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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六六六六七七七七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穆勒克穆勒克穆勒克穆勒克 (AL-MULK) 国权国权国权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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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章开始一直到 «古兰经» 结束的一系列经章都是在伊历纪元以前启示的。其中只有一章, «援助» 章, 虽然属于麦地那时期, 实际上是穆圣最后一次朝觐时在麦加启示的。全部 «古兰经» 是安拉自己降示的话, 在主题、文体和措词方面是无与伦比和无可比拟的, 但是在穆圣宣称使者的早年时期在麦加启示的所有经章具有它们特有的雄伟壮丽的风格。那一时期启示的各章经文, 其韵律之优美和音调之动人, 非人力所能充分描写。由于这些经章一般都述及信念与教义等内容, 例如: 关于伊斯兰教伟大和光荣的未来的种种预言、安拉的存在及其常德、启示、复生与死后生命, 必须用我们身体感觉能够领悟的很多象征的事物来描写那些隐秘和精神的东西。本章属于麦加中期, 按照有资格的权威人士的看法, 它大约是在宣称使者的第八年启示的。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如上所述, 在麦加启示的经章一般都述及有关信念的事情。本章自然以宣扬安拉的养主身份、统治权力和万能力量开始, 而且为了证明这些常德引用了安拉是生和死以及整个宇宙的创造主, 从最小的原子到最大的行星的宇宙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奇妙和无缺陷的构思和安排这种事实。宇宙的创造以及遍及宇宙的美妙秩序都有力地证明安拉是存在的而且他创造人类来达到一个崇高的目标并为这一崇高目标服务。可是人类由于堕落和忘恩总是不愿接受安拉的教义, 结果招致安拉的不悦。本章列举了许多安拉的赐福和恩惠, 没有这些, 人类一刻也不能生存, 并且用暗示的方法号召他们正确使用这些恩赐来实现创造他们的目标。本章以优美的布道结束, 由此使人们清楚地看到那个最高真理: 正像自然界的生命没有水就不能生存那样, 精神生命也需要安拉启示的天上的水才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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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七七七七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穆勒克穆勒克穆勒克穆勒克 (AL-MULK) 国权国权国权国权 全章共 31节, 麦加下降 

1.  
a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卷二九卷二九卷二九卷二九 

2.  
b
(使人) 极其有福者是拥有主权的 (安拉)。他是对于万事万物都是全能的。  

3.  他创造了死生, 
c以便他考验你们谁具有最好的行为; 他是最优胜的, 最宽恕的。 

 
4.  

d他创造了七个完全协调一致的天体,1447你不能看见无限博爱者的创造中有不调和之处, 你再看, 你看到任何瑕疵吗?  
5.  然后, 你再三再四地看, 你的眼睛将紊乱地 , 疲乏地转回 ,1448
 1447

 ���� �� (Tibaq) 是 ��� �� (Tabaq) 及其复数 ���� ���	 (Atbaq) 的同义词。他们说 ��� �� 

(Tabaq) 或 ���� �� (Tibaq) 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即这种东西是某种东西的配对物, 即在分量、尺寸或性质等方面相类似的东西。Tibāq 还有 “阶段” 的意思 (Lane)。 1448安拉的创造真是神奇。太阳系广漠无边, 变化多端 而又井然有序--------我们的地球仅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分子--------但太阳系还只是数以万万计的星系里面的一个, 其中有些要比太阳系大得无法计算, 然而各种难以胜数的星辰、太阳彼此的排列和分布处处都呈现出美与和谐。宇宙间无处不在的秩序一般肉眼都能看到, 这种秩序超越了训练有素的视力, 即使这种视力得到了科学和艺术所能发明的种种仪器和装备的帮助。 

a1:1. b25:2-3. c5:49; 11:8; 18:8. d65:13; 67:4; 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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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看不见不相称的东西。)  
6.  

