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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九二九二九二九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安凯布特安凯布特安凯布特安凯布特 (AL-‘ANKABUT) 蜘蛛蜘蛛蜘蛛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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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大多数穆斯林学者的意见倾向于把本章启示的日期放在麦加的中期或中晚期。本章章名看来源出第 42节经文, 该节经文用美丽的明谕说明多神信念的虚假与无效性, 它说这些信念脆弱易断像蛛网一样经不起理智的批判。前一章结束时有这么一个提示: 穆圣被赶出麦加时, 是一个没有朋友的逃亡者并被悬赏缉拿, 但他将以胜利者和征服者的身份回到他的故乡麦加。本章开始时警告信者说, 长时期的艰苦工作, 耐心忍受艰难与贫困, 是人生成功的必备条件。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本章继续发展下一主题: 信者的信念要经过严竣的考验后才能在今世和后世受到各种恩宠和赐福。他们必须经过血与火的严峻考验才应受赏。只有真心诚意地忏悔, 以谦恭忏悔的心向安拉求助以及真正地、持久地改造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才能得到安拉的宽恕, 才能有资格受取安拉的恩惠和赏赐。本章回复到信者受迫害这一主题, 就接着说, 信者为真理事业效劳时不能容许任何艰难困苦阻挡他们; 并强力地规劝他们如果对安拉效忠和对父母尽孝二者产生冲突时, 他们应以前者为主。然后简短叙述了先知努哈、伊布拉欣、鲁特和其他几位安拉使者的生平来说明迫害从来也不能阻止或阻碍这一真正宗教的进展而且在宗教信仰中用强迫的手段是从来也没有什么好处的, 一个民族不能被迫永远顺从于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观点。本章又说, 多神信念像蛛网般脆弱易断, 也经不起理性和寻根究底的批判。因此, 既然已降示了一本像 «古兰经» 这样的经典, 而且它能满足人类一切道德上的需求又显然能把人类提高到道德的最高峰, 那么, 信者就没有理由和根据来继续保持他们崇拜偶像的种种信念。本章进一步处理了不信者经常提出的一个反对意见: «古兰经» 是穆圣编写的; 与此相反, 它是为了答复不信者对安拉的迹象和奇迹的要求而显示的安拉最伟大的一个奇迹。本章快结束时信者得到安慰与保证, 如果他们在目前所受到的迫害中保持坚定不移的毅力, 他们将有伟大光明的未来。本章结束时有这样一种提示: 信者将得拿起刀剑来保卫伊斯兰教并为反对邪恶势力进行英勇奋斗  ��� �� �� (Jihad)。但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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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真正为安拉而奋斗不是杀人或被杀, 而是努力赢得安拉的喜悦和传播 «古兰经» 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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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二九二九二九二九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安凯布特安凯布特安凯布特安凯布特 (AL-‘ANKABUT) 蜘蛛蜘蛛蜘蛛蜘蛛 本章共 70 节, 麦加下降 

1.  
a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2.  

b
Alif Lam Mim967 (我是全知的安拉)。 

 
3.  

c
(这个时代的) 人以为他们只要说过 “我们信仰了”, 便将不被过问, 也不受考验?  

4.  我确已考验了在他们以前的人, (也将考验他们)。安拉必将显示那些讲实话的, 也将显示那些说谎言的。 
 

5.  作恶的人以为他们将脱离我
(的惩罚 )? 他们所判断的太坏了。  
6.  

d凡是仰望 968会遇安拉的, (都应当知道) 安拉所决定的限期一定会到来。他是全听的 , 全知的。 
 

7.  凡是 (为安拉) 奋斗的人, 实际上他只为自己而奋斗;969 安拉是
 967见注释 16。 968

  �� �� ����	  (Yarju,希望) 源自 
 �� �� (Raja), 意即: 他希望得到这样东西或他害怕这样东西。作 “希望” 的意思讲时, 这个单词用于以下一些时机, 就是那希望得到的事物可能使那个人满意 (�	� �� �� ��, Mufradat)。 969 这节简短而非常贴切地说明了一个  �� ��
� �� (Mujahid, 真正为安拉而奋斗的人)。高尚的理想以及始终如一并且经久不息地努力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这些理想, 在伊斯兰教用词中就称为圣战 ( �
 �� ��, Jihad) 具有这些高尚理想而且能根据这

a1:1. b2:2; 3:2; 13:2; 30:2; 31:2; 32:2. c3:180; 9:16. d11:30; 18:111;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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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求于众世界的。(他没有他们崇拜的需要。)  
8.  

a凡信仰而行善的人, 我一定要消除他们的恶行, 一定要赐予他们往常行为最好的报酬。 

 
9.  

b我命令人孝敬父母; 如果他俩与你辩论, 要你把你所不知道的某一个东西做为与我同等的崇拜对象, 那么, 你不要顺从他俩; 因为你们都要到我这里来。我将告诉你们往常所做的 (善恶)。  
10.  凡信仰而又行善的人, 

c我一定把他们列入善人群中。  
11.  他们有些人说: “我们已信仰了安拉;” 但当他们为了安拉遭受
(人们的) 迫害时, 他们认为人们的迫害好像是安拉的惩罚。d假如你的养主的援助到来了, 他们竟会说: “实际上, 我们也是同你们在一起的。” 难道安拉不是最知道世人心胸的?  
12.  

e安拉必将把信仰者显现出来, 也将把伪信者显现出来。  
13.  不信者对信仰者说: “你们遵循我们的道路吧! 

