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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富尔甘伊历纪元前启示
(AL-FURQAN) 准则

启示的日期与上下文

极大多数学者的意见认为本章是在麦加启示的, 而且是在麦加
最后时期启示的。某些西方作者的看法是, 本章是在穆圣创理教务
很早时期就启示的。他们之所以这样推断, 是因为当时没有有关古
莱西族对穆斯林进行迫害的任何叙述, 而这种迫害, 他们说, 是在几
年以后才开始。这种假设未免失之太轻率不值得作郑重考虑。这好
像是在说, 因为在麦地那启示的有些经章几乎没有谈到不信教的人,
因此在麦地那时期就没有发生过穆斯林和不信教的人之间的战斗。
«光明» 章结束时说, 伊斯兰教组织是非常重要而有用的。它也
谈到了有些穆斯林还不知道它巨大的潜在力量; 另一方面, 他们害怕
自己已经彻底腐败的不信者的组织。本章说出了为什么信念薄弱的
人们的害怕只是一种错觉以及他们精神错乱的想像所虚构出来的事
和实际上这种害怕是不存在的种种理由。
主题
本章开始就断言 «古兰经» 的教义是准备给全人类的。它进一
步说, 全能的安拉降示 «古兰经», 是唯一的、无可争辩的天地的主
宰, 是宇宙间每一原子的创造主。他的话因此是而且一定是和自然
法则完全一致的, 因此接受或拒绝他的话不仅意味着接受或拒绝他
所降示的经典而且是服从或违背自然法则本身的这样一个大问题。
接着它说, 由于不信教的人难以否认 «古兰经» 教义的优美和优越性,
他们以遁词作掩护, 说什么 «古兰经» 不是一个人的著作而是许多人
集体努力的结果。他们又毫无根据地宣称, «古兰经» 的教导是从
« 圣经 » 中剽窃得来的。可是这些托词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 因为
«古兰经» 如果是人的著作的话, 那么, 那些 «圣经» 也就不会具有超
出人力所能产生的教导。而且假如它只是抄袭古代 «圣经» 的话,那
么,那些 «圣经» 也会具有它所有的各种绝佳和优美之处,但真实情况
并非如此。本章接着答复了不信者几个陈腐的反对意见, 例如, 穆圣
只是一个凡人, 他也会有情欲上的需要。然后对民族的兴衰法则作
一简短的叙述,并警告不信者,他们衰退和垮台的时刻以及穆斯林兴
起、进步和繁荣的时刻已经到来。并且要不信者注意这一现象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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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做成了两种水, 一种是苦的, 而另一种是甜的, 这两种水平行地流
着。它们继续平行地流着但并不相互混和。同样地, «古兰经» 的教
义和其他 «圣经» 的教义继续平行存在着, 为的使人们把它们加 以
比较而分辨真伪和甘苦。本章结束前提到安拉的那些正直仆人的几
个特别的征象和标志。那些人由于按照 «古兰经» 的教义做事达到
显赫精神地位的最高峰。它结束时专门叙述了安拉创造人类为卓越
而崇高的目的服务这一伟大真理, 而且不论是谁,如果不能达到这个
目的的话,将丧失安拉的仁慈和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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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八

第二五章
二五章

阿勒•富尔甘
(AL-FURQAN) 准则
全章共 节 麦加下降
78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
拉之名。
2. 极为有福的
是他 (安拉), 他
降赐自己仆人准则, 以便他可
警告整个世界,
3. 诸天大地的主权都归于他, 他
未立子嗣, 在主权中他没有伙伴,
他创造了万物, 并为它们都规定
了限度。
1.

,

a

916

917

b

他们除安拉之外, 设立了受拜
的对象, 那些对象不创造任何东
西, 而且他们自己是受造的, 他们
不掌握自身的利害, 也不掌握生
死与复活。
4.

c

d

a1:1. b2:117; 10:69; 17:112; 18:5; 19:89; 21:27; 39:5; 43:82. c17:57; 18:16; 21:25. d7:192; 16:21.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高度地被提升的; 远离一切不净、杂质、
瑕疵, 以及一切贬抑的事物; 具有丰富美好的事物的 (6:156 和 21:51)。«古兰经»
具有这个单词所含的一切素质和特性。它不仅完美无瑕, 而且具备这部给全人类
的最后经典所应该具备的所有可以想像得到的绝佳素质, 而且还充分地具备着。
(Furqan) 的意思是, 能区别正确和错误的某一事物; 一项论据、一项
证据或一项根据, 因为一项论据或证据可以用来区别正误。它也意指早晨或破
晓, 因为破晓能看出昼夜之分。«古兰经» 是杰出的辨明正误的依据。«古兰经»
不同于其他天经并且确实比所有其他天经都优越、在多种多样和为数极多的优
美高超性之中, 有两个方面尤为突出: (1) 所有经中的叙述或声称都有坚实的证
明和论据; (2) 这部天经能辨明真伪, 即如昼之区别于夜般。
916

 





(Tabaraka)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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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URQAN

不信的人说: “这只是他捏造的
谎言, 而且在这项 (虚构的) 事件
上, 另一些人帮助了他。” (他们
说了这话, 实际上是) 他们做了
(很) 不公平的事情, 吐出了 (很大
的) 谎言。
6. 他们说: “这 («古兰经») 是前
人的故事; 而他令人把它抄录下
来, 并有人朝夕向他诵读。”
7. 你说: “这 («古兰经») 是那个
知道诸天大地间秘密的 ( 安拉 )
下降的。他确是最宽恕的, 永久
仁慈的。”
8. 他们说: “怎么? 这位使者也吃
饭, 也在街上行走? 为什么没有
天使下降, 以便同他一起传达警
告?”
9. “或者为他应当有财宝下降, 或
者在那里他应当有一所供他食用
的果园。” 不义的人说: “你们只
是跟从一个受了迷惑的人”。
10. 看啊! 关于你, 他们怎样举出
事例! 他们迷误了, 找不出一条
(正) 道来。
段二
11. 极为有福的是安拉, 如果他愿
意, 他为你创造比那个 (他们所设
想的) 更好的诸河川流不息的 果
园, 并将赐予你宫殿。

准则

第二五章

5.

a

b

c

d

e

f

g

h

0

a16:104. b8:32; 16:25; 68:16; 83:14. c6:4; 11:6; 67:14. d11:13; 15:8; 17:93. e11:13; 17:94. f17:48. g17:49. h17:9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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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 他们否认复生日。
我已为否认复生日者准备了烈火
的刑罚。
13. 当它 (火狱) 从远处看他们时,
他们听到 ( 火狱 ) 的狂怒和咆
哮。
14. 当他们 受着束捆, 被抛掷到
它 (火狱) 的狭隘之处时, 他们在
那里祈求毁灭。
15. ( 於是安拉的天使对他们说 :)
“今天你们不要祈求一次毁灭, 而
要祈求多次的毁灭。 (因为惩罚
将要多次降临你们。)”
16. 你 (对他们) 说: “是这 (结局)
好, 还是对敬畏者 所许诺的永久
天园好? 那是他们 (真正) 的回报
和最后的归宿。”
17. 在那天园里凡是他们所想望
的 , 都能获得 , 且他们将永居其
中。安拉已把这项许约定为必须
实现的。
18. 当安拉把他们及其除开安拉
所崇拜的对象集合起来的那天 ,
他 (将问他们) 说: “是你们使我
的这些仆人迷误, 还是他们自己
迷误了?”
19. 於是他们 (回答) 说: “你是圣
洁的! 我们不应该离开你而把别
的对象作为自己的保护者; 但是
你赐了他们和他们的祖先 (今世
生活的) 美好东西, 而致使他们忘

准则

12.

a

b

c

d

e

0

f

a11:107; 21:101; 67:8. b14:50. c21:104; 41:31. d41:32. e10:29; 15:26; 34:41. f34: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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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URQAN

记了你的劝告, 成了灭亡的人。”
20. ( 安拉将向偶像崇拜者说 : 你
们看,) 他们业已否认你们所声明
的。今天你们不能脱离 (惩罚), 也
不能获得 (任何) 帮助。我将使你
们中的不义者尝受大的惩罚。
21. 凡是我在你以前所派遣的使
者, 都是吃饭、行走街上的, 我
使你们作为彼此考验的媒介, (我
要看) 你们 (信仰者) 是否忍耐。
( 信仰者啊 !) 你的养主是完全看
清楚 (你的情况) 的。

准则

a

卷一九

段三
22. 不希望会遇我的人说: “为什
么不向我们下降天使, 或者我们
目睹我们的养主? 他们的内心太
自大了, 过于背逆了。”
b

这些人不知道?) 在他们看
见天使的那一天, 犯罪的人将得
不到好消息。他们将 (忧伤地) 说:
“但愿有一个坚强的屏障啊!”
24. 我 (把注意力) 转向他们的每
一种行为, 且使它变成像飞扬的
灰尘。
23. (

c

0

a21:9. b10:8, 12. c6:9, 1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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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URQAN

那一天天园里的人将有更优
美的住所和更高级的休息之处。

准则

卷一九

25.

那天, 天将与 (悬于其上的)
云一道分裂 , 天使将大量地降
临。
27. 那一天 , 真正的主权将是无
限博爱的安拉的。那天对不信的
人将极为艰难。
28. 那天, 不义的人将咬着自己的
手, 说: “但愿我追随了使者的道
路!
29. “ 哎呀 ! 我真不幸啊 ! 但愿我
没曾与某人结交!
30. “在提醒者 («古兰经» 经由使
者) 降临以后, 他使我忘记了它。
恶魔 (最后) 总是要 (在需要的时
刻) 遗弃人的。”
31. ( 这位 ) 使者将说 : “ 我的养主
啊! 的确我的民族把这部 «古兰
经» 抛弃在身后了。”
32. 这样我使犯罪者作为每个使
者的敌人。你的养主是足够作为
(你的) 领导者和帮助者的。
a

26.

b

c

918

d

a2:211. b6:74; 22:57. c33:67; 67:11. d6:113.

这节经文可以十分确切地用于那些把 «古兰经» 抛弃在身后的所谓穆斯林。
在过去的十四个世纪中, «古兰经» 也许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被穆斯林所忽视过。
穆圣说过一句话, 其大意是: “我的民族将有一个时期, 那时伊斯兰教只留下它的
名称, 而 «古兰经» 只留下它的文字”。(
, Baihaqi, Shu‘abul-Iman)
现在就是那个时期。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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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URQAN

不信者说: “(全部) «古兰经»
为什么没有一气地下降给他 ?”
他们的这话, (就某一观点说,) 是
对的, 但 (我在不同的时间, 下降
不同的经章) 是 为了藉此加强
你的心, 我已把它安排在最好的
形式中。
34. 每当他们向你提出异议, 我都
供给你真理和优美的解释 (做那
异议的反驳)。
35. 凡是与他们的领袖一起集合
到火狱的人, 他们将处在最坏的
情况中, 是最离开正道的。
33.

准则

第二五章

a

b

919

c

d

段四
36. 我确降赐了穆撒经典, 并 指
定他的弟兄哈伦做他的助理。
e

我 (命令他们) 说: “你俩到不
信我的迹象的那个民族去吧。”

37.

f

a17:107; 73:5. b11:121. c17:98. d5:61. e20:30-33; 26:14; 28:35. f20:44; 28:35-36.

«古兰经» 是在间隔的时间上一部分一部分地启示的。这样地启示是想达
到几个非常有用的目的: (1) 各节经文启示之间的那段时间给信者提供一个机会
来证明已经启示的经文中所含的一些预言是否能实现, 因此可加强和巩固他们
的信心。而且在这段时间内要答覆不信者所提出的许多反对意见。(2) 当穆斯
林在特定时机为了特定的需要要求引导时, 可以启示必需和有关的经文。«古兰
经» 启示的时期延续了 23 年, 为的是能够使穆圣的伙伴得以记住、学习和吸收
它。假如它是全部经典在同一时候启示的话, 不信的人就可以会说这是穆圣叫
什么人准备好的。因此, «古兰经» 是在不同时期, 为了不同的时机以及在极不同
的条件和情况下逐步启示的, 这就答覆了这方面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古兰经»
之逐步启示为的是使人们能够容易地记住它。«古兰经» 分段启示, 也实现了 «圣
经» 中以下的预言:
“这先知到底在教些什么? 谁要听他的? 他只能讲给刚断奶的婴儿听! 他居然
还想一课一课、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导我们!” (《以赛亚书》28:9-10)。
919

719

第二五章

AL-FURQAN

当他俩向他们传达了使命,) 我便
把他们 (不信者) 完全毁灭了。
38. 当努哈的民族不信使者时, 我
淹没了他们, 把他们作为人类的
迹象。 我已为不义的人预备了
痛苦的刑罚。
39. (我已毁灭了) 阿德人(‘Ad)、
洒姆德人 (Thamud) 、水井人以
及在他们之间的许多民族。
40. 我向他们每一个民族都说明
了真理 ; ( 当他们拒绝了它的时
候,) 我便消灭了每一伙人。
41. 他们 (麦加的不信者) 确已到
过 那个曾受霪雨侵袭的城市, 难
道他们没有看见它 (那城市的遗
迹)? 不, 他们不希望死后复生。
42. 当他们见你的时候 , 只把你
当作愚弄的对象, 他们说: “这 (个
人) 就是安拉派来的使者?
43. 假若不是我们坚定地追随我
们的崇拜对象, 那么, 他几乎使我
们迷失了他们。” 当他们看见惩
罚时 , 他们将知道 , 谁是最迷失
(正) 道的。
44. (使者啊!) 你没看见那把自己
的欲望当作自己的崇拜对象的
人? 你能否做他的监护人 (强迫
他不迷误)?

