样东西不褒扬他的圣洁, 赞颂他的善
美,” 这句话指的是所有事物是单独并分别地属于唯一的安拉的这一明证。前一
总的明证意味着优美的安排和秩序正确地存在于宇宙之中表明创造者只是一个;
而后者意味着在宇宙中每一东西在其自己有限范围内以其自己的独有的方法显
示安拉不同的常德。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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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互相) 说: “你们只追随一个
受了骗术的人, (那时我也是听着
的。)”
49. 看呀! 关于你, 他们怎样杜撰
了许多话语, 结果他们迷失了道
路, (现在他们为了获得指导) 不
能发现任何道路。
50. 他们 ( 也 ) 说 : “ 当我们 ( 亡
故), 变成骨头和灰尘后, 那么, 我
们还真地被复生起来成为一个新
人?”
51. 你 (对他们) 说: “尽管你们变
成了石或铁,
52. “或在你们的心中显露比它们
更坚硬的受造物, (你们将仍然被
复生起来。)” 然后他们问: “谁
将使我们复生?” 你 (对他们) 说:
“那个第一次创造你们的养主。”
那时他们还是向你摇头, 并且问
道: “那在何时发生?” (当他们这
样地问你,) 你 (对他们) 说: “时间
可能近了。
53. “(这项许约将完成于) 他将召
唤你们的那一天; 你们将赞颂着
他, 听从 (他的命令), (马上到他
的左右,) 并且 你们将认为, 你们
曾逗留 (今世) 一点时间而已。”
54. 你对我的仆人们说: “他们要
说最好的话。 (因为) 恶魔的确
在他们中挑拨离间。恶魔实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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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0

f

段六

g

h

a25:9. b25:10. c17:99; 23:83; 37:17; 56:48. d36:79-80. e34:30; 36:49; 67:26. f20:105; 23:114-115. g16:126; 23:97; 41:35.
h7:201; 12:101; 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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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明敌。”
55. 你们的养主最知道你们。 如
果他愿意, 他就慈悯你们; 如果他
愿意, 他就惩罚你们。 我没派你
做他们的看守人。
56. 你的养主最知道 (居住) 在天
地之间的。 我已使一部分先知
超过另一部分, 我赐给了达五德
诗篇。
57. 你 ( 对他们 ) 说 : “ 召唤除他
(安拉) 以外你们所硬说的那些崇
拜对象! (你们将会知道,) 他们不
掌握解除你们痛苦的任何权力 ,
也不具有改变 (你们情况) 的任
何力量。”
58. 那些所召唤的人, 他们也在寻
找接近自己养主的门径。(意谓:
他们经常观察) 谁与安拉比较接
近, (以便他们获得他的帮助); 他
们也经常希望他的仁慈, 害怕他
的惩罚。你的养主的惩罚的确是
应当恐惧的。
59. 在复生日之前 , 我必定消灭
(大地上) 所有城镇, 或者给它极
为严厉的惩罚。 这件事在 (安
拉的) 经典中早就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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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a2:285; 3:129; 5:41; 29:22. b6:108; 39:42; 42:7. c2:254; 27:16. d22:74; 25:4; 34:23. e21:12; 22:46; 28:59.

这指的是预告一次世界性大灾难的惩罚, 或是安拉派遣的先知和 «古兰经»
中也预告过的一连串大灾难。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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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先前的人们不信迹象 ,
(从它不获得任何益处) 以外, 没
有什么 (事物) 可以阻止我下降
迹象, (但这不是停止下降迹象的
原因 )。我把一头母驼作为一个
光明的迹象赐给了洒姆德民族
时, 但他们迫害了它。我下降迹
象只是为了警告人们 (不良的后
果)。
61. 当我对你说 : “ 你的养主业已
(作了) 消灭那些人 (的决定), (他
们仍然没有从它获得益处。 )”
我所显示给你的梦境 和 «古
兰经 » 所记载的被诅咒的树
只是对人们的一种考验罢了。我
继续地警告他们, 但这只增加他
们严重的背逆。
62. ( 要记着 :) 当我对众天使说 :
“你们要顺从
阿丹,” 除开伊布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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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16

b

717

段七

c

718

a

17:95; 18:56. b17:2. c2:35; 7:12; 15:30-31; 18:51; 20:117; 38:73-75.

这里指的是本章第二节经文中所谈到的那一精神境界。在那一精神境界
中, 穆圣看到自己领着所有其他的先知在耶路撒冷的那座犹太人的朝向寺里祈
祷。这一梦境意示在将来的某一时间那些先知的追随者会参加到伊斯兰教的行
列中来。这就是 “你的养主业已作了消灭那些人们 (的决定)” 这句话的意思。伊
斯兰教的全面传播将紧跟在第 59 节经文中谈到的世界性灾难发生之后展开。
“被诅咒的树” 看来就是犹太民族。«古兰经» 反复谈到他们受到安拉的诅
咒 (5:14, 61, 65, 79)。安拉从达五德时代起一直到现在诅咒着这个不幸的民族。
这句话的这种解释, 在本章中述及以色列人时专门用
(Bani-Isra’il) 这一
名称所暗示的这点上, 得到更多的证实。本章开始时谈到那个精神境界, 穆圣看
到自己领导着以色列的许多先知在犹太教的中心-----耶路撒冷祈祷。这件事进
一步证实了 “被诅咒的树” 的意思就是犹太民族这一假设, 因为 (Shajarah)
这一单词意指一个部族。这节经文既谈到了那个精神境界, 又谈到了犹太民族
(被诅咒的树), 这一精神境界特别说他们是 “对人的考验罢了”。犹太人, 长期以
来, 证明是人类许多痛苦和患难的根源, 尤其对穆斯林更是如此。
虚词 (Lam) 除了别的意思外, 这里的意思是 “和、同”。 (Li Adama)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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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司外 , 他们都顺从了。他说 :
“ 我将顺从你以泥土所创造的这
个人吗?”
63. 他 ( 又 ) 说 : “( 安拉啊 !) 告诉
我, 这是 你所赐超过我荣誉的人
( 他能做我所服从的 ?) 如果你给
我缓期到复生日 , 那么 , 除了
(你所拯救的) 少数人以外, 我使
他的子孙都受我的统治。”
64. 安拉说: “ 走开! 你和他们中
追随你的人的惩罚是火狱。这是
十足的报应;
65. “(我说:)你从他们中, 以自己
的声音诱惑你力所能及的人, 用
你的骑兵和步兵驱策他们, 与他
们分享产财和子女, 并向他们做
(虚假的) 许约。” 凡是恶魔所许
约的, 都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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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19

b

720

c

d

e

关于我的仆人, 你对他们绝
对没有控制力量, (我的仆人啊!)
66.

f

a7:13; 15:34; 38:77. b7:17-18; 15:40. c7:19; 15:43-44; 38:86. d7:18. e4:121; 14:23. f15:41; 38:84.

一措辞的意思可以是 “和阿丹在一起。”
“复生” 在这里的意思是, 每个信者在他的信念达到完美的地步时, 恶魔再
无法控制他, 这时他就体验了这样的精神复生。
恶魔是否能胁迫极大多数人走邪道, 是需要答复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对
这世界上善与恶的情况粗略而轻率地看一下, 可能使人们得出在这世界上恶比
善的势力大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可是事实正相反。例如, 如果苛刻地审查那
最会说谎的人讲的所有的话, 就会看到他所讲的真话的数量远远超过他的假话。
同样地, 世界上恶人的数目比好人和有德行的人要少得多。邪恶的事情引起如
此广泛的注意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人类本性天生是善良的, 因而即使稍稍接触
一下邪恶的事就会发生反应。因此, 说恶魔已经成功地把他的胁迫变成了事实
这一种猜想是错误的。
719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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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养主做为一个监护者, 对你
是足够的了。
67. (我的仆人啊!) 你们的养主为
你们而使船只在海洋中航行, 好
让你们寻求他的恩典。他确是对
你们永久施行仁慈的。
68. 当你们在海洋中遭逢灾难时,
(你们的脑海中) 除了他 (安拉) 以
外, 你们所召唤的 (其他一切崇拜
对象) 都化为乌有。可是当他把
你们解救到陆地上时, 你们便又
背离了他; 人是很辜负主恩的。
69. 难道你们不怕他会使你们陷
入地中, 或向你们下降猛烈的大
风沙, 而你们将得不到保护者?

以色列人

a

b

c

或者, 你们不怕他使你们再去
航海, 而向你们下降狂风暴雨,
因为你们的不信, 而淹没你们吗?
届时, 你们将得不到任何帮助你
们来对抗我的。
70.

d

我已赐予阿丹的子孙 (很大
的) 荣幸, 为他们创造了水陆的旅
行工具, 供给他们优美的东西, 使
他们远远地超越于多数我所创造
的。
71.

0

a14:33; 22:66; 45:13. b10:13; 11:10-11; 23:65; 30:34; 39:9; 41:50-52; 70:21-22. c67:17-18. d6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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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着) 那一天, 我将召唤每
一个民族和他们的领袖。 凡在
右手接受到其 (行为) 记录簿者
, 他们将 (热切地) 阅读关于自
己 (行为) 的记录, 他们将不受丝
毫不公平的待遇。
73. 凡 (在今世) 是盲目的, 在后
世 (也) 一定是盲目的 , 甚至更
为迷误。
74. 由于我下降给你的 ( 启示 ),
他们给你 (极大的) 折磨, 以便你
( 害怕他们而 ) 放弃这个 ( 启示 ),
假借我的名义捏造别的 (启示);
(如果你这样做了) , 那么, 他们一
定把你当作他们的挚友。
75. 即使我不 (以«古兰经») 加强
你的信念, 你在事情上也很少会
倾向他们 。(但现在安拉的启
示已向你指明真正的道路了。)
76. ( 如果像他们所设想的 , 你是
借我的名义的捏造者,) 那么, 我
段八

72. (

a

721

b

722

c

d

723

a69:20; 84:8, 9. b20:125. c10:16; 68:10. d25:33.

