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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一九一九一九一九章章章章    玛尔彦玛尔彦玛尔彦玛尔彦    (MARYAM)    马丽马丽马丽马丽    伊历纪元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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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圣的同伴一致认为, 本章很早就在麦加启示, 很可能在宣布使者后第四年快终了时, 伊历第五年七月移民去阿比西尼亚之前。它与 夜行 章或 以色列 章和 山洞 章的关系是, 该两章叙述了关于犹太人与基督教徒的兴起和进步的某些情况。«夜行» 章特别说到犹太人将遭受到两次民族的衰退并将两次登上权力和光荣的地位, 而伊斯兰教的信奉者也将像犹太人那样两次掌权并且将像他们那样两次衰落。«山洞» 章对同一主题作更详细的叙述, 特别对有关基督教徒的那一部份。本章在说明了穆斯林将在穆撒道统的迈喜合的信徒手中经受民族大灾难而将在伊斯兰道统的迈喜合的领导和指引之下重新得到失去了的光荣之后, 简短叙述了基督教的历史。«夜行» 章与 

«山洞» 章各自形成一串链条中的第一与第二个环节, 而本章是这串链条中的第三个环节。事实上, 这三章述及同一主题, 而且述及该主题的格调也相同。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位于本章之首的缩写字母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义之间作了对比, 并且要人们注意基督教原先是安拉的一个道统, 随后一些虚假的教义与教条设法渗入了它的教导。由于这些教义违反安拉的常德, 本章简短叙述了伊撒的降生来驳斥这些虚假的教义与教条。在叙述以上情况之前, 先简短地提到先知扎格里亚 (���� �� �� ��, Zachariah), 因为按照圣经的预言, 先知伊尔亚司 (  �
 ��� ��� , Elias, Elijah, 以利亚) 在 ‘主的伟大和可怕之日来临前’ 一定已经从天上降下 («马太» 4:5); 当犹太人问耶稣有关在他以前已出现的以利亚时, 他答道他是约翰, 已经以他的能力与精神来到人间 («马太» 11:14,15; 17:12; 9:13)。他也告诉他们, 以利亚不是来自天上, 而是像所有的人那样以另一个男人的形式由人世的一个母亲生出, 他就是约翰 («马太»11:11; «路加»7:28)。    本章在谈及伊撒时, 述及他不是由人作为父亲的媒介而出生的不寻常情况。这一种带来最为异常而完美结果的做法意示着先知品位那时正在从伊司哈卡 (  �
 �� �� ��� , Ishaq, Isaac, 以撒) 家族转交给伊司马仪 (Isma‘il,  �
 �� ��� � ��� ) 家族, 因为已经没有一个以色列男子可以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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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器官中生出一个为安拉所需的先知了。然后本章加强反对关于伊撒具有神性的论点, 它说如果在伊撒以前从阿丹到最后一位以色列先知的所有先知 (本章对这些先知已作了简短叙述) 都只是人, 为什么伊撒--------他也只是一位安拉的先知, 要被赋予安拉的常德并被看作安拉或安拉的儿子? 由于基督教义中最后审判日之死者复活以及死后的生命在基督教后期为大多数基督教徒所否定 (本章专门述及基督教徒), 本章对后世也作了许多着重的论述, 并且揭露和驳斥了不信教的人反对关于后世的那些陈腐的论据。本章说, 不信教的人看来从他们的物质财富与众多人数中获得了虚妄的安慰并引用这些东西作为他们否定后世和相信今世才是真正重要的论据。他们受到警告说, 他们不要被信者们在物质方面显而易见的贫乏以及他们自己的权势、财富和广大资源所蒙蔽, 因为安拉的真理总是不断地而且分阶段地在前进, 最终, 它必然获致胜利。本章结束时提出一个含蓄的问题, 为什么阿拉伯文被选作启示 «古兰经» 教义的工具。回答是: 因为首先聆听 «古兰经» 的民众是阿拉伯人, 一种教义应该用一个民族自己的语言来向他们宣讲, 那是自然而且也是合理的, 为的是使他们容易理解并且在理解后传达给其他人; 因此 «古兰经» 用阿拉伯文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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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九章第一九章第一九章第一九章    玛尔彦玛尔彦玛尔彦玛尔彦    (MARYAM)    马丽马丽马丽马丽    全章共 99 节,麦加下降 

1.  
a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2.  Kaf Ha Ya ‘Ain Sad792全知、真实的安拉啊! 你是无所不足的, 真正的引导者。 

 
3-4.  (这一章是) 你的养主对他的仆人扎格里亚 793 a在他低声呼求他
 792乌姆•哈尼 (  � ����  �� �	
 , Umm-e-Hani) 的说法, 穆圣说  �� �� ٓ� �ٓ  (Kaf Ha Ya ‘Ain Sad), 这一字母组合中, � (Kaf) 代表  � � ��
  (Kafin) (全部足够的), 代表 (Ha) ھ    �� ��
� (Hadi) (真实的引导者), � (‘Ain) 代表  �� ����
  (‘Alim, 全知的) 而 � (Sad) 代表  �� ����
  (Sadiq, 真实的), 因此, 这一缩写字母组合读起来就有些像这样:  � � ������ �� ��� �� ��
 ��
 �! ��	 ����
  �! ��
 ����
  (Anta 

Kafin Anta Hadin Ya ‘Alim Ya Sadiq), 即你是无所不足的, 你是真正的引导者, 全知的、真实的安拉啊。由这一字母组合所代表的安拉的四种常德揭露并驳斥了替世人赎罪这一基督教基本教义; 如果这一教义证明是虚假的, 那么, 三位一体以及伊撒是主宰的这些教义的全部结构就自然落空了。这四种常德中,  �� ��
 ��  �� ����
  

(‘Alim Sadiq, 全知的、真实的) 是主要和基本常德, 而  
�	� (Kafin, 全部充足的) 和  �� ��
  (Hadin, 真正的引导者) 是从属的常德, 是在前两种常德中涌流出来的必然表现和结果。如果安拉是  �� ��
 ��  (‘Alim, 全知的), 那么, 就不存在什么替世人赎罪这一教条, 因为这一教条的前提是, 安拉按照某一个计划来设法进行这个世界的事情, 可是他的知识有缺陷, 因此计划失误而被迫提供他自己的儿子作为牺牲以挽救这个世界。安拉计划的失败同他的 “全知” 这一常德是矛盾的, 而且安拉的知识如果看来是有缺陷的话, 他就不可能声称是   � � ��
 (Kafin, 全都充足的)。因为  �� ����
  

(‘Alim, 全知的) 安拉必然是   � � ��
 (Kafin, 全部充足的)。同样地,  �� ����
  (Sadiq, 真实的) 这个常德以及它的从属常德   �� ��
 (Hadin, 真正的引导者) 也推翻了这一教条。如果安拉不是真正的引导者而且如果不相信伊撒替别人牺牲就不可能得救的话, 那么, 所有安拉派遣的使者必须被视作如此众多的说谎者和骗子, 因为与基督教信仰相反, 他们宣扬和教导了, 只须通过正确的教义和正直的行为才可能得救;而且安拉派遣的使者所反映出来的真实性也就是安拉自己所反映出来的真实性以及随之反映出他是真正的引导者。这样, 这一缩写字母组合暗示, 在对待基督教徒的信念和教义时, 要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教义是站不住脚的最好方法, 是详细而着重地讲述安拉的常德, 尤其是以上四种常德。关于  �� ��" �# �$ �%
  (Muqatta‘at) 的详细论述见注解 16。 793扎格里亚 (
��! �& � �', Zachariah) 的叙述是在对伊撒的叙述之前, 因为亚合亚 (  � �( �) , 

a
1:1. 

b
3:39; 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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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养主时所施行的仁慈的叙述。  
5.  他 (祈祷着) 说: “我的养主啊!
a我的骨骼确已衰弱了, 我的头发也因衰老而灰白了。但是我的养主啊! 我对你的祈祷从来都不是没有结果的;  
6.  “我的确怕我的亲戚在我 (死)后的 (待遇)。b我的妻子是不能生育的。c求你赐我一个继承者
(儿子,)795  
7.  “他将继承我, 也继承雅尔孤布后嗣 (所获得的精神吉庆)。我的养主啊! 

d求你使他成为 (你) 十分喜欢的人。” 
 

8.  (於是安拉说:) “扎格里亚啊!
e我报给你一个儿子的喜讯。他的名字将是亚合亚 (Yahya)。在这以前, 我未曾给任何人 f起这个名字。”796 

 
 

Yahya, 施洗者约翰) 是扎格里亚的儿子, 也是伊撒的先驱。他预示伊撒的降临。给犹太人以喜讯, 说解救他们的人就要来临 («马太» 4:5) 依照玛拉基书中的预言, 伊尔亚司 (  �� ���� ��� , Elias, Elijah, 以利亚) 应比伊撒先来, 因此在叙述伊撒时, «古兰经» 必先谈到代表以利亚 (Elijah) 精神和力量的施洗者约翰 (  � �� 	
 , Yahya)。 794扎格里亚 (���� � �� ��, Zachariah) 从 «圣经» 的预言以及安拉给予犹太人的许多警告已经了解到, 由于犹太人不断拒绝安拉所派遣的先知, 告知品位马上就要从伊司哈卡家族转移给伊司马仪家族。因此他祈求能生一个正直的儿子来表达他的感情。 795 扎格里亚的祈祷具有一个完美而成功的祈祷的一切因素。一个成功的祈祷者必须以热诚的心情来祷告, 而且要非常谦恭。祈祷者必须承认他自己的弱点和无能。他必须坚信安拉有力量来接受他的祈祷。扎格里亚的祈祷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 796
  � �� ��  (Samiyy) 的意思是, 在卓越地位、荣誉或优秀方面争取优势的竞争者;一种相似或相同的东西; 与其他一个人同姓名的人 (Lane)。这节经文并不是说, 在亚合亚 (Yahya, 施洗者, 约翰) 之前没有和他同姓名的人。«圣经» 中在他以前

a
3:41. 

b
3:41; 21:91. 

c
3:39; 21:90. 

d
3:39. 

d
3:40; 21:91. 

f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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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 (扎格里亚) 说: “我的养主啊! 我怎样可以有子呢? 
a我的妻子不能生育, 我已到达了极为衰老之年了。”797  

10.  (传达启示的天使) 说: 
b
“(事实就如你所说的) 这样”。(但) 你的养主说: “这(事)对我是容易的。

(你看!) 你原不存在, 后来我创造了你。” 

 
11.  (扎格里亚) 也说: “我的养主啊! 求你赐我律令。” 他说: “你的律令是:你要连续 c三天不与人们说话。”797A  
12.  (在那以后, 扎格里亚) 他从会堂里出来会见族人, 对他们低声地说: 

d
“你们要朝夕不停地赞颂安拉的圣洁。” 

 
13.  (继而亚合亚降生了, 安拉对他说:) “亚合亚啊! 要固守 (安拉
 就有好几个人的名字叫约翰 («列王纪下» 25:23; «历代志下» 3:15; «伊斯拉记» 

8:12)。它也不是说, 约翰在一切方面都是无可匹敌的。他自己也承认, “在我以后会有一个比我更强有力的人来到。他的鞋带我是配不上蹲下去解开的” («马可» 1:7)。这节经文只意示施洗者, 约翰在以下这一方面是无可匹敌的, 即他是作为另一先知伊撒的预告人而来到的第一个先知。而且他在以下这一方面也是无可伦比的, 即他是代表另一位先知以利亚 (Elijah) 的精神和力量而来到的第一位先知。 797 这节经文表达了扎格里亚天真而自然的惊奇心情, 安拉将赐给他的恩惠是多么地巨大。每一个人处在扎格里亚的地位, 自然对他得到的特殊喜讯都会感到惊奇。 797A给予扎格里亚的律令, 要他不与人们说话, 一心一意记念和赞颂安拉, 为的是能使他恢复他已枯竭了的体力而想出来的一种精神方面的措施。并不是像新约所说的那样, 他是为了不信安拉的话而剥夺他的发言能力, 以此作为对他的惩罚 («路加» 1:20-22)。 
 

a
3:41; 21:91. 

b
3:41, 48; 19:22; 51:31. 

c
3:42. 

d
3:42; 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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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经典!” 我在他童年时代, 已赐给他智慧,  
14.  (施予他) 我的仁慈, (使他) 纯洁。他曾是一位大的敬畏者, 

 
15.  

a他孝敬父母, 不是傲慢、背逆的人。  
16.  

b他在出生、死亡和复生的日子里, 都享受平安 (幸福)。798  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17.  要叙述 (这部) 天经中所记载的玛尔彦 (的故事), (特别是)当她离开了她亲戚而到东方去 799的时候; 
 