a我以星辰装饰了最接近的天, 并 b把它们作为驱赶恶魔的抛射体, 我已为他们安排了烈火的刑罚。  
7.  不信他们养主的人将遭受火狱的惩罚, 那是很坏的归宿!  
8.  当他们被抛进火狱时, 

c他们将听到沸腾的火狱发出 (像骡叫的)吼声。  
9.  火狱几乎由于愤怒而爆炸。d每当一群被抛进其中时, 它 (火狱)的管理者们便向他们说: “难道警告者没有来到你们中?”  
10.  他们将说: “是的, 警告者确曾来到我们当中, 但我们却诬蔑他们是说谎者, 我们说: ‘安拉没有下降任何东西; 你们只是在明显的迷误中。’”  
11.  而且他们 (也) 说: “如果我们倾听或运用理智,1449 那么, 我们绝不会成为火狱中的人。”  
12.  (这样) 他们承认了他们的罪过 , (天使啊!) 使火狱的人远离
(安拉的仁慈)!  
 1449我们听从了经典或良心的意旨就好啦。 

a15:17; 37:7; 41:13; 50:7. b15:18; 37:11. c11:107; 21:101; 25:13. d39:72; 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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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的确, 在私居时, 惧怕他们养主的人, 他们将获得宽恕和大的回赐。  

14.  
b不论你们隐藏你们的言语 , 还是公开它, 安拉深知 (你们) 心胸中的 (一切)。  

15.  那创造了你们的 , 难道不知
(你们隐藏的言语)? 他 对一切细微的东西是全知的, 尽悉的。  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16.  他就是为你们使这 c大地平稳的; 因而你们得以行走 1450 在它的广阔的道路上, 要食用他的供应品! 他那里将是你们的归宿。  
17.  

d你们不担心在天上的主宰1451 使大地吞没你们? 看哪! 它
(大地) 开始震动。  
18.  你们不担心天上的主宰将向你们下降严重的沙暴? 届时, 你们将会知道我的警告是怎样的
(可怕) 啊!  
19.  他们以前的人们确已否认了
(我的使者), 而我的惩戒是怎样的 (悲惨) 啊!  
 1450

 «古兰经» 一再劝告, 在世要旅行, 因为离家去异乡做客大大有助于增进人的知识和经验。 1451 因为 «古兰经» 上通常把惩罚说成自天而降, 所以这儿和下一节经文中安拉被说成在天上。其实, 安拉在这里, 也在那里, 他是无处不在的。 

 

a21:50; 55:47; 79:41-43. b2:78; 6:4; 11:6; 20:8. c2:23; 20:54. d16:46; 17:69; 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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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难道他们没有看见在他们上面的飞鸟展翼飞翔, 接着收缩双翼  (飞下来猛扑被捕食的动物)?1452 除了无限博爱者以外没有可以制止它们的。他是全视万物的。 

 
21.  那些构成你们的军队的, 能援助你们对抗无限博爱者? 不信者只陷于自欺中。  
22.  

b如果供应你们的 (安拉) 不给你们供应品, (谁将供应你们必需品?) 其实他们顽固地坚持 (对真理的) 叛逆和厌恶。 
 

23.  匍匐而行 1453 的人和在正道直立而行的人相比, 谁是更获得指导的? 

 
24.  你说: “就是他创造你们, 

c并为你们造化耳、目和心的; 但你们很少感激他。” 

 
25.  

d你 (对他们) 说: “他在大地上繁殖了你们, 你们还将被集合到他那里去。”  
 1452 如果不信者继续反对真理, 他们将毁于饥荒、地震, 尤其是毁于战争, 天上的飞鸟将以他们的尸体为美餐 (16:80)。另见 《大版本的注释本》中第 1880条注。 1453 不信者, 在怀疑和不信的黑暗中垂下了脑袋、卑躬屈膝的走上了错路, 而信者信仰坚定, 径直地走上正道, 高高地昂起了头颅。这两者能一样？ 

a16:80. b10:32; 34:25. c16:79; 23:79. d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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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a他们说: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那么, 这许约什么时候 (实现)?”  

27.  你说: “只有安拉具备这事的知识, 我 b不过是一个明显的警告者。”  
28.  当他们看见它 (受约的惩罚)临近 , 不信者的面目将是忧伤的,1454 有的将对他们说: “这就是你们所不断呼求的。”  
29.  你说: “你们告诉我, 如果安拉毁灭我和随从我的人, 或者对我们施行仁慈, 那么, 谁将使不信者脱离痛苦的惩罚?”  
30.  你说: “他是无限博爱的 (安拉), 我们已信仰他, 依赖他。你们很快就会知道谁在明显的迷误中。” 

 
31.  你说: “告诉我, 如果你们的水在大地的深处消失, 谁将带给你们 (洁净的) 流水 1455?”  
 