准则

(

a

b

c

d

0

e

a18:30. b9:70; 38:13; 50:13-15. c7:85; 27:59. d21:37. e45:24.
0

720

卷一九

卷一九

AL-FURQAN

难道你以为他们大多数人听
见或运用自己的理智吗? 他们都
像动物一样, 甚至他们是比它们
更米误的。
段五
46. 你没看见 你的养主怎样伸长
影子? 如果他愿意, 他把它做成
静止 (于一个地方) 的。然后我把
太阳 (的方位) 作为它的指示者。
47. 然后我开始渐渐地把它拉向
我这方面。
48. 他就是以夜当做你们的覆盖
物, 以睡眠供给你们休息, 以白天
为你们 (工作和) 发展的 (安拉)。
49. 他就是在 (降赐) 他的仁慈之
前, 送风预报喜信的 (安拉), 我从
云中降下清洁的水,
50. 以便我藉它赐予死寂大地生
机, 并用它供给我所创造的牲畜
和许多人饮料。
51. 我已用不同的方式向他们陈
述了它 («古兰经»), 以便他们接
受劝告, 但他们大多数人没有信
仰, 拒绝了一切。
52. 如果我愿意, 我必在每一个城
镇派遣警告者。
53. 所以你切莫听从不信者, 要以
(宣讲) «古兰经» (真理) 作强大的
奋斗。

准则

第二五章

45.

a

b

c

d

920

a7:180. b16:49. c6:97; 78:11. d7:58; 15:23.

920

按照这节经文的意思, 伟大而真正的

721





(Jihad)

是传播 «古兰经» 的教义。

第二五章

AL-FURQAN

他就是使二海川流不息的 ,
这 (海水) 是甜美可口的; 那 (海
水) 是咸渍苦涩的。他在两者之
间放置了屏障和难以超越的隔离
物。
55. 他以水创造了人 , 然而又为
他做成了血亲和姻亲。你的养主
是全力的。
56. 他们 (不信者) 离开安拉而崇
拜那些不能给他们利害的; 不信
者在反对他的养主方面总是 (其
他的) 支持者。
57. 我只派遣了你作为一个报喜
讯者、传警告者。
58. 你 (对他们) 说: “我不向你们
索取 (传达安拉使命的) 任何报
酬, 除非有人自愿采取走向他养
主的道路 , ( 那就是我的回赐
了。)
59. 你要信赖自生 (生物)、永不
灭亡的 ( 安拉 ), 要赞颂他的圣
洁、善美。他对自己仆人的罪过
是最有意识的。
60. 他就是在六个时期中创造了
天地万物, 牢固地奠立了帝位的---54.

准则

卷一九

a

b

c

d

e

921

f

g

a35:13; 55:20, 21. b32:9. c6:72; 10:107; 21:67; 22:13. d2:120; 5:20; 11:3; 35:25. e38:87; 42:24. f26:218; 27:80; 33:49.
g7:55; 11:8; 32:5; 57:5.

因此, 力求传播伊斯兰教以及散布它的教义, 是责成穆斯林始终要以持久的热忱
来进行的 (Jihad, 在安拉道上做极大的奋斗)。穆圣在一次远征归来后说的正
是这种 (Jihad)。据说穆圣曾经说过: “我们已从较小的 (Jihad) 回到较大
的 (Jihad) 这里来了” (
, Raddul-Muhtar)。
按照这节经文的教导, 伊斯兰教明确禁止用武力来传播它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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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博爱的 (安拉!) (人类啊!每
当你们要问关于他, 那么,) 你们
就问对他真有认识者。
61. 当有人对他们说 : “ 要向无限
博爱者叩头。” 他们说: “无限博
爱者是什么? 我们向你所命令我
们的那个对象叩头 ?” 这话更增
加他们的憎恶。
段六
62. (使人) 有福的安拉, 就是 在
天上创造了星宫、照明灯和反射
光的月亮的。
63. 他就是为了想接受劝告或愿
作感谢的人 (的益处), 而把昼夜
作为循环的 (安拉)。
64. 无限博爱者的仆人是在大地
上举步 谦恭的, 每当无知的人
向他们搭话时, (他们从不与他们
争吵), 他们 (总是) 说: “(我们为
你们做) 平安(的祈祷!)”
65. 他们是朝向自己的养主叩头,
立身度夜的,
66. 他们 (祈祷着) 说: “我们的养主
啊! 求你使我们免于火狱的惩罚。
火狱的惩罚确是极大的毁灭。
67. “ 它 ( 火狱 ) 无论作为临时栖
息之所, 或永久的住处, 都是太坏
的。”
68. 他们在消费的时候 , 既不奢
侈 , 也不吝啬 , 而是采取中庸之
道。

准则

a

b

c

d

e

0

f

a15:17; 85:2. b36:38-41. c17:38; 31:19. d28:56. e41:39; 73:21. f7:32; 17: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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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除开安拉, 不呼唤任何其
他的崇拜对象, 除了 (法定) 权利
之外, 不杀死安拉所禁止 (杀死)
的人, 也不违犯奸淫。凡是做这
类事情的人, 他将遭受 (其罪恶
的) 惩罚。
70. 复生日, 他将遭受加倍惩罚,
耻辱地居住其中。

准则

69.

a

b

惟悔罪、 信仰并行善的人例
外; 安拉把他们的恶劣行为变成
善良的, 他确是极为宽恕的, 永久
仁慈的。
72. 凡是悔罪而行善的人 , 他的
确是真正归向安拉的。
c

71.

d

那些不作伪证的人, (也是无
限博爱者的仆人,) 每逢他们遇到
无益的事物, 必庄严地离去, (而
不参与其中;)
74. (那些人也是无限博爱者的仆
人,) 当有人使他们记忆他们养主
的异征时, 他们不如聋似瞎地对
待它们 (养主的启示);
75. (那些人也是无限博爱者的仆
人,) 他们说: “我们的养主啊! 求
你使我们的妻子儿女成为我们安
慰的 (媒介) 吧! 使我们成为敬畏
人们的典范吧!”
73.

e

0

a6:152; 17:33, 34. b4:15. c3:58; 6:49; 18:89; 19:61; 34:38. d5:40; 20:83; 28:68. e23:4; 28: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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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为了固守善功将受赐
(天园的) 高级房子, 在那里他们
将享有欢迎的祝贺, 领受平安的
祈祷。
77. 他们将永居其中, 这是优美的
临时休息之所, 也是优美的永久
住处。
78. ( 使者啊 !) 你 ( 对不信者 ) 说 :
“如果你们不祈祷, (不呼求宽恕,)
我的养主将不关怀你们。 (但现
在) 你们已否认了 (真理), 所以你
们将不会摆脱他的惩罚。”
76.

a

0

a

34: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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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章

阿什•舒阿拉 (ASH-SHU‘ARA’)
众诗人
伊历纪元前启示

启示的日期、
启示的日期、章名与上下文

大多数穆斯林学者认为本章是在麦加启示的。它的章名为
(Ash-Shu‘ara’, «众诗人») 为了使穆斯林清楚地知道只有在一
个民族的言论与行动一致的情况下他们才能获得教训的益处,达到
成功;如果像众诗人那样空谈, 那么, 什么事也干不成。从这一章起
的主题与前十六章的主题开始有所不同。从 «犹努司» 章起, «古兰
经» 的内容主要述及犹太人与基督教徒。本章却述及信者。它讲述
的形式、性质与范围改变了; 因此位于本章的缩写字母改变了。上
一章结束时有这样的一种意示: 如果认为安拉会容许通过世界上各
种伟大的宗教而形成的这种久受尊重的体制被毁灭的话, 那将会是
一个很大的错误。相反地, 安拉创造人类为的是通过他们来显示他
伟大的常德,也为的是要他们响应安拉的号召。如果人类不能达到
创造他们的目的, 那么, 他们就没有需要和没有正当的理由存在下去。
安拉也将毫不犹豫地去消灭他们。本章告诉我们, 穆圣出于对人类
的热爱与关怀, 对这种可以理解的可能性感到悲伤, 希望能拯救人类。
很清楚, 将人类毁灭看来也不符合安拉的意图, 应该赐予人类一个机
会, 使他们能靠自己的意志和努力去发现接近安拉的方法并力图达
到这个目的。但是, 如果他们不肯这样做的话, 他们将从这种拒绝中
得到沉重的后果。本章又说, 假如安拉没有赐给人们判断力和选择
的能力, 那么, 他们只是机器和自动机, 就不成其为创造他们的主的
形象。因此他们必须按照安拉的计划办事和行动, 否则, 他们就得不
到真正的拯救。
主题
本章开始时宣称, «古兰经» 有它自己的证明与论据而不需要外
部的帮助来证实与确定它的种种宣言和教义的真实性, 并且接着说,
为了满足人类各种需求, 安拉在物质世界上都是成双地创造万物的,
这就可以推理出在精神王国中他也创造了相对的事物。本章然后十
分得体地从穆撒的故事开始叙述安拉的几位使者。穆撒听从安拉的
命令把以色列人成功地带出埃及。为了进一步以实例说明真理最后
总是胜利以及反对真理的人受到挫败, 本章简短地叙述了先知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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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欣、努哈、呼德、撒利、鲁特与舒艾布。伊布拉欣向他的民众显
示了愚蠢而无用的偶像崇拜。接着叙述努哈, 他被他的民众彻底抛
弃, 因为他力图取消所在社会上的差别。此后谈及呼德与撒利, 安拉
的这两位先知力图使民众认识到他们的生活兴旺发达真正依赖的不
是物质力量而是良好的道德的精神力量, 可是他们的民众把他们的
说教和警告丢得一干二净, 鲁特和舒艾布的民众的遭遇也并不好些。
前者陷于反自然的罪恶, 后者不忠诚于彼此的交易。本章结束前回
到它开始时的那个主题, 即 «古兰经» 是安拉的话, 它具有坚实的论
据来证明这一宣言, 又说过去的先知证实了这一个真理, 而且以色列
家族中的有识之士也从他们心底里相信它是安拉自己的话, 因为它
实现了他们 «圣经» 里含有的许多预言。本章要不信者好好想想
«古兰经» 的教义, 看看它们是否可能是恶魔的著作, 或者是否可能
是穆圣自己所写。本章进一步说 «古兰经» 的教义很像早期经典的
教义, 而恶魔的人们显然无法接近它们的神圣源泉。恶魔只降身於
说谎和罪恶的人, 只降身于制造谎言和弄虚作假的人。那些诗人从
这些弄虚作假者身上取得灵感而又为那些道德低落和没有一定原则
的人所追随。他们及其追随者在高谈空论中取乐, 但不按照他们所
承认和宣扬的去行动。本章结束时责成穆圣向他的民众宣讲安拉的
独一性以及安拉是统领一切的唯一的养主并为促进伊斯兰教事业而
教育培养他们。他又受命信任全能与永久仁慈的安拉, 在安拉的保
护与养育关怀下过日子, 安拉即将结束穆斯林分散的状态并把他们
聚集在一起过着和平昌盛的生活, 在完全安全的情况下崇拜唯一的、
真实的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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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六章
二六章

阿什•舒阿拉全章共(ASH-SHU‘ARA’)
众诗人
节 麦加下降
228

,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
拉之名。
2. Ta Sin Mim
(最纯洁的、全
听的、最高尚的安拉是这章经的
下降者。)
3. 这些是明显 (陈述真理) 的经
节。
4. 因为他们不信 (真理), 你也许
愁得要死去。
a

1.

922

b

923

c

924

a1:1. b12:2; 15:2; 27:2; 28:3. c18:7.

(Ta Sin Mim) 这些缩写字母 (
, Muqatta‘at,) 中, (Ta) 代表
纯洁的养主); (Sin) 代表 (Sami‘, 全听的) 以及 (Mim) 代表
高尚的养主)。这意指本章述及达到心灵纯洁、接受祈祷和高尚地位的
方法。这一章和下两章形成名为 (Ta Sin Mim) 组的一组特定经章, 在主要
题材上这三章彼此都非常相似。它们都是在麦加几乎同一时候启示的。由于这
些经章特别和较详细地谈到穆撒的生平, 某些注释者认出这些缩写的字母代表
西奈山和穆撒----- (Ta Sin) 代表
(Tur Sinin, 西奈山) 而 (Mim) 代表
(Musa, 穆撒)。
(Mubin, 清楚), 是
(Abana) 的主动分词, 可用于事物与非事物方面,
意思是: (1) 它本身是清楚的, 明显的; (2) 它可以促使他物清楚明晰; (3) 它可使
一物与他物分离, 显现清晰, 并与它隔开 (Lane)。这个字, 一如其字意所示, 显现
出 «古兰经» 的三个特点, 即 (1) 它不仅陈述事实、宣示预言、颁布法典、诫条,
还通过强有力的辩词与坚实的理由来支持及证实它的所言所示; (2) 它不但自身
清晰, 而且还澄清了以往所有天经的隐晦与含糊的地方; 及 (3) 它也使为促进与
真主接近的一切教导与宗教律令、道德及有关信仰的各种事务, 显得轮廓非常
分明。这是 «古兰经» 独具一格之处, 其他的经书绝难望其项背。其他的经书仅
仅做到 (Mustabin), «古兰经» 不唯做到 (Mustabin,明晰自身), 而且还
做到 (Mubin, 澄清其他经书晦涩之处)。«古兰经» 的全部教诲显示出与人性
和自然规律的绝妙调谐。这一点亦使本已是 “清晰与明朗之书” 的 «古兰经» 增
添一层异彩。
(Bakhi‘) 源出于
(Bakha‘a) 的主动式分词 , 意思是 , 他出色地完成了
922


ٓ


ٓ

(Tahir,
(Majid,



























ٓ


ٓ


ٓ





!











ٓ




923




"




#

$%

"&





"&





"




924

'




$

(


728









卷一九

ASH-SHU‘ARA’

要是我意欲, 我就从天上降示
他们迹象, 以便他们将向它卑躬
(屈从)。
6. 每当新的劝告从无限博爱的
安拉下降, 他们总是背离它。

众诗人

第二六章

5.

0

a

因为他们确已拒绝了 (我的迹
象), 所以他们所嘲笑的消息即将
到来。
8. 他们没有观察大地吗? 我在那
里面生长每种成双成对的优美的
(植物)。
9. 其中确有一项大的迹象 , 但他
们大多数人都不信 (真理)。
7.

b

c

你的养主确是优胜者, 永久仁
慈者。
段二
11-12. (要记着:) 当你的养主呼唤
穆撒, (说:) “你到不义的民族-- - - 法老族人那里去。(你向他们说:)
他们怎么不敬畏 (安拉)?”
13. 他 (回答) 说: “我的养主啊! 我
怕他们会诬蔑我是说谎者;
10.

d

e

a21:3, 43. b6:35; 22:43; 35:26; 40:6. c36:34-37. d20:25; 79:17-18. e20:46; 28:35.