f我们将担当你
 些理想而生活的人, 就是  �� ��
� �� (Mujahid)。这就是这一单词的真正的意思。 

a2:83; 3:58; 13:30; 22:57; 30:16; 35:8; 42:23; 47:13. b2:84; 4:37; 6:152; 17:24; 31:15; 46:16. c14:24. d4:142. 
e3:142; 47:32. f14:22; 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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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罪过。” 其实他们完全不能担当他们的任何罪过,970 他们确是说谎者。 

 
14.  事实上, 他们必将担负自己的重担, 还要担负他们 (受其欺骗的人们) 的重担。复生日, 他们必将因他们所捏造的谎言而受审。  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15.  我的确派遣了努哈到他的族人那里去, 他在他们中间居住了九百五十年,971 然后洪水突然袭击了他们 , 当时他们是不义的人。  
16.  

a但我解救了他和他船上的同伴。我为了整个人类把这 (个经过) 作为一个迹象。  
 970 除了伪信的人以外, 还有另一类人--------不信者的那些放肆的首领--------他们利用自己在社会上较高的地位, 竭力想把那些生活地位并不高的人们引向歧途, 他们对后者说只是接受他们的领导并且拒绝接受真正新的宗教, 他们将承担后者所招致的一切损失。 971 这节经文中谈及努哈的年龄是九百五十岁。«圣经» 说他的年龄是 952 岁。很难确定那些古代的先知诸如努哈、呼德、撒利和其他先知生活的确切年代和实际年龄。«古兰经» 说, “除安拉以外无人知道他们” (14:10)。九百五十年这段时间看来不是努哈个人肉体生命的岁数。这看来是他的道统延续的年数。这样, 他的道统看来首先传到伊布拉欣时代, 因为伊布拉欣是 “他的宗派的人” (37:84), 然后传到尤素夫的时代, 然后传到甚至穆撒的时代。实际上, 一个先知的岁数是他道统和教义的年数。在说明努哈年龄的限度时用了 ��� �� (Sanah) 和 ���� (‘Am) 两个单词。前一个单词的基本意义具有 “坏” 的意思, 而后一个单词具有 “好” 的意思。这看来努哈道统开始的五十年是精神全面进步和复兴的时代, 此后就在思想道德方面开始衰落而他的族人的道德逐渐低落, 直到九百年时完全衰亡。 

 

a10:74;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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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也派遣了) 伊布拉欣 (做为他族人的使者), 当他对他的族人说: “你们要崇拜安拉, 并要敬畏他。如果你们知道, 这是对你们很好的;  
18.  

a
“你们舍弃安拉, 崇拜别的偶像并捏造谎言。你们舍弃安拉而崇拜别的偶像, 他们不能供给你们生活资料, 所以你们要向安拉祈求供养, 要崇拜他, 要感谢他, 你们将被送回到他那里。” 

 
19.  如果你们诬指我的话是虚伪的, 那么, (这不是新奇的事。) 在你们之前的民族也曾诬指 (他们的使者) 说谎。b使者的责任只是明白地传达使命, (而不强迫人们信从。) 

 
20.  

c难道他们不知道安拉怎样开始创造, 然后再造它?972这对于安拉是容易的。  
21.  你说: “你们要周游大地,973观察安拉 d怎样开始了创造。然后安拉将着手于第二次创造。安拉对于万物都是全能的;  
 972 这节经文意示安拉的创造和再创造法则将这样地起作用: 安拉将通过穆圣在旧的人类和旧的秩序的废墟上创造出一个新的人类和新的秩序。 973这一用语被使用在 «古兰经» 中好几处 (6:12; 12:110; 30:10; 35:45; 40:83) 而且几乎每处之后都有一句指出创造另一个民族来代替一个毁灭了的民族。这节经文并没有谈及死后复生, 只谈了民族兴衰的现象。 

a22:72. b16:36; 24:55; 36:18. c10:35; 21:105; 27:65; 30:12, 28. d10:5; 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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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他惩罚他所意欲的人, 也对他意欲的人施行仁慈。974你们都将被带至他那里;  

23.  
b你们不能在天地间破坏 975

(安拉的计划)。除了安拉以外你们没有任何友人, 也没有任何帮助者。”  段三段三段三段三  

24.  
c那些不信安拉的迹象和与其会遇的人 , 他们对我的仁慈失望。他们将遭受痛苦的惩罚。 

 
25.  他的族人仅有的回答是说 :

“你们 d杀死他, 或烧死他吧!” 但是安拉却从火中拯救了他。对于信仰的人其中确有许多迹象。 

 
26.  他 (伊布拉欣) 说: “你们舍弃了安拉, 把偶像做为崇拜对象。
(你们的) 这 (种行为) 是为了在今世生活里 (增加) (与其他多神教徒的) 互相亲爱。然后在复生日, 
e你们互相拒绝, 互相诅咒。你们的归宿将是火狱, 你们将没有任
 974 正如 «古兰经» 中好几处所说的那样, 安拉不是任意惩罚的, 而是在实在应受惩罚时才给以惩罚。这节经文只是强调这一情况而已。 975 不信的人受到最严重的警告说, 他们是不可能破坏安拉的计划和避免给他们准备着的可怕命运的, 因为安拉的命令宣布说, 伊斯兰教一定发展以及它的事业必然胜利。 

a3:129; 5:41; 17:55. b10:54; 11:34; 42:32. c18:106; 30:17; 32:11. d21:69; 37:98. e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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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帮助者。”  
27.  然后鲁特信仰了他 (伊布拉欣), 他 (伊布拉欣) 说: “

a我确将迁移到我的养主那里。他是优胜的, 明哲的。” 
 