 1454不信者的特点是, 只要还没有受到惩罚, 他们就吹牛说大话, 嘲弄讥笑信者, 但当他们面临惩罚的时候就只感到沮丧、灰心、情绪低落。 1455一切生命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都赖于水--------前者靠雨水, 后者靠真主的启示之水。 

 
 
 

 

 

 

a21:39; 34:30; 36:49. b22:50; 26:116; 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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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六六六六八八八八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盖拉姆盖拉姆盖拉姆盖拉姆 (AL-QALAM) 笔笔笔笔 伊历纪元前启示 启示的日期启示的日期启示的日期启示的日期、、、、上下文和主题上下文和主题上下文和主题上下文和主题 本章是宣称使者最初期在麦加启示的首批四或五章中的一章。按照有些权威人士的看法, 它就在 «古兰经» 中被启示的第一章, «血块» 章, 之后启示。可是其他一些权威人士认为它是在 «披斗篷的人» 和 «披外套的人» 两章之后启示的。虽然如此, 所有这些经章是或先或后连续启示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它们在题材方面非常相似。本章主要叙述穆圣宣称为安拉的使者。像所有在麦加启示的经章主要述及教义和信念那样, 本章述及穆圣的声称是真理并用坚实的论据来证实它。本章大部分篇幅也讨论了不信者反对真理的战斗以及他们最终的不幸结局; 说明了他们拒绝真理和拼力反对真理的理由, 以及在什么时候和他们如何的努力在看来就要结出果实的时刻却化为乌有; 而真理看来似乎要失败却开始兴旺起来, 战胜并居支配地位。本章快结束时嘱咐穆圣要具有忍耐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来担负他所受到的一切嘲笑、反对和迫害, 因为他的事业必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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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八八八八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盖拉姆盖拉姆盖拉姆盖拉姆 (AL-QALAM) 笔笔笔笔 全章共 53节, 麦加下降 

1.  
a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2.  我以墨水瓶、笔和以其所写的 (东西) 作证 1456 (说): 

 
3.  

b你赖你养主的恩惠, 绝不是疯子。 
 

4.  毫无怀疑地, 你定将享有无限的回赐。 
 

5.  你实在具有极高的品德。1457  
6.  你不久将会看到, 他们也将会看到--------  
7.  你们中谁是患疯病的。1458  
8.  你的养主的确最知道 c谁是迷失了自己的道路的, 他也最知道
 1456 这节经文中的墨水台、笔和所有的书写材料都被引用作为支持与证实以下三节经文所叙述者的明证。 1457 这节经文进一步雄辩地注释了强加于穆圣的所谓疯狂性的指控是非常愚蠢的。经文说, 穆圣不仅不是一个疯狂的人, 而且是一个最高贵、最崇高的人。他充分具有道德上的一切美德, 使他成为创造他的安拉的完美影像。他完整地体现了人能够具有的道德上一切美好的品质。所有这些高贵的道德品质融合在他身上成为一个完美而和谐的整体。有一次, 有人请穆圣的赋有天资的妻子阿依莎 (� �������, ‘A’ishah) 讲讲有关穆圣的品德, 她说: “他具有 «古兰经» 中所讲的作为安拉的真正仆人的特殊标志的道德上的一切美德。” («布哈里圣训实录») 1458 这节经文反击了指控穆圣的人们, 并用挑战性的语言对他们说, 时间会证明到底是穆圣还是他们害了疯狂症, 或者到底是穆圣宣称自己是安拉所派遣的使者出乎发热的头脑, 还是他们自己是这样地疯狂, 因而看不出时代的迹象而不肯相信穆圣。 

a1:1. b34:47; 52:30. c16:126; 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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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获得了正道的。  
9.  所以你不要服从否认 (真理) 的人。 

 
10.  

a他们 (不信者) 希望你 (在宗教中) 妥协,1459以便他们 (也可在宗教中) 妥协。 

 
11.  你绝不要顺从任何爱起誓的, 卑鄙的,  
12.  

b背后诽谤的, 造谣中伤的,  
13.  

c阻止善功的, 越犯的, 有罪的,  
14.  放荡的, 也是私生子的人,  
15.  

d只因为他有财富和子女。  
16.  

e当有人对他宣读我的经文时, 他说: “这是前人的故事。”  
17.  我将打烙印在他的鼻子上。1460  
18.  我必将考验他们, 正像我考验了那些果园的主人, 当他们 (互相) 发誓, 说: “我们必将在早晨采集园中 (所有的) 果实。”1461  
 1459这节经文可能特指麦加的古莱西人向穆圣提出的建议, 想诱使他放弃自己坚定的宗旨;或者它指一般而言, 因为真理总是坚如磐石, 而谬误的事物是站不住脚的, 经不起压力或诱惑而易于妥协。 1460