一件事, 这经文畅述了穆圣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关切之情。人们对安拉的启示采
取拒绝与排斥的态度令他痛心到几乎灭绝的地步。真主的使者与先知满怀温和、
慈爱, 他们为整个人类悲伤哭泣。而偏偏就是他们为之伤心痛哭的这一些人, 辜
负了他们, 迫害他们, 追杀他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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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沉重。 口舌不流利,
所以求你 派哈伦也 ( 与我同
去)。
15. “( 还有一件事 :) 他们对我有
一个谴责。所以我怕他们杀害
我。”
16. 安拉说: “这是绝不可能的。
你俩 (听从我的命令), 带着我的
迹象 (到法老那里) 去吧! 我是与
你们同在; 听着 (你们的祈祷)。”
17. 所以你俩到法老那里去, 向他
说: “我们是所有世界的养主派遣
来的使者。
18. “( 要你释放以色列人 ), 让他
们与我俩同去。”
19. (那时) 法老说: “(穆撒啊!) 当
你还是婴儿时, 我们未曾养育你?
你曾在我们中间度过了许多岁月。
20. “ 你曾做了你所做过的那件
事。你是忘恩负义的人。”

众诗人

a

14. “

b

c

d

穆撒说: “当我在不懂事时, 我
做了 (你所提及的) 那件事;
22. “当我对你们感觉害怕时, 我
便逃避了你们, 后来, 我的养主赐
了我智慧, 把我作为了一个使者。
23. “ 这是你经常夸耀 ( 在我童年
时代) 你对我施与的恩惠, 但这恩
惠与你奴役以色列 (整个) 民族
相比, 算得什么?”
21.

e

0

a20:28. b26:14. c28:34. d28:36. e28: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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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老 (含羞地转变话题 ) 说 :
“谁是所有世界的养主呢?”
25. 他 (穆撒) 说: “他是天地万物
的养主, 如果你们坚信, (那是最
好的。)”
26. 他 ( 法老 ) 向他左右的人说 :
“ 你们没有听见 ( 穆撒说些什
么)?”
27. 穆撒 (解释着回答) 说: “他就
是你们的养主和你们祖先的养
主。”
28. 法老说: “(人们啊!) 被遣送给
你们的使者一定是一个狂人。”

众诗人

24.

a

b

c

穆撒) 说: “如果你们运用理
智, (那么, 你们会了解) 众世界的
养主就是东方和西方以及两者之
间一切东西的养主。”
30. (法老) 说: “如果你除我以外,
再采取任何崇拜对象, 我必将把
你放在狱中。”
31. 穆撒说: “如果我 (为真理) 替
你带来提供明显的东西, 你还这
样?”
32. 法老说: “如果你是说实话的,
那么, 你就把它 (那个提供明显证
据的东西) 带来吧!”
33. 穆撒就抛下了他的手杖 , 它
(那条手杖在法老族人看来) 显然
是一条蛇。
34. 他伸出手来 , 所有观众忽然
看到它是完全洁白的。
d

29. (

e

f

g

0

h

a20:50. b44:8. c44:15. d2:116; 55:18. e28:39. f7:107. g7:108. h7:109; 20: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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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三
35. 于是 法老向他左右的领袖们
说: “这确是一位灵巧的魔术师。
36. “ 他想用自己的魔术把你们
逐离你们的乡土, (告诉我, )你们
有什么建议?”
37. 他们说: “给他和他的弟兄延
期 (几天), 并派遣召集人到各城
市去,
38. “ 他们将把一切老练的魔术
师带到你这里来。”
39. 所有魔术师都在固定的日子
里被召集来了。
40. 有人对民众说: “你们大家(为
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都集合起来?
41. “ 以便如果魔术家获胜 , 我们
可以跟从他们?”

众诗人

a

b

c

d

e

f

当魔术师到来时, 他们向法老
说: “如果我们获胜了, 我们有赏
赐?”
43. 法老说: “是的, 不仅如此, 而
且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将做我特
别喜爱的人。”
44. 穆撒对他们说: “抛掷你们所
要抛掷的吧!”
45. 他们把自己的绳子和手杖都
抛掷 (在地上), 并说: “凭着法老
的荣誉起誓 , 我们必将是胜利
者。”
42.

g

h

0

a7:110. b7:111; 20:58, 64. c7:112; 10:80. d7:113. e7:114; 20:59. f20:60. g7:115. h7:117; 10:81; 20: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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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穆撒掷下他的手杖, 看
哪! 那手杖忽然吞没了他们所伪
造的。
47. 于是魔术师不由得 (向安拉)
俯身叩头。
48. 他们说 : “ 我们信仰了所有世
界的养主-- - - 49. 穆撒和哈伦的养主。”
50. 他 (法老:)说: “我尚未赐予你
们许可, 你们就 (擅自) 信仰了他?
这个人一定是教你们魔术的领
袖。你们很快就会知道 (自己的
结局)。我因你们的违命, 将割断
你们的手脚, 把你们都钉在十字
架上。”
46.

众诗人

a

b

c

d

他们说 : “( 这对我们 ) 没有
(什么) 妨害, 因为我们将要归向
我们的养主那里;
52. “ 我们希望我们的养主宽恕
我们的罪过, 因为我们是首先归
信的。”
段四
53. 我曾启示穆撒: “要率领我的
仆人夜行, 你们必被追赶。”
51.

e

f

g

法老派遣召集者到诸城市里
去, (宣告):
55. “这些只是一小组人,
54.

0

a7:118; 20:70. b7:121; 20:71. c7:123; 20:71. d7:124-125; 20:72. e7:126; 20:73. f5:85. g20:7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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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们触怒了我们;
57. “ 我们是一个 ( 有备而 ) 警觉
的群体 , ( 我们应当与他们对
抗。)”
58. 我 ( 安拉 ) 把他们逐出了庭
园、泉源、
59. 财库和荣誉的国家。
60. 就是这样 ; 我使以色列人继
承了那些东西。
61. 他们 (法老和他的人民) 就在
日出时, (为了阻止以色列人离去
而) 追赶了他们。
62. 当两伙人相见时, 穆撒的同伴
说: “我们一定要被 (敌人) 追上
了。”
63. 穆撒说: “绝不会如此! 我的养
主确是与我同在的, 他将指示我
(成功的道路)。”
64. 我启示了穆撒: “要以你的手
杖击海。” (海) 就分开了, 每一
部分, 都像一座大山。

众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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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

a

b

c

d

925

同时我把另一伙人 (法老的
集团) 带到近处。
66. 并把穆撒和他的同伴统统地
拯救了。
67. 然后淹没了另一伙人。
65.

e

f

a

44:26, 27. b44:29. c10:91; 20:79; 44:24. d20:78. e20:81; 44:31-32. f2:51; 7:137; 17:104; 20:79.

这句话也意味着, “把你的民族带到海那儿去”。
社团 (Lane)。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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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 (经过) 里, 确有一个大
的迹象; 但他们大多数人都是不
信的。
69. 你的养主确是优胜的, 永久仁
慈的。
段五
70. 你对他们诵读伊布拉欣的故
事。
71. 当他对他的父亲和他的民族
说: “你们崇拜什么?”
72. 他们说 : “ 我们崇拜偶像 , 我
们永远侍奉他们。”
73. 他 (伊布拉欣) 说: “当你们呼
唤他们时, 他们听到 (你们的呼
唤)?
74. 或者他们给你们 (任何) 益处,
或害处?”
75. 他们 (回答) 说: “不是这样,
但我们见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做
的。”
76-77. 他 ( 伊布拉欣 ) 说 : “ 你们
知道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所常崇拜
的?
78. “ 除了所有世界的养主之外 ,
他们都是我的敌人。
79. “他创造了我, 并且领导我;
80. “他给我吃, 也给我喝;
81. “ 当我生病时 , 使我恢复健
康;

众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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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a

b

c

d

926

a6:75; 19:43; 21:53; 37:86-87. b21:54. c21:54; 43:24. d21:67; 37:86-87.

926

在这节经文中, 伊布拉欣把一切疾病与身体失调都归咎于自己, 把一切医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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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我死, 又使我复生;
83. “ 在审判之日 , 我希望他将饶
恕我的过错;

众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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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82. “

我的养主啊! 求你赐我智慧,
使我进入善人群中;
84. “

并在后人中赐予我不朽的
美名;
86. “ 使我作为极乐天园的继承
人;
87. “我的父亲是迷失正道的, 求
你宽恕他 (的过失);
88. “ 在他们复生的那天 , 求你不
要羞辱我,
89. “那一天财产和儿女都将没有
益处;
90. “ 只有以恭顺的心来到安拉
那里的人, (才会获得益处)。”
91. ( 那一天 ) 天园将被带到敬畏
者的近旁。
a

85. “

b

928

c

929

a19:51. b9:114; 19:48; 60:5. c37:85.

治与补救都归属于安拉。事实上, 一个人受到的不幸都是他违背了一个特定的
自然法则的结果, 因此应由他自己负责。也可看 4:80。
伊布拉欣把一切疾病和身体失调归咎于自己, 而把死亡归功于安拉。这表
明, 按照他的看法, 死亡不是, 而且真的不是一件可以惧怕而回避的坏事。事实
上, 死亡是一切生命自然而必然的结局, 而且像生命一样, 它是安拉的一种伟大
的恩惠。
复生称为 (Ba‘th), 因为人类死后将给以新的、较好的才能以及为他们
开辟精神进步 (的) 新的大道。
这些字意味着敬畏者将给以新的、较好的才能, 使他们享受天园的快乐和
幸福。
927

928

+ $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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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狱将暴露在邪恶者的面
前。
93-94. 有的对他们说 : “ 你们往日
离弃安拉而崇拜的, 在那里? 他
们能帮助你们, 或帮助 (他们自
己)?”
95-96. 然后他们、迷误的人和 伊
布利司的军队, 都将统统地被投
入其 (火狱) 中。
97. 他们在那里争辨着, 说:
98. “凭安拉立誓, 从前, 我们的确
在明显的迷误中,
99. “当我们把你们与所有世界的
养主列为同等时,
100. “ 那只是犯罪的人使我们迷
失了正道。
101. “ 今天没有任何说情者来替
我们说情,
102. “( 我们 ) 也没有任何热情的
朋友;
103. “ 如果我们能返回 ( 尘世 ),
我们必将成为信仰者!”
104. 在这里面确有迹象 , 但他们
大多数人都是不信仰的。
105. 你的养主确是优胜者 , 永久
仁慈者。
段六
106. 努哈的民族曾诬蔑众使者都
是说谎者。

众诗人

92.

a

b

c

0

a27:91. b7:19; 38:86. c2:168; 6:28; 23:100; 39: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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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 (这个民族) 的弟兄
努哈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不敬
畏 (安拉)?
108. “ 我确是 ( 受派 ) 到你们 ( 这
里) 来的一个可信赖的使者。
109. “所以你们要敬畏安拉, 要服
从我;
110. “我不为这个 (使命) 向你们
要任何回报, 我的回报是在所有
世界的养主那里;
111. “所以你们要敬畏安拉, 要服
从我。”
112. 他们 ( 那些不信的人 ) 说 :
“追随你的都是我们中最卑贱的
人,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样信
仰你?”
113. 努哈说 : “ 关于他们的作为 ,
我知晓些什么?
114. “ 他们的帐目只在我的养主
那里, 要是你们知道该多好啊!
115. “我绝不赶走信仰的人,
116. “ 我只是一个坦率的警告
者。”
117. 他们 (那些不信者) 说: “努哈
啊! 如果你不停止 (说教), 你将被
石击死。”
118. 努哈说 : “ 我的养主啊 ! 我的
民族诬蔑我是说谎者;
119. “因此求你在我和他们 (我的
民族) 之间做决定性的判决, 并拯
救我和与我在一起的信仰者吧!”

众诗人

107.

a

b

c

0

a10:73; 11:30. b11:28. c11: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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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在载满着人的舟中
拯救了他和他的同伴。
120.