28.  
b我赐给他伊司哈卡和雅尔孤布, 赐予他的子孙圣品和天经, 

c在今世赏给了他报酬, 在后世他也将被列入善人中。  
29.  (我也派遣了) 鲁特 (做为使者到他的民族那里。) 那时他对他的族人说: 

d
“你们的确做在你们以前世界上谁也没做过的丑恶事情;  

30.  
e
“你们 (以色情) 接近男性, 拦路抢劫, 在你们的集会中公开作恶?” 但是他族人的回答不过是说: “如果你是诚实的人, 那么, 你就把安拉的惩罚降给我们吧!”  

31.  鲁特说: “我的养主啊! 
f求你帮助我对付制造混乱的人吧!”  段四段四段四段四  

32.  
g当我的使者给伊布拉欣带来了喜讯时, 他们说: “我们快要毁灭这个城市的居民, 因为它 (这个城市) 的居民确是不义的。” 0  

 
0  

a19:49. b19:50; 21:73; 37:113. c2:131; 16:123. d7:81; 11:79. e7:82; 11:79; 26:166. f26:170. g11: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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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他 (伊布拉欣回答) 说: “鲁特也在这个城市里。” 他们说: “我们很了解谁在这里。a我们必将拯救他和他的家人, 
b但他的妻子是例外, 她是在留下的 (后面一群) 人中的。” 

 
34.  当我的使者们来到鲁特那里时, 

c他由于他们忧愁, 心中苦于
(无力保护他们)。他们说: “你不要害怕, 也不要忧愁, 

d我们必将拯救你和你家人。你的妻子是例外, 她是在留下的 (后面一群) 人中的,  
35.  

e因为这个城市中的居民经常背逆, 所以我将要向他们下降天灾。”  
36.  

f我经由它 (这个经历) 为有理智的人留下了明显的迹象。  
37.  

g我向麦德彦人 (派遣了) 他们的弟兄, 舒艾布。他说: “我的族人啊! 你们要崇拜安拉, 牢记末日, 不要做制造混乱的人, 不要在大地上多行不义。”  
38.  他们诬指他说谎, 

h於是他们遭遇强烈的地震, 他们就在自己家中僵卧地上。0  
39.  

i阿德人和赛姆德人 (也遭受了强烈的地震), 你们从他们的居
 
0  

a15:60; 51:36. b7:84; 15:61; 26:172; 27:58. c11:78. d7:84; 27:58. e27:59. f15:76; 51:38. g7:86; 11:85. 
h7:92; 11:95; 26:190. i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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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可明了他们的情况。他们原是有洞察力的, 但恶魔为他们美化了他们的行为, 堵塞了他们 (知行安拉)的道路。  
40.  (我惩罚了) 库伦、法老和哈曼。a穆撒带着明显的迹象来到他们那里, 但他们在地面上仍然骄傲自大, 然而他们未能逃避我
(的惩罚)。  
41.  我依照他们的罪过, 对他们一一加以惩罚。对其中有些人, 我向他们下降沙石的风暴, 

b有些人遭受其严厉的惩罚, 有些人我使他们陷入地中, 有些人我把他们淹没了。c安拉并没有亏待他们, 但他们往常亏待他们自己。 

 
42.  那些舍弃了安拉, 把其他东西当做友人的情况和蜘蛛的情况是相似的。它 (蜘蛛) 为自己造了一所房子。但最脆弱的房子是蜘蛛的房子。但愿他们知道!  
43.  安拉确知他们除安拉之外, 所呼唤的每一个 (东西); 他是优胜的, 明哲的。0  
 
0  

 

a28:37. b28:82. c16:34;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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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a这些比喻都是我对整个人类而说的, 但只是有知识的人才了解它。  

45.  
b安拉以真理 976 创造了天地。其中对于信仰的人确有一个迹象。  卷二一卷二一卷二一卷二一 段五段五段五段五  

46.  
c你要宣读 977 你所受降的经典, 并固守拜功。拜功确阻止下流的言行和显著的罪恶。记念安拉实在是最大的 (美德)。安拉知道你们所作的。978  

47.  你们要 d以最好的论证与有经人辩论 (真理), 但与不公平的人例外, (根本不要与他们做任何辩论。) 告诉他们: “我们信仰了我们所受降示的 (经典) 和你们所受降示的 (经典); 我们所崇拜的对象和你们所崇拜的对象同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主宰,979 我们惟独顺从他。”  
 976

  � ��� ����	 (Bilhaqqi) 这一用语意示, 创造天地清楚地证明了安拉明智的计划和目的以及在天体和地球物体之间运行着一种深奥而完美无缺的安排。 977
  