右手是赐福的一种象征, 而左手是惩罚的象征。而且人身右侧比左侧要强
些, 因为右侧的身体组织总要比左侧的要强些。这节经文中所说的 “凡在右手接
受到其行为记录簿者”, 意指这将是一本有利和受福的记录。还有, 右手意指力
量和权力 (69:46)。信者们用右手握着他们记录, 意味着他们已有力地、有决心
地掌握了德性和善行; 而不信的人用左手握着他们的记录, 可能意指他们并没有
以必要的力量和热忱去努力争取德性和善行。
在这个世界上不能正确使用他们精神上的眼睛的那些人, 在后世仍然在精
神上是盲目的。«古兰经» 中称那些对安拉的许多迹象不去深思、不去从中得到
益处的人为 “盲人”。这样的一些人在后世在精神上也仍然是盲目的。
先知的本性是如此地纯洁以致即使没有向他启示 «古兰经» 而且他也不知
道安拉对他的伟大期望和托咐, 他也不会屈就去做出 “设立与安拉同等的崇拜对
象” 这等事。
721

722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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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使你尝受今生的重刑和后世
的重刑。你将得不到任何帮助来
反抗我的。
77. 他们的确策划了驱逐你出境
的不同阴谋诡计, 以便 使你恐慌
而出境, 但是 (如果这样), 在你被
逐之后, 他们 (自己) 也将只能逗
留短暂的时间, (而后迅速地被消
灭)。
78. 这是我对在你之前的使者的
常道。你将不见我的常道有任何
改变。
79. 你要好好地遵守从太阳下降
直到黑夜 (不同时候) 的拜功, 并
要在早晨诵读 («古兰经»)。 晨
时诵读 («古兰经») 是 (特受安拉)
接纳的。
80. 要在夜里醒来诵读 «古兰经»
作为额外拜功。也许你的养主会
把你提升到一个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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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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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724

d

725

a8:31; 60:2. b33:63; 35:44; 48:24. c11:115; 20:131; 30:18, 19; 50:40. d50:41; 52:50; 73:3-5; 76:27.

的意思是: (1) 太阳过了子午线; (2) 它变成
黄色; (3) 太阳下山。
的意思是, 夜晚的黑暗, 或太阳落山后地平线
上的红色消失了
。这节经文看来意指伊斯兰教每天五次拜功的时间。
的这三种意义指的是拜功的三个时间: 午后拜、晡
时拜和日落拜
这一用词包括日落拜的时间, 但特别指夜间
拜的时间。
这一单词指的是晨拜的时间。
或许没有任何其他人像伊斯兰教穆圣那样受到过如此多的恶意中伤和辱
骂; 当然, 也没有任何其他人像他那样受到过如此多的安拉的赞扬, 以及向安拉
祈求到如此多的赐福和恩典。 (Tahajjud) (额外) 拜功最适宜于提高信者的精
神, 因为在夜晚的寂静中, 只一个人和创造主在一起, 他可享有和安拉进行特殊
思想交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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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 “我的养主啊! 使我好好
地进来, 使我好好地出去。 并
且从你方面赐予我大力的帮助
者,”
82. 要 ( 对所有的人们 ) 说 : “( 现
在) 真理来了, 虚假消灭了。
虚假是必然要消灭的。”
83. 我从 « 古兰经 » 逐渐地下降
( 教义 ), 它是对信者的治疗和仁
慈; 而对不义的人, 只加重他们的
损失。
84. 当我施予人恩惠时 , 他便转
身走开; 当他遭遇灾难时, 他便绝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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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726

727

a

b

c

你 (对他们) 说: “每人都依照
自己的方法而工作, 你们的养
85.

728 d

a21:19; 34:50. b10:58; 12:112; 16:90. c17:68. d28:86.

这节经文中说, 在接受了穆圣的祈祷和恳求之后, 安拉赐给他一个喜讯, 为
了实现 “安拉是圣洁的, 他在夜间使他的仆人从禁寺到远寺。” (17:2) 这句话中的
那一预言, 要把他带到麦地那。在期待实现这一预言时, 他受命祈祷, 他进入麦地
那可以获得双重的幸福, 因此他离开他当时生活的麦加也可以获得双重的幸福。
这是 «古兰经» 措词方面的一种奇迹: 为了传达某一种意义, 它选择那一特
殊的单词来指一长串连续发生的事情。在这一特殊的例子中, “虚假消灭” 的意
义也可以用诸如 (Halaka, 灭亡) 或 (Ba ala, 成为无用) 等单词来表达。
但以上两个单词都不能传达用 (Zahaqa) 来表达的意义: 即逐渐衰弱而最终
消失。这节经文包含这样一个暗示, 穆圣进入麦地那, 他的力量将继续生长, 而
他的敌人的力量逐渐衰退直至最后崩溃。而且, «古兰经» 的文体也是一种奇迹,
它虽然不是一首长诗, 但它的经文却具有诗的韵律和节奏,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那就不可能充分表达极端欣喜的感情。现在注释的这节经文就是这样的一个例
子。征服麦加之后, 当穆圣在清除天房中亵渎该寺的许多偶像时, 他一面打碎这
些偶像, 一面不断诵读这节经文 (布哈理)。
(‘Ala Shakilatihi) 这个短语的意思是, 按照他自己的动机; 思想方法;
目的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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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最知道谁是在更正确道路上
的。”
86. 他们问你关于灵魂的问题。
你 (对他们) 说: “灵魂是由我的
养主的命令 (而受造) 的; (关于这
方面) 你们所授予的知识是少量
的。”
87. 假如我愿意的话, 我一定 (从
这个世界上) 拿走 我启示你的
( 安拉的言语 ), 然后在这件事
情上你将没有违背我的任何保
护者,
88. 但是你养主的 (特) 慈 (拯救
了你 )。你的养主对你的恩典确
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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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十

729

730

a

a

28:87.

在犹太人的精神衰退和堕落期间, 他们看来在开始尝试像现代的许多唯灵
论者、通神论者和印度瑜伽教徒等所进行的那些神秘莫测的做法。麦地那的有
些犹太人在穆圣时代看来已经在进行这些做法。这就是为什么麦加的多神教徒
竭力想得到帮助来驳倒穆圣, 他们建议麦加的多神教徒要质问穆圣有关人的灵
魂的问题。«古兰经»用现在注释的这节经文来答复他们说, 灵魂从安拉的命令中
得到它的力量, 任何其他声称来自所谓精神锻炼和巫术的东西都是骗人的鬼话。
据说有关人的灵魂的性质问题首先是由古莱西族在麦加向穆圣提出的, 然后, 根
据阿布杜拉 彬 麦斯武德
(‘Abdullah bin Mas‘ud) 的看法, 由犹太人
在麦地那向穆圣提出。灵魂在这里描写为由安拉直接命令而创造出来的东西。
按«古兰经»经义, 一切创造 (物) 分为两类: (1) 原始的创造 (物), 即不借助任何以
前创造出来的物质或事物而产生的创造 (物); (2) 后来的创造 (物), 即借助於以前
创造出来的方法和物质所产生的创造 (物)。前一种创造 (物) 属於 (Amr, 直译:
命令) 类, 可见 2:118 节经文, 而后一种称为 (Khalq, 直译:创造)。人的灵魂属
於第一类。
这节经文似乎意示一种预言, 这一时间将会来到, 那时 «古兰经» 的经义将
离开这个世界。梅尔达伟 ( , Merdawaih)、贝哈奎 ( , Baihaqi) 和伊本 马
甲(
, lbn-e-Majah) 报道过, 穆圣也作过相似的预言, 说 «古兰经» 的核心和
精神将从地球上消失的那个时候将会到来, 而且不是所有的当代声称的所谓神
秘主义者们, 像他们的犹太典型者那样, 具有超自然的能力所能同心协力地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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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对他们) 说: “假如人们
(普通人) 和精纳 (非普通人) 都集
合起来创作这样的 «古兰经», 即
使他们互相帮助, 也不能创作像
这样的。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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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31

我确在这部 «古兰经» 中为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 叙述了每
件 (必需的) 事情。但大多数人
坚持不信, 拒绝了 (每件事情)。
91. 他们 (也) 说: “除非你从地下
为我们涌出泉源, 我们绝不会信
仰你的 (任何宣言);
92. “ 或者你有一座枣树和葡萄
树园, 使大量溪流倾流其间;
90.

b

732

c

或者依照你的宣称, 使天的
碎片坠落在我们身上, 或者使安
拉和天使 (与我们) 面对面;
94. “ 或者你有一所金屋 ; 或者你
升到天上去; 除非你从天上降下
一部我们能读的经典, 我们永不
相信你的升天。 ” 你 ( 对他们 )
说: “我的养主是圣洁 (于这些无
93. “

a2:24; 10:39; 11:14; 52:35. b17:42; 18:55. c25:11.

这一挑战首先向那些纵情于那些神秘莫测的做法的人们提出, 要他们召集
看不见的精纳来帮助他们, 他们声称可以从这些精纳那里得到精神知识。这一
挑战也永远向一切否认 «古兰经» 是安拉启示的人们提出。
人的才能是有限的, 人类最多只能处理数目有限的问题。可是 «古兰经» 能
完全处理有关人类道德精神发展的一切事情。
731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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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事情) 的, 我只是一个受主
派遣的凡人, (不能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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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业已降临了人们以后 ,
只有这一回事还阻止着他们信
仰:他们说, “安拉把一个凡人作
为使者派遣了?”
96. 你 (对他们) 说: “如果地面上
有安宁来往的天使, 那么, 我一
定从天上把天使作为使者派遣下
来。”
97. 你 (对他们) 说: “在我和你们
之间安拉是 足够的作证者; 他确
是全知、全见他的仆人的。”
98. 凡是安拉引导的人 , 便是真
正得正道的; 凡在安拉看来是处
于迷途中的人 , 那么 , 除安拉以
外 , 你将永得不到他的任何帮
助者。 在复生日, 我将根据他们
的目的 (和心意), 把他们在瞎、
哑、聋的状态中集合起来。他们
的归宿将是火狱; 每当火势降低
时, 我将为他们增加火焰。
99. 这 (火) 就是他们 (行为) 的回
报, 因为他们拒绝了我的迹象, 并
且说过 : “ 当我们死而变成枯
骨、分为灰尘时, 我们还能成为
新的受造物而被复生起来?”
段一一

95.

a

b

c

d

e

f

g

733

a17:60; 23:25; 34:44. b23:25; 25:22; 43:61. c10:30; 13:44; 29:53; 46:9. d7:179; 18:18; 39:37-38. e6:129; 19:69. f18:107; 34:18.
g17:50; 23:83; 36:79; 37:17; 56:48.

733

一切拒绝宗教和真理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否认有后世的结果。这就是 «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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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七章

难道他们 (直到现在还) 不
了解, 创造天地的 安拉也有力量
创造像他们一样的 (别人)? 这
是无疑的: 他已为他们固定了一
个期限; 可是不义的人还是坚持
不信拒绝了 (每一事物)。
101. 你 (对他们) 说: “如果你们具
有我养主仁慈的 (无限) 库藏, 那
么, 你们一定还会害怕库藏的消
费而加以阻止 , 因为人是吝啬
的。”
102. 我确赐予穆撒九项明显的
迹象。 (关于那些情况) 你问
询以色列的子孙吧! 当他 (穆撒)
来到他们 (埃及的居民) 那里, 法
老对他说: “穆撒呀! 我的确认为
你是受了欺骗的人。”
103. 他 (回答) 说: “你一定知道,
只是天地的养主把这些 ( 迹象 )
作为明证下降的。法老啊! 我的

卷一五

100.

a

734

段一二

b

735

c

a

36:82; 46:34; 86:9. b7:104; 27:13. c27:14; 28:37; 40:25.