 798 伊斯兰教在开始的几个世纪中发展得很快。大批的人从各种其他宗教--------特别是从基督教--------加入到它的行列中来。这些人带来了有关伊撒的种种错误信念。由于他们过去没有充分吸收伊斯兰教义的真正精神, 他们的错误想法和信念随之而逐渐进入穆斯林的宗教文献, 其结果是这些想法和信念最后成为穆斯林所信仰的一部分。所有这些虚构的信念都给予伊撒一种超人的性格--------大大地高于人类水平的性格。«古兰经» 在本章中力图去掉的就是有关伊撒的这些愚蠢的信念。用亚合亚 (施洗者约翰) 与伊撒之间形成对比的方法, 这一章和 

«伊姆兰的家属章» 意欲讲清, 伊撒并没有比安拉派遣的其他先知具有什么卓著之处。见《古兰经》的 «大版本的注释本» 1565页。 799 作为以下几节所叙述的有关伊撒在没有父亲的媒介下诞生的一些详细情况的序言, 看来谈谈 «古兰经» 和 «新约全书» 中与玛尔彦有关的一些事情, 是恰当而必要的。«新约全书» 对玛尔彦怀孕之前的生活实际上没有什么叙述。«马太» 和 «路加» 所著的引几勒 (福音书), 对以上那个重要事件发生以前的情况谈得极为简短而离题;而 «马可» 和 «约翰» 对此完全不谈。据 «马太福音» 所载, 玛尔彦刚嫁给了约瑟, 就发现已有了身孕。约瑟想秘密解除婚约, 但被一个天使在梦中阻止了他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 “约瑟, 大卫的儿子, 不要害怕娶玛利亚 (玛尔彦) 为妻” («马太»1:19, 20)。然而 «古兰经» 对玛尔彦的家庭、她的诞生情况、她母亲的许愿、把她献身给教堂的事业以及她开始怀有伊撒等情况作了详细得多的叙述 (3:36, 37, 48) 而本章对玛尔彦身怀伊撒后她发生了什么情况以及伊撒出生后和受托安拉的使命后发生了什么情况作了更为详细的叙述。这样就对即将从以色列家族转移给伊司马仪家族的先知品位这一重要论题有关的以及本章 

a
6:152; 19:33; 29:9; 31:15; 46:16. 

b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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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她在自己和他们 (亲戚) 之间设立了一个帐幕 (即她与亲戚断绝了关系而隐避了自己)。于是我派遣了下降我言语的 a天使到她那里去, 他以一个健全人的外形显现在她的面前。800  
19.  她 (对他) 说: “我求无限博爱者保佑我免遭你的危害, 如果你具有敬畏的品德。”  
20.  (那位天使) 说: “我只是你养主派遣来的使者, 以便 b我 (依照启示) (向你传达) 关于你的一个纯洁的儿子 (的消息)。” 

 
21.  她 (玛尔彦) 说: 

c
“我怎样获得儿子呢? 其实, (直到现在), 没有一个男人曾接触过我, 而我也不是不贞节的。” 

 
22.  

d他 (天使) 说: “(经过就) 是
(像你所说的) 这样。” 但是你的养主说: “那 (工作) 对我是容易的; 而且 (我将创造他是) 为了把他作为对人们的一个迹象和我的仁慈 (的媒介)。这事情是业已判定了的。” 

 
23.  于是她就怀了孕, 然后带着他退避到一个遥远的地方。  
 主要论题的玛尔彦提供了一切必要的细节。经文中特别谈到了 “东方”, 也许是为了指出犹太人保持东方神圣的这一由来已久的习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都特别敬重东方。他们建筑的教堂和礼拜堂都是面向东方的。 800 这一节经的文词句表示, 安拉把一个诞生伟大的儿子的喜讯不是以她能够听到的言语的方式传送给玛尔彦, 而是以梦或精神景象的方式来传送的。在梦中, 一个天使以一个健全人的外形显现在她面前, 而且把安拉的信息传送给她说, 生的将是个儿子。因此, 不是什么精灵进入玛尔彦的身体, 而是一个天使以一个人的形式在精神景象中出现在她面前。 

a
3:43. 

b
3:46. 

c
3:48; 19:9. 

d
3:41, 48; 19:22; 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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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当她到达了那里, 她感觉了生产的阵痛), 那阵痛迫使她走到一棵椰枣树旁。她说: “哎呀! 但愿我在这以前死去, 早点成为全被遗忘的东西!”  
25.  那时天使在她之下呼唤她 , 说: “(女子啊!) 不要忧伤。你的养主业已在你之下安置了溪流;

(到那里把你自己和你的孩子清洗一下吧!) 

 
26.  “且要朝着自己的方向摇动椰枣树干, 将有新鲜、成熟的椰枣落在你的面上;  
27.  “食用 (果实), 饮喝 (泉水) 吧!欢喜吗! 如果 (在这个时期) 你看见任何人 (来), 就说: ‘我已向无限博爱的安拉许愿斋戒, 所以今天我绝不与任何人说话。’”  
28.  然后她带着他骑乘地来到她的族人那里。他们说: “玛尔彦啊! 你确实做了一件极可恶的事情!” 

 
29.  “哈伦的妹妹啊! 你父亲原不是一个坏人, 你母亲也不是不贞节的女子!”  
30.  於是她立刻向他 (婴儿) 的方向指了一下。他们说: “我们怎样能与 (昨天还坐在) 摇篮中的孩子谈论呢?”801  
 801 理解这节经文并不困难。当玛尔彦被犹太人的长者奚落时, 她把他们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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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听了这话以后), 他 (玛尔彦之子) 说 : “我确是安拉的仆人。他赐了我经典, 使我做了先知;” 
 

32.  “无论我在什么地方, 他都使我成为有福的人, 并且吩咐我:只要活着, 就当固守拜功, 交纳天课;  
33.  “使我成了 a孝敬我母亲的人, 没使我作为傲慢、缺德者;  
34.  “我在出生 b那天, 曾蒙受了平安。在死亡和复生那天, (也将享受平安)。”  
35.  (看啊!) 这是 (真正的) 玛尔彦之子--------伊撒。这是关于他们所纷争的真正经过 (的陈述)。  
36.  

c立子不适宜安拉的庄严。802他是超越于这事的, 当他决定任何事物时, 他只对它说: “有”,803它便有了。(他有什么以立子来帮助自己的需要?)  
 意力引向伊撒。他们不屑同他交谈并且鄙视地说, 他们怎么能与一个 “摇篮中的孩子” 谈论呢? “摇篮中的孩子” 的意思是, 只是一个他们眼看他出生和长大的男孩。年长的人, 要他们向年龄比他们轻得多的人请教时, 就惯于讲这种话。这句话只是表达对伊撒的蔑视而已。也可见 3:47。 802基督教徒相信, 伊撒是安拉的儿子。他们是根据 «圣经» 称他为 “安拉的儿子” 这一设想而产生这一信念的。可是 «圣经» 中也有称呼其他人为 “安拉的儿子” 的。伊撒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因此他不过是像称呼那些其他人那样的一个安拉的儿子 («路加» 20:36; «耶利米亚书» 31:9; «马太» 6:9; «约翰» 8:41和 «以弗所书» 4:6)。 803在阿拉伯语中,  �+ � (Kun) 这个单词, 除了可以向一样东西说以外, 还可以用 

a
19:15. 

b
19:16. 

c
10:69; 17:112; 18:5; 19:89; 21:27; 25:3; 39:5. 



第一九章 MARYAM    玛尔彦玛尔彦玛尔彦玛尔彦 卷一六 

602 

37.  (伊撒说:) 
a
“安拉确是我的养主, 也确是你们的养主, 所以只应当崇拜他, 这是正道。”  

38.  但是不同派别彼此发生了分歧; (并且他们放弃了真理。) 
b因为他们对重大日子出席的拒绝，他们将遭受毁灭。  

39.  他们在将来到我面前的那一天, 他们的听觉是很灵敏的, 视觉是很明锐的。但是那些不义的人今天却陷于明显的迷误中。 
 

40.  你警告他们关于 c那个 (悲伤)失望的日子, 那时一切的事务都将被决定。而 (现在) 他们却处于疏忽的状态中 , 还是不信真理。  
41.  

d我必将继承 804大地和大地上居住的人, (最后) 他们都得归于我。  段三段三段三段三  

42.  
e你要根据«古兰经»讲述伊布拉欣的故事。他原是个诚实的人, 也是位先知。  

 来表达一个深切感到的愿望。有一次远征中, 穆圣的一个非常勇敢而忠实的伙伴阿布•卡撒马 (  �,�-��� ����� �� , Abu Khaithamah) 恰巧不在。穆圣深切地感觉到他没在身旁。在战斗中, 他看见一个人从远处骑着马飞驰而来, 他就喊道:  �+ � �-��
 � ����� ��  (Kun 

Aba Khaithamah), 也就是说, 但愿那是阿布•卡撒马; 瞧! 真的是阿布•卡撒马 (���� ���� ��, Halbiyyah)。因此,  �+ � (Kun) 这一单词可以意示, 当安拉想要一件事或东西成为现实时, 它就成为现实; 或者, 当安拉表达这样一个愿望时, 它就具体地出现在面前。这一单词并不支持这样的看法, 说灵魂和物质是和安拉永远并存的或自古就有的。 804 这节经文体现两个预言: (a) 基督教人将先统治几乎整个地球, 并将以他们的众多人数支配全世界; (b) 然后由于他们的不信, 他们将被剥夺掉这种支配权, 而这种支配权最终必将给予伊斯兰教的信仰者。 

a
3:52; 5:73; 43:65. 

b
14:3; 38:28; 51:61. 

c
2:168; 6:32; 39:57. 

d
15:24; 28:59. 

e
38:46; 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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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你要回忆那个时候, 并向人们讲述 :) 伊布拉欣对他的父亲说: 
a
“我的父亲啊! 你为什么崇拜那些不能听、不能看, 而又对你毫无益处的东西?” 

 
44.  “我的父亲啊! 我被赐予了你所没有的特别知识; 所以 (虽然我是你的儿子), 你也顺从我吧! 我将领你走上正道; 

 
45.  “我的父亲啊! 

b不要崇拜恶魔; 恶魔是背逆无限博爱者的;”  
46.  “我的父亲啊! 我怕你 (为不归顺而) 受无限博爱者的惩罚, 终究成为恶魔的友人。”  
47.  他 (伊布拉欣的父亲) (回答)说: “伊布拉欣啊! 你憎恶我的崇拜对象吗? 

c如果你不停止, 我一定用石头击死你。你最好离开我一个时期, (免得我一怒之下做出对你不利的行动。)” 

 
48.  (于是伊布拉欣) 说: “祝你平安! 

d我必将为你向我的养主祈求饶恕。他对我是很仁慈的;  
49.  “(我的父亲啊!) 

e我离开你们和你们除了安拉以外所呼唤的一切; 我只向我的养主祈祷。我坚信, 由于向我养主的祈祷, 我不会成为失望的人。”0  
 

0  

a
6:75; 21:53; 26:71; 37:86-87. 

b
6:143; 24:22; 36:61. 

c
21:69; 29:25; 37:98. 

d
9:114; 26:87; 60:5. 

e
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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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当他 (伊布拉欣) 离开了他们
(自己的民族) 和他们除开安拉所崇拜的对象, 

a我便赐给了他伊司哈卡和 (他之后的) 雅尔孤布, 我使他们都做了先知。  
51.  我赐给了他们我 (丰富) 的仁慈; 

b也赠予他们真实、崇高的声誉。  段四段四段四段四  

52.  你也要本着 «古兰经» 讲述穆撒的故事。c他是我所选的 (仆人); 又是一位使者和先知。  
53.  我从那座山的 d右面召唤他。为了向他晓谕我自己的机密, 使他与我接近。  
54.  我出于自己的仁慈, 把 e他的弟兄哈伦做为先知给他  (做助手)。  
55.  你依照 «古兰经» (的记载) 也叙述关于伊司马仪的故事。他是信守诺言的 , 是一位使者和先知。 

 
56.  

f他经常劝嘱自己的族人固守拜功、交纳天课。他是他养主所喜爱的人。  
57.  你也要照着 «古兰经» 宣讲伊德里斯的故事。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位先知。0  
58.  

g我提升他到一个极为崇高的地位。 
 

 
0  

a
14:40; 21:73. 

b
26:85. 

c
33:70. 

d
20:81; 28:31. 

e
20:30, 31; 25:36; 28:36. 

f
20:133; 33:34. 

g
2:254; 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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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这就是 a安拉业已赐予他们恩惠的人, 他们是阿丹的子孙中的圣人, 是我使其与努哈同舟共济的后裔, 是伊布拉欣和易司拉仪的后裔, 他们是在我所领导的和为自己所选择的人之中的。b每当有人向他们诵读无限博爱者的启示时他们便叩头、饮泣地俯伏
(在地)。  
60.  后来, 他们有了 c不肖的后裔, 他们废弃了拜功, 追随了私欲, 所以他们将要灭亡。 

 
61.  只有 d忏悔、信仰, 而又行善的人, 他们将进入天园, 他们将不遭受任何不公平的待遇—— 

 
62.  (即他们将在那些) 

e永久的天园中, 关于它, 无限博爱者在其仆人目尚未见时, 已对他们许下诺言。他的诺言是一定要实现的。 
 

63.  
f在那些 (天园) 中, 除了平安

(的祷祝) 之外, 他们将听不到任何无益的言语; 他们在那里, 朝夕有他们的供养。0 
 

64.  
g这就是我将使我的敬畏的仆人所继承的天园。  

 
0  

a
1:7; 4:70; 5:21; 57:20. 

b
17:108,110; 32:16. 

c
7:170. 

d
6:49; 18:89; 25:71; 34:38. 

e
9:72; 13:24; 61:13. 

f
52:24; 56:26; 78:36. 

g
7:44; 43:73; 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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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天使对他们说:) “我们只因受你养主之命而下降。凡在我们前后及其中间的, 都是安拉的; 你的养主是不会忘事的;”  
66.  (他是) 

a诸天、大地和两者之间一切受造物的养主。(信仰者啊!) 你要崇拜他, 而且对他的拜功要坚定不移。你知道有任何一个具有与他同等的 (常德的)?  段五段五段五段五  

67.  人说 : 
b
“难道我死后还会复活?”  