众诗人

a

然后我淹没了留在后边的
人。
122. 在这里确有一种迹象 , 但大
多数人都不相信。
121.

b

你的养主确是优胜的, 永久
仁慈的。
段七
124. ( 同样地 ,) 阿德人也诬蔑使
者们是说谎者,
125. 当他们的弟兄呼德对他们
说: “你们为什么不敬畏 (安拉)?
126. “ 我确是为你们而被派遣的
一个可信赖的使者。
127. “所以你们要敬畏安拉, 要服
从我;
128. “我为了这个 (使命) 不向你
们要任何报酬, 我的报酬是在 (派
送我的) 所有世界的养主那里;
129. “ 你们在各个高地上建立纪
念碑, 以寻求空幻的光荣?
130. “你们兴建宫殿, 好像你们将
永居 (今世) 吗?
131. “当你们拿问 (任何人) 时,你
们的拿问好像一个残暴人的拿问
一样。
123.

c

d

0

a21:77; 37:77. b37:83; 54:12-13; 71:26. c7:66-67. d11: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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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敬畏安拉 , 要服从
我。
133. “ 你们要敬畏那个用你们所
知道的一切东西帮助了你们的;
134-135. 他用牲畜、后嗣、果园
和泉源帮助了你们。

众诗人

132. “

我担心你们将遇到一个可
怕日子的惩罚。”
136. “

他们说: “你劝告与否, 对我
们是一样的。
138. “这不过是古人 (曾流行) 的
习惯。
139. “我们永不会蒙受刑罚。”
140. 他们诬蔑他说谎, 我便毁灭
了他们。其中有一个迹象, 但他
们大多数人不信。
141. 你的养主确是优胜的 , 永久
仁慈的。
段八
142. 萨姆德人也诬蔑众使者说
谎,
143. 当他们的弟兄撒利对他们
说: “你们为什么不敬畏 (安拉)?”
144. 我确是你们的一个可信赖的
使者。
145. “ 你们要敬畏安拉 , 要服从
我;
137.

a

b

0

a7:73; 50:15. b7:74; 11:62-63; 27: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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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了这项 (使命), 不向
你们要求任何报酬。我的报酬在
( 派遣我的 ) 所有世界的养主那
里;
147. “( 你们以为 ) 你们将被留在
这 (今世) 里无忧无虑地 (生活下
去)?
148. “即在庭园、源泉里面,
149. “在 (飘动的) 田园, (重) 垂打
苞的枣树里面,
150. “ 你们自由自在地凿山造
屋。
151. “所以你们要敬畏安拉, 要服
从我;
152. “ 不要顺从越法犯纪的人的
命令,
153. “ 他们在地面上制造混乱 ,
而不维护秩序 (与安全)。”
154. 他们说 : “ 你只是被迷惑的
人;
155. “ 你只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如果你是诚实的人, 那么, 你就带
来迹象吧。”
156. 他说: “这是一只母驼; 在固
定的日子里 (彼此轮流饮水), 她
有 (她的) 饮水权利, 你们有 (你
们的) 饮水权利;
157. “不要加害于它, 否则, 你们
将遭受一个重大日子的惩罚。”

众诗人

a

146. “

b

c

d

0

e

a11:52. b7:75; 15:83. c27:49. d7:74; 11:65; 17:60; 54:28; 91:14. e26:1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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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割断了它的腿筋,
然后成为后悔的人。
159. 于是他们遭受了惩罚。其
中确有一个迹象, 但他们多数人
都是不信 (迹象) 的。
160. 你的养主, 他确是优胜的, 永
久仁慈的。
段九
161. 鲁特的族人也诬蔑使者们
说谎,
162. 当他们的弟兄鲁特对他们
说: “你们为什么不敬畏 (安拉)?
163. “ 我确是你们的一个可信赖
的使者;
164. “所以你们要敬畏安拉, 要服
从我。
165. “ 我不向你们要 ( 传达使命
的) 任何报酬。我的报酬是在所
有世界的养主那里;
166. “ 你们为什么从人类中只选
择男性,
167. “ 而放弃你们的养主为你们
所创造的妻子? (你们不仅做出这
种反常的行为,) 其实, 你们是违
犯 (一切规范) 的。”
168. 他们说: “鲁特啊! 如果你不
停止 (你的行动), 那么, 你必将被
驱逐。”
169. 鲁特说: “我总是以憎恶的眼
光看你们的行为。
158.

众诗人

a

b

c

d

e

0

a7:78; 11:66; 54:30; 91:15. b7:79; 11:68; 54:32. c7:81-83; 54:34. d7:82; 27:56; 29:29-30. e7:83; 27: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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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养主啊! 使我和我的家
属避免他们行为的 (危害) 吧!”
171. 于是我拯救了他和他所有
的家属,
172. 只有一个老妇例外, 她是留
在后边一群人中的。
173. (我在拯救了鲁特) 以后, 消
灭了其他所有的人。
174. 我在他们上空降下了 ( 石 )
雨; 对受警告者来说, 那雨是很坏
的。
175. 这里面确有一个迹象 , 但他
们大多数的人仍然没成为信仰
者。
176. 的确, 你的养主是优胜的, 永
久仁慈的。
段十
177. 林地的居民也诬蔑使者们
都是说谎的,
178. 当舒艾布对他们说 : “ 你们
为什么不敬畏 (安拉)?
179. “ 我确是你们的一个可信赖
的使者;
180. “所以你们当敬畏安拉, 要服
从我。
181. “我不为这 (我的使命) 向你
们要任何报酬, 我的报酬是在所
有世界的养主那里;
182. “(人们啊!) 要给足分量, 切
莫少给别人,

众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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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
a

b

c

d

e

f

g

0

a15:60; 29:33; 37:135; 51:36. b7:84; 11:82; 15:61; 27:58; 37:136. c37:137. d7:85; 25:41; 27:59. e15:79; 38:14; 50:15.
f7:86; 11:85. g11:85; 17:36; 55:10; 83: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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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准确的天秤称量东西,
184. “切莫少给他们 (应得) 的东
西, 切莫在大地上制造混乱;

众诗人

a

183. “
b

要敬畏那创造了你们和前
人的安拉。”
186. 他们说: “你只是一个受迷惑
的人,
187. “ 你只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我们实在认为你是个说谎者;
185. “

如果你是诚实的, 你就使天
的断片落在我们身上吧!”
189. 他 (舒艾布) 说: “我的养主最
知道你们的行为。”
190. 但 ( 不顾他的教诲 ) 他们仍
诬蔑他说谎。 於是他们遭受阴
暗日子的刑罚。那确是重大日子
的刑罚。
191. 这里面确有一个迹象。但他
们大多的人都不相信。
188. “

c

你的养主确是优胜的, 永久
仁慈的。
段一一
193. 的确, 这 («古兰经») 确是所
有世界的养主下降的。
192.

d

0

a11:85. b7:86; 11:86. c7:92; 11:95; 29:38. d20:5; 56: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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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靠的传达启示
的天使把它降在你的心中, 以
便你成为 (传达) 警告的人,
196. ( 这部经典按照安拉的命令 )
用清楚明白的阿拉伯文下降的。
197. 它确曾在前人的经典
中
(被提及)。
198. 以色列人的学者也认识它 ,
这对他们不是迹象吗?

第二六章

930

a

194-195.

众诗人

931

b

932

如果我把 «古兰经» 降给非
阿拉伯人,
200. 而他对他们诵读它, 那么, 他
们永不会相信它。
201. 我就这样使它 (不信的意念)
进入犯罪者的心中。
199.

933

a2:98; 16:103. b16:104; 41:45; 46:13.

这节经文中, 传达 «古兰经» 启示的天使称为
(Ruhul-Amin), 即可靠
的传达启示的天使。在其他经文中, 他又名
(Ruhul-Qudus, 16:103), 即
神圣的天使。后一称号在 «古兰经» 中用来指出永恒而完全没有任何错误或缺点;
而使用前一称号 Ruhul-Amin 意示它一定会继续享受安拉的保护, 不受一切想窜
改它的经文的企图的影响。这一称号专用于启示 «古兰经» 方面, 因为安拉许约
的永恒保护, 是不给其他启示的经典的; 这些经典的经文在时间的进程中会受到
干扰和窜改。奇怪的是, 穆圣本人在麦加称为 (Al-Amin, 可靠的传达启示
者)。安拉命令一位 (Amin) 传达启示给一位 (Amin) 的 «古兰经» 所给予
它的可靠性及其明证是多么伟大啊！
(‘ala qalbika) “在你的心中” 这几个字, 加在这里是指出 «古兰经» 中
启示的经文并不是穆圣用自己的话表达出受到灵感的思想, 而是安拉自己真正
的话, 它通过天使吉布里尔的媒介, 降在穆圣的心中。
穆圣的降临以及 «古兰经» 的启示, 在先期经典中都曾预言过。几乎在所有
宗教的经典中都可以见到这方面的预言, 而大家知道的 «古兰经» 是在 «古兰经»
以前最受广泛阅读的经典, 也是 «古兰经» 的先驱。它在早期的纯真性可以配得
上 «古兰经» 而称为安拉的经典。«圣经» 中有大量的这方面的预言。见 «申命记»
18:18; 和 33:2; «撒母耳记上», 21:13-17; «雅歌», 1:5-6; «哈巴谷书» 3:3-5 «马太»
21:42-45 和 «约翰», 16:12-14。
不信者的这种坏习惯, 其根源是在他们自己的心中, 是他们纵情于罪恶行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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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得他们亲见痛苦的惩罚 ,
他们将不会信仰它,
203. 惩罚将在他们不知不觉中 ,
突然降在他们身上。
204. 那时 , 他们将说: “ 我们能得
到缓期?”
205. ( 告诉我 !) 这些人 ( 不就是 )
常常要求我的惩罚从速降临的?
206. 难道你果真不信, 如果我供
养他们若干年的有益的东西,
207. 然后他们所受约的惩罚降
临,
208. 不论他们曾受赐了什么 , 那
都不能使他们避免 (惩罚)?
209. 我未曾消灭任何城市, 除非
那城市已有一些警告者。

众诗人

卷一九

202.

a

b

c

934

这是因为要他们受 ) 劝告 ;
我不是不公平的。
211. 恶魔不曾带下 «古兰经» 来;
212. 他们不配 ( 做这份工作 ), 他
们也没有 ( 做这份工作的 ) 力
量。
210. (

935

a22:48; 27:72-73; 51:15. b20:132; 28:62. c6:132; 11:118; 20:135; 28:60.

为所造成的而不是外来的。这节经文实际上说明一个普遍真理: 如果一个人纵
情于罪恶之中, 他对罪恶的警觉性逐渐迟钝, 而且在时间的进程中他甚至发展得
同罪恶联系起来。这就是罪恶腐蚀和败坏 “罪恶的人的心灵” 的方法。
这节经文指出安拉的一种法则: 一个民族不会遭受惩罚, 除非他先派一位
先知去他们那里, 如果他们拒绝和反对他, 他们就是咎由自取。也可见 17:16;
28:60; 35:38。
这节经文含有三个论据来证实恶魔没有力量来做 «古兰经» 这份工作的说
法: (a) 它的教导最有效以及毫不妥协地谴责恶魔所主张的一切; (b) 它的性质是
如此高贵以及它具有如此崇高的真理以致恶魔没有能力做出这等工作 (17:89);
934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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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SHU‘ARA’

他们实被隔离而听不到 (安
拉的言语)。
214. 所以 你不要把任何其他受
崇拜的对象与安拉在一起呼
求, 以免你遭受惩罚,
215. 你 (首先) 要警告你的近亲,
216. 凡信仰而跟从你的人, 要仁
慈地对待他们。
217. 如果他们违背你 , 那么 , 你
(向他们) 说: “我对你们的行为不
负任何责任。”
218. “ 要信赖优胜的、永久仁慈
的 (安拉)。”
219. 当你 ( 为单独的拜功 ) 站立
时, 他看着你。
220. 他也看着你 (为了聚礼) 在叩
头的人中到处活动。
221. 他确是全听的, 全知的。
222. 我告诉你们 , 恶魔会下降在
谁身上, 好吗?
223. 他们下降于每一个说谎、犯
罪的人。
224. 他们 (向天) 倾听, 而他们大
多数人却是谎言者。

众诗人

第二六章

a

213.

b

936

c

d

e

a11:21. b17:23, 40; 28:89. c15:89. d25:59; 33:49. e73:21.

古兰经» 含有许多有关伊斯兰教最后胜利的强有力的预言。恶魔们不能作
出这些预言, 因为他们不知道未来。
«古兰经» 不可能是恶魔所做出来的工作。恶魔所做的东西不可能像 «古兰
经» 那样强调安拉的独一性。

(c) «

936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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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人, 只有迷误的人跟
从他们。
226. 难道你 ( 直到现在 ) 还不了
解, 他们 (诗人) 怎样 (无目的地)
彷徨于每个山谷之中,
227. 并说自己所不做的?
228. 只有信仰、行善, 并 (在自己
的诗中) 多多记念安拉, 和受害而
自卫的人例外。不义的人即将知
道, 他们将归回到什么地位。
225.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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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七章
二七章

安•纳穆勒伊历纪元前启示
(AN-NAML) 族名

启示的日期与上下文

前一章快结束时, 极有力地驳斥了不信者说穆圣是个诗人并受
恶魔侵身等指责。该章说恶魔只侵身罪恶的说谎者和混淆真伪的谎
言制造者。并且说, 许多假的和一些真的所形成的混杂物从来也不
能产生什么好的结果。本章进一步说, 那些诗人的生活中没有人生
的伟大目标或固定的计划, 可以说是心烦意乱地在每个山谷中徘徊,
他们并不按照自己宣讲的那样去行动。为了继续并阐明这一主题,
本章开始时坚决地宣告 «古兰经» 是安拉自己所降示的话。它充分
并完整地说明了有关人类精神生活的一切事物并以有益和有说服力
的论证来支持他们的原则和理想。按照伊本•阿巴斯 (
, Ibn-e‘Abbas) 和伊本•朱贝尔 (
, Ibn-e-Zubair) 的看法, 本章在麦加启
示。其他的穆斯林学者也支持这种看法。
主题
前章以缩写字母 (Ta Sin Mim) 开始,而本章以字母 (Ta
Sin) 开始,其中字母 (Mim) 被去掉了。这表明本章主题是前一章
主题的继续, 但它的形式有些不同。本章开始时简短叙述了穆撒看
见安拉主权显现, 接着对达五德和素莱曼作了某些详细的叙述, 在他
们两人的统治下以色列人的征服、权力和物质上的繁荣已达到了顶
点。然后, 本章较详尽地述及两个最基本的宗教信念 安拉的存在
与死后的生命。为了支持和证明这第一个信念, 本章从自然界、人
类的内在本质和集体生活中引出许多论证。它在间接提到自然法则
奇妙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安拉的伟大力量之后, 进一步提出安拉接
受祈祷就是证实他的存在的最有力的根据。本章另一个无可辩驳的
论据是安拉向他的使者和正直的仆人降示他的旨意并赐给他们人所
未知的知识, 每一个时代都目睹这许多事例。本章然后述及死后的
生命。在简短地谈了些其他的论证之后, 本章提出穆圣在他的民众
之中带来了伟大的道德和精神革命作为证实死后生命不容置疑的证
明, 而后接着就详细叙述这个论据。这一论据以下一方式开始和发
展。阿拉伯人对他们的未来感到绝望。他们漫不经心地在不道德的
生活方式和恶习的泥潭中滚去滚来, 拒绝接受穆圣的教义和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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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在后世, 要汇报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在道德和精神方面实
际上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民族。但是通过 «古兰经» 他们得到了新的
生命。安拉降下的启示之水洒落在阿拉伯贫瘠荒芜的土壤上, 它就
开花并茁长出了新生命, 阿拉伯人按照它的教义做事, 除去人性中的
渣滓, 变成人类的领袖和导师。这一奇迹般的革命有力地证明既然
安拉能赐给一个精神上死亡的民族以新的生命, 他也具有使肉体上
死亡的人再生的能力。本章结束时意示着安拉已经选择麦加作为他
最后教义的中心, 并意示将从这个城市发射出照耀全世界的安拉的
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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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七章

第二七章
二七章

安•纳穆勒
(AN-NAML) 族名
全章共 节 麦加下降
94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
拉之名。
2. Ta Sin
(纯洁的、接受祈祷
的安拉是这一章的下降者。) 这
些是 «古兰经» 和照明的经典
的节文,
3. (它) 是信仰者的 指导和喜讯,
4. 他们固守拜功, 完纳天课, 坚
信后世的(生命和预约的事物)。
1.