调 复
重复
重要 题 原
体现
辩驳 点,
复
确 存
信
将复 , 安拉 权 给
新
成
空洞
, 对
, 果
信
命
话,
信 果 对
将丧失
权 威望给
现
毫 足 非常穷苦 微弱 斯林 果
面
预言, 即穷苦 斯林将取 权
信 自 权 毁灭
成 , 么,
命 声 就自
«
»
九 迹象 : (a) 手杖 (7:108); (b) 白
手 (7:109); (c) 干旱, (d) 缺乏果 (7:131); (e) 风暴; (f) 蝗虫; (g) 虱子; (h) 青蛙
(i) 血 惩罚 (7:134)
»

经 如此强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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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坚信你将是毁灭的。”
104. 于是他决意把他们 ( 穆撒和
他的族人) 驱出国境; ( 但结果是
这样的,) 我把他及其随同者都淹
死了。
105. ( 在他淹没 ) 之后 , 我对以色
列人说 : “ 你们去到那个 ( 受约
的) 地方 (安) 住吧! 继而当 (对穆
斯林 ) 的第二次 ( 惩罚 ) 的诺言
( 履行的时候 ) 来临 , 我将把你
们都集合到那里。”
106. 我以真理下降了 «古兰经»,
于是它以真理降下了。我只为了
传达喜讯和警告 (惩罚) 而派遣
了你。
107. 我把 «古兰经» 分成各个部
分 , 以便你能向人类 ( 逐步
地、慢慢地)、间隔地诵读它, 而
我也曾逐渐地下降它。

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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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736

c

d

737

a2:51; 7:137; 8:55; 20:79; 26:67; 28:41. b7:138. c4:106; 5:49; 39:3. d25:33; 73:5.

这节经文意示, 穆斯林将像犹太人那样遭受民族的灾难。第一次灾难降临
穆斯林是在哈拉库汗 (Halaku Khan) 的鞑靼军攻陷巴格达的时候。这里对他们
说, 在后期-----在主许的迈喜年代-----他们将受到安拉第二次惩罚, 正好像犹太人在
第一位迈喜合-----伊撒时代受到惩罚的那样。这节经文意指, 当穆斯林受到第二
次惩罚时, 即意味着实现 “后期的约定” 的时候, 犹太人将从世界各地被带回这
块圣地。这一预言已显然实现, 在巴尔福宣言下犹太人已回到了巴勒斯坦并且
成立了所谓以色列国家。“后期的约定” 指的是主许迈喜合时代 ( , Bayan)。
«古兰经» 必须满足两类人的需要: (a) 它必须解答直接听讲的人们所提出的
各种暂时性的反对意见来满足刚刚改信伊斯兰教的那些人的精神要求; (b) 它必
须为人类大量的和各种各样的问题地制订出合乎每一世界的指导方针。涉及麦
加多神教徒的许多反对意见的那些经文, 以及对早期穆期林的精神教育的那些
经文, 自然应该首先予以启示, 而涉及人类持久性精神需求的那些经文要启示得
较后一些。因此, «古兰经» 的经文是每隔一个时期逐渐地启示的。每当不信的
人提出一项反对意见时, 就启示一些包含对这样一项反对意见的解答的经文。
同样地, 在早期穆斯林要求提供对某一时机的指导方针时, 必须启示必要和有关
736

+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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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对他们) 说: “不论你们信
仰它 («古兰经») 还是不信仰它,
在它下降之前那些授予了知识的
人, 每当有人在他们的前面诵读
它 («古兰经»), 他们便表示完全
顺从而俯伏叩头。”
109. 他们说: “我们的养主是高洁
(而无瑕疵的), 我们养主的诺言
是必定要履行的。”
110. 当他们俯伏在地时 , 他们是
泪汪汪的, 这 «古兰经» 更增益他
们谦虚的品德。
111. 你 (对他们) 说: “不论是用
安拉之名呼唤 (真主), 抑或用无
限博爱者之名呼唤 (真主), 你们
可以用任何名字祈祷他, 因为一
切美好的名字 都是他的。 ”
不要高声说出祷词, 也不要以过
低的声音说出祷词, 要采取中庸
的道路。
112. 要 (向整个人类) 说: “惟有
安拉是值得一切赞颂的, 他没有
立子嗣, 没有分享他的国权的, 他
并不是微弱而需要任何人的帮
助。” 你要至善至美地赞扬他的伟
大。

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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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a

b

c

738

d

e

a19:59; 32:16; 38:25. b18:99; 19:62; 46:17; 73:19. c7:181; 20:9; 59:25. d7:56,206. e18:5; 19:36, 93; 25:3; 72:4.

的一些经文来满足该一时机的需要。那就是 «古兰经» 原来启示的顺序。可是,
由于 «古兰经» 的直接听讲的人们的临时需要不同于人类总的永久性的要求, «古
兰经» 在后来编成经本时的经文顺序, 自然和原来启示的顺序不同了。
安拉有无数的常德。穆斯林在祈祷时应该祈求与他寻求安拉引导和帮助
的那件事情有特别关系的那些特定的常德。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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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卡夫伊历纪元前启示
(AL-KAHF) 山洞

启示的日期与上下文

按照伊本•阿巴斯与伊本•祖拜尔的看法, 本章全都是在麦加启示
的 ( , Manthur)。差不多所有的 «古兰经» 注释者似乎都同意这
一点。西方学者确定本章是在宣称使者以后的第六年完成的, 但它
非常可能是在第四或第五年启示的。阿纳斯说本章是一次启示完的。
启示时由七万个天使护卫着 ( , Manthur, 卷四, 第 210 页)。«蜜蜂»
章中对穆圣将遭受犹太人与基督教徒剧烈反对的预言讲得很详细。
这一主题在 «以色列人» 章中作了进一步的阐明。该章说他将被带
去并生活在犹太人的地区和他们建立新的接触, 然后遭受犹太人和
基督教的反对并在最后征服他们。«以色列人» 章中谈及穆圣的一
种精神境界, 这也体现了他将征服犹太人那一圣地的预言, 并暗指
«申命记» 中预言的犹太人的两次反叛。第一次叛变发生在达五德
死后, 那是犹太人被驱逐出他们故土的后果。他们对自己的罪恶作
了忏悔, 他们的故土被交还了他们。但是他们重犯罪行在伊撒在世
时期蔑视安拉的经律并发生第二次叛变。这第二次蔑视给他们带来
了更严厉的惩罚。他们的圣地被摧灭, 并从安拉许诺给他们的可爱
的土地上被放逐出去。这些预言也谈到了第一部分以色列人---- 犹
太人---- 不得不经受的情况与环境。可是对他们的情况的描写却引
起了两个明显的问题: (a) 如果作为穆撒道统第二部分的基督教徒未
受惩罚而作为第一部分的犹太人却受了折磨, 那么, 基督教徒岂非成
为安拉原来许诺给犹太人的幸福与恩惠的继承人? (b) 为什么穆斯
林受到要他们保持警惕的预告, 不要步犹太人的后尘而招致安拉的
不悦, 这种警告预示着什么以及他们在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主题
此章对以上两个很自然而中肯的问题作了答复, 并且对穆撒道
统的第二支流 基督教要经受的变迁也作了某些说明。也提到了
穆斯林如何仿效犹太人的罪恶方式, 因此他们的行为使他们成为安
拉恼怒的对象。也答复了另外一个问题, 即这些主题与居住在山洞
里的人以及祖尔夸尔纳英 (
, Dhul-Qarnain) 与雅朱者 (
,
Ya’juj) Gog (歌格) 和马朱者 (
, Ma’juj) Magog (玛各) 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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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以及 “两个花园” 的寓言与穆撒的精神的旅行 ( , Isra’) 之间有
着什么关系? 本章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 这些语言隐喻地描写基督
教民族的兴衰, 也隐喻地描写穆斯林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行而要遭受
的艰苦与磨难。
为了使这一主题展开并使它更清楚, 在 “两个花园” 的寓言之后
提及穆撒的精神的旅行 ( , Isra’)。穆撒的这一精神的旅行以隐喻
的语言描写了信奉他的人要作出的物质与道德上的伟大进步, 正如
在 «以色列人章» 中穆圣的精神旅行所描写的他的信奉者的非凡进
步。穆撒精神的旅行详细描写这一伟大进步将在何时以及如何开始,
到哪里结束以及以色列人在何时将丧失安拉的恩惠, 而安拉的恩惠
将转赐给伊司马仪家族。在这以后, 本章告诉我们, 伊司马仪家的人
在继承安拉的恩惠后, 因为他们蔑视它的律令又将招致安拉的不悦
并将受 (雅朱者) 与 (马朱者) 的惩罚, 而雅朱者与马朱者将同时遍及
并统治整个世界。本章在结束前提及一个人 祖尔夸尔纳英, 他阻
止了雅朱者与马朱者统治全世界。这样, 说明了基督教徒在他们宗
教的早期以及后期的物质与精神情况。居住在山洞中的那些人象征
着早期基督教徒还很软弱, 雅朱者与马朱者代表他们在后期的光荣
全盛期。本章结束时向穆斯林保证, 安拉将打破并粉碎雅朱者与马
朱者发动的不信宗教的势力, 并通过第二位祖尔夸尔纳英来解救穆
斯林。这第二位祖尔夸尔纳英就是穆圣的信奉者 伊斯兰教阿哈
默底亚运动的圣洁的创始人。
本章非常重要, 其主题应有更详尽的叙述。它说安拉降示 «古兰
经» 为的是除去过去几部天经中逐渐产生的失误。它警告那些妄称
安拉有一个儿子的人, 说他们这样做会引起安拉的不悦。这些人恨
伊斯兰教, 他们的开始与结束是不同的。他们在开始时很软弱, 受到
痛苦的迫害。安拉对他们很仁慈, 把他们从痛苦和磨难中解救出来,
使他们走上进步与昌盛的大道。但是当他们富强起来之后他们却采
取盲目崇拜偶像的做法, 不朝向安拉, 而转向俗世, 完全迷失其中。
穆斯林受到警告, 要从他们的命运中吸取教训, 不要疏忽拜主, 不要
太贪恋财富与俗世的占有物, 以及不要过着懒散而奢侈的生活。基
督教民族的光荣和权力与穆斯林的低落和贫穷相比, 描绘出一幅
“两个人的寓言” 的图画, 一个富有, 而另一个贫穷。那个富人 基
督教民族 为他的财富自豪而那个穷人求助于安拉。傲慢与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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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会遭受失败, 超过人力控制范围的形势会使那个富人衰落。本
章接着详细说明穆撒在他精神境界中向他降示的那些伟大的变化,
在他精神境界中他被告知, 他的道统的发展与进步远不及另一个较
后的道统所达到的伟大程度。这较后的一个道统 伊斯兰教 将
给穆撒道统不完整的教导带来完美无缺的教导, 并从基督教世界衰
退与颓废的灰烬中胜利前进。在述及基督教民族的衰落以及伊斯兰
教的兴起以后, 本章描写了伊斯兰教胜利后的情况。它说穆斯林背
离宗教并醉心于追求财富与权力的时候也会到来。安拉为了惩罚他
们的罪恶会再一次将成功与繁荣赐给基督教民族, 该等民族曾有一
个时期被制止向东向南地区发展。然后全世界将出现极大的毁灭,
世界各国结合两种相反的思想体系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罪恶盛行
于世界, 非正义的行为与暴虐专横猖狂泛滥。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安
拉将创造一种环境使它能阻止那股看来要吞没整个世界的洪水的无
法抗拒的冲击。同时本章在述及这一主题时清楚地暗示, 就是那些
过去一度打垮雅朱者与马朱者政权的人 穆圣的信从者将在抑制
与堵住这股洪水中起重要作用。也可参阅 «大版本的注释本» 第
1474-1480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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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八章
一八章