68.  难道人忘了? 在这以前, 
c我创造了他 , (那时 ) 他原是不存在的。  

69.  凭你的养主发誓, 
d我一定把他们和恶魔一同集合起来, 然后一定叫他们跪在火狱的四周。  

70.  然后我从每一群人中把那些最背叛无限博爱者的和别人分开。  
71.  我是最知道他们之中谁是应当进入火狱的。  
72.  

e你们每一个人 805 都是要到火狱去的。这是你养主固定的判决。  
 805在   �� �.�/ �$ (Minkum) 中的代词   �� � (Kum, 你们) 不是作一般的你们解。按上下文意思, 它指的只是不信的人, 即那些怀疑死后有生命的人。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 

a
37:6; 38:67; 44:8; 78:38. 

b
23:38; 36:79. 

c
19:10; 76:2. 

d
10:29; 17:98; 34:41. 

e
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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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a我将拯救敬畏的人, 把不义的人跪着留在 (地狱) 中。  

74.  当有人向他们宣读我的明显的迹象时 ,806 不信者对信者说 : 

“(告诉我们,) 在我们这两个团体中, 哪一个地位高, 举行更动人的集会的呢?”  
75.  在他们之前, 我曾灭绝 b许多世代的人, 那些人在资产和外观方面, 都比他们更好。  
 人 , 在以前的各节经文中都已谈过。依照伊本 •阿巴斯和伊克里马  (0 �$ �& �. �1, 
‘Ikrimah) 的看法,  �� �.�/ �$ (Minkum, 你们的) 的另一种读法是  ���/ �$ ��  (Minhum, 他们的), 而伊本•阿巴斯过去经常说, Minkum 这一用语是对不信的人说的 ( �2 �3 �&�4, Qurtubi)。因此, 代词  �� � (Kum, 你们) 清楚地指的是 67-71节经文所谈到的不信的人。另一方面, «古兰经» 十分清楚而着重地支持正直的信者是绝不会进入火狱的这一看法;他们将在安拉的爱护和永久仁慈的阳光下永享快乐 (27:90; 39:62; 43:69; 等) 而且他们将远离火狱之火, 听不到他的即使是非常非常细微的声音 (21:102-103)。但是, 代词  �� � (Kum, 你们) 如果理解为既包括信者又包括不信者的话, 那么, 对于不信的人来说, 这节经文的意思是, 他们都将进入火狱; 而对於信者来说, 这节经文中指出的火狱之火可以意指他们今生必须经历的苦难和考验, 对此他们要耐心而坚韧地忍受, 而通过了这些苦难和考验之后, 最终他们将如下一节经文所表明的那样被引入安拉赐福和宁静的天上。穆圣亲自解释了这节经文的意思。据说他的妻子哈夫萨 (0 �5 �6 �7, Hafsah) 曾经说过: “有一次穆圣说, 参加过白德尔 (8 �9�-, 
Badr) 或吴候德 ( �9 �7��, Uhud) 战役的他的伙伴中没有一个人会进入火狱。我请他看这节经文他稍稍责备了我误解了这节经文的意思, 而且指点我去看下一节经文” 

(«穆斯林» 引自  �: �� ����� �� ��	 �;
  Jami‘ul-Bayan)。穆圣向哈夫萨指出的下一节经文 (第
73节) 表明, 他也曾了解这节经文中的那个虚词  ����< (Thumma) 的意思: “以及”, 而把下一节经文当作一个独立而分离的句子; 不然的话, 他就不会责怪哈夫萨误解了现在注释中的这节经文中的意思。 806 单纯的标志、征象或迹象是把其证据的基础建立在理性、智力和经验之上。而这些证据指出一个事物的存在和目的并使其得到承认。但是明显的征象是那些征象和证据或理性, 它们不仅指出并证明那件事物的存在, 而且适用于需要指证的时与事, 同时也有其要完成的高尚目的。 

 

 

a
21:102; 39:62. 

b
6:7; 17:18; 19:99; 21:12; 36:32; 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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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你说: “凡是陷入迷途的人, 无限博爱者给他一段时间的延期,
a直到他们看见他们所警告的--------
(世间的) 惩罚, 或 (民族的) 完全灭亡。807那时他们将会知道谁是地位更坏, 力量更弱的。” 

 
77.  

b安拉将增加对得正道者的指导。c在你的养主看来, 永久的善功, 就回报和结果来说, 都是最好的东西。  
78.  你未曾看见不信我迹象的人的情况吗? 他说: 

d
“我必将获得财产和子女。”  

79.  他知悉肉眼尚未见到的 (情况 ) 或者他取得了无限博爱的
(主的) 任何诺言吗?  
80.  将来绝不会是这样的, 我将记录他的言语, 将延长惩罚他的时间。  
81.  我将继承他所用以骄傲的
(东西)。e他将单独的到我这里来。 

 
82.  

f他们离开安拉捏造了许多崇拜对象, 希望他们成为自己荣誉的源泉。  
 807

 “惩罚” 在这里可以指不信道的人在他们最后毁灭以前各个阶段之间遭受到的惩罚, 而 “最后时刻” 可以指他们最后彻底的毁灭。 
 

a
72:25. 

b
9:124; 47:18; 48:5. 

c
87:18. 

d
18:35; 74:13-14. 

e
6:95; 18:49. 

f
21:25; 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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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将来绝不会是这样的。a他们
(那个崇拜对象) 那天不但不承认他们的崇拜, 而且成为他们的仇敌。  段六段六段六段六  

84.  你不知道 b我常派恶魔煽动不信者 (做背逆的事) 吗?  
85.  所以你不要急着 (采取) 反对他们 (的步骤); 我实已计算了他们 (灭亡的日子)。 

 
86.  (记着) 有一天, 

c我将把敬畏的人 (作为受荣誉的客人) 集合到无限博爱 (的主) 那里, 

 
87.  并 d把犯罪者像饥渴的骆驼一样, 驱使到火狱那里去。 

 
88.  (那一天), 除了那些已获得了无限博爱者的许诺者外, 

e任何人都无权说情。  
89.  

f这些人说: “无限博爱者立了子嗣。” 
 

90.  (你对他们说:) “你们说出了极可恶的话。” 
 

91.  从你们的话天几乎要破开, 地几乎要碎裂, 山岳几乎要崩坠。  
92.  就是因为那些人妄称无限博爱者立了子嗣。 

 
93.  

g立子嗣是完全违反无限博爱者的庄严的。808  
 808 这一章非常强调而清楚地驳斥了基督教各个教条, 尤其是他们的伊撒是安拉的儿子这一基本教条, 因为所有他们其他的教条都源出于此。本节经文和前

a
6:24; 10:29. 

b
8:49; 47:26; 59:17. 

c
39:74. 

d
39:72. 

e
2:49; 20:110; 21:29; 34:24; 39:45; 43:87; 53:27; 74:49. 

f
2:117; 4:172; 6:101-102; 10:69; 17:112; 18:5; 19:36; 21:27; 25:3; 39:5; 43:82. 

g
2:117; 4:172; 10:69; 37:152-155. 



第一九章 MARYAM    玛尔彦玛尔彦玛尔彦玛尔彦 卷一六 

610 

94.  
a因为凡在天地中的, 都将以奴仆的身份归向无限博爱者。809  

95.  的确 (安拉藉着自己的知识,)了解了他们, 并完全计算了他们。 
 

96.  他们每个人在复生日都将单独地来到他那里。 
 

97.  那些信仰而又行善的人, 无限博爱的  (主 ) 将为他们滋生厚爱。  
98.  

b我用你的言语把它  («古兰经») 作为易懂的, 以便你藉它向敬畏者传达喜讯, 并警告好争辩的民族。 
 

99.  在他们以前, 我已毁灭了 c许多民族! 你能感受他们任何一个人, 或能听到他们的私语吗? 

     
 四节经文中特别着重地驳斥并谴责了这一教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无限博爱这一安拉的常德在本章中反复地提到达十六次之多。由于伊撒是安拉的儿子这一基本教义及其必然的结果--------替世人赎罪的教条--------都是否定安拉的无限博爱这一常德的, 而且由于本章的中心论题是驳斥这一教义, 因此这一常德必然要反复谈及。替世人赎罪这一教条暗指安拉不可能宽恕人们的罪恶;而安拉无限博爱这一常德意示安拉能够并且实际上经常在宽恕他们, 因此, 在本章中反复提及这一常德。 809 无限博爱的安拉不需要儿子来帮助或继承他, 因为他是天地的养主而且他的王国遍及众世界, 而且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仆人, 伊撒也是其中之一。 

 

 

 

 

 

a
20:109. 

b
44:59; 54:18. 

c
17:18; 19:75; 21:12; 36:32; 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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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〇章第二〇章第二〇章第二〇章    塔哈塔哈塔哈塔哈 (TA HA) 一个完美的人一个完美的人一个完美的人一个完美的人    伊历纪元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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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很早就在麦加启示。这是穆圣最早同伴之一--------阿布杜拉•彬•麦斯武德 (  ������ �	  �
 �� �� � ����� , ‘Abdullah bin Mas‘ud) 的意见。本章继续述及前一章的主题--------基督教信念与教义。基督教的一个基本教义是, 经典是一种祸害。本章一开始就重点否定基督教的这一教义。它说, 经典非但不是一种祸害, 而且确是安拉的伟大恩惠与仁慈。它的目的是向人类提供安慰与精神上的满足, 而不是一种负担和累赘。这是 «古兰经» 已完全达到的主要目的之一。安拉降示 «古兰经» 以减轻人类的负担而不是增加他们的困难, 这一启示使穆圣感到安慰。
«古兰经» 满足人类一切主要的需要与要求。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本章接着告诉基督教徒说, 为了理解和实现 «古兰经» 所体现的种种真理, 他们应该好好想想穆撒不得不经受的那些情况和际遇。它说, 穆撒在他的精神逐渐成长并完美到足以接受一位先知的重大责任后, 被命令去法老那里向他传达安拉的教义。法老拒绝接受安拉的教义, 举止傲慢并企图杀害他。因此安拉命令穆撒把以色列人自埃及带往迦南。法老和他强大的军队追赶他们但遭到安拉的惩罚, 在以色列人眼前淹死在大海中。穆撒然后上 “山” 接受经典的启示。随后本章对基督教徒作出微妙的指责。它对他们说, 在伊撒降生以前以色列人相信安拉是统领一切的, 后来 «古兰经» 也特别强调安拉的独一性, 并强调这一经典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 把经典视作一种祸害并怀存和宣讲多神教义的一种教导如何能介入这两种绝对是一神的宗教之间? 接着, 本章提到基督教民族在享有一千年物质昌盛之后由于他们的罪恶将遭受安拉的惩罚。这一千年中的最后三百年将是他们持续进步和高度繁荣的时期。这会使他们倨傲地无视安拉准备给予他们以可怕的灾难的警告。本章着重宣告, 这种情况肯定要发生, 相信基督教的西方国家将陷于可怕的天祸之中; 高山将被粉碎成为尘埃 (20:106-107)。於是本章一开始就讲的主题被重新叙述, 即 «古兰经» 很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领会, 因为它是以首先聆听它的民族自己的语言来启示的。它不是像基督教的圣经那样用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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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比喻的方式描述, 因而不会使主题含糊不清。它用容易被理会的语言解释它的教导。这一经典以强有力的论据使人容易理解它的重要性。它完全不是什么祸害; 而是安拉极大的赐福。然后它提到阿丹被逐出 “天园” 的事。伊撒为世人赎罪并受难致死的基督教全部教义结构所依据的这一重大事件, 不是被基督教徒误解了, 就是被他们蓄意曲解和误传了。事实是阿丹按照安拉规定的安排而诞生的, 而安拉的安排是从来也不会失败或失去目的的。根据 «圣经», 安拉以他自己的形象创造阿丹 (创世纪 1:27), 然后阿丹 (亚当) 受哈娲 