 “在鼻子上烙印” 是比喻使他丢脸。 1461卑鄙、贪婪而自负的不信者在这里被比作果园主人, 他吞没了园内所有的果实, 不愿与出劳力种植园子的人分享, 并骗取他们的正当权利。 

a17:74. b104:2. c50:26. d23:56; 74:13-14. e8:32; 16:25; 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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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他们不表示例外, (不说: “如果安拉愿意”)。1462  
20.  

a结果是, 当他们夜间睡眠时, 你的养主在果园中降下了惩罚;  
21.  清晨时, 那果园变为好像割过了的一样。 

 
22.  他们在破晓时互相呼唤,  
23.  说: “如果你们要收获 (你们的) 果实, 那么, 你们要在清晨到你们的田园里去。”  
24.  于是他们前往, (途中) 低声地商议着说: 

 
25.  “今天当你们在那里时, 不要让穷人进来。”1463  
26.  他们清晨来到果园之前, 就做了吝啬的决定,1464  
27.  当他们看到了那个果园时, 他们就说: “我们确实迷失了我们的路! 

 
28.  “不仅如此, 而且我们完全丧失了 (自己的果实)。” 

 
 1462

 “果园” 的主人贪婪地吞没别人的劳动果实自肥, 排斥后者一起分享。他们十分肯定他们的劳动成果和收获不会碰到意外, 所以对安拉视若无睹, 不寻求真主的保护而说 “如果安拉愿意。” 1463 这个譬喻中的富有的 “果园” 主人被比作那些自私、残忍而贪婪的人, 他们除了剥削别人的劳动外还非常吝啬, 不愿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来满足穷苦的人们的需要。 1464 剥削他人的劳动的人们是一个孤立的阶级。他们谋图剥夺后者用血汗挣来的钱财。他们金迷纸醉, 而他们可怜的兄弟就在他们的眼前贫穷潦倒。 

 

a3:118; 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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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他们中最好的人说: “我没有对你们说过吗? 你们为什么不赞颂安拉?”  
30.  他们 (随即) 说: “我们的养主是纯洁无疵的! 我们做了不义的人。” 

 
31.  于是他们彼此相向走来, 互相谴责起来。 

 
32.  他们说: “我们真悲哀呀! 我们原来确是叛逆的。” 

 
33.  “(如果我们悔罪 ,) 也许我们的养主赐予我们比这更好的果园; 我们必将祈求我们的养主。”  
34.  (今世的) 惩罚就是这样的, 

a后世的惩罚比这惩罚大得多,1465要是他们能知道多好!  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35.  
b敬畏的人在他们养主那里 , 一定有极乐的天园。  

36.  
c难道我对待顺从我的人像对待犯罪的人一样? 

 
37.  你们是怎么啦? 你们是怎样判断的? 

 
38-39.  你们有 (这样一部) 经典, 在这部经典中你们读到自己将获得你们所喜欢的? 

  
 1465剥削者迟早会遭到公正的惩罚, 他们想要掠取他人劳动果实的邪恶目的迟早要完全失败。 

 

 

a13:35; 39:27. b30:16; 68:35; 78:32. c32:19; 38:29; 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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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或者你们取了我的誓约, 直到复活之日, 你们必将获得你们所裁判的?1466  
41.  问问他们, 他们中谁将做那件事的保证人?  
42.  或者他们有他们所设立的与安拉同等的崇拜对象? 如果他们是诚实的, 那就让他们出示他们所设立的与安拉同等的崇拜对象吧！ 

 
43.  在灾难降临,1467 他们受召去叩头的那天, 他们将无能为力。  
44.  

a他们的两眼下垂, 羞辱将覆盖他们;当他们健康时, 他们常常受召叩头, (但他们却拒绝了)。 

 
45.  

b所以让我处理那些拒绝我这言语的人。c我将在他们不知不觉中, 逐步引导他们 1468灭亡。  
46.  

d我将赐给他们 (处分的) 延期; 我的计划确是肯定的。 
 

 1466这节经文问不信者: “他们在启示圣典中有任何根据, 他们将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恶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又能避免他们的劣迹的后果? 或者说, 他们从安拉那里取得了这样的圣约, 他们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却不遭受由此而来的后果? 而且一直生效到最后审判日。” 1467这节经文可以指复活日的艰难和严厉, 或指在最后审判日揭示一切奥秘和透露种种神秘。 1468不信者将逐步和分段地遭到真主的惩罚, 因此他们将有充分的机会以接受 

«古兰经» 启示的方式来忏悔改过。 

a75:25; 88:3-4. b73:12; 74:12. c7:183. d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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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a你对他们索取报酬, 他们感到这项损失的重压?  