,

a

b

937

c

938

d

e

关于那些不信后世 (生命) 的
人 , 我使他们的行为对他们美
观。他们处于茫茫的彷徨中。
6. 就是他们将遭受痛苦的惩罚 ,
他们在后世 (的生命) 中将是最
5.

f

a1:1. b26:2; 27:2; 28:2. c15:2; 26:3; 28:3. d2:3; 10:58; 12:112; 31:4. e2:4; 8:4; 14:32; 31:5. f16:23; 17:11; 34:9.

关于缩写字母的总的讨论, 请参见注释 16 和 792, 关于 (Ta Sin), 参见注
释 922。值得注意的是, 第二十六章与二十八章开始的缩写字母是 (Ta Sin
Mim), 并以节文 “这些是使一些事物清楚的经文” 开始; 而本章开始的字母是 Ta
Sin, 并以 “这些是 «古兰经» 和照明的精典的节文” 开始。这表明前两章中 «古兰
经» 暗指的是有关穆撒的经典, 而在本章中提及了 «古兰经» 的名字, 像在第 7 节
和第 93 节经文以及现在注释的这节经文中以它本身的名义来提出。
使用
(Al-Qur’an) 和 “这本经典” 作为修饰词, 意示一个强有力的预
言: 伊斯兰教的这一神圣经典将继续作为一本经典被永远保存下去, 而且它将被
广泛地研究和诵读。«古兰经»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诵读的一本书。 “由于在大众
祈祷、学校和其他方面, 使用 «古兰经» 比例如在大多数基督教国家阅读 «圣经»
的情况要广泛得多, 它真可以说是现有经典中诵读得最广泛的一本经典 (《大英
百科全書》第 9 版, 卷 16, 597 页)。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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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ML

损失者。
7. 你确从明哲、全知的 ( 安拉 )
获得 «古兰经»。

族名

卷一九

要记着!) 当穆撒对他的眷属
说: “我看见了一束火光, 我必将
从那里为你们带来 (重要的) 消
息, 或将拿燃着的火把来, 好为你
们取暖。”
9. 当他来到那 (火的) 近处时, 就
有声音向他传来: “凡在火中和其
四周的, 都蒙受福泽了, 安拉, 所
有世界的养主是清高的。
10. “穆撒啊! 我确是安拉, 最优
胜的, 最明哲的;
11. “ 你投掷你的手杖吧 !” 当他
看见它 (手杖) 摇动着好像一条
蛇时, 转身逃避, 不再后顾。(于
是我说:) “穆撒啊! 不要怕, 我的
使者在我面前确是不害怕的;
a

8. (

b

c

关于不义而后改恶为善的
人; 我 (对他们) 一定是最宽恕的,
永久仁慈的;
13. “你把你的手插入你胸襟 (的
衣服) 中, (当你抽出它时) 它就显
得洁白无疵。这是对法老及其民
众的九项异迹 之一。他们确
12. “

d

939

a20:11; 28:30. b20:12-13; 28:31. c7:118; 20:20; 28:32. d17:102; 20:23, 24.

939

关于 “九种迹象” 见 17:102。简短地说, 它们是以下这些迹象: (1)手杖、(2)白
752

卷一九

是不顺从的民族。”

AN-NAML

族名

第二七章

当我的增广视力的异迹降临
他们时, 他们说: “这是明显的魔
术。”
15. 他们的心已经坚信了这些
(异迹), 然而他们由于不义、骄
傲而拒绝了它们。看呀! 行为恶
化的人的结局是怎样的啊!
段二
16. 我赐给了达五德和素莱曼
知识。他俩说: “一切赞颂都归安
拉, 他使我们优越于他的很多信
仰的仆人。”
17. 素莱曼继承了达五德。他说:
“ 人们啊 ! 我们已受教了鸟的言
语 , 被赐予了一切 ( 必需的 ) 东
西。这确是显明的恩典。”
14.

a

b

940

a43:31; 61:7. b2:88.

手 (7:108-109); (3) 虱子; (4) 青蛙, 意示不平常的持续不断的下雨; (5) 蝗虫; (6) 血,
即使鼻子出血的一种瘟疫; (7) 风暴, 在以色列人安全渡过了海之后而在法老和他
的军队渡海时使海水倾覆了他们 (7:134); (8) 以及干旱 (9) 果实的毁灭 (7:131)。
达五德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和强力而贤明的政治家。他是朱迪亚 (Judean) 王
朝的创始人和希伯来王国的真正缔造者。通过他 , 从丹到 (Dan) 比尔希巴
(Beersheba, 巴勒斯坦北端到南端) 所有的以色列部族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
的民族, 他们的王国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尼罗河。素莱曼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并
巩固了这一王国。他也是一个伟大和贤明的君主。他大大地扩充和发展了国家
的商业。他是以色列君王中的优秀的统治者, 由于建造了耶路撒冷的那座著名
的寺而闻名于世。该寺成为以色列人的朝向  (Qiblah)。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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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 ) 在素莱曼的前面 ,
精纳、 人和飞鸟 的大军都
被分组地集合起来,
19. 待到他们抵达纳穆勒谷
时 , 有一个纳穆勒谷的女人说 :
“ 纳穆勒谷的人们啊 ! 你们进入
自己的住宅中吧! 不要让素莱曼
和他的军队无意地摧毁了你
们。”

族名

卷一九

a

18. (

941

942

943

944

0

a38:19-20.

这里  (Jinn, 精纳) 可以意指山岳或野蛮部族, 现在注释的这节经文应当
和 21:83; 34:13 和 38:38 节经文一起看。看来他指的是素莱曼军队的军事人员。
 (精纳)、   (Ins, 人) 和  (Tair, 鸟-- - - -可能代表他的军队的三个部门。本节
经文和 34:13 节文中, 精纳这个单词用来代表这一军队中的一个特殊部份; 而在
21:83 和 38:38 节文中恶魔这个单词用来代表这同一阶层的人。看来素莱曼降
服和征服了某些野蛮部族, 这近乎包括了这两个单词的含义。精纳和恶魔组成
了他军队的主要部分并为他做其他各种各样艰苦的工作。“鸟” 这一单词意指疾
驰的马匹, 可能代表素莱曼的骑兵。该单词的词义在 38:32-34 节经文中找到确
证, 文中说素莱曼极喜欢马匹。因此, “精纳” 和 “人” 代表素莱曼的步兵, 而 “鸟”
代表他的骑兵。不过, 如果鸟当作真正的鸟来理解的话, 那么, 这一单词可以意
指素莱曼用来携带信息的那些鸟。这样, 它们也可成为他军队中的一种非常有
用而必需的附属部分。可是, 这三个单词用作隐喻的意义时可以各自意为 “大人
物”、“普通人” 和 “精神高尚的人”。
 , 除了 “ 鸟 ” 的意义以外 , 也可以用于诸如马匹等疾驰的兽类。 
(Tayyar) 是  (Ta’ir) 的加强形式, 意示一匹烈性的骏马, 它跑得快如飞鸟 (Lane
和 Lisan)。
 (Waza‘a) 的意思是: 他停住了前面的那部分军队, 使得后面的部分军队
能和他们集合在一起。
(Huwa Yaza‘ul-Jaisha) 的意思是: 他正在按一
定的次序把士兵布列成阵 ( , Aqrab)。«古兰经» 的这句话的意思是: (1) 他们
分成小组; (2)他们像一支有秩序、有纪律的军队行军; (3) 他们最前的一部分停
住不再前进, 让最后的一部分军队前来和他们集合在一起。这些话表明, 素莱曼
有一支训练有素和纪律严明的军队, 这支军队有几个独立和性质不同的部门。
 (Naml, 纳穆勒) 是一个专有名词, “纳穆勒谷” 并不是像一般误解为蚂蚁
的山谷的那种意思, 而是一个称为蚁的部族生活在那里的山谷。   (Qamus)”
中有这么一句话,    !" #      $  (al-Abriqatu min Miyahin Namlati), 也就是说
 $ (Abriqah, 阿布里卡) 是  (Namlah, 纳穆拉) 的许多泉水中的一条。因此,
“蚁” 是一个部族的名字, 正如 ' & %  (Mazin, Hamasah), 它的意思是蚁卵, 是
941

942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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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莱曼听了她的话 , 微笑着
说: “我的养主啊! 求你赐我力量,
以便感谢你已施予我和我父母的
恩惠, 做你喜欢的善功, 求你以自
己的仁慈, 把我列入你善良的仆
人群中。”

族名

第二七章

20.

他检阅了众鸟, 说: “我为什么
见不到胡德胡德呢 ? 难道是他
(有意) 缺席?
22. “我必将严惩他, 或者杀掉他,
或者他在我面前交代 (清楚缺席
的) 明确理由。”
23. 他暂留不久 , ( 胡德胡德来
了)。他 (胡德胡德) 说: “我获得
21.

一个阿拉伯人的名字。在阿拉伯部族, 用兽类或野兽的名字称呼的不是一种鲜
见的做法, 诸如: (Banu Asad, 狮子的子孙),  (Banu Kalb, 狗的子孙),
Banu Naml, (蚂蚁的子孙) 等等。此外, 在节文中使用
(Udkhulu 进入) 和
(Masakinakum, 你们的住处) 这些单词, 有力地证实了
(Naml) 是一个
部族的这个看法, 因为前一个动词只用于有理性的人而后一个短语 (你们的住处)
在 «古兰经» 中也只用于人的住处 (29:39; 32:27)。这样, Naml 的意思是
(An-Naml) 部族的一个人-- - - -Naml 人。所讲的那个 Naml 人可能是他们的首领。
他叫人们要回避素莱曼的军队而叫他们走到自己的家里去。按照某些权威人士
的说法, 这山谷位于吉布林 ( , Jibrin) 和阿斯卡兰 (
, ‘Asqalan) 之间。
‘阿斯卡兰是海岸上的一个城镇, 在西奈附近的加兹 (Gaz) 以北 12 英里 (
, Taqwimul-buldan)。吉布林是北部的一个城镇, 位于大马士革的维拉亚
(
, Vilayah)。这说明, 蚁谷位於近海岸的地方, 在耶路撒冷的对面或附近, 在
从大马士革到希贾兹 , (Hijaz) 的路上, 离开它大约有一百英里。直到素莱曼
时代, 这个国家的这一部分, 由阿拉伯人和麦德彦人居住着。(见叙利亚和巴勒
斯坦的古代和现代地图) 然而, 按照另一些权威人士的意见, 它是在也门。后一
种看法, 看来更近乎实际情况。由于历史事实, 环绕这一山谷编造的许多传说只
是些猜测。这个简单的事实看来是, 在一次去沙巴 ( , Saba’) 的军事远征中, 素
莱曼可能曾经走过这个蚁族人居住的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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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我从萨伯
叶 (民族地区) 来到你这里, 并带
来了一个确实的消息;
24. 我看见了 (那里有) 一个女人,
她统治着他们 (整个民族), 她被
赐于一切 (必要的) 东西, 还有
一个富丽堂皇的宝座。
25. 我曾见她和她的民族舍弃安
拉而崇拜太阳。 恶魔把他们的
行为对他们显得美观, 阻止了他
们 (知行) 正道, 以致他们得不到
正道---26. “ 他们 ( 坚持 ) 不崇拜显示天
地奥妙的、 知道你们所隐藏和
所显现的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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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

946

a

b

殊不知) 安拉! 他是唯一值得
崇拜者, 他是 (享有) 伟大帝位的
养主。”
28. 他 (素莱曼) 说: “我们将看你
讲了实话, 还是谎言者!
27. (

947

a

8:49; 16:64; 35:9. b2:78; 16:20; 64:5.