(夏娃) 的诱惑堕入罪恶。«古兰经» 宣称, 阿丹既然是安拉以他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 他就不可能犯罪而致如此地堕落。它描写他只是不小心而失足堕落的 (20:116)。本章结束时严厉警告不信教的人, 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迹象和奇迹永远不会出现在他们面前; 如果他们不顾已见到安拉的许多迹象仍然否定安拉的教义的话, 他们将像不信奉安拉过去派遣的使者的人们那样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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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〇〇〇〇章章章章    塔哈塔哈塔哈塔哈 (TA HA) 一个完美的人一个完美的人一个完美的人一个完美的人    全章共 136 节, 麦加下降 

1.  
a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2.   �� ��  (Ta Ha)810完美的人  
3.  我降赐你«古兰经», 不是为了使你痛苦;811  
4.  (这) 只是对惧怕 (安拉) 的人的一个 b劝告; 

 
5.  它 («古兰经») 是降自创造大地和崇高的诸天者的。  
6.  (他是) 

c无限博爱者, 他牢固地奠立了帝位。812  
 810

  �� (Ta) 和  ھ� (Ha) 结合成  �� ��  (Ta Ha)。在阿拉伯阿克 (Akk) 族土语中, 它的意思是, “我所敬爱的人啊,” 或 “一个完美的人啊。” 作者卡施夏夫 ( ��	 
�� 
, Kashshaf) 把它解释为 “你啊!” 有些人把它译为, “你休息吧” (  
�
� ��	 , Bayan 和  
��� ��	 , Lisan)。这一用语指出, 穆圣充份赋有一切天然的才能、品质和常德, 使他成为人类一个完美道德形象。穆圣确实是个十全十美的人, 人类的完美榜样, 充份体现了这一用语的含义。 811 这节经文内含有一个消息, 给穆圣和穆斯林以安慰和希望。这个消息的大意是说, «古兰经» 是安拉启示的一本完美而正确的经典, 因此持有这本天经的使者的使命是绝对不会失败的。因此, 穆圣的事业必定胜利。这些经文也驳斥了所谓这本经典即����� �� �� (Shari‘ah) 是一种可诅咒的事物的这一基督教教条。«古兰经» 中没有与人类本性不一致的地方, 假如按照它去行动, 不会使人遭到麻烦。 812 简单地说, “帝位” 代表安拉超越宇宙的常德, 即术语上称为  �
 �� ��  �� � �� �� �� ����  

(Sifat-e-Tanzihiyyah)。这些常德是永恒不变的, 是安拉独有的特性, 这些常德通过安拉的另一些常德才显现的。那一些常德称为  �� �
 ��  �� �� ���	���� ��  (Sifat-e-Tashbihiyyah), 在人类中或多或少也能见到安拉的另一些常德。前种常德, 即超越宇宙的常德, 说是构成安拉帝位的, 而后种常德是安拉帝位的支柱。请参阅注释 498和 580。 
 

a
1:1. 

b
73:20; 74:55; 76:30; 80:12. 

c
7:55;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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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凡在诸天之中的、地球之上的、两者之间的以及在湿泥底下的, 都是他的。  

8.  
b如果你高声说话, (他是听着的, 如果你低声说话, 他也是听着的,) 因为他知道秘密的事物, 即使极其隐匿的东西 , (他也知道)。 

 
9.  除安拉之外, 再没有值得崇拜的对象。c他具有一切极好的常德。813  
10.  (为了证实这一真理, 我问你们:) 

d
“你知道了穆撒的经过吗?” 

 
11.  即 e当他看见了火光时, 他就对自己的眷属说: “(在自己的地方) 稍停一下。我看见了一个火光;我也许从那里带来燃木或在火那里获得(精神)指导。”  
12.  

f当他来到 (那火的地方), 就有呼唤的声音: “穆撒啊!” 
 

13.  “我是你的养主, 脱去你的鞋吧! 
g因为你确在突哇 (Tuwa) 圣洁山谷中;”  

14.  
h
“我已选择了你;所以你要听你所受的启示;” 

 
15.  

i
“我确是安拉;除我之外, 再没有值得崇拜的对象, 所以你要崇拜我, 为了记念我, 要固守拜功;  

 813 这节经文包含以上第三节经文中所述及的 «古兰经» 启示的基本要素及其核心: 安拉是存在的, 他只一个。他具有全部完美的常德。他完全没有一切可想像的缺点和不完美的地方。因此他独有资格受到我们的敬仰和崇拜。 
 

a
2:285; 3:130; 5:19. 

b
2:78; 6:4; 11:6; 67:14. 

c
7:181; 59:25. 

d
19:52; 79:16. 

e
27:8; 28:30. 

f
27:9; 28:31; 79:17. 

g
27:9; 28:31; 79:17. 

h
20:42. 

i
27:10;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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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
“复生日确是要来临的。我即将 (向人们) 显现 814它, 以便每人都照着自己的努力受赐回报;  

17.  “凡是不信它 (复生日) 而追随自己的欲望者, 你切不要让他阻止你信仰它 (复生日), 以免你遭致灭亡; 
 

18.  (我那时对穆撒说:) “穆撒啊!在你右手里的是什么?” 
 

19.  他说: “这是我的手杖, 我拄着它, 也用它打掉 (树) 叶喂我的羊, 它对我还有其他一些用处。”  
20.  他 (安拉) 说: “穆撒啊! 

b把这个 (手杖) 抛掷 (在地上) 吧。” 
 

21.  所以他把它抛掷  (在地上 )了。(在那以后,) 他忽然看见那手杖却是一条跑着的蛇。 

 
22.  他 (安拉) 说: “捉住它, 不要害怕, 我将使它恢复原状。  
23.  

c
“把你的手夹在腋窝里。当你把它取出来时, 它将是洁白的, 没有任何疾病--------这是另一个迹象; 

 
24.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 为了
(准备我) 将显示给你一些更大的迹象; 

 
25.  “你要到法老那里去, 他确是
(惨无人道的) 暴虐者。 

 
 814

  �
 ����  � �����  (Akhfash-Shai’) 的意思是, 他隐藏了这个东西;他拿掉了遮掩它的东西或把它显露出来 (Lane)。 

a
15:86; 40:60. b7:118; 26:33; 27:11; 28:32. c7:109; 27:13;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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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26.  (穆撒说:) “我的养主啊! 求你使我的胸怀舒展; 
 

27.  “令我任务容易;  
28.  

a
“解开我的舌结,  

29.  “以便他们 (容易地) 了解我的言语; 
 

30.  “从我的眷属中赐予我一个助手--------  
31.  “(即) 

b我的兄弟, 哈伦;  
32.  “藉他增强我的力量;  
33.  “使他参与我的任务;  
34.  “以便我俩多多地赞颂你;  
35.  “多多地记念你;  
36.  “你确是完全看着我们的。”  
37.  

c
(安拉说:) “穆撒啊, 凡是你所求的, 你都受赐了, 

 
38.  (在这之前) 我也曾对你施过一次恩惠; 

 
39.  “那时 d我经由启示, 降赐你母亲一切 (实际上) 所需要降赐的, 

(详情是:)0 

 
40.  “(安拉启示给穆撒的母亲 , 说:) “要把他放在一个箱子里, 再把那箱子置于河中, 继而河水 (奉安拉之命 ) 把它漂到河边 , (好
 
0  

a
26:14. 

b
28:35. 

c
26:16. 

d
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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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a我的敌人--------也是他 (穆撒)的敌人把它拾去。” 我恩赐了你我的慈爱, (即在人的心里为你滋生了爱,) 以便你在我的眼前受到抚养; 

 
41.  

b
“当时你的姐姐走去, 说: ‘我告诉你们一个抚育他的人 , 好吗’? 这样 c我把你归送到你母亲那里, 以便她愉快, 而不忧伤。

(穆撒啊!) 
d你曾杀死了一个人, 而我解除了你的忧伤。我并且使你受了其他的一些磨难。继而你在麦德彦人那里住了几年, 最后你达到了 (担负我的使命的) 这个程度;  

42.  
e
“我为了我自己选择了你;  

43.  
f你和你的兄弟, 带着我的迹象去吧! 对于记念我, 不要有任何疏忽;  

44.  
g
“你俩到法老那里去吧! 因为他确是越法犯纪的; 

 
45.  “要对他言语温和, 以便他接受劝告或惧怕。”  
46.  他俩 (回答) 说: 

h
“我们的养主啊! 我们怕他对我们有过分行为, 或对我们有迫害举动。”0  

47.  他 (安拉) 说: “你俩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俩同在。我听着 (你们的祈祷), 看着 (你们的情况)。  
 
0  

a
28:9. 

b
28:12-13. 

c
28:14. 

d
28:16:34. 

e
12:55. 

f
28:36. 

g
79:18. 

h
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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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所以你俩到他那里去, 并 (对他) 说: ‘我们是你养主的使者。要你放以色列人随我俩 (出境);不要迫害他们。我们从你养主那里带来了一个大的迹象; 凡是遵行正道的人, (安拉) 将降赐他们平安;  
49.  ‘我们获得了启示: 凡拒绝 (安拉的使命而) 又背逆者, 将遭受惩罚。’ ”  
50.  他 (法老) 说: “穆撒啊! 

a谁是你俩的养主?” 
 

51.  (穆撒) 说: “我们的养主是 b那个 (按照每一东西的需要而) 赐予它肢体, 并教它运用那些 (肢体) 的方法的。” 

 
52.  他 (法老说: (如果是这样的,) 

“那么, 前代的人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53.  他 (穆撒) 说: “我的养主具有关于他们的知识, (他们的一切情况都) 记载在书中。我的养主既不会犯错, 也 c不会遗忘; 

 
54.  

d
“就是他把大地作为铺床, 为你们在那里开辟了道路, 并从云中下降了水。” (然后你也对他们说:) “我 (安拉) 藉水生产各种成对的植物;0  

55.  
e
“你们吃 (那些植物), 也牧放你们的牲畜吧! 其中对于有理智的人确有很多迹象。”  

 
0  

a
26:24. 

b
87:3-4. 

c
19:65. 

d
43:11. 

e
10:25; 25:50; 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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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三段三段三段三  

56.  我就 a从这 (大地) 创造了你们, 又使你们归还大地, 再一次使你们从大地复生。”  
57.  

b 我给他 (法老) 看了我的每种迹象, 但他以为是假的 (迹象) 拒绝 (不信)。 

 
58.  他说: “穆撒啊! 

c你来我们这里, 是为了利用你的魔术把我们逐出我们的国土吗?  
59.  “(假如事实是这样的,) 

d那么, 我们 (为了与你对抗,) 也必将拿来同样的魔术, 所以你在我们和你之间定一个约期, 你和我们都不要爽约, 约会地点对我们双方该是一样的。” 

 
60.  他 (穆撒) 说: 

e
“你们 (和我们之间) 的约期就定在节日那天, 叫人们在旭日东升时集合起来。”  

61.  接着法老离开了那里, 尽可能商议了方策, 然后又 (回到穆撒那里) 来。 

 
62.  穆撒对他们说: “人们啊! 你们真该死! 关于安拉不要捏造谎言, 以免他用惩罚毁灭你们。凡 (以安拉之名) 捏造虚假者, 他将灭亡。”0  
63.  (在听了穆撒这话之后,) 他们
(法老及其群臣中间) 发生了争论, 而进行秘密的商议。  
 

0  

a
7:26; 71:18-19. 

b
27:13-15; 43:48-49; 79:21-22. 

c
26:36. 

d
7:112, 113; 26:37. 

e
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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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他们说: 
a
“这两个人 (穆撒和哈伦) 只是两个术士, 他们想利用他们的魔术 (力量) 把你们逐出你们的国土, 而且消灭你们高尚的宗教;  

65.  “所以要磋商你们的计划; 然后结队而来。凡是今天胜利的, 他必是成功者。”  
66.  (法老所集合对抗穆撒的 b那些人) 说: “穆撒啊! 不是你抛掷, 就是我们先抛掷。”  
67.  (于是) 

c他 (穆撒) 说: “(最好)还是你们先抛掷。” (于是他们作了设计。) 结果, 他们的绳和杖由於他们的魔术 d使穆撒看来, 好像是跑着的。  
68.  穆撒心中有了畏惧。  
69.  我说: “(穆撒啊!)不要怕, 你一定会胜利的; 

 
70.  “抛掷你右手里所有的; 

e它将会吞没他们所 (精心) 作成的。因为他们所形成的只是魔术师的魔术。不论魔术师怎样来 (与安拉对抗), 总是不会成功的。”  
71.  (在穆撒抛掷手杖之后, 法老所带来的) 

f魔术师 (体会了自己的微弱,) 于是被迫伏身叩拜, (以自己的心声,) 说: 
g
“我们归信哈伦和穆撒的养主。”0 

 
 

0  

a
7:110-111; 26:35-36. 