阿勒•卡夫
(AL-KAHF) 山洞
全章共 节 麦加下降
111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
拉之名。
2. 一切赞颂都归安拉。他降赐
他的仆人 (这部) 经典, 他没在里
面放入任何偏邪的 (教义)。
3. (他把它) 做为充满真理、真正
的领导者 而下降, 以便 它警
告 (人们) 从安拉方面要来的一
个严厉的惩罚, 并给力行善功的
信者以欢乐的信息, 即他们将获
得很好的报酬。
4. 他们将永远留在那个 (受酬报
的) 佳境里;
5. (而且他下降了它也为了) 警告
那些说 , “ 安拉为自己立了子
嗣。”
6. 关于这方面, 他们没获得任何
知识, 他们的上辈也没有任何知
识。从他们口中吐出来的那话是
穷凶极恶的。他们只是说假
话。
7. 如果他们不信仰这部伟大的
经典, 那么, 你自己就因此而悲
痛欲绝?
1.

a

,

b

739

c

d

e

f

g

a1:1. b25:2; 57:10. c17:10, 11. d17:112; 19:36; 21:27; 25:3; 39:5; 72:4. e22:72; 40:43. f19:91-92. g26:4.

古兰经» 作为 (Qayyim, 保护者、领导者) 完成双重职能。它是以前许
多经典的保护者, 它改正和除去了逐渐进入那些经典中的许多错误。它也是将
来各代人的领导和保护者, 因为它担任他们的精神教育工作, 引导他们走上实现
人生崇高目标的道路。
7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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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大地上所有的一切做了
它的装饰, 以便考验他们谁是行
为最好的人。
9. 我一定 (毁灭) 大地上所有的
东西, 使它变成不毛之地。
10. 你认为山洞和碑文的伙伴 ,
是我迹象中的奇观 (将来不会
再有其类似的情景)?0

山洞

第一八章

8.

a

b

740

741

a5:49; 6:166; 11:8; 67:3. b18:41.

这一用语有各种译法, 如: ‘山洞中的人’; ‘山洞
中的民族’; ‘山洞中的同忧乐者 山洞中的同住者’ 和 ‘山洞中的居住者’。
这节经文宣告 山洞中的居住者不是什么奇异的事情。他们并没有什么可
以认为是不合正常自然法则的事情。奇怪的是, 许多异想天开的传说给他们编
造了许多故事。吉本 (Gibbon) 在他的 «罗马帝国的衰亡» 所讲的那个难忘的 ‘七
个睡眠人’ 的故事, 给环绕着 ‘山洞中的居住者’ 这一神秘的事情提供了一条解决
的重要线索。吉本说 , “ 当德西厄斯 (Decius) 皇帝迫害基督教徒时 , 以弗斯
(Ephesus) 城的七个青年藏身在邻近山侧的一个宽大的山洞中, 那里他们注定要
被那暴君害死的。暴君命令用一堆巨石把洞口严密地封住。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历史事实: 早期的基督教徒由于信仰安拉的独一性而受到相信多神教的各个罗
马皇帝的难以叙述的迫害。这种迫害早在那臭名昭著的尼禄 (Nero) 皇帝的时候
就开始了。据说这个暴君曾经放火烧了罗马; 当那个学识和文明的伟大所在地
燃烧的时候, 他却在弹琴作乐。这种迫害断续地进行着, 过了大约四十年的暂短
休止时期, 德西厄斯皇帝统治时重新疯狂地开始起来。他要恢复古罗马的宗教
和制度并以此为目的开始有系统地绝灭基督教徒。然而, 公元 303 年戴克里先
(Diocletian) 的法令超过一切反基督教的措施。按照这些法令, 在帝国各行政管
理区的基督教堂被拆毁, 所有圣书被当众烧掉, 教堂财产被充公, 基督教徒在这
个国家不受保护。(Gibbon’s Roman Empire, Enc. Brit. & Story of Rome)。为了从
这种残酷和无人性的迫害中挽救自己, 这些孤立无援的受难者躲藏在罗马的地
下墓穴里。这些地下墓穴里错综复杂迷宫般的通道以及各层无数的小室和藏身
的地方极妙地适合于他们, 而且内部漆黑, 不易被追捕者觉察出来。墓穴里石碑
上刻出的东西可以看出早期的基督教徒是虔敬的一神论者。伊撒只被称为牧羊
人, 即安拉的一位先知, 而他的母亲玛尔彦也只是一个虔诚的女人。看来藏身在
墓穴中的基督教徒在他们的进口处还养着狗, 它们的吠声可以使人知道有陌生
人走近墓穴了。” 事实上, 对 “山洞中的居住者” 的叙述因此只是阐述了早期基
督教徒的历史以及说明他们如何为了信仰安拉的独一性而受到难以叙述的迫害。
第 18 节经文中谈到的有关的那个山洞的位置和情况并不是最重要的。在罗马,
那个地下墓穴的位置和情况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讲得更充分、更详细和更确实。
有人以为 ‘山洞中的居住者’ 可应用于亚利马太城的约瑟和他的同伴们。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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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那些) 青年避难于山洞中
时, 他们 (祈祷着) 说: “我们的养
主啊! 把你的仁慈赐予我们; 在我
们 ( 这项 ) 事务中 , 供给我们引
导。”
12. 我曾使他们在山洞里若干年
不能听闻 (外间消息)。
13. 然后我唤起他们, 以便我知道,
(基督教徒的) 两个团体中哪个更
能铭记他们在那里停留的时期。
段二
14. ( 现在 ) 我根据实况向你叙述
他们重大的消息。他们是几位信
仰他们养主的青年人, 我增赐了
他们引导。
15. 当他们起身 ( 离开自己的家
园) 时, 我便坚定了他们的心。于
是他们 (互相地) 说: “我们的养
主就是那创造天地的养主, 除他
以外, 我们绝不祈祷任何其他崇

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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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

a8:3; 47:18.

照马姆斯伯里 (Malmesbury) 的威廉的说法, 约瑟由圣菲利浦派往不列颠, 那里给
了他索美塞得郡内的一个小岛, 他就在岛上用编好的小树枝建造了不列颠第一
座基督教堂, 即后来成为格拉斯顿倍雷大教堂的所在地。据另一种说法, 约瑟在
公元 63 年在不列颠各处漫游……按照传说, 第一座格拉斯顿倍雷的教堂是由亚
利马太城的约瑟作为由圣菲利浦从高卢派到不列颠的十二使徒的首领建立的一
座小的编枝建筑物。(《大英百科全書》第 10 和第 13 版, ‘Joseph of Arimathaea’
和 ‘Glastonbury’项下)。
根据研究 «死海卷轴» 得到证实的最新学说, 认定早期基督教徒藏身避难的
那些山洞以及他们刻写的信念和教义的地方是在死海附近的山谷里。
‘山洞’ 和 ‘碑文’ 代表基督教两个最为显著的方面, 即它开始时被拒绝以及
从这个世界上撤退的一门宗教, 而结束时成为完全被世俗的种种事务所占有的
一门宗教, 成为淹没在无数书面形式和刻印文字的世界中商业贸易的一门宗教。
也可参阅 «大版本的注释本» 1486-14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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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的对象; 否则, 我们便说出远离
真理的话了;
16. “ 这些人即我们民族离弃安
拉而设立其他的崇拜对象。他们
为什么不用明证来证实他们 (所
设立的崇拜对象) 是真理? (而且
他们为什么不明白), 谁 (能) 比
对于安拉捏造虚假还不义呢?
17. “当你们离开了他们和他们在
安拉之外所崇拜的东西, 那么, 你
们就避难于这广阔山洞里吧 !
你们的养主将为你们开辟仁慈
(的道路) , 他将在你们这项事务
中为你们安排方便的做法。”
18. 你看太阳升起时 , 它从他们
(避难) 山洞的右边斜射过去; 太
阳落下时, 又从他们左边斜射过
去; 他们住在山洞的宽阔地方,
这是安拉 (襄助) 的迹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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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742

743

a21:25; 25:4. b6:145; 7:38; 10:18; 11:19.

这节经文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 那些相信一神教的青年, 并非是分散成一
个一个的人, 而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宗教社团的一部份, 他们的成员经常私下会
晤。这节经文表明, 这些青年谈到避难在那个山洞中时, 他们脑子里已有一个特
定的山洞。这个山洞看来已经被罗马的奴隶在逃离凶恶的主人后做过避难的地
方。“当你们离开了他们” 这句话, 意示他们已经成为一种严厉的社会联合抵制
的受害者, 他们的生活已脱离了大部份人, 成为独自在一起的几个人。
那个山洞的位置看来是面向西北的, 太阳经过面向北方的一个地方, 才会
从右到左, 这个洞的面积很大, 这从 “广阔” 两字中可以看出。罗马的那个地下
墓穴, 现在还在, 可以证实这一看法。它们的面积很大, 各种估计不一, 可能延展
达 870 英里 (《大英百科全書》)。那个地下墓穴看来也很黑暗, 几乎没有什么
光线。那个洞的构造样式可以作为一个藏身之地。圣杰罗姆在第四世纪去看了
那些地下墓穴后说, “它们实在是太黑暗了, 看来先知的语言 (《诗篇》55:15) 是
实现了, ‘让他们快快走下火狱吧’。偶尔有些光线进来, 减轻些阴暗的恐怖, 那时
这种光线不是从窗户中, 而是从一个孔洞中进来的”(《大英百科全書》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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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安拉领导的人, 就是获得正
道的; 凡是安拉离弃而入迷途的
人, 为了他你将永不见有任何朋
友和领导者。
段三
19. 你认为他们是醒着的, 其实他
们是睡着的; 我将使他们转向
右边和左边。 他们的狗伸张
着两条腿卧在天井 中。如果
你见到他们的情况, 你一定会转
身逃离他们, 对他们充满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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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44

745

746

747

就像这样, 我 (在他们穷困无
助的情况下), 唤起了他们, 让他
们惊奇地互相询问。他们中有人
说 : “ 你们在这里逗留了多长时
间?” 他们 (回答) 说: “我们 (在
这里) 逗留了一天或不到一天。”
(于是) 他们 (其他的人) 说: “你们
20.

b

a7:179; 17:98; 39:37-38. b2:260; 23:113-114.