���
 (Utlu) 的意思是: 宣告; 宣传; 宣读; 背诵; 复述, 信奉 (Lane)。 978这节经文讲了三件事: 宣传和宣读 «古兰经», 固守拜功和记念安拉。做这三件事的目的是人类从罪恶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以及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道德和精神。对安拉活的、有生气的信仰, 是一切降示的宗教的基本原则, 因为这种信念能有力地阻止人类邪恶的倾向和行动。这就是 «古兰经» 反复讲述安拉的存在并谈及他伟大的力量、光荣和仁爱以及极大地强调以伊斯兰拜功的形式来记念安拉的理由。这种拜功, 如果能按照它必需的条件来完成的话, 必然会提高并达到思想和行动的纯洁性。 979这节经文制定了把我们的教义宣传给别人听时指导我们一个非常稳妥的 

a13:18; 14:26. b6:74; 16:4; 39:6. c18:28. d16:126; 23:97; 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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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我就这样对你下降了经典; 
a凡是蒙我赐了这部经典的人, 他们都信仰它, 那些 (具有 «摩西五经»真正知识的) 人也都信仰它。只有不信的人才顽固地否认我的启示。  

49.  
b你在这 («古兰经») 下降之前, 未曾读任何书籍, 也未曾用右手写, 如果你会读书写字, 那么, 关于«古兰经»诬指是谎言的人会有怀疑 (的一个理由)。 

 
50.  但这 («古兰经») 是有知识者980胸中明显的迹象。除了不义的人之外, 没有人拒绝我的迹象。 

 
51.  他们说: 

c
“为什么他的养主不降赐任何迹象?” 你说: “迹象是在安拉那里。(当他见到有好处时, 他就下降。) 我只是传达 d明显的警告的。”  

52.  我降赐了你向他们诵读的这部完善的经典, 这对他们难道还不够? 其中对信仰的民族确是大的仁慈和劝告。981  
 原则。开始时, 我们应该把宣传的重点放在我们和对方共有的那些信念的宗教原理上。举例说, 我们被告知说, 当我们向 “有经的人” 宣讲时, 应该从安拉的独一性和安拉的启示这两个基本教义开始。 980前一节经文述及能证实 «古兰经» 是安拉降示的话的外部明证, 而这节经文提供了一个内在的明证, 即那些受赐而具有 «古兰经» 知识的人们的心灵中会涌出安拉光明的泉水。 981对不信的人要求降示惩罚的迹象 (见上节经文), 这节经文以充满怜悯的口 

a11:18. b42:53. c6:38; 13:28. d22:50; 26:116; 51:51; 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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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六段六段六段六  

53.  你说: 
a
“在你们和我之间, 安拉做为见证者足够了。” 他知道天地之间的一切。关于那些信仰虚假而不信安拉的人, 他们就是损失者。”  

54.  
b他们要你迅速地带来惩罚;如果不是刑期有定, 那么, 刑罚必已降临了他们。它必将在他们不知不觉中, 突然降临他们。982  

55.  他们要求你赶紧带来惩罚。983
c火狱确是毁灭不信者的;  
56.  

d那天惩罚将从他们的上面和他们的脚下 984包围他们。他 (安拉) 将说: “尝受你们行为的结果吧!”  
57.  我的信仰的仆人啊! 我的大地是宽广的 , 所以你们只要拜我。  
 气答复了他们。它问他们说, 安拉已经给了他们以 «古兰经» 为形式的仁慈的迹象。如果他们按照 «古兰经» 去做, 他们能达到高超的地位而成为世界上一个光荣和可敬的民族。为什么他们还要降示一个惩罚的迹象呢?

 982 这节经文对不信的人要求降示惩罚的迹象这一点作了直接的答覆说, 这些招致不幸的人们不去从已经以 «古兰经» 形式给予他们仁慈迹象中去得益, 却坚持要降示惩罚的迹象。那么, 他们将会看到这种迹象。惩罚将从他们万万想不到的地方突然降临他们。但他们必须等待一个约定的刑期。 983 上节经文指的那种惩罚是给不信的人在今世所约定的惩罚。这节经文中谈及的惩罚是给他们约定的后世的惩罚。 984安拉的惩罚降临时, 像洪水那样迅猛地从各个方向摧毁不信的人。 

a4:167; 6:20; 13:44; 48:29. b22:48; 26:205; 27:72-73; 37:177-178. c9:49; 13:36; 17:9. d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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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a每一个人都要尝到死亡; 而后你们都将被带回到我这里来。  

59.  那些信仰而行善的人, 我必使他们 b居住在天园 985的高楼上, 

(在那天园中) 诸河川流不息, 他们将永居其中。有行为的回赐太好了!  
60.  

c他们坚定 (自己的信行), 信赖自己的养主。 
 

61.  (在这个世界里) 有许多动物, 

(它们像人一样在旅行中) 并不携带着食粮 , 
d安拉供应它们和你们。安拉确是全听的, 全知的。  

62.  假如你问他们: “谁创造了诸天和大地, 谁 e使日月为人类服务?” 他们一定说: “安拉”。(当他们既已知道这个真理,) 那么, 他们还被迷误到哪里去?  
63.  

f安拉在他的仆人中, 愿意谁生计宽裕, 就使谁生计宽裕, (愿意谁生计贫困), 就使谁生计贫困。安拉确是全知一切事物的。 
 

64.  假如你问他们: “谁从云端下降 (雨) 水 并藉它使大地死而复活呢?” 那么, 他们将说: “安拉。” 

 985 信仰的人在这节经文中用清楚而毫不含糊的话得到许诺说, 那些为主道而离开家庭, 然后坚持他们的信念而行善事的人们, 他们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他们为安拉而丧失的东西。 

a3:186; 21:36. b25:76; 34:38. c16:43. d11:7. e7:55; 13:3; 31:30; 35:14; 39:6. f13:27; 30:38; 34:37; 39:53; 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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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 “一切赞颂都是安拉的。” 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不运用理智。  段七段七段七段七  