b
7:116. 

c
7:117; 26:44. 

d
7:117. 

e
7:118; 26:46. 

f
7:121; 26:47. 

g
7:122-123; 26: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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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他 (法老) 质问他们说: 
a
“未经我的许可, 你们为什么就信仰他了? 他一定是你们的首领, 教给了你们魔术。由于你们的背逆, 

b我必将切断你们的手脚, 把你们钉死在枣树身上, 以便你们知道我俩谁是能给与最严厉、最永久的惩罚的。” 

 
73.  他们 (回答) 说: “我们绝不会选择你而放弃已来到我们的明显迹象和创造我们的 (养主)。c所以你判决你所要判决的吧! 你只能决定今世的生命;  
74.  

d
“我们 (现在) 已信仰了我们的养主, 以便他饶恕我们的罪过和你迫使我们所使用的魔术。安拉是最好的, 最永生的。”  

75.  凡带罪而来到他的养主的, 他必定进入火狱; 在那里面他既不死, 也不活。  
76.  信仰、行善而来到他的养主的, 

e他们将获得最高的品位--------  
77.  (那最高的品位将是) 

f永久的天园, 园中诸河川流不息; (他们)将永居其中。这是对操守清白的人的报酬。0 
 

 
0  

a
7:124; 26:50. 

b
7:125; 26:50. 

c
26:51. 

d
7:127; 26:52. 

e
4:96-97; 8:5. 

f
9:72; 18:32; 19:62; 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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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四段四段四段四  

78.  
a我曾启示穆撒: “率领我的仆人黑夜出走, 然后 b告诉他们海中的一条旱路, 不要怕 (人) 追赶, 也不要恐惧 (在海中淹没。” 于是穆撒带领着自己的族人向大海走去。) 

 
79.  

c法老率兵追赶了他们, 但海水把他们 (他和他的军队) 完全淹没了。  
80.  法老把他的民族引入了歧途, 未曾指导他们正道。 

 
81.  以色列人啊! 

d我曾救你们脱离了你们的敌人, 在 e那山的右边与你们定了约, 并降赐你们甘露
(吗哪-------- ��� �, Manna)和鹌鹑 (萨耳瓦-------  �
�� ��� , Salwa)。  
82.  (我曾说过:) 

f要吃我所赐予你们的美好食物。在这方面不可过度, 以免你们遭致我的愤怒。凡遭受我的愤怒的, 必致毁灭;  
83.  

g
“我对于悔罪、归信、行善, 而固守正道者 , 确是极为宽恕的。  

84.  (我说:) “穆撒啊! 你为什么匆匆地离开自己的族人?”0 
 

85.  (穆撒回答) 说: “他们在我后面正跟着来呢! 我的养主啊! 我匆匆到你这里来, 以便你对这一行为喜欢。” 
 

 
0  

a
26:53. 

b
26:64. 

c
10:91; 26:61. 

d
2:51; 14:7; 44:31-32. 

e
19:53; 20:12-14; 28:31; 79:17. 

f
2:58; 7:161. 

g
3:136; 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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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他 (安拉) 说: 
a
“我在你 (离开)之后, 考验了你的族人而萨米里人诱使他们迷误了。”  

87.  
b穆撒愤慨、悲伤地回见自己族人, 说: “我的族人啊! 难道你们的养主未曾对你们做过好的诺言? 你们觉得诺言 (的实现时期)太长了吗? 或者你们想遭受你们养主的愤怒而违背了对我的诺言吗?”  

88.  他们说: “我们不是自愿地违背了对你的诺言; 而是我们被担负着 (法老) 民族装饰品的担子, 之后我们把它抛掷了, 萨米里也同样地抛掷了 (他的装饰品)。”  
89.  后来他为了他们 (以色列人)铸造了 c一头牛犊--------仅具一个形体, 发出无意义的声音。然后他们 (他和他的同伴们) 说: “这就是你们的主宰, 也就是穆撒的主宰, 但他遗忘了它, (把它抛弃在后面。)” 

 
90.  (萨米里的确做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 难道他们自己未看见那牛犊不 (能) 回答他们的话? 也不能掌握他们的利害?0 

 段五段五段五段五  

91.  哈伦 (在穆撒尚未归来之前)已对他们说过: “我的族人啊! 你们经由这个牛犊受了考验。你们
 
0  

a
7:149. 

b
7:151. 

c
2:52, 93; 4:154; 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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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主确是无限博爱者, 所以你们要追随我, 听从我的命令。” 
 

92.  (可是这个顽固的民族 ) 说 :

“我们将不断地崇拜牛犊, 直到穆撒回到我们这里来。”  
93.  (当穆撒回来时), 他 (对哈伦)说: “哈伦啊! 当你眼见自己的族人迷误了, 谁阻止你?  
94.  “来跟从我? 你违背了我的命令吗?” 

 
95.  他 (哈伦) 说: 

a
“我马的儿子啊! 不要揪我的胡须和头发。我原怕你说: “你使以色列子孙分裂了, 而没有记着我 (保持民族团结) 的训言。”  

96.  他 (穆撒) 说: “萨米里啊! 究竟你是怎么一回事?” 
 

97.  他说: “我看见了一些他们所未看见的。我接受了这位使者一部分的教义, 后来 (我把已接受的教义也) 抛弃了。我的心灵命令我做了我所已做的。”  
98.  穆撒说: “那么, 你去吧! 你在今世 (的惩罚是: 你在这个世界上) 对每一个人都要说: ‘不要接触我,815 (意谓穆撒把我判为不洁的了。)’ (穆撒对他说:) 你的 (刑罚) 是固定了的, 你绝对不能避免它。你看你那个你常对其献身的
 815

 “不要接触我” 这句话可以表示: (a)  �� �� ���  (Samiri) 由于把以色列人错误地引上崇拜牛的歧途而受到社会严厉抵制的惩罚。(b) 他受到某种皮肤传染病的折磨, 因而人们避免与他接触。(c) 他怀疑自己已患病而最后避开了同伴。 

a
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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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对象吧! 我们必定焚化它, 然后把它消散在海中;  
99.  “值得你们崇拜的对象只是安拉, 除他之外, 再没有值得崇拜的。他知道每一件事物。”  
100.  我就这样地向你叙述前人的往事。并自己赐给你提醒者 («古兰经»)。  
101.  凡是 a背弃它 («古兰经») 的人, 在复生之日将肩负一个极大的重担,  
102.  他们将久留于这样的情况下。复生之日这担子将使他们痛苦。  
103.  

b当号角将被吹响的那天, 我将集合犯罪的人们, 那天他们的眼将是蓝色的。816  
104.  他们将低声地互相交谈着说: “你们只停了十 (天)817。” 

 
105.  我最知道他们所说的。那时他们中最遵守他们的宗教的人, 将说:818 

 “你们只逗留了一天。”  
 816 这节经文的意思似乎暗指的是西方基督教民族。他们是蓝眼睛, 精神上是盲人, 对伊斯兰教始终心怀憎恨。 817

 “十天”在这里表示十个世纪。这是在伊历纪元之后的十个世纪。在这段时期中, 欧洲民族几乎处于一种休眠状态。在十七世纪初期, 即穆圣在公元七世纪初期开始传教后大约一千年, 欧洲民族才从休眠中醒过来开始向全世界扩展并征服它。 818
  �� �� ��� ������� ����  (Tariqatul-Qaum) 的意思是, 人们中间最好或最正直的人 ( �� ������, 

Aqrab)。 � ���� (Yaum) 这里意示 22:48中谈到的一千年以及上节经文中相应的 “十天”, 即十个世纪或一千年。� ���� (Yaum) 还可纯粹指时间。如果依这一单词的这个意义讲, 那就是描写不信者在遭受安拉惩罚时, 他们繁荣和进步的时间只有一

a
18:102; 43:37; 72:18. 

b
18:100; 27:88; 36:52; 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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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六段六段六段六  

106.  
a他们问你关于山岳。819 你说: “我养主将粉碎诸山;  

107.  “然后他使它变为荒芜的平原; 
 

108.  “你在那里将看不到任何洼地或高地。”820  
109.  那一天, 他们将追随一个呼唤者, 那 (呼唤者的教义) 是没有任何歪曲的; 一切声音都在无限博爱的主宰之前沉默下来, 除了轻微的声音外, 你再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 

 
110.  那一天 b除非安拉赐与说情许可, 而又欢喜他为谁说情, 一切说情对任何人都将是无用的。  
111.  

c他知道在他们以前的和在他们以后的, 而他们藉着自己的知识却不能完全了解他。  
112.  (那一天), 所有的领袖都将向永生、自立立他的 (主宰) 表示谦恭。凡是不义者, 都将是损失的人。 

 
 天, 那就是说, 时间非常短。 819

  ��� � �� !  (Al-Jibal, 山岳) 这一单词这里指的是强大的西方基督教国家。这节中的预言是关于他们的彻底灭亡。西方的衰落已经开始。前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大大削弱了西方。{斯彭德 (Spengler) 著作的 “Decline of the West” 和汤因比 

(Toynbee) 著作的 “A Study of History”}。 820 这一暗示似乎是指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兴起。那时, 强大的帝国将被消灭, 人类社会各个部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将普遍上升。 

 

a
56:6; 70:10; 101:6. 

b
21:29; 78:39. 

c
2:256;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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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a凡信仰而行善者, 将不怕任何侵犯和亏损。  

114.  
b我这样以阿拉伯文的 «古兰经» 的方式, 下降了它。我在其中详细说明了各种警告, 以便他们敬畏 (安拉), 或这 («古兰经») 为他们 (重新) 创造记念 (安拉) 的条件。 

 
115.  

c很崇高的是安拉, 真正的帝王。在 «古兰经» 的启示完全地下降给你之前, 关于它切不要急躁。只要 (常常祈祷着) 说: “我的养主啊 ! 求你增加我的知识吧!” 

 
116.  我以前曾吩咐阿丹 (一件事情), 但是他忘记了, 我未见他立意 821 (不服从我的命令)。  段七段七段七段七  

117.  (也要牢记那个时候:) 
d我对天使说: “你们要服从阿丹,” 除开伊布利司, 他们都服从了。(但) 他拒绝 (服从)。 

 
118.  于是我说: “阿丹啊! 

e伊布利司的确是你和你的妻子的敌人。不要让他把你俩赶出天园 822, 而使你 (和你的同伴) 遭致痛苦;  
 821 这节经文说明阿丹的失足仅仅是判断上的失误。这全是无意的, 偶然的, 绝对不是有意的或存心的。犯错是人之常情。 822阿丹得到警告, 如果他听从伊布利司 (  �� ������" , Iblis) 的甜言劝诱, 而接受其意见, 那他势必失去 ���# �$ (Jannah) 即 (失去) 天堂的极乐生活, 即他原来享有的精神满足。 

a
10:10; 16:98; 21:95. 

b
42:8; 43:4; 46:13. 

c
23:117. 

d
2:35; 7:12-13; 15:30-31; 17:62; 18:51; 38:72-75. 

e
7:23;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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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这是为你们 (固定好) 的: 你在天园中, 将不会忍饥挨饿, 也不致赤身露体; 

 
120.  “你在那里 (天园中), 将不蒙受干渴, 也不遭遇热晒。823  
121.  这时 a恶魔诱惑他, 说: “阿丹啊! 我指示你一棵长生的树。”824一个永存的王国好吗?” 