穆斯林在穆圣时代受到事先的警告说, 北方地区的基督教民族正在休眠状
态, 不过不久他们将从长时期的熟睡中醒来, 而且将遍及全世界并且将它置于他
们的统治之下。
“我将使他们转向右边和左边” 这句话, 看来指的是, 他们走向世界各处, 向
所有方面发展, 寻找新的市场以及作出新的征服。
这些话, 除了指西方基督教国家喜受狗以外, 也可以理解为指 (拜占诞)
(Byzantine) 帝国而言。这个帝国在玛摩拉海的两侧看守着欧洲, 好像一只狗向
两侧伸出两只前腿看守着那样。
这些话指的是西方基督教国家将要得到极大的政治权力的时候。«古兰经»
在几百年前当基督教国家尚在长时期的熟睡时就预言了这一事实, 那时即使是
想象力最远大的人也没有能力预见到他们最终能上升到如此大的权力和光荣的
地步。这节经文包含一幅西方国家支配东方和南方国家的具有特征性的描写、他
们的特殊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在这些地区人民中间引起的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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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主最知道你们在此停留
的时间, (你们勿作这个辩论。)
把自己 (旧有) 的银币交给一个
人, 到城市里去, 叫他看市民中谁
的粮食最好, 叫他买些食物给
你们带来。他要有谨慎地获悉
( 人们的 ) 秘密 , 但绝不要让任
何人知道 你们 (的事情);
21. “ 因为假若他们胜过了你们 ,
他们一定用石块打死你们, 或强
迫你们归信他们的宗教。在这种
情况下, 你们就永远不会成功。

山洞

第一八章

748

749

750

751

752

这节经文看来指的是已经遍布全世界的西方基督教国家。“我唤起了他们”
这句话, 指的是那些国家在将来注定要作出的巨大进展。“他们中一个人说: ‘你
们逗留了多长时间?’” 这些话意指, 基督教国家开始觉得现在是他们自己奋发和
甩掉自己的没有生气状态的时候了。这种觉醒发生在十字军东侵的时代, 那时
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君主联合起来, 整个欧洲联合向穆斯林进攻要从他们手中
夺取圣地。按照阿拉伯习惯用语的意思, ‘一天或少於一天’ 这一用语意指一段
不肯定的时期。«古兰经» 其他经文中 (20:103-104) 定为一千年, 这一时期是西
方基督教国家的休眠时期。20:103-104 节经文中的 “十天” 代表十个世纪, 而这
些经文中的 “蓝眼睛的” 这些字指的是一般有着蓝眼睛的西方民族。不列颠在
东方权力的基础是在 17 世纪开始时奠定的, 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 (“March
of Man”)。这一时期差不多在穆圣之后一千年。
当山洞中的居住者看到迫害他们的浪潮已经平静下来时, 他们派了一个人
到城里用旧的硬币买些食物并且看看情况对他们怎样。 (Ta‘am) 可以意指
诸如小麦、大麦、小米、枣子等粮食 (Lane)。这指的是西方国家到世界各地的
商业远征。
欧洲的商人在做生意的时候特别显得文雅和有礼貌的样子。“他要有礼貌
地” 这些字, 看来指的就是他们的这一特征。这一用语也可意为, “让他们自己行
动谨慎。”
“但绝不要使任何人知道你们” 这些话, 指的是西方的势力悄悄地、趁人不
备地渗透进东方。
这些字意味着, 如果你们派商业人员去那里的人们知晓了你们真正的意图,
或者你们在他们的国家中立足未稳而产生某些政治争吵或商业矛盾而且他们又
胜过你们的话, 那么, 你们或者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国家, 或者信仰他们的宗教, 不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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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这样 , 我告诉了 (人们 )
关于他们 (的情况), 以便他们知
道 安拉的诺言是个真实的, 关
于 (受约的) 时候, 一点也没有可
以疑惑的。(也要记着,) 当他们谈
到关于自己的工作时, (有人向另
一个人说 :) “ 你们在他们 ( 的住
处) 设立一所建筑物吧!” 他们的
养主最知道他们 (的情况)。(最
后) 那些论点获胜的人说: “我们
一定要在他们 (的山洞) 那里兴
建一所礼拜的地方。”
23. (那些不晓得他们真实情况的
人), 他们对这未看见的任意推测,
有些人说: “他们仅是三个人, 第
四个是他们的狗;” 有些人说: “他
们是五个 , 第六个是他们的狗 ,”
还有人说: “(他们) 是七个人, 第
八个是他们的狗。” 你 (对他
们) 说: “我的养主最知道他们的
( 真实 ) 数目。除了少数人之外 ,
没有人是知道他们的。” 关於他
们, 除非具有不能辩驳的论证, 不
要作任何议论, 也不要向他们任
何人询问他们的 (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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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

b

753

754

a31:34; 35:6. b15:86; 20:16; 22:8.

论哪一种情况, 你们将不能在他们国家永久站稳脚跟, 你们想在他们国内建立一
个伟大帝国的一切美梦都将化为乌有。
“我们一定要在他们那里兴建一所礼拜的地方” 这句话, 谈到山洞中的居住
者的显著标志之一: 他们的后继人基督教国家为了纪念他们已死的圣徒将建造
许多教堂。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 在那地下墓穴里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教堂。
这些猜测看来是根据那地下墓穴某些小室墙上所刻图像而产生的; 可是每
一刻出的图像指的只是一个特定的家族、一伙人或小组。在墓穴中某一时期中
避难的人数不得而知。从图像中看,似乎总是有一只狗陪伴着一伙避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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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四
24. 你对任何事情都不要 ( 武断
地) 说: “我明天一定做那件 (事
情), ”
25. 除非 (你同时也说: 如果) 安
拉愿意。如果你 (有时) 忘记了,
(那么, 当你想起来) 时, 你就要常
常记忆你养主 ( 的许约 ), 且说 :
“ ( 我十分 ) 希望我的养主 (最后
一定使我成功), 他将带领我比这
(我自己所设计)更接近 (完成的)
正道。
26. ( 有些人也说 :) “ 他们在广阔
的山洞中住了三百年, 继而又增
加了九年。
27. 你 (对他们) 说: “安拉最知他
们 ( 在山洞中 ) 留住了多长时
间。 只有他具备天地秘密的知
识。 他是全见的, 全听的。除他
之外, 他们再没有任何帮助者。

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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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a

756

757 b

c

a18:40; 74:57; 76:31; 81:30. b11:124; 16:78; 35:39. c19:39; 29:46.

这节经文可能意味着, 在穆斯林衰落的时期, 他们将失去一切真实而有用
的工作主动权, 只能空自遐想, 他们的活动将局限于谈论未来, 他们将无法改善
自己的命运。
早期基督教徒受到迫害而经常避难到山洞中或其他躲藏的地方, 其时期延
续约 309 年以上。历史资料证实了这一计算数字。大家都相信, 迫害基督教徒
从公元 28 年伊撒被钉在十字架上开始, 到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 337 年改信基督
教 (《大英百科全書》) 为止, 其间大约有 309 年。君士坦丁不是在公元 337 年
而是在公元 309 年改信基督教的。十字架刑悲剧发生的时间比一般相信的要晚
28 年 (尤希尔斯-- - - -Ushers 大主教所著的 Chronology 与基托-- - - -Kitto 博士所著
的 Daily Bible Illustrations)。
早期基督教徒在许多国家和不同时期受迫害, 例如在罗马、亚历山大里亚
等等。他们在不同时期被迫避难在山洞或地下墓穴中, 其时期不同而居住时间
长短也不同。他们住在墓穴中并不是一种简单而顺利的情节。这种呆在墓穴中
总的时期的确切年数, 只有安拉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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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让任何人参与他的判决。
28. 要 (向人们) 宣读你养主的书
中启示给你 (的那些部份)。 没
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改变他的言
语, 离开了他, 你将 (永远) 没有
任何避难之所。
29. 要坚定与在朝夕向养主祈祷
而寻求他的喜悦者为伍, 不应忽
视他们而贪图现世的美观, 切莫
顺随那种人: 我将令他的心疏于
纪念我, 他所追求的是低俗的欲
望, 他的情况是失中的。

山洞

a

b

你 (向人们) 说: (这) “真理是
从你们的养主 (降示) 的; 谁愿信,
谁就信吧, 谁愿意不信, 谁就不信
吧。” (可是要记着,) 我已为不
义的人预备了火, 这火的四面墙
壁 (现在) 也围困着他们。如果
他们呼救, 他们得到的帮助将是
一种类似熔化的黄铜水, 那水将
烧焦他们的脸。那是极坏的饮
料, 那是极坏的归宿!
31. 凡是信仰而行善的人 , 我绝
不让他们的善行蒙受损失。0
30.

c

d

e

a6:35, 116; 10:65. b6:53; 7:206. c2:257; 10:100. d25:38; 42:46. e7:171; 9:120;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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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享有永居的天园, 诸
河川流其中。他们在那里佩戴金
镯, 穿着细丝粗锦绿衣, 在那些天
园中 靠坐在高塌上。这是多么
好的报酬啊! 这是多么好的归宿
啊!
32.

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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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段五
33. 你向他们叙述两人的情况
( 做比喻 ) 。在这两人中 , 我赐给
了一个人两座葡萄园, 又以枣椰
树围绕这两座果园, 并在其两者
之间, 产生了庄稼。
758

两座果园都出产了 (大量的)
果实, 其中连一点欠缺也没有。而
且我使一条河 川流两者之间。
35. 他 ( 从那里 ) 常得很多的果
实。他在与他的同伴讲话时 (骄
傲地) 向他说: “我比你有更多的
财富; 更强的一群(随从者)。”
34.

759

760

a9:72; 13:24; 19:62; 20:77; 35:34; 38:51; 61:13; 98:9. b15:48; 36:57; 83:24.

从这节经文开始, 以比喻的形式讲两种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情况,
这 “两个人” 代表这两种人, 而 “两座果园” 代表基督教国家兴起的两个时期。这
节经文指出, 在基督教国家盛衰交替的历史中, 他们将两次上升到拥有极大权力
的地位。第一个时期是在伊斯兰教来临之前, 而第二个时期从公元十七世纪初
开始, 那时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开始作出极大的进展, 而在十九世纪时他们得到史
无前例的权力和威望, 可以称为达到顶峰。
“一条河” 代表穆圣时代。通过穆圣, 保存了穆撒和伊撒许多部分的真实教义。
强大而兴盛的基督教国家, 看不起并且嘲笑贫穷而无权力的穆斯林, 因为
758

759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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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 他亏损着自己, 进入
了他的果园, (对他的同伴)说: ‘我
认为这个 (果园) 永不会毁灭;
37. “ 我 ( 也 ) 认为 ( 受约毁灭的 )
时候永不会到来。即使我被送回
我的养主那里, 我 (在那里) 将一
定会得到比这更好的归宿。”
38. 他的同伴与他辩论着, 说: “你
不信那个 (存在者) 吗? 他 (先)
用泥土, 继用精液创造了你, 然后
使你成为完善的人;
39. “(而你的情况是这样的。) 但
(至于我, 我信仰) 惟有 安拉是我
的养主, 我不设立任何一个与我
的养主同等的崇拜对象。
40. “ 当你进入你的果园时 , 你为
什么不说: “只有安拉所意欲的,
(才会实现)。(因为) 一切力量仅
仅从安拉 (的恩惠) 得来。” 如果
你看到我的财富和子女不如你的;
41. “那么, 我的养主也许把强过
你的果园的果园赐给我, 向你

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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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761

a

b

c

762

a22:6; 23:13; 35:12; 36:78; 40:68. b13:37; 72:21. c68:33.