从这节经文看来 (Hudhud, 胡德胡德) 被派出去进行一项重要的国家
使命而且给素莱曼带来一件重要消息。沙巴 (Saba’) 可能和 «圣经» 中的示巴
(Sheba) 是一致的 («列王纪» 上, 章 10)。这是也门的一个城市, 位于离开萨纳城
(
San‘a’) 大约三天的路程处, 是示巴 (Sheba) 女王的政府所在地。此外, 沙巴
是卡特尼 ( , Qahtani) 部族中的一个著名的支族。
这节经文说明, 示巴女王统治着一个非常兴旺发达的民族。他们已经达到很
高的文明程度, 而且她具有使她成为一个强大的君主所必需的一切东西 (条件)。
鸟儿决不会知道说实话还是说谎话的。这节经文再一次证明胡德胡德不
是一只鸟, 而是素莱曼政府中的一位重要官员。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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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带着我这封信去, 投到他
们面前; 然后 (礼貌地) 退后 (肃
立), 看他们如何答覆。
30. ( 当他这样做了以后 ,) 她 ( 女
王) 说: “领袖们啊! 我收到了一
封贵重的信;
31. “( 信的主题 :) 这封信是从素
莱曼那里来的, 信中说: ‘奉无限
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32. ‘ 你们不要对我举止傲慢 , 而
要归顺地到我这里来。’”
段三
33. 她 (女王) 说: “众领袖啊!关于
我的事情你们向我要表达你们的
意见, 除非你们出席 (说出你们的
意见 ), 我从来是不做任何决定
的。”
34. 他们 (回答) 说: “我们在战争
中是有勇气、有力量的, 但命令
要由你发出, 所以你自己考虑你
颁发什么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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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948

某些基督教的东方学家总是费尽心机地非难 «古兰经» 是安拉启示的这一
事实, 他们力图表明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这一用词是从早期经
典中借用得来的。沃里 (Wherry) 在他的 “注释” 中说, 这一用语是从曾达维斯塔
(Zend-Avesta) 那里借用来的。塞尔 (Sale) 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 而罗德伟尔
(Rodwell) 的意见是, 在伊斯兰教以前阿拉伯人从犹太教徒那里学来的而随后由
穆圣把它结合到 «古兰经» 中去的。如果说这一用语因为在过去某些经典中见到
过, 就说它一定是从其中一部分经典中借用到 «古兰经» 中去的, 这显然是一个脆
弱的推断。要说的是, 它只能证明 «古兰经» 与那些经典出自同一根源。而且, 其
他经典没有像 «古兰经» 那种方式使用过这一用语。还有, 伊斯兰教出现以前的
阿拉伯人, 在 «古兰经» 启示以前从来也没有用过这一用语。相反地, 他们特别厌
恶使用无限博爱者这一安拉常德 (25-61), 而这一常德是构成 (奉……之名) 整体
的一个组成部份。也可见 1:1。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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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 “国王们每攻进一座城
市就毁灭它, 便把高贵的人变为
低贱的人。他们经常就是这样做
的;
36. “ 但我将赠送他们礼物 , 然后
等着看使者们带回来什么 ( 消
息)。”
37. 当他 (女王的使者) 到达素莱
曼面前时, 素莱曼说: “你们用资
财支助我? 安拉所赐给我的胜过
他所赐给你们的。其实, 你们以
你们的礼物而自豪。
38. “( 胡德胡德啊 !) 你回到他们
那里去, (并对他们说:) 我们率领
他们无力抵抗的军队, 去征讨他
们, 我们将驱逐他们耻辱地出境,
他们将丧失 (王权的) 威望。”
39. 而后, 他 (对自己的臣属) 说:
“众臣属啊! 你们中谁能在他们归
顺地来到我这里之前, 把她的宝
座拿到我这里来?”
40. 精纳中有力的首领说 : “ 我将
在你从这里起身之前, 便把它拿
到你面前;” 我做这件事确是有力
的, 可靠的。”
41. 一位具有 (安拉) 经典知识的
人说: “在你转瞬之间, 我将把它
拿到你面前。”当他 (素莱曼) 在
自己近处看到放着的那个宝座
时, 他说: “这是来自我养主的恩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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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以便他考验我是感恩谢德的
人, 还是忘恩负义的人。凡是感
恩谢德者, 他是为了自己的好处
而感恩谢德 ; 凡是忘恩背义者 ,
( 必须确知 ) 我的养主是自足的 ,
宽厚好施的。”
42. ( 继而 ) 他说 : “ 把宝座 ( 复制
品) 做得 (那样的美丽) 让她看来
她自己的宝座是平凡的。 我们
将看她是遵循正道的, 或者不是
遵循正道的。”
43. 当她来到的时候, 有人 (问她)
说: “你的宝座就是这样的?” 她
( 回答 ) 说 : “ 这似乎就是那个宝
座。” 我们在这之前已经知道了,
我们已成为顺从 (你) 的了。”
44. (素莱曼) 劝阻她 (女王) 崇拜
安拉以外的对象; 她以前确是不
信的人。
45. 有人对她说 : “ 请进入宫殿
吧!” 当她看见了宫殿, 她以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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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

的意思是, 他改变了它, 使它辨认不出来;他使它看起来十
分一般
。因此 这一用语在经文中的意思可以是: “使这一宝座比她的宝
座好, 使她的宝座 的样子) 看起来十分平凡。” 这节经文的大意是说, 素莱曼命
令负责为那女王制造宝座工作的那个官员做一个非常美丽的宝座, 使她可看出
它的工艺之精湛因而不喜欢她原来的那一个宝座。这样她会觉得素莱曼的权力
和财力远比她的庞大。这就是 “她是遵循正道的, 或是不遵循正道的” 这一句的
意思。素莱曼想使那女王清楚地看到任何反对或阻挡他的行动都是无益的。她
和她的大臣和朝臣看来都觉得自己的权力和财力是很巨大的 (27:34)。而素莱曼
想从他们的思想中去掉这种错误的想法 (27:37)。如果 “她的宝座” 被理解为是
女王作为礼物送给素莱曼的那个宝座, 那么, (Nakkiru) 就意味着, 那个宝座
一定被装饰和制造得很美丽, 而且如果上面有偶像的图纹的话, 一定被完全去掉
了, 因此女王认不出是她送给他的宝座。
949

(Nakkara-hu)
(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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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殿) 是很广阔的水面, 以至吃
了一惊。他 (索莱曼) 说: “这是
用玻璃铺设的宫殿。” 于是她说:
“ 我的养主啊 ! 我已损害了自己 ,
我现在随同素莱曼信仰安拉
所有世界的养主。”
段四
46. 我确曾派遣了洒姆德的弟兄
撒利去 (教育他们), 说: “要崇拜
安拉。” 他们 (听了之后), 马上分
成了两个群体而争论不休。
47. 他说: “我的族人啊! 你们为什
么速于求祸而不求福? 你们怎么
不向安拉祈求饶恕, 以便你们蒙
受仁慈?”
48. 他们说 : “ 我们由于你和跟从
你的人而占凶兆。” 他说: “你
们凶兆 (的真正原因) 是在安拉
那里。实际上, 你们是被考验的
民族。”
49. (那时) 城中有九人的一伙, 他
们在国内经常制造混乱, 而不弃
邪归正。
50. 他们说 : “ 你们都要对着安拉
互相起誓: 我们必将在夜间攻击
他的和他的家属, 然后我们对他
的后嗣说: ‘我们没有亲见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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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950

c

a

950

兆 凶

预

ٖ




是

(Tatayyara bihi)
的 (Lane)。


 





7:74; 11:62; 26:142; 54:24. b27:47. c26:153.

或 占 凶兆; 认 或

:

的意思是 他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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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遇害的 (经过)。我们是说真实
话的。’”
51. 他们订了一个计划 , 我也订
了一个计划, 但他们都未理解。
52. 看哪 ! 他们计谋的结果是怎
样的? 我消灭了他们和他们的整
个民族。
53. ( 看吧 !) 这是他们的房屋 , 因
为他们的不义而倒塌了。对于有
知识的民族其中确含有迹象。
54. 我拯救了信仰而敬畏的人。
55. ( 我把 ) 鲁特 ( 做为使者派遣
到他的族人那里去 )。当他对他
的族人说: “你们怎么明知故犯地
做着丑恶的事呢?
56. “ 你们为什么舍弃妇女而抱
着淫欲的念头去男人那里呢? 实
际上, 你们是无知的民族。”
57. 他的族人的回答不过是说 :
“(人们啊!) 你们把鲁特家的人逐
出城外。他们是自命清高的
人。”
58. 于是我拯救了他和他的家人,
只有他的妻子例外; 我预定她是
留在后面的一群中的。
59. 我向他们下降了雨 ; 这雨对
受了 ( 刑罚 ) 警告的人 , 是太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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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0

a

3:55; 8:31; 13:43; 14:47. b7:79; 26:173; 37:137. c7:81; 29:29. d7:82; 26:166-167; 29:30. e7:82; 26:168. f7:84; 29:34.
g7:85; 25:41; 26:17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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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五
60. 你说 : “ 只有安拉是值得 ( 享
受) 一切赞颂的, 求安拉赐给他所
选择的仆人平安! 安拉好呢, 还是
他们所设立的与安拉同等的崇拜
对象好呢? ”
卷二〇
61. (告诉我:) 谁创造了天地, 谁
为你们从云中降下了 (雨) 水? 然
后我又藉 (雨) 水培植美丽的庭
园, 你们是不能生长庭园的那些
树木的。还有与安拉同等的值得
崇拜的对象? 可是 这些 (不信
的) 人是设立与安拉同等的崇拜
对象的民族。
62. (告诉我:) 谁把大地做成了安
居的地方, 使江河流泻其间, 在其
上放置坚固的山岳, 并在两海之
间 放置了屏障? 除了安拉以外,
还有值得崇拜的对象吗? 但是他
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63. (还是告诉我:) 当一个痛苦者
向他 (安拉) 祈祷的时候, 谁听
取痛苦者的祈祷, 解除他的痛苦?
在大地上他 把你们 (祈祷的人)
做为继承人。除了 (全力的) 安
拉, 还有值得崇拜的对象? 你们
却完全不接受劝告。

卷二〇

a

b

c

d

e

951

f

g

a37:182-183. b31:11; 50:10. c6:2. d20:54; 78:7. e25:54; 55:20-21. f2:187; 7:56. g10:15.

正如安拉的伟大力量在自然法则 (上节经文) 的绝妙的运行中显示出来那
样, 他的伟大力量也在人类的内心中显示出来。当他们向安拉祈祷诉说自己心
灵中的痛苦时, 安拉听取他们的祈祷。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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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 谁在陆海的重重黑
暗中指示你们 (解救之路)? 谁在
他仁慈 (雨水) 降临之前, 发送做
为喜报的风? 除了安拉之外, 还
有任何值得崇拜的对象? 安拉是
远超于他们所设立的与他同等的
崇拜对象的。
65. ( 告诉我 :) 谁是 原始创造、
继而再造 它的? 谁从天地供
养你们? 除开 (全力的) 安拉, 还
有值得崇拜的对象? 你 (对他们)
说: “如果你们是真诚的, 就拿出
你们的证据来吧!”
66. 你说 : “ 除了安拉 , 在天地之
间没有任何受造物知道目未见的
事物, 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
时候将被复生。”
67. 实际上, 他们关于后世的知识
已达到极限, 他们对于它 (后世)
却在怀疑之中; 甚至他们在这方
面, 是完全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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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a

953

b

c

954

a10:35; 29:20; 30:12, 28. b10:32; 34:25; 35:4. c11:124; 16:78; 35:39.

风) 用于单数时, 它一般的意思是安拉的惩罚 (17:70; 54:20; 69:7,
等), 可是它用于复数时, 一般的意思是安拉的赐福。
“原始创造, 继而再造它们” 这些字, 意示创造和再创造新的。
只是人类的知识和智慧不能满足他们灵魂中的渴望, 也不能确信不疑地证
明安拉的存在以及死后生命这两个基本的宗教信念, 因为充分理解这两个信念
是超出人类知识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真正能够在人类思想中产生对这两个信
念坚定信心的是, 只有通过安拉的启示而获得的安拉的信息才能在人的意识中
达到肯定的高度。人类的知识最多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应当有安拉, 而且应当有
死后生命。只有安拉的启示才能把这个 “应当有” 变成 “确实存在”。
952

C, (Rih,

953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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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六
68. 不信的人说: “当我们和我们
的祖先将成为泥土时, 我们还要
(从大地中) 被复活过来?
69. “在这之前, 我们和我们的祖
先曾受过这样的许约。但这只是
前人的故事罢了, (它永没有实现
过。)”
70. 你说: “你们要在大地上游历
并观察罪人的结局是怎样的。”
71. 不要为他们悲伤 , 也不要因
他们的计谋而感到困恼。
72. 他们说: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那么, (惩罚的) 诺言将于什么时
候 (实现)?”
73. 你 (对他们) 说: “恐怕你们所
要求迅速到来的 (惩罚), 有 一部
分正在临近你们。”
74. 你的养主对人是施予恩典的,
但大多数人都不感恩报德。

族名

卷二〇

a

b

c

d

e

f

g

你的养主确知他们胸中所隐
藏的和所显现的。
75.

h

凡天地间一切隐藏的东西, 都
在一部明显的书中。
76.

0

a13:6; 37:17; 50:4. b23:84. c16:37; 30:43; 40:83. d15:89; 16:128. e10:49; 21:39; 34:30; 36:49. f22:48; 26:205; 29:55.
g10:61; 40:62. h2:78; 16:24; 28:70; 36: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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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古兰经» 确对以色列人说
明他们所争论的大部分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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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这 («古兰经») 确是对信仰者
的指导和仁慈。
79. 你的养主以自己的律令 (« 古
兰经») 在以色列人中进行判断,
他是优胜的, 全知的。
80. 要信赖安拉 ; 你确具有明显
的真理。
78.

a

你绝不能使死者听到, 当聋子
转身退避的时候, 你也不能使他
们听到呼唤。
82. 你不能引导瞎子脱离他们的
迷途。你只能使信仰我的启示的
人听 (你的劝告), 他们 (行为上)
也是忠顺者。
83. 当他们灭亡的预言将要实现
时, 我为他们从地中生出昆虫,
那虫将伤害他们。这是因为人们
不信我的迹象。
81.

b

c

955

a11:124; 25:59; 33:49. b10:43; 30:53. c10:44; 30:54.

这是有关后期出现一种瘟疫的预言。这节经文是由穆圣亲口解释的。但
是 *D1 (Dabbah) 的意义如果认为是指完全热衷于获得今世财富与物质享受的一
个十足的实利主义者 (34:15) 的话, 这节经文指的, 看来是西方实利主义的那些
国家 “他们的工作完全化在探究今世生活有关的事物方面” (18:105), 而且他们
竭尽全力于今世的生命。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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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七
84. ( 要记着 ) 在那一天 : 我将从
每一民族中集合一大部分不信我
的迹象的人。他们将被分成 (不
同) 的团体。
85. 当他们来到他 (安拉那里) 时,
他 (对他们) 说: “你们拒绝了我
的迹象同时你们并不完全知道它
们, 或者 (为了反对伊斯兰教) 你
们究竟常作了什么 (阴谋)?”
86. 由于他们的不义, 不利于他们
的预言将要实现, 他们将不能吐
出任何言语。
87. 他们不看到我为了他们的休
息创造了黑夜, 为了赐予他们观
察力创造了白天吗? 其中对信仰
的人确有许多迹象。
88. ( 也要牢记那一天:) 当号角吹
响时, 除了安拉所意欲的人以
外 , 凡在天地之间的 , 都惊恐起
来。所有的人都将忠顺地来到他
(安拉) 的面前。
89. 你观看山岳, 而以为它们是固
立的, 其实它像云一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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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956

c

d

957

958

a25:18; 67:9. b10:40. c10:68; 17:13; 28:74; 30:24. d18:100; 20:103; 36:52; 78:19.