 
122.  然后 b他俩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实, 於是他俩发现了自己的弱点, 便用天园的装饰品 825（即以善行）开始覆盖自己。阿丹没注意到他养主的命令,所以离开了正道。 

 
 823 这节与上节经文似乎是谈及欢乐与舒适--------文明生活的相伴物。这里指出为本国人民提供食物、衣服与住所等这些人类生活的起码必需品, 是文明政府的首要职责; 也只有在全体成员都能充分地获得这类必需品时, 才称得上是文明社会。某些社会阶层的财富滚滚而来; 而另一些人则由于饥饿而死去。这种严重的、经济上的不平等不根除的话, 人类社会就会动乱不止, 人类社会的道德意识也不可能真正改善。这里阿丹被告知, 他将在一个地方生活, 那里所有居民都能充分得到许多愉快的事情与生活必需品。上述情况在 «古兰经» 中的另一处也曾提到过, 是这样说的: 不论你在何地都有充足的食品 (2:36)。现在注释中的这节经文, 也说明从阿丹起开始出现新的社会秩序, 而且他为创建人类社会进步的新纪元奠定了基础。 824 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 “一棵长生的树”。这节经文以及 «古兰经» 中另一处所提到的那棵 “树” 是指某一家庭或宗族, 阿丹受命远离它, 因为它的成员都是阿丹的敌人。 825

  �% �& �' (Waraq) 也是指一个社团中的年青小伙子 (Lane)。这节经文的大致意思是说, 恶魔已成功地使阿丹的社团出现裂缝, 一些意志薄弱的成员背离了他们的信仰。阿丹把年青的以及其他正直而善良的成员聚集在一起, 并在他们的帮助下重新组织起自己的社团。据圣经所载, 阿丹用过无花果树树叶 («创世纪» 

3:6-7), 这在精神境界的语言中是指年青、正直而虔诚的人们。 

 

a
2:37; 7:21. 

b
7:23; 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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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在这以后, 他的养主选择了他, 
a仁慈地转向了他,826 并指导了他正道。 

 
124.  他 (安拉) 说: 

b
“你们 两个

(团体) 都从这里出去吧! 你们之间将互相敌视。每当我的指导降临你们, 凡是顺从我指导的人, 他将 (永远) 不会迷误, 也 (永远) 不会毁灭; 

 
125.  

c
“凡是背弃我的劝告者, 他将遭受痛苦的生活, 复生之日, 我将把他在盲目状态下 , 复生过来。” 

 
126.  他将说: “我的养主啊! 我原是有眼的, 你为什么把我盲目着复生过来?”  
127.  他 (安拉) 将说: “我的迹象来到了你, 而你 (这样地) 无视它, 所以, 我今天也同样地无视你。”  
128.  凡是违犯 (经律), 而又不信他养主的迹象的, 我同样地给他回报; 而且后世的惩罚将是更严厉、更长远的。  
129.  在他们以前, 我已毁灭了 d许多民族, 这些人 (现在) 来往于他们的故居, 难道他们 (从这些经历) 还没有获得教训? 其中对有理智的人确有大的迹象。  
 826 这节经文说明阿丹的不服从行为是出于无意的; 如果他故意不服从, 以后就不可能获得安拉给予的巨大荣誉, 成为安拉的特殊恩宠者。 
 

a
2:38. 

b
2:37-39; 7:25. 

c
18:102. 

d
17:18; 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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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八段八段八段八  

130.  
a如果不是你的养主有言在先, 以及期限有定, 那么, (对这些民族的) 惩罚将变成永久的了。  

131.  你要忍耐这些人们所说的 , 

(因为你养主的常德就是施行仁慈,) 要在日出和日落之前, 
b赞颂你养主的圣洁和善美; 要在夜里不同时辰和白天所有时刻, 也赞颂他的圣洁, 以便你 (仰赖他的恩慈) 享有 (真正的) 快乐。 

 
132.  

c不要睁大你的眼睛看 827我所赐予一些人世俗生活装饰的短暂享乐, 那不过用以考验他们。你的养主赐予的供应品是最优美的、最持久的。  
133.  

d切须命令 (信仰) 你的人礼拜;自己至要固守拜功。我不需要你的供养, 而且我供你给养。敬畏的结果是好的。  
134.  他们说: “为什么他不从他的养主那里带给我们任何迹象?”难道像以前经典中所记述的那样明显的迹象, 未曾降临他们? 

 
135.  如果在他  (这位使者降临)之前, 我以惩罚毁灭了他们, 那
 827 国际间种种的猜忌与敌对导致的战争给人类带来无边的苦难与血腥的杀戮。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对物质财富与生活享受的疯狂追求所造成的直接与间接结果。穆斯林得到警告, 不得对他人的财富投以贪婪的目光。 
 

a
8:69; 10:20. 

b
17:79-80; 30:18-19; 50:40-41. 

c
15:89; 26:206-208; 28:61-62. 

d
19:56;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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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他们必定说: “我们的养主啊!你为什么没有派遣使者到我们这里, 以便我们在被贬低受耻辱之前, 跟从你的迹象?”  
136.  你说: “每人都是等候着 (自己的结果) 的。你们也等候 (你们自己的结果) 吧! 你们即将知道, 谁是在正道上的, 谁获得 (真正的)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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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章第二一章第二一章第二一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安比亚安比亚安比亚安比亚 (AL-ANBIYA’) 众先知众先知众先知众先知 伊历纪元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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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像前三章那样是在麦加启示的, 那是在穆圣创理教务的早期。伊本•麦斯武德 (  ������  �� �	 �
 �� , Ibn-e-Mas‘ud) 说, 它是在宣称使者后的第五年前与 «塔哈»、«山洞»、«玛尔彦» 等章一起启示的。«玛尔彦» 章开始时的经文由贾法尔 ( �� �� �	 ��, Ja‘far) 在那年移民去阿比西尼亚时吟诵给尼格斯 (Negus) 听的。该章与 «塔哈» 章的直接连系是, 该章结束时说不信教的人在指定的时候将遭受安拉的惩罚, 穆圣受命要忍耐地、坚韧不拨地忍受他们的反对和迫害。本章开始时警告不信教的人, 惩罚他们的时候已经到来, 虽然他们现在不得不汇报他们的行动, 但他们还将继续在漫不经心和没有信仰的迷惑中徘徊着。这是本章与前一章的直接连系。但实际上这是本章与前面有些经章有着真正连系的一个总的主题思想。«玛尔彦» 章驳斥了某些虚妄的基督教义, 如: 伊撒 (耶稣) 具有安拉的常德, 他废除了经典并宣称它是一种祸害, 拯救人类不是依靠善行而是依靠伊撒替世人赎罪而受难致死。«塔哈» 章对穆撒作了详细叙述, 为的是再一次驳斥这些虚妄的教义。本章告诉基督徒说, 基督教仅是穆撒道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穆撒的情况对他们的许多教义却是直截了当的否定。穆撒的全部可以值得尊敬之处在于他是一位接受启示经典的先知。假如这一经典是一种祸害, 那么, 按照基督教的信念, 穆撒不是可以被看作一个受人尊敬与引以为豪的人物, 而应该受他们的谴责和痛斥。在这以后, «塔哈» 章简短叙述了阿丹的堕落并彻底追查基督教关于原始罪恶的理论, 然后加以驳斥。该章使人们弄清罪恶并不是人类继承下来的东西, 人类只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冒犯和过错而受到惩罚。它然后说, 假如人类不可能去除他们的罪恶, 那么, 安拉就失去了惩罚的真正目的, 而且安拉派遣的许多先知与他的使者非但不必对有罪恶的人提出警告, 反而要带给他们安慰的信息, 说他们不必被召唤来汇报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只是环境的产物而且不具有任何意志或判断力。本章对这相同的主题进行更广泛的引申并且很清楚地指出, 不仅是这一个或那一个先知的敌人, 而且是安拉派遣的所有使者--------从阿丹到伊撒然后到神圣的先知穆罕默德--------的敌人都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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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行为而受惩罚; 正义的人们由于善行而都有报酬。假如人类继承罪恶而不能摆脱, 那么, 惩罚罪人与酬报善人就会毫无意义和正当的理由。因此, 罪恶是继承的这种教义是没有根据的一派谎言。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本章一开始就警告不信教的人, 安拉的惩罚即将来临, 但是他们用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欺骗自己。这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安拉的使者不被嘲笑和不被蔑视过的。但是安拉所派遣的先知出于对他们民众精神生活的同情与关心要求他们的民众接受安拉的真理而得到拯救。假如罪恶是人类继承的东西, 那么, 这种要求又有什么用? 本章接着叙述一些由不信教的人提出的反对意见并对之作了有说服力的答覆。此后要不信教的人考虑, «古兰经» 给了他们什么新的负担, 因之他们决心拒绝接受它的教义。它的教义的主要目的是把他们的道德提高到卓越的地位。由于它是安拉自己降示的语言, 拒绝接受它的教义的人将不免受惩罚。本章然后问不信教的人, 是否他们曾经认真考虑过, 全知的与具有睿智的安拉假如没有伟大而严肃的目的, 那他会创造宇宙? 那些想阻碍安拉达到这一目的的人注定是要失败的。接着, 本章述及所有宗教的一个基本信念--------安拉的独一性--------这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说, 如果一个独一的法则遍及并支配整个宇宙, 多神教徒如何有理由去信仰众多的神? “信仰众多的神” 意指这些神在管理与支配宇宙方面的不协调性。由于宇宙明显地存在着完美的秩序, 应该只有一个创造主与支配者。而且为什么安拉要有一个儿子? 因为只有在父亲快将衰老或死亡, 或者他不能孤立无援地进行工作时才需要一个儿子。可是所有这些关于安拉的看法都是亵渎的和没有根据的。然后本章指出另一个安拉的法则, 即每当黑暗笼罩整个地面以及世界上缺乏正义之士时, 安拉向人类打开他仁慈的大门, 天国之水以安拉启示的形式降落在地上并给予沉浸在罪恶中的世界以新的生命。精神王国中光明与黑暗的交替现象相当于自然世界昼夜交替的类似现象。本章然后清楚地说明不信道的人借口穆圣只是一个凡人而拒绝信仰他, 这是愚蠢的。«古兰经» 启示的传达者的出身地位并不怎样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谁派他来的。为了要显示穆圣的事业必然胜利, 本章引用了过去几位先知的情况--------努哈、伊布拉欣、达五德、素莱曼、伊德利司以及其他几位先知。他们都面对着艰苦、持续和有组织的反对势力, 胜利完成他们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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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所有这些由安拉选出的仆人像伊撒那样都是高贵与正义行为的模范并且像他那样在安拉指引之下备受极大的艰难困苦。那么, 为什么在他们中间唯独伊撒被视作安拉的儿子而不是他们? 叙述了这些先知之后, 特别提到了伊撒和他的母亲, 他的情况和这些先知的情况并无丝毫不同之处。即使伊撒降生的特殊方式并没有赋予他特殊的精神地位。亚合亚 (Yahya,  � �� �� ) 也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诞生的。如果伊撒是在没有父亲媒介的情况下诞生, 那么, 亚合亚是他父亲已届老耄之年而他的母亲已过了生育年龄的情况下诞生的。伊撒为真理事业受苦也同样不是什么新奇事物。虽然他被缚挂在十字架上, 但把他放下时他是活的, 而亚合亚却真正为了安拉而受难致死。那么, 为什么唯独伊撒之死是为世人赎罪而亚合亚之死却不是? 本章结束前指出雅朱者和马朱者--------西方基督教国家的蓬勃兴起、巨大的物质力量以及耀眼的繁荣、进步和权力。本章接着说, 当这些国家遍布全世界并且占据所有权力和显赫的地位时, 当世界上其他民族都向他们低头屈从和向他们表示敬意时, 安拉许约他们最终的毁灭即将实现。安拉的惩罚如此突然而迅速地降临到他们身上使他们完全大惊失色。他们所有的东西、引以自豪的源由以及他们所有的浮华、光荣和雄伟都被毁灭而化成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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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一章第二一章第二一章第二一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安比亚安比亚安比亚安比亚 (AL-ANBIYA’) 众先知众先知众先知众先知 全章共113节, 麦加下降 

1.  
a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卷一七卷一七卷一七卷一七 

2.  
b人们结帐的日子快要来到了。可是他们仍然是疏忽、背离的。  

3.  
c每当他们的养主降给他们新的劝告, 他们总是嘲笑地听着。  

4.  那些不义的人的心情是玩忽的。他们秘密集议, (说): “(你们没有看到) 这个人不是和你们一样吗? 你们作为一个明智的人 ,怎样陷入 (他的) 魔术中了?”  
5.  他 (穆罕默德圣人) (听了这话)说: “我的养主知道天地间的一切言语。他是全听的, 全知的。”  
6.  (不只于此,) 他们 (反对者) 甚至说 : “这  (言语) 是慌乱的梦 ;

(不, 这还不是慌乱的梦,) 只是他自己捏造的谎言; 不, 
d他是一位诗人 , (他的大脑产生种种思想。) 让他像前代使者一样带给我们迹象吧!”0 

 
 
0  

a
1:1. 

b
54:2-3. 

c
21:43; 26:6. 

d
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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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他们之前, 凡我毁灭的城市,那里的人没有归信的。那么, 这些人将会归信?  
8.  

a在你之前, 我常常派遣男人作为使者, 降赐他们启示。如果你们不知道, 那就求教有经的人; 

 
9.  

b我从未赐给他们 (使者) 不吃饭的身体, 他们不是永生的。  
10.  我完成了我对他们的应许; 拯救了他们和我所意愿的人们; 并灭绝了越法犯纪者。  
11.  我已降给你们一部经典, 其中有你们的记念。你们为什么不运用理智?  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12.  
c我已灭亡了多少不义的 (人们的) 城镇, 而在他们之后, 又创造了另一些民族。  

13.  当他们感觉我的惩罚时, 他们马上开始逃避它。  
14.  (于是我说:) “不要逃避, 你们归向你们所喜欢的奢侈品和你们住所, 以便你们受审 (关于你们的行为)。”0 

 
15.  他们 (回答) 说: “我们真该死呀! 我们过去是常行不义的。” 

 
 
0  

a
12:110; 16:44. 

b
25:21. 

c
7:5; 22:46; 28:59; 50:37;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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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他们不停地这样悲叹, 直到我把他们做成了像收割的庄稼一样, 全都化为灰烬。  
17.  