65.  
a今生的生命只是游戏和消遣, 其实, 只有后世才可称为真正的生命。如果他们能知道, 多么好啊!986  

66.  
b当他们乘坐在船上时, 他们以笃信安拉的精神, 祈求他 (保护他们的安全), 但当他解救他们到陆地时, 他们马上又设立与安拉同等的崇拜对象,  

67.  
c以致他们不感激我所赐给他们的东西, (把我的恩惠归于我以外的偶像, 於是安拉离弃了他们,)他们自己享受 (今世的生计到一个时期), (有一天这种恩赐将会终结,) 他们很快就知道 (他们行为的结果)。 

 

68.  他们不知道, 我把圣地 (麦加)做成了平安的地方, 而其四周的人都遭受抢夺?987 d难道他们信仰虚假, 否认安拉的恩惠?  
 986 如果不去为崇高事业而忍受艰难贫困的生活, 不去为安拉的正道而作出牺牲, 那么, 生活 “只是游戏和消遣”, 一种无用而没有目的的生存。有目的的生命是在追求崇高的目标以及得到安拉创造人类的那一永恒的生命中度过的。 987 这节经文有效地证明天房是安拉自己的圣寺。自从穆圣降临以来, 它就被神圣地宣告为人类永久的朝向, 而且即使在 “愚昧的时代”, 那时阿拉伯人还不知道人生的可贵, 称为 (� �� �� Haram) 的这块土地--------天房的周围地区--------总是一块安全的避难所。外界不安全时, 这地方却是完全平安的。 

a6:33; 47:37; 57:21. b10:23; 31:33. c16:56; 30:35. d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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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a谁能比奉安拉之名捏造虚伪, 或者否认已达到了他的真理还不义呢? 

b难道火狱里没有辜负主恩者的住所?  
70.  凡是为了与我会遇而奋斗 988的人, 我一定领导他们 (知行) 我的道路。安拉是与行善的人同在的。 

 
 
 
 

 988按照伊斯兰教颁布的命令,  �
 �� �� (Jihad) 不作 “杀死” 和 “被杀” 解, 而是为赢得安拉的喜悦而奋斗。  �� �	
��  (Fina) 这一单词的意思是 “与我们会遇”。 

 
 
 

 

 

 

 

 

 

 

 

 

 

 

 

 

 

 

 

 

a6:22; 10:18; 39:33. b18:103; 33:9; 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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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〇〇〇〇章章章章 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鲁姆鲁姆鲁姆鲁姆 (AR-RUM) 罗马人罗马人罗马人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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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在麦加启示, 但是很难确定它启示的确切日期。可是最可靠的权威人士把它启示的日期定在宣称使者后的第六年或第七年。本章特别指出, 那年波斯军队征服的浪潮达到了顶点。他们正在叩敲君士坦丁堡的大门, 而罗马人的地位降低和受耻辱也到了极点。上一章终结前说, 假如今世的生活不是在高贵的事业中度过的话, 那么 “这种今世的生活, 只是游戏和消遣”, 而一个人在精神生活的长途旅行中竭尽全力赢得安拉的喜悦, 那种生活才是真实和永久的。本章开始时就预言, 信者将被迫经受而且能成功地应付各种艰难磨折的严峻的考验, 而安拉无限博爱和永远仁慈的大门将为他们开着以作为他们牺牲与受苦的报酬。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本章最突出的主题是不信者和黑暗势力的军队狼狈败退以及伊斯兰教的兴起和胜利。它着重、肯定以及排除一切怀疑地说, 旧秩序即将死亡而一个新的、较好的秩序将在旧秩序的废墟上形成。本章以宣告一个预言开始: 罗马人将打败波斯人而获得最后胜利。该预言当时是在波斯军队的攻势所向披靡、横扫一切的时候讲的。当时罗马人地位低落和遭受耻辱到了极点。要预言在三年至九年的时期内波斯人将完全地, 由胜转败, 而战败者将成为胜利者, 这在当时是超出人的认知能力或慧眼的范围以外的事情。这一预言在最离奇和出乎意料的情况下确实地实现了。这一预言的实现显示另一个更伟大的预言, 即不信者的军队那时太强大以致贫穷而弱小的穆斯林军队抵挡不住他们, 但他们也将被彻底打垮, 伊斯兰教将胜利前进, 不断壮大。本章然后述及安拉伟大的力量, 它表现在天地的创造、日夜的交替、宇宙中存在的完美计划和秩序以及从微不足道的开始中诞生的人类。所有这些都引出这样一个不可阻挡而必然产生的结论, 具有如此巨大而无限力量的安拉一定也有力量使伊斯兰教从一颗小的种子长成粗壮的大树, 有朝一日全人类可以在这颗大树的阴荫下休息。伊斯兰教一定胜利, 因为它是 � �� �� ����	 ��� �� (Dinul-Fitrah), 就是说, 它符合人的天性而且呼吁人的良心、理智与常识。它将在阿拉伯发



 