48.  
b他们具有未见的知识, 而他们把它记录下来? 

 
49.  所以你要坚定 (地实践) 你养主的命令, 

c不要像那鱼人 (犹努司) 一样, 那时, 他在满怀的悲伤中, 呼唤 (他的养主)。 
 

50.  
d如果没有他养主的恩惠降临, 他必遭受 (族人的) 谴责而被抛弃在陆地无草木的区域。1469  

51.  但他的养主选择了他, 使他成为善人。 
 

52.  当那些不信的人听到提醒者
(«古兰经») 时, 他们以他们 (充满忿怒) 的眼 1470看你, 几乎要把你
(从安拉赐予你的地位) 逐出, 并继续说: “他确是疯子。”  
53.  但事实上, «古兰经» 只是对整个世界的提醒者。 

     
 1469这节经文也可以是隐约暗指穆圣迁移 (� �	
� ��, Hijrah) 麦地那。 1470 不信者对穆圣投射的恶狠狠的目光会把不够坚定的人吓得放弃自己的使命, 但是穆圣有真主的启示要传播, 因此他不会被吓倒、受骗或受贿而向这种高压策略让步。 

 

 

 
 

 

 

 

 

 

a23:73; 52:41. b52:42. c21:88. d37:14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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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六六六六九九九九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哈尬哈尬哈尬哈尬 (AL-HAQQAH) 必然的事情必然的事情必然的事情必然的事情 伊历纪元前启示 总论总论总论总论 本章像前一章那样按照它的题材看是麦加启示的最早经章之一。它几乎全部叙述复活的必然性这个论题; 而且引用穆圣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肯定成功作为论据来证实这一设想。由于不信者认为穆圣的最后成功与死后复活是不可能的, 其中一件事能实现, 就能确定成为另外一件事也会发生的一种不容置疑的证明。因此, 本章开始就坚定着重地宣称真理的敌人一定会被击溃。它然后接着在否认安拉教义者的毁灭以及复活之间作了比较, 并且说, 对不信教的人惩罚的 “时刻” 将是最悲惨而痛苦的; 而对信者却是一种持续不断快乐和幸福的时候。本章结束时坚定着重地宣告, 这两件大事--------复生与穆圣事业的成功, 虽然众寡悬殊和环境极为不利--------必定发生, 因为穆圣讲的是安拉亲自降示的话, 不是诗人的大话, 也不是占卜者的凭空推测, 也不是编造出来的谎话, 因为他假如制造谎言来反对安拉, 他就肯定早已暴毙, 因为一个谎言制造者是从来不会被容许兴旺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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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九九九九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哈尬哈尬哈尬哈尬 (AL-HAQQAH) 必然的事情必然的事情必然的事情必然的事情 本章共 53节, 麦加下降 

1.  
a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2.  肯定会发生的 (灾祸)!1471  
3.  肯定会发生的 (灾祸) 是什么?  
4.  什么使你知道, 肯定会发生的
(灾祸) 是什么? 

 
5.  洒姆德和阿德 (的族人) 把 (遭受毁灭的) 灾难 (那时代惩罚的消息) 当做谎言。 

 
6.  

b关于洒姆德, (依照那个消息) 他们已遭受最严厉的惩罚而毁灭了。  
7.  

c至于阿德, 他们是被怒吼的烈风所毁灭的。  
8.  安拉使这个狂风向着他们连刮了七夜八天, 你看人们卧倒在地上, 好像 d他们是倒下的枣树干一样。  
9.  你看见他们的任何遗迹? 