a我不是为了游戏而创造了天地和两者之间的东西。  
18.  假如我是做 (戏) 者, 那么, 只要我要游戏, 我确定在我自己这里就作出它。  
19.  但 

b我以真理猛攻虚伪, 最终真理制服了虚伪 ,828于是它消失无踪。看哪! 由于你们关于安拉所称述的, 你们将遭遇不幸啊。  
20.  凡是在天地中的, 都归于他。
c凡是在他面前的, 都不骄、不怠地崇拜着他; 

 
21.  他们赞颂安拉圣洁 , 日夜不息。 

 
22.  他们从大地设立崇拜的对象,那些崇拜对象创造 (万物) 吗?829  
23.  如果在天地中除开安拉, 还有值得崇拜的对象, 那么, 天地早已
 828

  ٗ� �� �� �� (Damaghahu)的意思是, 他打破了他的头, 以致伤及他的脑子; 他制服了他 (Lane)。 829创造或使死者复生, 是安拉独具的常德和能力。伊撒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与安拉分享这一常德。提及这一常德的目的是要粉碎伊撒的神性。这是这几节经文专门要谈及的主题。 
 

a
15:86; 38:28; 44:39. 

b
17:82; 34:49, 50. 

c
7:207; 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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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830安拉, 帝权的养主, 是超绝于他们所描述的。  
24.  他关于自己的行为 , 不受质问, 而他们是受质问的。831  
25.  

a他们除开他之外 (妄) 立了崇拜对象吗? 你说: “你们 (当) 带来你们的证据! 这 («古兰经») 是我的同伴们荣誉 (的来源), 也是我以前人们荣誉 (的来源)。” 可是大多数人都不知真理, 他们是背逆者。  
26.  在你之前, 我曾启示给我所派遣的一切使者, 说: “实际上, 只有我是值得崇拜的; (惟) 当拜我。” 

 
27.  

b这些人说: “无限博爱的 (安拉) 立了子嗣。” (他们这话是不对的,) 他是圣洁的, (没有任何弱点。) 实际上, (这些人所谓的安拉的儿子,) 他们不过是 (受派的一些安拉的) 荣誉的仆人罢了; 

 
 830这节经文是驳斥多神论的一种有效而结论性的论据。即使无神论者也不能否认遍布并充斥在整个宇宙之间的完美秩序。这种秩序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一种统一的法则支配着宇宙; 而这些法则的统一性证明这个宇宙的创造主和支配者的独一性。假如安拉不止一个的话, 那么, 支配这宇宙的法则也就不止一个--------因为有一个主宰就一定要以他自己独特的法则来创造这个宇宙--------这样, 其必然结果就会是混乱而无秩序, 整个宇宙就早已四分五裂了。因此, 说有三个主宰, 各方面都相等地完美, 合在一起成为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和支配着, 显然是荒诞无稽的。 831这节经文指出宇宙间秩序的完善无缺, 因此指出创造和支配宇宙的养主是完善无缺的, 而且他是唯一的。这节经文也意示安拉的最高权威, 而其他所有的人和物是从于他的权威的。这又成为驳斥多神论的另一论据。 

a
18:16; 23:118; 27:65. 

b
2:117; 4:172; 10:69; 19: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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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他们832 对安拉的言语不作任何增添, 他们只执行他的命谕。  
29.  

a他知道他们将来的和他们过去的。那些人, 除开他 (安拉) 所喜欢者之外, 他们不替任何人说情。他们由于惧怕他 (安拉), 而是谨防的。  
30.  他们中凡是说: “除开安拉, 我是值得崇拜的对象,” 我将把他放入火狱中。我就是这样回报不义的人。  段三段三段三段三  

31.  不信者难道未曾看到天地原是一个牢固密闭的 (体积),833然后我把它俩凿开, 我以水创造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难道他们还不信仰我?  
 832由上下文来看, 代词 ‘他们’ 指的是先知。安拉的使者不可能违背安拉或在道德上犯罪。这节经文确定众先知是不可能犯罪的。 833这节经文指出一个伟大的科学真理。它似乎指的是宇宙在物质以前的阶段, 意思说整个宇宙, 尤其是太阳系, 是从一种混沌不清的一团中发展出来的。安拉按照他所运用的法则使这一团物质分裂成为散开的小块, 变成太阳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哈罗尔德•里查德 (Harold Richard) 的 «宇宙概况» 与费雷德•霍伊尔 

(Fred Hoyle) 的 «宇宙的性质»}。然后安拉从水中创造生命。这节经文似乎还意示, 像物质的宇宙一样, 一个精神的宇宙也是从混乱的思想和愚蠢的信念的一团混沌中发展出来的。正如安拉以他绝对正确的智慧在进行最高的计划时把一团物质分裂开来使它分散的部分变成太阳系的组成部分那样, 他在这翻滚在混浊泥潭中的世界上同样创造了一种精神的新秩序。当人类陷入道德堕落的而不能逾越的黑暗时, 精神上就觉得压得透不过气来。安拉派遣他的使者震憾了笼罩着的精神黑暗, 使人们见到光明, 从道德败坏和精神衰退的混沌不清和毫无生气的一团中诞生出一个精神宇宙, 它开始从中心向四周延伸, 最终将遍布全世界, 并在它的带动之下获得活力和方向。 

a
2:256; 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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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我在大地上创造了山岳,以免大地震动而他们隋之 (以至不得安宁) ;834 我又在大地上开辟了宽阔的道路,以便他们获得正确的指导。  

33.  我把天作为坚强的覆盖 (即作为保护的媒介), 可是他们仍然背弃从天上显现的迹象。  
34.  他就是那个创造昼夜、日月835的安拉, 

b它们都稳定地运行于自己的轨道上。  
35.  在你之前, 我从未赐给任何人永存的生命, 如果你死去, 那他们
(能) 永活 (在这里)?  
36.  每人都将尝到死亡的滋味; 我将以祸福试验你们。(最后) 你们将被送回到我这里来。 

 
37.  

c 当不信者看见你时,他们只把你当作笑柄。他们说: “就是这个
 834

  �� � �� ���� �	 �
�� ��  (an Tamida Bihim) 这一用语的意思是:免得它震动而使他们不得安宁; 成为他们利益的来源; 和他们一起四处走动;  � ���  (Mada) 也意味着, 他给予好处 ( �� ������, Aqrab)。这节经文还清楚地说明另一科学真理。地质学证实山脉在很大程度上保护大地免受地震。地球在开始时内部是非常热的。当炽热的气体在地球的腹部形成后就要向外挤压出来, 这样就形成火山的震动和喷发, 冷却后就形成山脉, (“Marvels & Mysteries of Science” by Allison Hox; & Enc. Brit. under 

“Geology”) 这节经文也可以意指, 山脉对地球的稳定自转有极大的好处。«古兰经»说地球在被发现以前早已在 ‘转动’, 它不是静止不动, 而是环绕着太阳自转地移动着的。 835昼夜、日月, 都是安拉创造的。它们都满足了人类的需要, 是人类在大地上生存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a
13:4; 15:20; 16:16; 31:11; 77:28. 

b
36:41. 

c
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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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关于你们的崇拜对象说不好话的吗?” 其实, 他们自己就是a拒绝记念无限博爱的 (主宰的)。  
38.  人的本质中有急躁的特性。836
(要记着) 我将使你们看到我的迹象, 切不要向我摧促。  
39.  

b他们 (听到这话以后) 说: “如果你们 (信者) 是诚实的, 那么,这诺言什么时候实现?”  
40.  如果不信者知道那个时候, 他们不能为自己的面部和背部防御火 (惩),837也得不到任何方面的帮助, (那么, 他们就不致于那样地自豪了。)  
41.  

c那 (惩罚) 将突然来到他们面前, 使他们狼狈不堪,838他们既没有阻止的力量, 也得不到延期。  
42.  

d在你之前的使者也都遭受了嘲笑, 但e嘲笑者遭受了他们所嘲
 836

  ���� � ��� ���� �� ������ �� � ���  (Khuliqal Insanu min ‘Ajal) 这一用语, 意指 ‘急躁’ 是人的一个构成部分, 它是人类性格中如此显著的一个特点, 以致可以说人类就是从急躁中创造出来的, 就是说他的天性是急急躁躁的。当阿拉伯人必须表达某个人的显著性格时, 他们就说  ���� � ���� �� (Khuliqa Minhu), 即他是用这种性格造出来的。同样的用语也使用在 «古兰经» 其他经文中(7:13; 30:55)。 837
 “火” (惩) 这里指 “战火”。不信的人点燃了战火而后在火中毁灭了他们自己。他们向伊斯兰教拨出刀剑而他们自己却死于刀剑之下。“从他们的面部” 这几个字, 意示他们将在面前看到的惩罚, 即惩罚将是显而易见的; ‘也不从他们的背 (后)’ 这些字, 意指他们将出其不意地遭受惩罚。而且这种惩罚将降临到他们所有的人的头上-------不论是他们的首领和普通老百姓,  � �! �"# --------Wujuh的意思也指首领。(Lane)。 838这节经文可能指的是麦加的胜利, 那时古莱西人被出其不意地攻击, 极为惊惶失措。 

 

a
13:31. 

b
34:30; 36:49; 67:26. 

c
36:50; 67:28. 

d
6:11; 13:33. 

e
11:9; 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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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的惩罚。 

 段四段四段四段四  

43.  你说: “谁能在白天和黑夜阻止无限博爱的 (主宰) 惩罚你们呢?” 可是 
a他们还是避免记念他们的养主。  

44.  他们有 (真正) 值得崇拜的对象帮助他们避免我的惩罚吗? 那些 (受拜的对象) 既不能自助, 又不能帮助他们与我对抗。  
45.  (这是一项事实:) 我赐给他们和他们的祖先 (今世的一切) 必需品, 直到他们 

b活到了一个长的时期。c他们没看见我向他们国土前进, 从他们的边境正在使它缩小,839 他们将会胜利吗?  
46.  你 (对他们) 说: “我以启示警告你们。” (我深深地了解 ,) 当
d
(精神的) 聋子受到警告时, 他们是听不到声音的。 

 
47.  

e 如果你养主的惩罚有一息触及他们, 那么, 他们必定将说: “我
 839一个民族经历长时期的兴旺发达后, 他们开始产生一种错觉, 以为他们的繁荣和发展永远不会衰退, 结果他们变得自负, 他们的心也变得冷酷无情。他们长时期的兴旺发达成为他们垮台的原因。这节经文警告不信的人不要打如意算盘, 不要妄自得意, 以为繁荣和发展会无限 (时期) 地继续下去; 并且告诉他们不要不去看那个显然的事实: 安拉在逐步而肯定地从各方面缩减他们的土地, 也就是说, 伊斯兰教正在进入他们社会的每个家庭、一切部门和阶层。 
 

a
18:102; 21:3; 26:6. 

b
57:17. 

c
13:42. 

d
30:53. 

e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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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真伤心啊! 我们原来确是不义的人。” 
 

48.  在复生日, 我将设置公平的天秤, 以免 
a有人会受到一点冤屈。840 即使 (行为) 轻如芥子末, 我也必给其报应。我作为清算者, 是足够的。  

49.  
b我赐给了穆撒和哈伦特别的迹象、光辉和提醒敬畏者的东西。  

50.  
c那些 (敬畏的) 人在暗中惧怕他们的养主 , 也恐惧审判的日子。  

51.  我所降赐的 («古兰经»)841 是这部包罗一切优点的助人记忆的经典, 难道你们拒绝它?  段五段五段五段五  

52.  在这以前, 我赐给了伊布拉欣他的智慧, 我原是深知他的。  
53.  

d当他对他的父亲和他的族人说: “你们所献身的这些偶像是什么东西?”  
 840这节经文清楚地表明, 火狱不是永久的。即使人做了极细微的一点善行也必得到果报; 惩罚应予结束而对善行的报答应予开始的时刻, 必然到来。与其他各种宗教的教义相反, «古兰经»教导说, 永恒存在的是天园而不是火狱。 841

  �$ � �% �&�  (Mubarak) 这个单词有以下这些意义: 坚定性; 稳固性;延续性; 充满善良; 提升和收集等等 (Lane)。这是专门用於表示 «古兰经» 性质的一个称号 

(6:93), 这个称号包含着它显著的特点。由于 «古兰经» 是  �$ � �% �&� , 它包含着一本天经应有的一切美好的素质。它丰富地含有一切美好的特性, 而且其美好的程序超过所有其他的经典。 

a
4:41; 18:50. 

b
2:54. 

c
67:13. 

d
6:75; 19:43; 2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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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a他们说: “我们看见我们的祖先常常崇拜它们。” 

 
55.  

b他说: “那么, 你们和你们的祖先原来都是陷于明显的迷途中的。”  
56.  他们说: “你确实带来了真理,还是与我们开玩笑?”  
57.  他 (回答) 说: “真的, 你们的养主是天地的养主, 他创造了它们 (天地); 我对于这件事情在你们之前是作证者;  
58.  “我凭安拉发誓, 在你们转身离去以后, 我必将设法反对你们的偶像。”  
59.  

c然后他粉碎了那些偶像, 只留下它们中大的, 以便他们 (再一次) 地转向它来。  
60.  他们说: “谁对我们的崇拜对象做了这样的事? 他的确是一个不义的人。”  
61.  他们 (有些人) 说: “我们曾听说一个名叫伊布拉欣的青年说它们的坏话。”0  
62.  他们 (族中的领袖) 说: “(如果是这样的,) 那么, 把他带到众人面前, 以便他们作证 (反对他)。”  
 

0  

a
26:75; 43:24. 

b
60:5. 

c
3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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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于是) 他们问: “伊布拉欣啊!你对我们的崇拜对象干出了这件事情?”  
64.  他 (伊布拉欣回答) 说: “这件事情毕竟是某一个人做的, 这是它们中较大的一个。如果它们能说话, 那你们就问问它们吧!” 