804 

生的伟大而奇妙的革命中获得胜利。一个道德上几乎死亡的民族将从长期的沉睡中被唤醒, 大量吸收穆圣使其流动的精神的泉水, 将成为照耀精神的火炬手, 把伊斯兰教义带往世界各个角落。本章结束时有这样一种提示, 反对伊斯兰教并不能阻止或阻滞它的发展。从长远眼光看, 真理必然会胜利和成功而虚妄的事物肯定要失败和受辱。这种现象在安拉派遣的每一位先知的时代都发生过, 也将发生于穆圣的时代。这位先知然后被嘱咐要以忍耐与毅力来担负他所受到的迫害和嘲弄, 因为他即将得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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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〇〇〇〇章章章章 阿尔阿尔阿尔阿尔••••鲁姆鲁姆鲁姆鲁姆 (AR-RUM) 罗马人罗马人罗马人罗马人 本章共 61 节, 麦加下降 

1.  
a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2.  

b
Alif Lam Mim,989 (我是全知的安拉)。 

 
3-6.  罗马人在近的地方败北了 , 他们在战败后, 数年之内还将获得胜利。在这 (项事件) 之前, 

c安拉是最高主权者, 其后, 他也是最高主权者。那一天, 信仰的人藉着安拉的帮助将大为欢乐。他帮助他所意欲的人。他是优胜者, 永久仁慈者。 

 
 
 

 
7.  (要好好记着) 安拉的许约。900
d安拉是不会爽约的, 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8.  他们仅知道这个世界生活的表面部分, 而完全忽视后世的生命。  
9.  

e他们在自己的心里从未思考过安拉凭着真理 991定期创造了
 989见注释 16。 900在 8:43 节经文中述及这一许约。 991 如果不信的人思考过赐予人类的巨大力量和才能, 而且也思考过人类今世

a1:1. b29:2. c3:155; 13:32. d3:195; 39:21. e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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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万物? 
a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不信仰与他们的养主会相遇 (的真理)。 

 
10.  

b他们不曾周游大地, 观察他们前人的结局如何? 前人比他们更有力量, 更好地耕种了大地, 比他们更多、(更好) 地使大地繁荣。他们的使者带着明显的迹象来临。c安拉并没亏负他们, 但他们却亏负了他们自己。 

 
11.  作恶者的结果是恶的, 因为他们拒绝了安拉的迹象, 而且常常讥笑它们。  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12.  
d安拉开始创造; 继而再造它;最后你们将都被带回到他那里去。  

13.  复生日将要到来的那天, 
e犯罪的人都将失望。  

 生命的如此暂短的话, 那么, 他们就会认识到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并非是他们被创造出来的全部生命, 而是在死后有一种更安全、更好的生命。在那一生命中人类的精神进步是无穷的; 而且也会认识到今世的生命只是为后世生命做准备。 

 

a10:46; 29:24; 32:11. b12:110; 22:47; 35:45; 47:11. c4:41; 10:45. d29:20. e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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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他们从他们所设立的与安拉同等的崇拜对象中, 得不到任何说情者; 
a他们将否认他们设立的与安拉同等的崇拜对象。 

 
15.  复生日到来的那天, 他们将彼此分离。 

 
16.  关于 b信仰而行善的人, 他们将在高贵的天园中享受快乐。992  
17.  关于 c不信的人, 它们否认我的迹象和后世的生命, 他们将被拘拿于刑罚之中。  
18.  

d你们要在晚上和早晨赞颂安拉的圣洁--------  
19.  天地间一切赞颂都是他的。你们要在午后和黄昏都赞颂 (他的圣洁)。  
20.  

e他从死的生出活的, 又从活的生出死的; 他赐无生气的大地生气。同样的, 你们也将复活过来。  段三段三段三段三  

21.  他的迹象之一是: 他以泥土创造了你们; 然后, 你们瞧! 你们成了散布于整个大地的人群。  
22.  他的迹象之一是: 

f他从你们的同类中创造你们的配偶, 以便
 992 由于伊斯兰教的教导, 阿拉伯人如何从衰落的最低层升到精神和物质的光荣最高峰, 并在历史上大书特书他们的显赫地位。 

a10:29. b4:176; 13:30; 14:24; 22:57; 42:23; 68:35. c2:40; 7:37; 57:20; 64:11; 78:22-29. d17:79; 20:131; 50:40. 
e10:32. f4:2; 7:190; 16:73;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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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藉她们得到安慰, 并使你们互相喜爱, 彼此温和。其中对于深思熟虑的人, 确有许多迹象。 

 
23.  

a他的迹象之一是: 天地的创造与你们言语和肤色的不同。其中对于有知识的人, 确有许多迹象。  
24.  

b他的迹象之一是: 你们在昼夜的睡眠, 以及你们寻求他的慈惠。其中对听从 (劝告) 的人, 确有许多迹象。  
25.  他的迹象之一是: 

c他为使你们产生恐惧和希望, 显示你们电光, 
d并从天上降下 (雨) 水, 由它使无生气的大地再有生气。其中对于运用理智的人, 确有许多迹象。  

26.  
e他的迹象之一是: 天地由他的命令而固立。当他呼唤你们从地下出来时, 你们将马上出来。 

 
27.  

f凡生存于天地之间者, 都是他的, 每一个都忠顺于他。0  
 
0  

 

a42:30. b10:68; 27:87; 28:74. c13:13. d40:14; 42:29. e35:42. f16:53; 20:7; 21:20; 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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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a他开始创造, 继而再造它。这对于他是容易的。在天地中他的特性最为崇高。他是优胜的, 明哲的。 