穆斯林贫困而缺乏物质资源。
西方基督教国家, 由于他们的物质进步而自豪, 就恣意过着舒适奢侈的生
活, 他们自负、傲慢而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权力、进步和兴旺发达将永远持续下
去, 而且被弄得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和自满情绪, 完全过着一种罪恶的生活而
不能自拔。
这节经文以及第 36 和 40 节经文只谈了一座果园, 因为两座果园 (第 33 节)
中的一座实际上已在伊斯兰教以前消失了。这座 “果园” 是在伊斯兰教以后兴盛
起来的, 它证明是基督教徒自豪的最大的根源-----现在他们的物质上的极大进步
和权力。
761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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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果园从天降下雷电, 致使其
成为光秃、滑溜的平地;

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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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或者园中的水干枯 而你
永远不能寻到它。”
43. (后来果然就这样发生了。) 他
所有的果实都被毁坏了, 园中的
( 葡萄等的 ) 棚架都倒塌了。他
(园主) 使劲扭自己的 手为 (发
展) 果园所耗费的金钱 (表示痛
苦), 而且说: “要是我不把任何
一个做为与我的养主同等的崇拜
对象, 那多好啊!”
44. (这时候,) 没有一个团体能违
背安拉而援助他, 而且他自己也
不能自卫。
45. 在这样的时候 , 援助只来自
真正 (值得崇拜) 的安拉。他在
赐予回报方面是最好的, 就 (创造
好的) 结局而言, 也是最好的。
764

42. “

a

765

b

c

d

a68:20. b68:32. c28:82. d40:17; 82:20.

“从天降下” 这一短语表明, 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够有效地和西方基督教国家
的军事力量作战和抗衡。安拉自己能创造环境来使他们毁灭。据说穆圣曾经说
过, “没有人会有力量来和他们作战” (《穆斯林》骗子章,
), 这句话
指的就是雅朱者和马朱者的这种不可抵抗的力量, 这种力量代表基督教的物质
方面的光荣地位。
他们的伟大才能和智力造诣的源泉, 成为他们物质进步的主要依靠, 用 «古
兰经» 的话说, “保持他们的果园郁郁葱葱”, 将会枯竭, 其结果是他们的果园全部
都荒废。他们的精神生命力的源泉也将枯竭。
基督教民族想继续维持他们的物质财富的一切努力尽成泡影, 他们的权力
和威望将迅速和出乎意料地衰落。这节经文附带表明用在这几节经文中的 “果
园” 这个单词并非用它的直义, 因为果园不会塌倒在它们的棚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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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六
46. 你为他们关于今世的生命也
打个比喻。它好像是我从云中下
降的 (雨) 水一样。地上的植物
藉它繁茂起来, 而后成为干草, 随
风飘散。 安拉对一切事物都是
有全力的。

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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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66

财富和子女是今世生活的装
饰。但在你的养主看来, 永久的
善功, 在回赐方面来说是最好的,
在希望方面来说也是最好的。
48. ( 要记着 ,) 当 我移动山岳的
那一天, 你将看到地面上所有人
出来 (互相战斗),我将把他们完
全集合 起来,不让他们任何一
个人留下。
49. 他们将排成行列地被集中在
你养主的面前 , ( 他们将被告知
道:) “你们现在来到我这里, 像我
第一次创造了你们。 ( 但你们
原来不具备这个希望,) 而且你们
宣称, 我将不为你们固定许约 (完
成) 的时间。”
47.

b

c

767

d

e

768

a10:25; 57:21. b3:15; 57:21. c52:11; 78:21; 81:4. d78:39. e6:95.

对今世生命的暂短性描写得多么的贴切和有力啊！
(Jibal) 的意思是 ‘首领们’ (Lane), 这节经文可能意指前几节经文中所
谈到的雅朱者和马朱者的邪恶势力完全毁灭的预言将实现, 那时, 用圣经的话来
说, ‘民族与民族, 王国与王国, 必将相互作战; 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必将发生饥馑、
瘟疫和地震’ («马太» 24:7)。
(Hasharna-hum) 这一用语的意思是, 他们排
成战斗阵势, 互相对峙, 而将苦战到底。
这些话意示他们将被剥夺一切权力和权威, 被削弱到以前那种从属和受辱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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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行为) 记录将被放置
在他们前面。你便见到犯罪的人
惧怕其中的 (记载); (那时候, )他
们将说: “(伤心啊!) 我们的毁灭
( 就在眼前了 ) 。这是怎样的一部
记录册啊, 不论大小事情, 都不遗
漏。” 他们将发现他们面对自己
所做的一切。你的养主不会亏待
任何人。”
段七
51. (要忆起那个时候,) 我对众天
使说: “要随同阿丹叩头! 除开伊
布利司外, 他们都叩头了。他原
是精纳 (非普通人) 一类的; 他违
背了他养主的命令。 ( 我的仆人
啊!) 你们离弃我而与他和他的子
孙为友吗? 其实, 他们是你们的敌
人。不义的人所交换的, 多么坏啊!
52. 我没有使他们亲眼看到天地
的创造和他们自身的创造, 我也
不会把诱人迷误的当作自己的帮
助者。
53. (要铭记将有一天:) 那一天他
( 安拉 ) ( 将对多神教徒 ) 说 : “ 你
们呼唤你们所声称与我的同等的
崇拜对象吧!” 于是他们就呼唤他
们。但是他们将不给他们 (任何)
回答。我将在他们 (和他们所瞎
说的与我同等的崇拜对象) 中间
放置一个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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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0. (

b

c

d

769

a39:70. b3:31; 99:8-9. c2:35; 7:12; 15:30-31; 17:62; 20:117; 38:73-75. d16:28; 28:63, 75; 41:48.

769

这节经文可能意指这些国家将筑起关税壁垒或铁幕, 并且在经济上互相抵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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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者将要看见火 (狱), 并
认为他们势必进入其中; 他们从
那里将找不到逃避的地方。
段八
55. 我为人类在 « 古兰经 » 中把
每一个 (必需的) 事物都以不同
的方式加以讲述。 (这样的措施
是因为) 人是最好争论的。
56. 当正道业已降临他们 , 他们
还不信仰, 也不祈求自己养主的
宽恕, 那只是因为他们 (等候) 遇
到像前代人同样的命运, 或惩罚
降临他们的面前。
54.

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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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70

b

771

c

d

我派遣使者只为了传达喜讯
和警告 (将来的惩罚)。不信的人
靠虚假的为此争辩, 希望藉以消
灭真理。他们把我的迹象, 和他
们所受警告的东西当做笑柄。
57.

e

a

21:40; 38:60; 52:14. b17:42, 90. c16:5; 36:78. d17:95. e2:214; 4:166; 6:49; 17:106.

制, 或者意指他们将卷入死战而毁灭自己。
不信教的西方国家将看到最具有毁灭性的一次战争正在迫近他们。他们
想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避免它, 但是他们为此而作出的一切计划和努力终将无
效。西方已经经历了两次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的苦难折磨, 几乎毁灭了它在全世
界的政治统治和威望, 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文明。第三次大屠杀正在直瞪瞪地
凝视着西方-----也许是全世界。
这节经文的意思可以是: (a) 在安拉所有的创造物中, 人被赐予理智和智力
方面的种种才能, 但是遗憾的是他们把这些才能用于拒绝真理以及其他邪恶的
目的; (b) 或者, 它可以意指他们是一贯疑虑和疑惑的受害者, 这很少能使人们觉
得有满意的时候, 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怀疑者, 即使对最可信服的论据也力图从中
发现漏洞。
770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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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比这个人还不义呢 ? 他被
提示关于他养主的迹象, 但他离
弃了它, 并忘记自己双手向前所
遣送的 (作为)。 我确在他们的
心上放置了多层遮盖物, 以便他
们不明了, 且在他们的耳里 (制造
了) 重听 。如果你呼唤他们去
走正道, 他们将绝不接受。
59. 你的养主是极为宽恕的, (永
久) 仁慈的。 如果他因他们所做
的而想消灭他们, 那么, 他马上下
降惩罚。但是他们有一个固定的
时期, 在这之前他们找不到逃避
之所。
60. 我由于这些城镇 (人) 的不义
毁灭了他们。(在他们毁灭之前)
我曾为他们的毁灭固定了时期 ,
( 以便愿意悔改的人有悔改的机
会。)
段九
61. (也要回忆那个时候:) 穆撒对
他年青的 (同伴) 说: “我将继续
行程, 直到抵达两海相会之处, 或
者旅行到若干年代。”
62. 当他们抵达两海相交之处 ,
他们在那里忘记了自己的鱼, 那
条鱼便迅速地 ( 跑开 ), 取道入
海了。

山洞

第一八章

58.

a

772

b

c

d

a2:8; 6:26; 17:47; 41:6; 47:17. b6:134, 148. c10:12; 35:46. d11:101.

不信的人顽固地不愿正视理智的事物和使用安拉赐给他们的能力, 结果是
这些能力和才能生锈并腐化了, 他们只有踉跄地生活在罪恶之中。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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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俩走过了 ( 那个地方以
后), 他对他的年青 (同伴) 说: “把
早餐拿给我们吧! 我们的这次旅
行实在使我们感到疲倦了。”
64. 他 (回答) 说: “当我们到磐石
去休息时, 我忘记了那条鱼。而
且恶魔使我忘记告诉 (你)- - - - 那
条鱼不可思议地取道入海,你说,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山洞

63.

他说: “这就是我们所寻找的
(地方)。” 于是他们照着他们 (来
时) 的足迹返回。
66. 他们 (在那里) 见到了我的一
个仆人, 我曾赐给他我的仁慈, 教
给他了我方面的知识。
67. 穆撒向他说 : “ 为了你教我你
所学的正道, 我可以追随你吗?”
65.

他 (回答) 说: “你绝对不能忍
耐地与我在一起;”
69. “ 你对于不领会的事情的知
识, 怎样可以忍耐呢?”
70. 他说: “如果安拉愿意, 你将见
到我是忍耐者, 我将不违背你的
任何命令。”
71. 他说 : “ 好吧 ! 如果你跟随我 ,
那么, 关于任何事物, 除非我自己
告诉你, 都不得问我。”
68.