 
65.  于是他们转向自己的同伴, 而说: “说老实话, 你们自己是不义的。”  
66.  他们不得不 (羞愧地) 垂下了头 , (说 ): “你确知它们不会说话。”  
67.  他 (伊布拉欣) 说: 

a
“你们离弃安拉, 而崇拜那丝毫无益于你们也丝毫无害于你们的东西?  

68.  “我们为你们和你们离弃安拉而崇拜别的偶像表示惋惜。你们为什么不运用自己的理智?”  
69.  

b他们 (愤怒地) 说: “如果你们有意做些事情, 那么, 你们就烧死他, 援助你们的崇拜对象吧!”  
70.  我说: “火啊! 你对伊布拉欣变成凉爽、安全的吧!”  
71.  

c他们设计陷害他, 但我都使他们失败了。0 
 

72.  我拯救了他和鲁特, 带他们到我降给人们福泽的地方。  
 
0  

a
29:18; 37:96. 

b
29:25; 37:98. 

c
37:99. 



第二一章 AL-ANBIYA’    众先知众先知众先知众先知 卷一七 

646 

73.  
a我赐了他伊司哈卡和孙子 ,雅尔孤布 , 我使他们都成为善人。  

74.  
b我使他们成为领袖, 他们奉我的旨意领导人们, 我启示他们力行善事、固守拜功、交纳天课。他们 (只) 是拜我的。 

 
75.  我赐给了鲁特智慧和学识。 

c我拯救他脱离那 (人们) 惯行罪恶的城市。他们的确是一个邪恶、背逆的民族。  
76.  我使他 (鲁特) 进入我的仁慈之中; 他确是一个善人。  段六段六段六段六  

77.  
d
(要回忆关于) 努哈 (的往事:)当他在 (伊布拉欣) 以前呼求我,我接受了他的祈祷, 拯救了他和他的家眷脱离一个大的灾难,  

78.  我帮助了他抵御拒绝我迹象的民族。他们是一个坏的民族,所以  
e我把他们完全淹没了。0 

 
79.  (要记着关于) 达五德和素莱曼 (的往事), 当一群人 (普通人)

 
0  

a
11:72; 19:50; 29:28; 37:113; 51:29. 

b
2:125; 32:25. 

c
7:84; 27:58; 29:34. 

d
26:118-120; 37:76-77; 54:11. 

e
26:121; 37:83; 54:12-13; 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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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夜间吃了它 (农作物), 他俩为它作了裁判。我是他们裁判的见证人。  
80.  我使素莱曼了解了事情的真象, 赐予了他俩智慧和学识。a我使群山、飞鸟跟着达五德一齐赞颂 (安拉)。我原是有力量做 (这一切) 的。  
81.  我曾教他为你们制作铠甲, 以便它在战争中保卫你们。那你们做不做感恩报德的人呢?  
82.  

b我使暴风 (服从) 素莱曼。它奉他的命令吹到我降福之地。我是知道一切事物的。 

 
83.  (我曾使一些) 

c潜水能手842 (臣服) 他。他们为他潜水, 并从事其他工作。我常监督他们  (的工作)。  
84.  

d
(你也当回忆) 阿优布 (的故事):当他呼求他的养主说: “我已遭受了痛苦而你是仁慈中最仁慈的。”  

 842
  �'�� �( ���  (Shaitan) 的意思是一个反叛和顽抗的人, 但也可以是一个专於任何业务的人 (2:15)。这节经文的意思似乎是在说, 那些被素莱曼征服的非以色列人, 依照他的命令被雇用来做各种费力的工作。他们做木工、铁匠、潜水员等即一般被征服的民族中的人们所可以做的职业 (列王纪上，9:21-22)。“他们为他潜水” 这些字, 可能指巴雷恩 (  �) ��� �*� , Bahrain) 和马斯卡特 ( �+�, �� �, Masqat) 的潜水员, 他们在波斯湾潜水采集珍珠, 他们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素莱曼雇用的。 

a
34:11; 38:19-20. 

b
34:13; 38:37. 

c
34:13; 38:38-39. 

d
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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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于是我接受了他的祈祷, 解除了他所遭受的痛苦, 
a把他的家属和他们以外的都给了他, 作为我的仁慈和对崇拜者的劝告。  

86.  (你也要回忆) 
b伊司马仪、伊德利司、c杂耳给夫耳 (的往事)。他们都是坚忍的人。  

87.  我把他们置于我的仁慈之中。的确他们都是善人。  
88.  

d
(也当记着) 杂农 (尤努司的往事); 当他愤怒地走了, 而且坚信我将不会过问他。于是 

e他在苦恼中呼求我说: “除你之外, 再没有值得崇拜的对象, 你是圣洁的。我确是不义的。”  
89.  

f于是我接受了他的祈祷, 解除了他的痛苦。就这样, 我拯救
(真正) 信仰的人。  
90.  

 
(你也当回忆) 

g扎格里亚 (的故事:) 当他呼求着他的养主, 说:

“我的养主啊! 不要把我单独丢下。你是最好的继承者。” 0 
 

91.  我便接受了他的祈祷, 赐予了他亚合亚, 为他医治了他夫人 (的不育症 )。这些人都争先行善 , 以希望和惧怕的心情呼求我, 
h他们在我面前, 总是保持谦虚的态度的。  

 
0  

a
38:44. 

b
6:87; 38:49. 

c
38:49. 

d
37:140-141; 68:49. 

e
37:144. 

f
68:50-51. 

g
3:39; 19:3-7. 

h
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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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也当记得) 
a那个固守了自己贞节的女子 (的往事), 我赐予了她我的启示,843 把她和她的儿子作为世人的迹象。  

93.  
b你们的这个民族的确只是一个民族。我是你们的养主, 所以你们只当拜我。  

94.  
c他们 (先知的反对者) 把自己的宗教分为不同的派别 , (殊不知) 他们都将要回归我的。  段七段七段七段七  

95.  
d凡信仰而行善的人, 他的奋斗不会遭受拒绝。我必将记录他的善功。  

96.  
e这是被注定的: 凡是我毁灭了的城市, 它的居民将不再回 (到今世里) 来。  

97.  当 
f雅朱者和马朱者 (的门路)得到开放时, 他们将穿过山岳 (和汪洋的障碍) 而散布 (到整个世界)。844  

 843这节经文驳斥了犹太人对玛尔彦诬蔑性的种种指控。这也可以适用於任何一个过着正直生活的人。66:13 经文中, 某一阶层的正直信者被比作玛尔彦。因此, 每一个这样的正直信者可以说是玛尔彦, 而且当安拉把他的精神灌输给他后, 他就变成了 “玛尔彦的儿子” 也就是说, 他获得了伊撒所具有的安拉的常德。 844这节经文如果和上一节经文结合起来看的话, 它的意思似乎是在说, 自然界的规律是这样地作用的: 一旦一个民族在他们光荣壮丽的极盛时期过了之后就成了死亡和毁灭的牺牲品, 他们再也不会获得 (他们) 已失去了的光荣。即使是雅朱者和马朱者, 尽管他们的物质力量是多么伟大光荣, 也会成为这同一规律的牺牲品。他们将衰落, 再也不会兴起。雅朱者和马朱者, 即西方的基督教国家, 已经达到了所有政治权力的顶峰而且已经遍布整个世界。«古兰经» 的这句话

a
66:13. 

b
23:53. 

c
23:54. 

d
4:125; 10:10; 16:98; 20:113. 

e
23:100, 101; 36:32. 

f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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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安拉的) 诺言 (实现) 的时候即将到来,845 那时, 不信者将  
a目不转睛地看着,846 (说): “我们真是不幸啊! 我们竟忽视了这一点,不但如此, 我们也是不义的人。”  

99.  (届时他们将被告知), “你们和你们除安拉之外所拜的, 都是火狱的燃料 , 
b你们都将进入其中。” 

 
100.  如果这 (你们所杜撰的假主) 事实上是真主的话, 那么, 这些人不致于进入火狱; 但他们都长期居住其中。 

 
101.  

c他们将在那里哼声不绝, 将不听 (任何劝解者的言语)。 
 

102.  
d但凡是我所预许赐给好的回报的人 , 他们将是远离火狱的。  

103.  他们将听不到火狱的一点声音, 
e他们永远居住于自己所喜欢的 (状况) 中。  

104.  最大的恐怖将不会使他们忧伤, 
f天使将迎接他们, (说): “这就是你们所受许的日子;” 

 
 是说, 他们将占有一切有利的地位并将支配全世界。 845在雅朱者和马朱者统治之后, 紧接着的将是世界发生许多大灾难, 其结果将是伊斯兰教的胜利 (61:10) 以及由雅朱者和马朱者代表的虚假的势力和唯物主义的失败。 846雅朱者和马朱者彻底毁灭之后, 伊斯兰教将重新得到它过去的光荣伟大; 那些对它复兴丧失了一切希望的人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a
14:43. 

b
19:72. 

c
11:107; 25:14; 67:8. 

d
19:73. 

e
41:32. 

f
41:31. 



卷一七 AL-ANBIYA’    众先知众先知众先知众先知 第二一章 

651 

105.  
a
“那天,我将像 (书法家把写成的) 卷物卷起一样把天卷起。”847 b 犹如我肇始第一创造那般地将再创造。848这个许约是在我身上的;我一定要实现。  

106.  在 (大卫) «诗篇» 中, 作了劝告后, 我曾写道: 大地继承者将是我良善的仆人。  
107.  在这 (主题) 里, 对于崇拜安拉的人确有一个教训。 

 
108.  

c我只为了向整个人类施行仁慈而派遣了你。849  
109.  

d你说: “我所受的启示是: 你们值得崇拜的对象只是一个。你们顺从吗?”  
110.  如果他们背弃, 那么, 你 (对他们) 说: “我对你们中 (信者和不信者) 同样地传达了教训, 

e我不知你们受约的 (惩罚) 是近还是远呢?850  
 847

 “把天卷起” 的意思可以是, 伟大的帝国将被消灭, 强大的国家将被摧毁, 而其他的民族将代替它们取得政权。或者是, 通过穆圣, 将产生一次伟大的改革, 旧的天地将被卷起, 代替它的将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天地。旧的秩序将消亡, 将出现一种新的和较好的秩序来代替它。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见到过像穆圣时代那样的一个民族生活会有如此彻底的变革。 848
 “我再创造它” 这句话意示, 穆圣实现的秩序将会受到生于西方无神论和机械论文化对穆斯林生活所产生的追求实利观点所造成的挫折和倒退。但是这种挫折和倒退将是暂短的, 而伊斯兰教将经历一次新的精神复兴而重新获得胜利。 849由於穆圣的使命并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国家和民族, 他对全人类都是仁慈的。通过他, 全世界各国都将得到过去从未得到过的幸福。 850安拉实现他的许约不限时日。他最知道, 是否以及何时将实现某一预言。 

 

a
39:68. 

b
20:56; 29:20; 30:12. 

c
34:29. 

d
18:111; 41:7. 

e
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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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
a他 (安拉) 的确知道一切公开的言语, 也知道你们所隐藏的;  

112.  “我不知那 (上面所叙述的),也许是对你们的一个考验, 并使你们受益到一段时间。”  
113.  (在这个启示下降后,) 

b他 (穆罕默德圣人) 说: “我的养主啊!求你依照真理判决!851 (不信者啊!) 我们的养主是无限的博爱者, 对于你们所反对我们的话, 我们只有祈求他的帮助。” 

 
 

 851穆圣受命作经文中的这一祈祷作为免受邪恶势力侵害的一种保护。这种邪恶势力将在后世由雅朱者和马朱者在世界上形成。在 «圣经»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物质力量在雅朱者和马朱者时代不是伊斯兰教唯一的危险。将有其他因素成为对伊斯兰教要危险得多的根源。也有人说, 穆圣在这节经文中祈祷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的时期要尽可能地短, 让巴勒斯坦重新回到它的合法继承者--------穆斯林的手中。 

 

 

 
 
 

 

 

 

 

 

 

 

 

 

 

 

 

 

 

 

 

a
2:34; 20:8; 87:8. 

b
7: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