 段四段四段四段四  

29.  他为你们拿你们自己打个比喻: 你们愿意和你们手下的人共享我所赐给你们的供养, 而你们
(主仆) 之间在其 (财物) 中完全平等, 而且你们惧怕他们 (奴仆) 像你们互相惧怕一样? 我就这样为有理智的民族详细地叙述我的启示。  
30.  事实是这样的: 不义的人无知地追求自己的私欲。b 凡是安拉判为迷误的 , 谁还能领导他们?他们将没有任何帮助者。  
31.  

c你要专心致志地贡献自己
(以服务) 宗教。(遵守) 安拉 (设计) 的本性, 安拉就是本着这个本性创造了人类的。在安拉的创造中没有任何变更。d这就是永恒的宗教。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32.  你们要归向安拉, (采纳本性的宗教), 寻求他的保护, 固守拜功, 不要成为设立与安拉同等崇拜对象的人--------0  
 
0  

 

a10:35; 27:65; 29:20. b7:187; 13:34; 39:37; 40:34. c10:106; 30:44. d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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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他们分裂自己的宗教, 成为不同的教派;993 每一宗派热衷于他们自己所守持的 (教义)。  

34.  
b当人们遭到任何困难时, 他们 (忏悔着) 倾向他们的养主, 呼求他 (的帮助); 当他使他们尝受到他的恩惠时, 他们一部分人马上设立与他们养主同等的崇拜对象,  

35.  
c结果是: 他们拒绝我所赐给他们的 (一切恩惠)。(于是他们被吩咐:) 你们要暂时的享受, 就享受吧! 你们即将知道 (自己的结局)。 

 
36.  难道我曾下降他们任何证据994来证实他们所设立的与安拉同等的崇拜对象?  
37.  

d当我惠赐人们仁慈时, 他们便在其中欢喜起来; 如果他们由于自己往日的行为而遭受任何痛苦, 他们就马上绝望。  
38.  他们没看见 e安拉使其所意欲的人生计富裕; 也使 (其所意欲的人) 生计贫穷。其中对于信仰的民族确有许多迹象。  
 993 从真实的宗教中偏离出的不同教派把过去的人们变成互相敌对的部分并在他们之间造成不和。 994 前几节经文中谈了安拉的独一性是各种宗教的基本教理。这节经文和下三节经文都述及 � �� �� (Shirk), 即杜撰与安拉同等的崇拜对象。多神论者没有任何论据可证实他们种种错误的信念。人类的本性、理智和常识都反对偶像崇拜。 
 

a6:160. b10:13; 39:9, 50. c16:56; 29:67. d10:22; 41:51-52; 42:49. e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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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阅读 «古兰经» 的人啊! 当安拉使你们的生计富裕时,) 
a你们应交给近亲、贫穷的人和旅客应得之分。这对于要获得安拉喜悦的人是最好的, 他们将来就是成功的人。 

 
40.  

b凡你们放债为了增加人们的财富, 在安拉看来, 那钱款将不增加; 凡你们为获得安拉的喜悦以钱款为天课使用的, (要记住), 这些人将是增加 995(他们的财富)的。  
41.  安拉就是创造了你们, 供给了你们生计; 

c将使你们死, 又叫你们复活的。你们 (所杜撰) 的与安拉同等的崇拜对象中有谁能做这些工作的任何一件呢? 他是圣洁的, 远超越于他们 (所杜撰) 的与安拉同等的崇拜对象。  段五段五段五段五  

42.  (在这个时代里) 因为人们自己犯罪, 海洋和陆地都显现了腐化现象,996最后安拉将令人们 (在
 995 这节经文对比了天课 (  � � ���� , Zakat) 和利息的差异。伊斯兰教把天课使用于改善穷苦的人的悲惨命运, 同时保持他们的体面和自尊心, 而利息制不仅不能改善穷苦者的经济情况, 而且实际上会使富者越富而穷者越穷。社会不同阶层的贫富极大不均的结果是极大部分人因难以忍受贫穷的煎熬而卑躬屈膝, 而极少数人却腰缠万贯。这必然是利息制度造成的结果。这节经文特别禁止贷款给银行或公司等时收取利息。 996 前几节经文的主题, 在人类心中逐渐灌输和形成对优胜和全能的安拉--------他创造、管理和引导所有的生命--------的信仰。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 当黑暗笼罩大地, 人类完全使安拉湮没无闻而崇拜他们自己杜撰出来的诸神灵时, 安拉选拔一位先知 “把迷途的羊群带回主宰的羊栏中”。 

a16:91; 17:27. b2:276-77. c2:29; 22:67; 40:69; 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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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里) 就尝受其行为的部分惩罚, 以便他们悔罪。 
 

43.  你说: 
a
“要在大地上旅行, 观察你们以前人们的结局是怎样的。他们大多数人都 (杜撰) 与安拉同等的崇拜对象。”  

44.  
b在不可避免的那天从安拉那里来临之前, 你要完全献身于正确的宗教。那天他们 (信仰者和不信仰者) 将彼此分离。  

45.  凡是不信者, 将获得不信的恶果; 凡是行善者, 他只是为自己准备好处,  
46.  

c以便安拉以自己的恩典报酬信仰和行善的人。安拉确实不喜爱不信的人。  
 第七世纪初期是一个崩溃的时代--------民族的以及社会的--------宗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不复存在而且衰退成为仪式和典礼之用, 世界各大宗教对它们的信奉者的生活已没有什么有益的影响。由佐罗阿斯脱、穆撒和伊撒点燃的神圣的火焰已在人类的血泊中熄灭……在第五和第六世纪, 文明世界濒于混乱。看来 花了四千年才建立起来的伟大文明接近于崩溃……文明像一棵巨大的树, 它的叶子遮盖着世界而它的树枝结出科学、艺术和文学的金黄色果实。此时这棵树在摇摇欲坠, 树干中已不复有虔诚和崇敬的树液流动, 而已中心腐烂 (“Emotion as the 