0

a

a11:47; 17: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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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十
72. 于是他俩同行。当乘上了一
只船时 , 他把那只船捣了一个
洞。穆撒 (质问他) 说: “你把这
只船捣了洞是为了要淹死船中的
人吗? 你的确做了一件令人憎恶
的事情。”
73. 他 (回答) 说: “我没曾向你说
过 ? 你绝不能忍耐地与我在一
起。”
74. (穆撒) 说: “因我忘记了 (你的
指示), 请不要拿问我, 也不要因
我这过失而对我严厉责备。
75. 于是他俩 (继续) 同行。当他
们途遇一个小童时, 那 (安拉的仆
人) 杀了他。穆撒说: (“这不是
真的,) 你不为复仇而杀了一个纯
洁 (无辜) 的人, 你确做了一件极
坏的事情。”
卷一六
76. 他 ( 回答 ) 说 : “ 我没有说过 ?
你绝对不能忍耐地与我在一
起。”
77. 他 (穆撒) 说: “在这以后, 如果
我再问你关于任何事物, 那么, 你
就不要再允许我追随你。那时 ,
你对于我业已仁至义尽了。”
78. 继而他俩 (从那里又一同) 前
进, 当他们来到一个城镇时, 他们
向那个城镇的居民乞食。但他们
a

0

a5: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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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礼遇他们。后来他俩看见在
那里面, 有一个即将倒塌的墙壁,
于是他便把它修好。 ( 这时 ) 他
( 穆撒 ) 说 : “ 如果你愿意 , 你确能
获得这项工作的一些工资。”
79. 他说: “这是我和你分离的 (时
间)。 我将对你说明关于你所不
能忍耐的那些事情;
a

关于那只船, 它是在海上工
作的几个穷人的。因为在他们的
前面有一位 (暴虐的) 君王, 强征
一切船只, 所以我要把它做成有
缺陷的;

80. “

至于那个少年, 他的父母是两
位信者, 我们怕他 (在长大以后,)
会因背逆和不信而连累他的父
母;
82. 所以我们希望他俩的养主另
赐他俩一个更纯正和更孝敬的
(儿子);
83. “ 关于那堵墙 , 它是那城镇的
两个孤儿的。墙的下面有他们的
财宝 , 他俩的父亲原是一个善
人。所以你的养主要他俩达到成
年, (亲自) 取出自己的财宝, (这
是) 你的养主 (对他俩特别) 的仁
慈。这 ( 工作 ) 不是我自动做
81.

0

a3:8; 12:22.
0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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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就是对你所不能忍耐的事
情的说明。”
段一一
84. 他们问你关于祖尔夸尔纳英
(的往事)。你 (对他们) 说: “我
一定向你们叙述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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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

穆撒的精神境界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由于伊斯兰教的教导是根据律令和
原则的与穆撒经典的有些原则有根本不同之处, 因此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真正合
作是不可能的。第 61-83 节经文的详细解释, 见 «大版本的注释本» 1517-1530 页。
祖尔夸尔纳英 (
, Dhul-Qarnain) 开始了解和确定他是怎么一个人以
前, 必须讲明为什么 «古兰经» 要叙述他的故事以及为什么他的故事在本章中要
如此特别地加以提出的理由。本章已非常明确地叙述了西方基督教国家极大的
物质进步的两个时期。它开始的几节经文详细地讲了某些山洞中的居住者的事
情。在讲了山洞中的居住者早期受迫害以及他们的继承者-----西方基督教国家,
后来的物质进步和昌盛之后, 较详细地叙述了 (Isra’) 即穆撒的精神旅行, 这
一旅行代表伊斯兰教穆圣的降临。为的是要表明, 随着穆圣的降临基督教民族
物质进步和昌盛的第一个时期就结束了, 虽然在穆圣降临一个很长时期之后, 他
们仍能第二次作出些进步而登上物质荣誉和伟大的最高峰。基督教民族物质兴
旺的壮观在安拉的许多经典中由雅朱者和马朱者的非凡地取得政权来代表, 这
形成本章的许多中心论题之一。因为政治上雅朱者 (Gog, 歌革) 和马朱者
(Magog, 玛各) 与祖尔夸尔纳英是彼此不可分割地连系在一起的, (这在下
几段中可以看出, )因此祖尔夸尔纳英在本章中也有较多的叙述。祖尔夸尔纳英
看来是开创米底亚 (Medo)---- 波斯 (Persia) 帝国的君主, 这个帝国代表着但以理
(Daniel) 那个著名梦中的那只公羊的两只角。 “我看见那只公羊向西、北和向南
冲撞, 没有野兽可以抵得住它, 也不能逃脱它的威力。它按照自己的意志干得伟
大了” («但以理书» 8:4, 20, 21)。与 «但以理» 这部分梦十分协调, «古兰经» 谈了
祖尔夸尔纳英的三次旅行 (18:87, 91, 94)。这一事实有力地证实了祖尔夸尔纳英
是米底亚和波斯的一个王帝的描写性的名字的这一推断。在米底亚和波斯的所
有君王中, «古兰经» 中描写的最适用於塞鲁士 (Cyrus)。«古兰经» 谈到了祖尔
夸尔纳英四个显著的标志: (a) 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君王, 而且是一个仁慈和公正
的统治者 (18:85, 89)。(b) 他是安拉忠实的仆人, 有福受到安拉的启示 (18:92,
99)。(c) 他向西进军, 征服了许多地方, 直到他来到他见到太阳落到可以说是一
潭黑水的地方, 然后折向东方并且征服了广大领土 (18:87, 88)。(d) 他往中部地
区, 那里生活着一种野蛮民族并有雅朱者和马朱者的经常侵袭; 他造了城墙, 阻
止了这些侵袭 (18:94-98)。在古代的伟大统治者和著名的军事首领中, 塞鲁士最
具有上述四种素质。因此, 他确实应该被认为是 «古兰经» 中的祖尔夸尔纳英,
(«以塞亚书», 45 章; «以斯拉记», 1 和 2 章; «历代志下» 36:22, 23; «历史学家的世
界历史» “塞鲁士” 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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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已使他在大地上站立起
来, 并赐予他 (获得) 每一件东西
的方法。
86. 于是他就循着一条道路前
进。
87. 及至他达到了日落之处, 他见
到太阳好像落在一个黑暗的水塘
中, 在那个水塘附近有些人 (居
住) 在那里, 我 (对他) 说: “祖尔
夸尔纳英啊! 你可以惩罚他们, 或
者仁慈地对待他们。”
88. 他说 : ( 好吧 , 我将来就这样
办。) “凡是不义的人, 我一定惩
罚他; 然后他将被遣返到他的养
主那里去 , 他将给他严重的惩
罚;
89. “至于信仰而行善的人 , 他将
获得他养主好的报酬, 我们必须
为他从我们的命令中说出容易的
事。”
90. 随后他沿着另一条路前进
了。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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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75

776

b

777

c

a12:22, 57. b7:166. c2:26; 3:58; 6:49; 19:61; 25:71; 34:38.

见 «以斯拉记», 1:1-2; Isa., 45:1-3 和 «历史学家的世界历史»。
“日落之处” 这些字意指塞鲁士的帝国最西端的那些部分, 或者小亚细亚的
西北边界, 指的是黑海, 因为黑海形成他帝国的西北边界。这节经文述及塞鲁士
征服他西方敌人的远征 (《大英百科全書》和 «历史学家的世界历史» “Cyrus”
项下)。
塞鲁士相信死后的生命。他是瑣羅亞斯德的信徒, 而且除伊斯兰教以外,
在所有其他宗教当中祆教是最强调死后生命的。“毫无疑问, 塞鲁士和他的波斯
信奉者都是瑣羅亞斯德纯教义的忠实信徒,并且蔑视外来的邪教” (《犹太百科全
书》卷 4, 404 页)。
775

776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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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走到日出之处 , 他发
现太阳升起于一个民族, 我不曾
为他们制造躲避太阳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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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8

91.

这个经过) 就是这样的。我
完全知道他的一切情况。
93. 继而他沿着 (另一条) 路前进
了。
94. 及至他到达两山之间时, 他
发现在山底下有一种人, 他们几
乎不懂得他 的言语。
92. (

779

780

781

他们说: “祖尔夸尔纳英啊! 雅
朱 者 (  , Ya’juj) 和 马 朱 者
(   , Ma’juj)
确在地面上
95.

782-782A

这节经文叙述塞鲁士的东征-----到阿富汗和俾路支, 那里是无树、荒芜之
地 , 太阳酷热地晒射在这些土地上。这也适用于住在东至赛斯顿 (,
Seistan) 和赫拉特 (
, Herat) 、北至杜士大勃 (
, Duzdab) 直到麦什德
(Mashhad) 延绵几百英里的那些平原上生活的民众。
779
这节经文述及塞鲁士的第三次远征到波斯北部-----到里海和高加索山之间
的那块土地上。
780
“两山” 意指两道屏障。窦本 (
, Derbent) 关口的城墙所在地, 它的一侧
靠着里海而另一侧依着高加索山。这两个地形作为它的屏障。
781
这些地区的民众和塞鲁士讲的话是不同的, 但就生活在波斯的最邻近的土
地上。他们经常同波斯人和米底亚人接触, 学着理解和说他们的语言, 虽然很不
好而且有极大的困难。建筑城墙的那一地区连接着波斯, 后来成为波斯的一部
分。不过现在它包括在俄罗斯领土之内。关于祖尔夸尔纳英更完全的注释见
«大版本的注释本» 1531-1540 页。
782
(Ya’juj, 雅朱者) 和
(马朱者, Ma’juj) 这两个单词都源出字根
(Ajja), 意思是:他走得很快;他或它变成火焰 (Lane), 以及指最远的东方的塞西亚
人。或者, 像有些人说的那样, 住在亚洲和欧洲北部的所有民族 (《大英百科全
書》和《犹太百科全書》“Gog” “Magog” 项下, 以及 «历史学家的世界历史» 卷
2, 582 页, 《以西结书》38:2-6 和 39:6)。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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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乱; 我们向你奉献贡物, 以便你
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建筑一个壁
垒,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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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