他们将没有力量来防范自己的罪行。对他们的指控是十分正确的, 而显示
的迹象是不可能抵御的, 因此, 他们将遭受惩罚。
“当号角吹响时” 这些字, 除了指复生之日以外, 还指由穆圣像吹响号角那
样地引进的新秩序。
穆圣降临后, 那些看来像山岳那样坚固不移的旧思想和旧体制, 犹如浮云
般地融化消失了。“山岳” 在此处也可同样意指建立得巨大而稳固的罗马帝国和
波斯王国。它们在不可抵抗的、胜利的穆斯林军队面前纷纷瓦解。
956
957
958

766

卷二〇

AN-NAML

这是安拉的手工。他把每一个东
西都制成完美的。他确完全知悉
你们所做的。
90. 凡是行善的人 , 他将获得比
其 (善功) 更好的 (报酬)。这些人
在那惊徨的日子里, 将是受保护
的。
91. 凡是为恶的人 ( 来到安拉的
面前 ), 他们 将被抛于火狱中 ;
( 他们将受质问 , 说 :) “ 你们没有
得到于你们往常行为的回报?”
92. ( 你说 :) “ 我确奉命崇拜这座
城市的养主, 他把它 (这座城市)
做为神圣的, 每一件东西都在他
的掌握之中; 我且奉命做为忠顺
的人。
93. “我 (也奉命向人类) 宣读 «古
兰经»。” 凡是 (听从«古兰经»
而) 得正道的, 他自己将获得正道
的益处; 凡是 (听到«古兰经»而仍
然) 迷误的, 你对他说: “我只是一
个警告者。”
94. 你 (也对他们) 说: “只有安拉
是值得享受一切赞颂的。他行将
把他的迹象显示给你们, 直到你
们认识它们。” 你的养主绝不会
不管你们的行动。

族名

a

b

c

0

a4:41; 6:161; 28:85. b26:95. c10:109; 39: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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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QASAS) 故事
伊历纪元前启示

启示的日期与上下文

一般都同意本章是在麦加启示的。按照欧麦尔•彬•穆罕默德
(
‘Umar bin Muhammad) 的意见,它是穆圣在迁居麦地那的
路上启示的。 “把 «古兰经» 降示给你的, 必定使你回到故乡” (第 86
节), 这句经文清楚地表明穆圣那时还在麦加, 他受到启示说, 他首先
必须作为逃亡者离开麦加, 然后作为征服者回到这里来。前一章结
束时的一句经文 “谁遵循它的引导, 谁的自身灵魂即受到益处; 至于
谁误入歧途, 你对他说: 我只是一个警告者。” 这即意味着在传播
«古兰经» 教义时是不容许使用武力的。本章的启示就是要确立 «古
兰经» 所宣称的这一个真理。
主题
本章是 (Ta Sin Mim) 经组的第三章也是最后一章。此三章
以相同的缩写字母开始, 因此在主题方面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
们开始时都启示了 «古兰经» 的重要主题并相同的主题结束。第二
十六章很多地方叙述了穆撒向法老提出他的教义。第二十七章也有
许多地方谈及穆撒见到安拉的光辉与壮丽景象, 也谈及他在神圣的
图哇 ( , Tuwa) 山谷中所经历的精神感受。可是本章比任何其他
经章都更详细地述及了穆撒生活的各个方面-- - - -他奇迹般地从大海
里被救出来, 他的婴孩时期与童年、青年时代, 迁移与宣称使者-- - - 这意示着穆圣会像穆撒那样也将经受相同的体验, 虽然他们的条件
与环境是不同的。本章开始时叙述了以色列人在法老统治下的可怜
情况: 法老如何以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力图扼杀他们性格中所有男子
气概的素质, 以及如何在他们的羞耻达到最低点时安拉选拔穆撒并
通过他解救了以色列人, 在他们眼前法老和他的军队淹死在大海里。
本章在讲述了穆撒的生平以及谈及 «圣经» 中见到的有关穆圣的预
言, 并接着对古莱西 ( , Quraish) 人讲, 如果他们接受他, 他们将
享有所有那些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幸福和利益。因为麦加作为一个新
的宗教的中心和堡垒是命定要得到那些幸福和利益的。但是如果他
们拒绝他, 他们会招致安拉的不悦。本章接着说, 不信道的人由于他
们坚决不接受真理一定会受到惩罚。他们开始谴责和痛斥他们的首















ٓ

ٓ






768

领, 说那些首领把他们引入歧途, 成为他们毁灭的原因。那些首领却
不承认他们的指责, 甚至咒骂他们盲目地跟随了他们。不过, 本章说,
拒绝安拉教义的真正原因是有财势的人们被他们的财富弄得趾高气
扬, 被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所麻痹, 看不起安拉派遣的先知, 嘲弄并迫
害他们, 无视历史上已连篇累牍地记载过的最重要的道义方面的教
训-- - - -拒绝真理从来也不容许不受惩罚, 而不信道总是会使那些拥
护的人走向毁灭。本章在结束前专门叙述了一个非凡的预言, 它意
示着穆撒从埃及迁徙去麦德彦, 在那里寄居了十年, 随后回到埃及以
及从法老手中解救了以色列人。这一预言大意是说, 像穆撒那样, 伊
斯兰教的穆圣也将离开故土, 去生活在一个陌生地方十年, 然后回到
他宗教的发源地, 征服麦加并在坚实的基础上确立伊斯兰教。本章
最后几节经文总结它的主题, 而且说穆圣从来不曾有成为安拉使者
的丝毫想法, 可是他既然真的受此重任, 他应号召全人类按照养主的
教导去做; 他信任养主, 作为一个伟大而勇敢的拥护安拉真理的献
身者, 应该不屈不挠地为他的事业成功而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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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卡萨斯
(AL-QASAS) 故事
全章共 节 麦加下降
89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
拉之名。
2.
(Ta Sin Mim)。 (这章经
是纯洁的、全听的、崇高的安拉
下降的。)
3. 这些是一部明晰的天经的节
文。
4. 我为了信仰者的好处 , 向你复
述穆撒和法老的真实情况。
1.

,

a

959

b


ٓ

ٓ

c

法老确在地面上骄傲自大, 他
把他国内的居民分成 不同的
群众, 企图削弱其中的一个群体,
杀害他们的男儿, 留存他们的女
儿。他确是制造混乱的。

5.

d

960

e

我想在大地上对被认为弱小
的人施行恩惠, 把他们做为领导
6.

a

1:1. b26:2; 27:2. c12:2; 15:2; 26:3; 27:2. d10:84.e 2:50; 7:142; 14:7.

见注释 937。
在这个二十世纪中, 西方殖民主义强国行之非常有效的 “分而治之” 的政策,
看来在法老时代也做得非常成功。他把埃及人分成不同的团体和部分, 而且对
他们作出别有用心的区别对待。他对有些人恩宠而对另一些人进行剥削和压迫。
穆撒的民族属于后一类不幸的人们。“杀死他们的男儿, 留下他们的女儿” 这些
话, 除了具有把以色列人置于他永久统治之下的明显意义外, 法老要消灭他们的
男子而让他们的妇女活着的意思也可以是, 以他的剥削政策和残酷镇压的手段,
竭力想扼杀他们男子汉的气质, 这样可以使他们像女人般地胆怯。
959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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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使他们成为 (一切恩惠的)
继承者。

故事

也是为了使他们立足于国内,
向法老、哈曼和他俩的军队显示
他们所惧怕的。
7.

a

我启示了穆撒的母亲 ( 说 ):
“要哺育他 (穆撒); 当你怕他 (受
害) 时, 就把他投入河中, 不要害
怕 , 也不要忧伤 ; 我将把他送还
你, 并使他成为一位使者。”
8.

b

穆撒的母亲照着做了,) 法老
家的 (一个) 人把他 (从河中) 拾
了去。结果他成了他们的敌人和
悲哀 (的根源)。法老、哈曼和他
俩的军队原来都是错误的。
10. 法老的妻子说: “他 (将做) 为
你和我愉快的泉源。不要杀害
他。也许 (有一天) 他对我们有
利 , 或者我们把他当作儿子。 ”
( 那时 ,) 他们并不领悟 ( 我的目
的)。
11. 穆撒的母亲 ( 现在 ) 不担心
了。 (当初 ,) 如果不是我加强了
她的心力, 使她成为信者, 她几乎
要暴露了它 (这个经历的一切真
相)。
c

9. (

0

a7:138; 26:60; 44:29. b20:39. c20: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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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穆撒的母亲) 对穆撒的姐
姐说: “你追随他去吧!” 於是她就
从远处望着他。 (那时候 ), 他们
(法老的人) 并没觉察这个情况。
13. 我曾先使他 (穆撒) 拒绝乳母
们, 后来她 (穆撒的姐姐) 说: “我
替你们介绍这样的一家人, 他们
将是忠实地为你们养育他的, 好
吗?”
14. 我这样把他送还他的母亲, 以
便她得到欣慰, 不再忧愁, 而且知
道安拉的许约是一定要实现的。
可是他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段二
15. 当他达到成年, 获得平衡 (的
力量) 时, 我赐给了他智慧和学
识; 我就这样回赐行善的人。
16. ( 有一天 ) 他在城市居民不注
意时, 进入了城市, 看见城中两个
人正在争斗, 一个是他同族的人,
另一个是他的敌人。那个同族的
人要求他帮助 对付他的敌
人。 于是穆撒打了他 (敌人) 一
拳, 就把他打死了。穆撒说: “这
属于恶魔的行为。 他确是敌

故事

卷二〇

12.

a

b

961

c

962

a

20:41. b12:23; 46:16. c20:41; 26:20.

穆撒的性格是非常高贵的, 在主示的非常崇高的理想鼓舞之下, 他总是乐
于帮助弱小而被压迫的民族; 因此在一个可怜的以色列人, 请求他的援助来对付
那个傲慢而残忍的埃及人时, 他立刻去救他。
“这属于恶魔的行为” 这句话, 按照阿拉伯习用语的意思是, 某一罪恶的事
情发生了, 也就是说, “恶魔唆使一个埃及人和一个以色列人打架, 而我不得不来
帮助那被压迫的以色列人, 结果做了一件坏事” 即打死了一个人。否则, 这句话
也可以作为对打死的那个埃及人讲的, 意思是, “这是你恶魔行为的下场”, 也就
961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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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明显地引人走入迷误。”

故事

第二八章

他 (穆撒祈祷着) 说: “我的养
主啊! 我确已损害了我自己, 求
你饶恕我吧!” 安拉就饶恕了他。
他确是极为宽恕的 , 永久仁慈
的。
18. 他 ( 穆撒 ) 说 : “ 我的养主啊 !
因为你对我的施恩, 所以我将绝
对不帮助任何犯罪的人。”
19. ( 一天 ) 清晨时 , 他在城中担
心、警戒起来, 忽见昨天向他求
助的那个人又向他求助。穆撒对
他说: “显然, 你是一个明显迷误
的人。”
20. 当他想捉住他俩的敌人时, 那
个 (以色列) 人说: “你像昨天杀
人一样要杀我? 你只想在大地上
行霸欺弱, 不是一个促进和平的
人。”
17.

963

是说, “你的死是你自己邪恶和犯罪行为的结果”。穆撒没有用致命的武器而只
是抵抗那个埃及人, 或是用拳头打他, 表明后者是偶然死亡的。显然, 在穆撒方
面并没有打死他的意图。«古兰经»在这节经文中并没有提到穆撒说的那个埃及
人的卑鄙行径。那个埃及人据说是强迫一个以色列女人和他通奸。这肯定会引
起这节经文中所说的那次争吵, 最后引起穆撒的干预以及那埃及人的死亡 (《犹
太百科全書》“Moses” 项下)。
(Zalama-hu) 的意思是:他加在他身上一个他无力或不能承担的负载;他
把自己暴露在危险的境地之中 (Lane 和     Mufradat)。穆撒意识到在力图帮
助一个可怜的以色列人时, 他偶然杀死了那个埃及人, 这样他的处境非常危险,
把自己就承担了一个显然他担当不了的沉重压力。因此他祈求安拉保护他免受
可能由于他偶尔打死了一个统治者民族中的人而产生的恶果。
9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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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的遥远处赶来了一个人,
说: “穆撒啊! 首领们正在计议杀
你。快出去吧! 我的确是你的同
情者。”
21.

于是他恐惧地、东张西望
( 小心提防 ) 地离开了 ( 那座城
市)。他 (祈祷着) 说: “我的养主
啊!求你使我脱离不义的人们吧!”
段三
23. 当他走向麦德彦时, 他说: “我
希望我的养主将领导我正路。”
22.

a

当他抵达麦德彦水池时, 他见
到一群人在那里给 (羊) 饮水, 他
发现除开他们之外, 还有两个女
子在拦阻着 ( 她俩的羊群 ) 。他
说: “你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她
俩说 : “ 我们的父亲是个年迈的
人, 只有等到牧人们离开 (水池),
我们才能 ( 让我们的羊群 ) 饮
水。”
25. 于是他为她俩给 (羊) 饮了水,
然后返回树荫下, 他 (祈祷着) 说:
“我的养主啊! 凡你降赐我一切好
的事物我都是需要的呀!”
24.

0

a26: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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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后,) 两女之中一个含
羞地走来, 说: “我父亲请你 (进)
去, 要付给你为我们饮 (羊) 的报
酬。” 他来到他 (两女的父亲) 面
前, 并向他叙述了自己的一切遭
遇。(那位) 老人说: “不要害怕,
你现在已脱离了不义的人们的
(掌握)。”
27. 那两位女子中的一个说 : “ 我
的父亲啊 ! 请你雇用这个人吧 !
因为你所要雇用的人, 最好是有
能力而又忠诚可靠的。”
28. 于是他说: “穆撒啊! 我愿把我
这两个女儿嫁给你一个, 条件是:
你要为我服务八年; 假如你完成
十年的限期, 那将是你自愿的 (善
行); 我不愿给你重担。如果安拉
愿意 , 则你将发现我是一个善
人。”
26. (

他 (穆撒) 说: “这是你我之间
的 (合同)。在这两个限期中, 无
论我完成哪个限期, 对我都将没
有任何责难。安拉是我们所说的
见证者。”
段四
30. 当穆撒完成了固定的限期, 带
着家眷旅行时, 他从 (西乃) 山那
方向看见 (一处) 有火。他对自
己的家眷说 : “ 你们等候在这里
吧, 我看见火了, 也许我从那里
29.