Basis of Civilization & Spirit of Islam”)。 这就是神圣的先知穆罕默德, 人类最伟大的导师, 降临这世界以及以 «古兰经» 形式降下的最完美和安拉的最后一本经典时的人类的情况, 因为一本完美的经典只能在一切或大多数邪恶的事物, 尤其是那些称为根本祸患的事物出现和成为既成事物时才会下降。 

    “海洋和陆地” 这些字指示: (a) 那些纯粹以理智和人们集体经验作为文化和文明基础的国家和那些以安拉的启示作为文化与文明基础的国家; (b) 生活在大陆和岛屿上的那些民族。这节经文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政治、社会和道德上都已穿心溃烂。 

a16:37; 27:70; 40:83. b10:106; 30:31. c10:5;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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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他的许多迹象之一是: 他送风作为传达喜讯者。这样做是为了把他的仁慈赐给你们, 使 a船依照他的命令行驶, 你们得以寻求他的恩典而感恩戴德。 

 
48.  我在你之前, 曾派遣使者们到他们的民族那里。那些使者对他们显示了明显的迹象。然后我给犯罪的人 (适当的) 惩罚。b至于帮助信仰的人 , 那原是我的责任。  
49.  

c是安拉遣送风, 以便它们 (把水蒸气) 在云的形状中升起。然后他按照自己的意愿使它散布于天空, 继而使它分成碎块, 于是你见到雨点从 (云) 中降下。当他把雨水落于他所愿赐的仆人时, 他们便马上欢喜起来。  
50.  虽然在这 (雨) 下降之前, 他们原是完全绝望的。  
51.  看安拉仁慈的特征吧! 

d他怎样使毫无生气的大地又生气勃勃, 他确是使死者复活的。他对于每一件事确实都是全能的。0  
52.  如果我降风 , 而 e他们看到
(自己) 的庄稼发黄, 在那以后, 他
 
0  

a17:67; 31:32; 45:13. b10:104; 40:52; 58:22. c24:44. d16:66; 22:6; 39:22; 45:6. e56:66; 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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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不但不接受劝告) 反将成为忘恩负义的人。 
 

53.  (让他们这样做去吧!) 因为你不能使死者听到, 当聋子转身过去, 
a你也不能使他们听到呼唤;  

54.  
b你也不能领导瞎子离开他们的迷误。你只能使信仰我的启示而顺从者 997听到 (你的劝告)。 

 段六段六段六段六  

55.  
c就是安拉创造了你们, 你们是柔弱的。998继而他使你们的柔弱转为强壮, 然后又使你们由强壮变为柔弱、衰老。他创造他所意欲的, 他是全知的, 全能的。  

56.  当 (固定的) 时候 999将要降临的那天, 罪人发誓说, 
d他们只逗留了短暂的时刻, 他们就这样被转离 (正道)。  

57.  具有知识和信仰的人将说 :

“依照安拉的经典, 你们确已逗留到复生日。而且这就是复生
 997 人类的命运由自己来创造或破坏。没有一个先知或安拉的降示能把他们引到安拉那里, 除非他们有听从真理的愿望。人类必须先有自己的主动性, 然后安拉才会给他们善报。 998

 ��� �	 (Du‘f, 柔弱) 这个单词在这节经文中提到了三次。它讲的是人类三种柔弱状态--------胚胎时期、孩童时期和老年时期。 999伊斯兰教胜利时刻。 

a10:43; 21:46; 27:81. b10:44; 27:82. c40:68. d10:46; 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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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999A但是你们不知道。” 

 
58.  

a在那一天, 不义者的托辞将对他们无用;他们将不会得到安拉的恩宠。1000  
59.  

b我在这 «古兰经» 中确已详述了种种例证。1001 如果你显示他们任何迹象, 不信者肯定将说:

“你们只是讲假话的。”  
60.  

c安拉就这样封闭没有知识者的心。1002  
61.  要坚定不移  (于自己的信仰)。安拉的诺言一定要实现; 不要让没有坚信的人以欺骗的方式改变你 (的立场)。 

 
 

 999A
 
������ ����� (Yaumul b‘ath, “复生日”)这一用词, 在这里指的不是死后复生, 而是民族要上升到复兴精神生活时安拉所派遣的一个新的复兴者的降临。 1000 这节经文中的阿拉伯用语的意思是: (a) 不容许他们走近安拉的门槛; (b) 不允许他们改正他们可能已犯的罪恶行为; (c)不 会接受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托辞; 以及 (d) 他们不会得到安拉的恩宠 (Lane)。所有这些意思都包含在 ����	�
 (‘Ataba) 这一根词中。 1001
 ��� �� (Mathal) 的意思是, 一种描写; 争论; 讲话; 功课; 谚语; 记号 (符号); 寓言或比喻 (Lane)。 1002 只有拒绝通过安拉派遣的复兴者所传来的安拉知识的那些人的心是 “封闭的”。“封闭” 不信的人的心是他们自己拒绝接受安拉知识的必然结果。 

 
 

 

 

 

a16:85; 41:25; 45:36. b17:90; 39:28. c9:93; 16:109; 4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