这些词也可用于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因为他们一直利用燃烧着的火和沸腾着
的水, 而且因为他们的物质进步和许多伟大的发现和发明都是由于正确并非常
广泛地使用这些东西的结果。或者, 这些单词可以意示这些民族好动的性格, 因
为他们总是不停地注意并且急不待缓地作出新的征服。
782A
圣经中对雅朱者和马朱者的描写, 毫无疑问指的是西方的某些基督教强国:
第一, 因为说他们是非常多的、强有力的以及强大的:—‘你必将升起, 像暴风雨
般地到来, 你必将像一片遮蔽大地的云层, 你和你的所有伙伴以及和你在一起的
许多人’ («以西结书» 38:9)。‘雅朱者和马朱者……他们的数目像大海的沙一样’
(«启示录» 20:8)。‘对每一只长满羽毛的禽鸟, 对每一只田野中的走兽是这样说
的, 你们可以吃那些强有力者的肉, 并且喝这个世界上的王子王孙的血’ («以西
结书» 39:18, 19)。第三, 他们将遍布全世界:—‘他们走向世界各地’ («启示录»
20:9)。第四, 他们从北面的家里将移居到其他国家并定居世界各地, 而在战时将
从他们遥远的殖民地聚集到一起:他要去迷惑地上四方的国家, 就是歌革和马
各。撒旦要把他们集合起来, 出去打仗; («启示录» 20:8)。«以西结书» 提到马朱
者时称他为 ‘Rosh, Meshech 和 Tubal 王子, 很明显, Rosh 代表俄罗斯, Meshech
代表莫斯科 , 以及 Tubal 代表托波斯克。雅朱者 (Gog 歌格 ) 也可指马朱者
(Magog 玛各) 的国土而言(«以西结书» 38:2), 马朱者 (玛各 Magog), 按照圣经注
释者的看法, 代表古时称为塞西亚的地区 (包括俄罗斯和达靼地方), 那时过去出
生许多野蛮人部落。由于俄罗斯包括在马朱者的土地以内; Rosh, Meshech 和
Tubal 就可以理解为代表俄罗斯、莫斯科和托波尔斯克。马朱者也可以说成是
一个民族的名字, («以西结书» 39:6 和 «启示录» 20:8)。在前者, 马朱者被说成和
‘无忧无虑地居住在岛上的那些人一起’。按照这些节注释, 雅朱者和马朱者代表
欧洲的一些强国, 包括俄罗斯在内。«古兰经» 中(18:95), 谈到他们袭击并侵入伊
朗北部的边界领土, 这意指他们是一些通常叫做塞西亚人的部落。这是大家都
知道的历史事实; 在古时候塞西亚人不断地从亚洲大批移入欧洲, 他们的道路是
在高加索北面 (《大英百科全書》第 14 版，卷 12，263 页)。
当一个部落定居欧洲时, 新的部落又从东方前来, 把他们的前辈越推越向西
前进。这样, 在 «圣经» 预言中这些欧洲民族就合理地叫做雅朱者和马朱者。奇
怪的是, 今天在伦敦市政厅内还保存着名叫歌革和玛各两个英雄的纪念像。在 «
以西结书» 和 «启示录» 中又可见到雅朱者和马朱者在后期还会出现, 即正好在
迈喜合第二次来临以前的那一时间: ‘许多年以后, 在后世你一定会被惩罚, 你将
来到那从刀剑下带回的国土’ («以西结书» 38:8 也见启示录 20:7-10)。这些经文
表明, 这一预言指的是在遥远的将来会出现的一个民族。雅朱者和马朱者出现
的时代特征是战争、地震、瘟疫和可怕的大灾难。也见 «大版本的注释本 »
1718-1720 页。
塞西亚 (Scythians) 人, 即雅朱者和马朱者, 占据着黑海北面和东北面的许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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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回答) 说: “关于这 (项工
作), 我的养主赐给我的力量是好
于 (敌人的资源) 的, 但你们可以
劳工力量 帮助我, 我将在你们
和他们之间建筑一个壁垒;
97. “ 你们要拿给我铁块
。”
(他们就照样做了,) 当他注满
了两山之间的空地时, 他说: “现
在你们拉风箱吧!” (他们便拉了),

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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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784

785

786

多领土。他们从这些地区经过窦本要隘侵犯、征服和统治波斯人。塞鲁士打败
了他们, 从他们的控制下解救了波斯人 («历史学家的世界历史»)。按照希罗多
德 (Herodotus) 的说法, 就在塞西亚人通过那要隘来侵犯波斯的地方建筑着那著
名的窦本城墙。
窦本 (012 . , Derbent) 即 Darband, 是高加索地区波斯的一个城镇, 在里海西
海岸上的德格黑斯顿省境内……。在南方是朝海的那一端的高加索城墙, 有 50
英里长, 又名亚历山大城墙, 堵住了 “铁大门” 即 “里海大门” 的狭隘通道。这一
城墙全高 29 英尺, 厚约十英尺, 门是铁做成的, 还有无数瞭望塔, 形成波斯边境
一个可靠的屏障 (《大英百科全書》 “Derbent” 项下)。
与被证实了的历史资料相反, 很多人相信这一城墙是亚历山大大帝建造的。
但是亚历山大的军事远征像旋风那样一卷而过, 其时他不可能注意到像建造这
样一座巨大城墙的任何伟大工程; 他很年轻就死去, 也没有时间来完成这样雄伟
的事业。这种普通的看法看来由以下情况产生: «古兰经» 的穆斯林注释者误将
祖尔夸尔纳英作亚历山大。以下的情况证实城是塞鲁士建造的;
(a) 为了击夸塞西亚人的武力, 大流士 (Darius) 在塞鲁的儿子死后接王位, 他经
由希腊横越欧洲攻击他们。他必须走如此遥远、艰难和迂迥的路程夸越欧洲东
南部来攻击这些人, 而他们却生活在北方离开他很近的地方,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情。必然的结论是, 只有塞鲁士能够在他之前造的那座巨大的城墙的存在, 使他
不可能带着庞大的军队夸越去另一侧; 而且如果没有城墙堵住塞西亚人, 他会把
自己的国家暴露给他们从北面来的进攻。
(b) 在塞鲁士以前, 塞西亚人一直不断袭击波斯, 但在他征服了他们以后, 这些
袭击就停止了, 这一情况引出一个非常可能的结论, 他一定已经筑起了一条屏障
有效地阻止了这些攻击, 而这一屏障必然是那著名的窦本城墙, 即那一被错误地
称为亚历山大的城墙。
塞鲁士要该地的居民给他提供劳动力 ( , Quwwah) 的意思是体力, 即人力。
除了人力以外, 塞鲁士还要求当地人供给铁和熔铜。铜不像铁那样会生锈,
当熔铜和铁混合之后, 合金就变得更硬而且不会生锈和腐蚀。这一工程和技巧
由塞鲁士的技工担任。
这一壁垒建筑在里海和高加索山脉之间。
784



785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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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使铁块 (变红完全像) 火 (一
样) 时, 他 (对他们) 说: “现在你
们拿给我 (熔) 铜, 我就把它灌铸
在这 (壁垒) 上面。”
98. (当壁垒建筑好了) 他们 (雅朱
者和马朱者) 既不能攀登其上, 也
不能凿孔其中。
99. (这时) 他说: “这项 (工程) 是
靠我的养主的特慈 (而完成的)。
(继而当有关世界性的惩罚) 我养
主的诺言将要实现的时候, 他要
把这壁垒夷为平地。 我养主
的诺言 (一定) 是真实的。
100. ( 当诺言实现时 ,) 我听任他
们澎湃凶涌地互相攻击, 号角声
响时, 我将把他们都集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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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 a

b

788

那一天, 我把火狱陈放在不
信者跟前。
101.

789

a19:62; 46:17; 73:19. b23:102; 36:52; 39:69; 50:21; 69:14.

塞鲁士肯定已从启示中得悉, 将来某个时候雅朱者和马朱者会重新向东南
进展, 那时这道城墙将不能阻挡他们的前进。这可能就是 “他要把这壁垒夷为平
地” 这句话的意思。在 21:97 节经文中, 我们看到雅朱者和马朱者的触须会伸向
全世界。作为隐喻, “壁垒夷为平地” 可能意指伊斯兰教政治势力的衰落, 尤其是
欧洲的土耳其人。随着土耳其人势力的衰落, 欧洲国家征服东方的道路畅通。
雅朱者和马朱者的势力上升时, 世界上各民族来到一起, 整个世界团结得
像一个国家。照 «圣经» 说, 民族与民族王国与王国之间互相作战, 充满着恶意、
仇恨和罪恶。这好像指的就是现在。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 真可说是人间火狱,
而人们一想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会造成的毁灭性的破坏就不寒而栗。根据 «以西
结书» (38 和 39 章) 所说, 苏联是雅朱者而西方国家是马朱者。即使是现在, 他
们也在准备着 (国际间的) 大决战。
降临在雅朱者和马朱者身上的那个可畏和毁灭性的安拉的惩罚, 见第 55 章
«永久仁慈的主»。
787

788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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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的眼在遮蔽物中, 他
们忽视我的提示 («古兰经»), 他
们甚至 (也) 没有听的力量。
段一二
103. 那些不信者 ( 在看见了这所
有的事物之后,) 还认为他们可以
放弃我而把我的仆人做为帮助者
吗? 我已安排了火狱作为对不信
者的回报。
104. 你 (对他们) 说: “我告诉你们
在行为方面最大损失的人 , 好
吗?”
105. “这些人, 他们在今生的一切
努力都化为乌有了, 然而他们还
想象自己正做着好的工作。”
102.

山洞

a

b

这些人不信他们养主的迹象
和与他的会遇, 所以他们的 (一
切) 行为都成为无用的, 在复生之
日, 我将一点也不重视他们。
106.

c

那是他们的回报-- - - - 火狱 ;
因为他们没有信仰, 并把我的迹
象和我的使者做了嘲笑的对象。
108. 凡是信仰而行善的人 , 他们
的归宿将是最好的天园。
107.

0

他们将永居其中, 不愿离开
那里。
109.

d

a21:43; 39:46. b29:69; 33:9; 48:14; 76:5. c2:218; 3:23; 7:148; 9:69. d11:109;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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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对他们) 说: 假使海水成
为 (写) 我养主言语的墨水, 即使
我把海水再加一倍, 那么, 还是在
我养主的言语尚未完结之前海水
就将完结。
111. 你 (对他们) 说: “我只是与
你们一样的一个凡人; (所不同的
不过是), 我得到启示: “你们值得
崇拜的对象只是独一无二的 (安
拉)。 所以凡是希望会遇他养主
的人, 他要实行善功, 不要设立任
何一个与他养主同等的崇拜对
象。

山洞

卷一六

a

110.

790

b

c

791

a

31:28. b14:12; 41:7. c2:47, 224; 11:30; 29:6; 84:7.

西方基督教国家吹嘘他们的伟大发明和科学发现。他们看来在那种错误
的想法下工作, 认为他们已经成功地探索出创造物本身的奥秘。这只是一种空
口说大话而已。安拉的奥秘是如此地无穷无尽和深不可测, 以致那些人们竭尽
全力所已经发现的以及今后将要发现的事物还不到沧海一粟。
据说穆圣曾经说过, 诵念本章开始和结束的十节经文可以抵御骗子 ( ,
Dajjal) 精神上的袭击。这表明骗子和雅朱者和马朱者是同一种人-- - - -西方的基
督教国家-----骗子代表他们有害的反对伊斯兰教的宗教宣传, 而雅朱者和马朱者
代表他们物质和政治上的权力和优势。
790

7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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