0

a

a20:11; 27: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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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们带来任何 (重要的) 消息,
也许带来被燃烧的木头供你们取
暖。”
31. 当他来到 (火处), 在山谷的右
边一个有福的地点的树旁, 有一
个呼唤他的声音: “穆撒啊! 我确
是安拉, 所有世界的养主;
32. “ 抛掷你的手杖吧 !” 当他看
见它活动如小蛇时, 他转身奔跑,
不再后顾。(他又被呼唤:) “穆撒
啊! 向前走来, 不要害怕; 你会获
得安全的,

故事

a

b

把你的手插入你胸襟 (的衣
服) 中, 抽出时, 它将洁白无暇。
(为了解脱你的) 恐惧, 你把你的
手缩回去吧! 这是你的养主降给
法老和他的臣属的两项明证, 因
为他们是不服从的民族。”
c

33. “

他 (穆撒) 说: “我的养主啊!
我曾杀了他们 (法老民族) 中的
一个人。我怕他们会杀我;
35. “我的兄弟
哈伦, 口才比我
好, 求你把他与我一同派遣, 做
我的助手, 以便他为我的真理作
证。我的确怕他们诬蔑我说
谎。”
34.

d

0

--------

e

a19:53; 20:81; 79:17. b7:118; 20:20; 26:46. c7:109; 20:23; 27:13. d20:41; 26:15. e20:30-33; 26: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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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安拉) 说: “我以你的兄弟
加强你的臂力, 将为你俩创造优
胜的条件, 以便他们不能伤害你
俩。你俩和追随你俩的人藉着我
的迹象, 将获得胜利。”
37. 当穆撒给他们带来了我明显
的迹象, 他们 (法老的人民) 说:
“ 这只是捏造的魔术。我们从我
们的祖先那里从没听到过这样的
事情。”
38. 穆撒说 : “ 我的养主最知道谁
从他那里带来了正道, 谁的结局
是好的。事实上, 不义的人永远
不会成功。”
39. 法老说: “众领袖啊! 我不知
道除我之外, 还有任何你们崇拜
的对象。 哈曼啊 ! 要为我烧泥
(造砖), 替我建筑一座城堡, 也许
我 (登上那座城堡) 搜寻出穆撒
的主宰。我觉得他是说谎者。”
36.

故事

a

b

c

d

他和他的军队在国中妄自尊
大, 无端生有, 他们以为他们将不
会被送回我这里来。
41. 我捉拿了他和他的军队 , 把
他们投入海中。看哪, 不义的人
的结局是怎样的了!
40.

e

f

0

a

20:43. b29:40. c26:30. d40:37. e7:134. f2:51; 7:137; 17:104; 20:79; 26:67; 79: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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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他们作为领导人, 他们
( 以领袖自豪把人们 ) 召入火狱 ;
复生之日, 他们将不蒙受任何帮
助。
43. 我在今世使诅咒跟随他们 ;
复生日 , 他们也将在不幸者之
中。
段五
44. 在毁灭先代的许多民族之后,
我赐了穆撒经典。(这部经典的
教义) 赐给人们理解力, 是指导和
仁慈的媒介 , 以便他们接受劝
告。
45. 当我把 (圣使的) 事务托付给
穆撒时, 你不在 (山) 西边, 你也
不在见证人中。
46. 但我已创造了许多民族, 他们
经过了悠久的岁月, (忘却了自己
的预言。) 你未曾与麦德彦人住
在一起向他们诵读我的迹象, 然
而就是我派遣使者的。

故事

a

42.

b

c

当我呼唤 (穆撒) 时, 你并不
在 (西乃) 山那边, 但这 (一切都)
是你养主的仁慈, 以便你警告在
你之前没有任何警告者降临过的
那个民族, 以便他们接受劝告。
48. 如果不是想到, 当他们由于自
己的行为面临任何灾难时, 他们
会说: “我们的养主啊! 为什么不
曾向我们派遣任何使者, 以便我
47.

d

e

0

f

a11:99. b11:61,100. c7:155; 46:13. d20:12-13; 79:17. e32:4; 36:7. f20:1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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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顺从你的启示而做为信仰的
人?” (那么, 也许我不把你做为使
者派遣到他们那里)。
49. 当我的真理降临他们时, 他们
说: “为什么他没有获得像穆撒
所获得的 (教义 )?” 他们在这之
前 , 未曾拒绝对穆撒的 ( 教义 )?
(那时) 他们曾说过: “这是两位魔
术师, 是串通的。” 他们也曾说
过 : “ 我们拒绝每一个人的 ( 宣
称)。”
50. 你说: “(如果穆撒、哈伦、穆
罕默德的话是虚假的,) 如果你们
是诚实的, 那么, 你们就从安拉那
里带来比这两部经典更能引导人
的经典, 以便我信从它。”
51. 但是假若他们不给你答复 ,
那么, 要知道, 他们仅追随他们自
己的私欲。谁比不受安拉的指导
而只追随自己私欲的人还迷误?
安拉确实不领导不义的民族。

故事

第二八章

a

964

b

段六
52. 我为他们继续下降我的言语,
以便他们接受劝告。
53. ( 在 « 古兰经 » 下降以前 ,) 凡
我曾赐予经典的人, 他们都 (心
里) 信仰它 («古兰经»)。
a6:125. b11:15.

这节经文提到, 在天经中 «古兰经» 和 «摩西五经» 都有很高的地位。«古兰
经» 是最高的, 在所有安拉启示的经典中是最好的, 而 «摩西五经» 占第二位。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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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在他们面前诵读 «古
兰经 » 时 , 他们说 : “ 我们信仰
它。这是来自我们养主的真理。
我们在那天之前 , 已经是归顺
者。”
55. 这些人将获得两次报偿, 因为
他们坚忍、 以善止恶、并 施舍
我所赐给他们的 (东西)。

故事

54.

a

b

当他们听到无用的话时, 马
上避开它, 并说: “我们有我们的
作为, 你们有你们的作为。祝你
们平安。我们不喜欢与愚人有什
么关系。”
57. 你不能领导你所喜爱的人 ;
而安拉领导他所意欲的人; 他是
最了解获得领导者的。
56.

c

d

他们说: “如果我们同你遵循
正道 , 将被逐出自己的乡土。 ”
(你告诉他们说:) “难道我没给他
们安全、和平的地方。 每种果
实都被运送到那里去, 作为我的
恩赐 ?” 但他们大多数人都不知
道。
59. 我曾毁灭了许多城市 , 那些
城市 (的居民) 由于富裕 (的生活)
而骄横自大了。看哪! 这些是他
们居住的地方, 在他们之后, 再没
58.

e

0

f

a13:23; 23:97; 41:35. b23:5. c25:64, 73. d12:104; 16:38. e2:127; 14:38. f7:5; 21:12; 22:46;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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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居住的人了。就是我成为 (那
地方的) 继承者。

故事

第二八章

除非你的养主在一个中心城
市中派遣向他们宣读我的启示的
使者, 他 (安拉) 是不会毁灭那些
城市的。 除非那些城市的居民
变成不义的人, 我也绝不毁灭那
些城市的。
61. 凡你们受赐的东西 , 都只供
今世生命的暂时享用和装饰; 凡
是在安拉那里的 (报酬), 都是更
好的, 永存的。你们为什么不运
用理智?
段七
62. 一个获得了我的好诺言并将
看到那诺言 (实现) 的人, 能与那
个我只供给了他今生的享用而在
复生日将被传唤 (于安拉之前交
待他的行为) 的人一样吗?
63. (要记着:) 那一天他 (安拉) 将
呼唤他们, 说: “你们所妄称的与
我同等的崇拜对象在哪里?”
64. 那些被判刑的人将说: “我们
的养主啊! 这些是我们使他们迷
误的人, 我们使他们迷误了, 正如
我们 (自己) 也迷误了一样。(今
天) 我们杜绝 (他们而) 归向你, 那
60.

a

965

b

c

d

e

f

a

6:132; 11:118; 20:135; 26:209. b3:15; 9:38; 10:71; 16:118; 40:40. c20:132; 26:206-208.
d28:75; 41:48. e7:39, 40; 14:22; 33:68-69; 34:32-33; 40:48-49. f10:29; 16:87.

最近五六十年中, 饥馑、战争、地震和瘟疫等天然灾难异乎寻常地频繁和
普遍发生, 正呼求着一个现代宗教复兴者的出现。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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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原不曾崇拜我们, (只是追随
自己的思想。)”
65. 他们 (偶像崇拜者) 将被吩咐:
“你们呼唤 (你们所妄称的) 与安
拉同等的崇拜对象吧!” 他们将呼
唤他们, 但他们不回答他们。他
们将看到 (固定的) 惩罚, (那时他
们) 但愿获得正道。!
66. (要记着) 那一天, 当他 (安拉)
呼唤他们说: “你们对使者 (的劝
告), 作了什么回答?”
67. 那一天他们将忘记一切证据,
也不能互相询问。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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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但是那些悔罪、信仰而又行
善者, 他们即将成为成功的人。
68.

c

966

你的养主随自己的意愿创造,
(随自己的意愿) 选择。他们自己
是不得选择的。安拉是圣洁的。
他超越于他们所妄称的与他同等
的崇拜对象。
70. 你的养主知道他们胸中所隐
藏的和他们所显现的。
69.

d

他是安拉, 除他以外, 再没有
值得崇拜的对象。在开始和末后
的赞诵都是安拉的。(一切的) 主

71.

a10:29-30; 16:87. b5:110; 7:7. c20:83; 25:72. d2:78; 11:6; 16:24; 36:77.

根据伊斯兰教义, 悔罪之门是永远开着的。有罪的人即使在临终时也可悔
罪。他总是可以挽救的, 除非他顽固地拒绝真理, 自己故意选择使悔罪之门向他
关闭的道路。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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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都在他的掌握中, 你们都得归
回到他那里。
72. 你 (对他们) 说: “你们告诉我,
如果安拉为你们把黑夜延长到复
生日, 那么, 除了安拉以外, 还有
哪个受崇拜的对象能把光明赐给
你们? 你们为什么不听从?”
73. 你 (对他们) 说: “你们告诉我,
如果安拉为你们把白天延长到复
生日, 那么, 除了安拉以外, 还有
哪个受崇拜的对象能为你们带来
黑夜供你们休息? 你们为什么不
观察?”
74. 这是他的仁慈 : 他为你们创
造了黑夜和白天, 以便你们 (在黑
夜) 休息, (在白天) 寻求他的慈
惠, 也以便你们感恩报德。
75. 在那天, 安拉将呼唤他们, 说:
“你们所妄称的与我同等的崇拜
对象在哪里?”
76. 我将从每一个民族取出一个
证人来, 然后 (向他们) 说: “拿出
你们的证据吧!” 那时他们将知道
真理只在安拉那里。他们所常捏
造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段八
77. 库伦原是穆撒的族人 , 但他
立意虐待他们。我赐给他那么多
的宝藏, 它们的钥匙可以压弯一
批强壮者的腰背。 (要记着 :) 当

故事

a

b

c

0

d

a10:68; 17:13; 27:87; 30:24. b16:28; 18:53; 28:63; 41:48. c4:42; 16:85. d29:40; 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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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民族对他说 : “ 不要骄傲自
大。安拉不喜欢骄傲自大的人;

要以安拉所赐予你的东西寻
求后世的居所, 也不要忘却你在
今世的份额; 要善待人类, 像安拉
善待你一样。不要在大地上制造
混乱 , 安拉不喜爱制造混乱的
人;”
79. 库伦说 : “ 因为我具有知识 ,
才受赐了这些东西”。难道他不
知道在他之前, 安拉已毁灭过比
他更强大、更富裕的民族吗? (当
罪人受惩的时候,) 他们的罪过将
不再受审问。
78. “

a

有一天) 库伦盛装出来见他
的族人, 那些想望今世生活 (享
受) 的人说: “但愿我们也受赐库
伦所赐的那样, 他实在是个十分
幸运的人。”
81. 有知识的人说 : “ 愿你们吃苦
头! 安拉赐予信仰而行善者的报
偿是最好的; 这 (报偿) 只有坚忍
的人才能获得。”
82. 我使他和他的住宅陷于地下,
没有任何团体能帮助他抵抗安
80. (

0

b

a39:50. b29: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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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他也不能防备他自己。

故事

昨天还垂涎库伦境遇的人, 而
现在却说: “你们有祸了! 安拉随
他的意愿使他的某些仆人生活宽
裕, 也 (随他的意愿) 令 (他的某
些仆人) 用度拮据。如果安拉不
对我们施行仁慈, 那么, 他一定使
我们也陷入地下。你们有祸了 !
实际上 , 不信的人是不会成功
的。”
段九
84. 这是后世的住所 , 我把它赐
给不愿在地上扩张自己的权力 ,
不制造混乱的人。只有敬畏的人
的结局才是好的。
85. 凡做好事的人 , 将得到比那
好事更好的报偿; 凡做坏事的人,
将遭受与那坏事同等的惩罚。
83.

a

b

c

把 «古兰经» 的 (教义) 定为
你必须履行的 (安拉), 必定把你
带至 ( 为你所注定的 ) 归宿之
处。你说: “我的养主最知谁是
领导正道的, 谁是在明显的迷误
中的。”
87. 你原未仰望你将受降一部
(完善的) 天经, 但这是出自你养
86.

d

0

e

a13:27; 29:63; 34:37. b7:170; 16:31. c4:125; 6:161; 17:8; 41:47; 99:8-9. d17:85. e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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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仁慈, 所以你永远不要做不
信者的帮手。

故事

你蒙受安拉的启示以后, 切莫
让任何人使你离弃 (那些启示 ),
要召唤 (人们) 归向你的养主, 切
勿把任何东西做为与安拉同等的
崇拜对象。
89. 除开安拉 , 切不要呼唤其他
的崇拜对象。除他之外, 再没有
值得崇拜的对象。除了安拉, 一
切东西都是要毁灭的, (一切) 判
断都出自他, 你们都将被带至他
那里。
88.

a

0

a

10:107; 17:40; 26:2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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