  

10.  
e法老和在他以前的人以及被毁灭城市  (的居民 ) 不断地犯罪。  

 1471既成事实, 或不可避免的事实;肯定会发生的灾祸;不信者最后垮台。 
 

a1:1. b41:18; 54:32. c41:17; 54:20. d54:21. e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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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他们违背了他们养主的使者, 所以他以不断增加的严刑 a惩治了他们。  
12.  (努哈时代) 

b当大水 1472开始上涨时, 我使你们乘坐船中,  
13.  以便我把这个 (经历) 作为对你们的劝告, 以便有耳的人听到它, (有心的人记住它。)  
14.  

c当一声号角响起,1473  
15.  大地和山岳将被 (从原处) 举起, 在一次突然的轰声中将被粉碎时,1474  
16.  那一天, 那 (注定的) 大事便将发生。 

 
17.  天将分裂, 

d那日天将变成极为脆弱的。 
 

18.  
e诸天使将站立在它的边界上, 在他们上面, 那一日将有八位 (天使) 负荷你养主的帝位。1475  

 1472这节经文中指的是努哈时代的洪水。 1473 穆圣进驻麦加神速而突然, 使麦加人完全惊讶, 好像晴天霹雷。这节经文也可以用来指复生日, 届时号角吹响, 正道的和犯罪的双方都要站在安拉伟大的审判席前, 交代自己的所作所为。 1474整个阿拉伯彻底震动了; 阿拉伯贵族领袖和普通老百姓都感觉到伊斯兰教战胜者的强大冲击, 以及其在他们生活中所产生的猛烈的大变化的冲击  ����� ���	 (al-

Jibal) 的意思是宗族的领袖,  � ��	� ��  (al-Ard) 指普通老百姓。 1475
 � ���� (‘Arsh, 帝位) 代表安拉超越的常德, 即安拉独一无二的特性。这种常德通过安拉的类似的常德而显示出来, 在这节经文中被描写为扶持安拉的帝位的支承者。后一种常德就是 � �� (Rabb),  � �� ���  (Rahman) ��� �� �� (Rahim) 和  �� �� ���� ����  	��� � !"  (Malik-e-Yaumid-Din), 这些就是世界得以维持而主要涉及人类命运和生活

a73:17. b11:41; 54:14. c18:100; 23:102; 36:52; 39:69; 50:21. d55:38; 84:2. e39:76;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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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那一天, 你们都将被带到 (安拉之前), 
a你们任何人的秘密都将不再是隐藏的。  

20.  
b关于那右手 1476被给予其自己行为记录簿的人, 他将说: “你们来读我的行为记录簿吧!  

21.  “我的确知道, 我将看到我的结算。”  
22.  

c所以他将享有愉快的生活,  
23.  

d居于高等的天园中,  
24.  

e它的果实都将是下垂的。  
25.  (有的对他们说:) “因为你们往日的善功 , 

f你们愉快地吃喝吧!”  
 的基本的真主常德。由于其庄严、令人敬畏和伟大, 这四种真主的常德将在末日审判时双重显示。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是, 这四种相应的超越的常德在那天将跟那四种类似的常德也一起起作用。因为真主的常德是通过众天使显示的, 因此就说, 有八位天使在那伟大的日子里为扶持安拉帝位者。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说什么因为这节经文把帝位说成是由众天使 “扶持” 的, 所以一定是有形的东西。但是用在 «古兰经» 中的  �# � �� (Hamala) 这个字不仅是指物质意义上扶持一件东西, 也是一种比喻的指称。在 33:73 中人被说成是 “负担法典” 即经典, 但经典不是有形的东西。同样, 天使扶持 ‘Arsh (安拉的帝位) 的意思是, 真主的常德的真实性通过天使露出和显示。我们不能理解和认识安拉超越的常德 (安拉的帝位), 除非通过他的类似常德。因此安拉的类似常德似乎就是扶持安拉超越的常德 (他的帝位) 者。还据说, � ���� (‘Arsh) 被说成 “是在水上” 的 (11:8); 水是一个被创造的元素, 因此也一定是一个被创造物。但在天经中的 “水” 常常指 “安拉的话”。作这个意义的经文 (11:8) 节表示, “安拉的帝位” 在于 “安拉的话”, 这就意味着人类不借助 “安拉的话” 就不能充分领悟、认识安拉的威严和光辉。在经文 23:117中也能清楚看到 � ���� (‘Arsh) 代表安拉超越的常德。另见注释 498。 1476右手有了个人行为记录簿, 意思是成功地通过考验的 «古兰经» 的比喻。 

 

a4:43; 41:21. b17:72; 84:8-9. c88:10; 101:8. d43:73; 88:11. e55:55; 76:15. f77:44. 



卷二九 AL-HAQQAH    必然的事情必然的事情必然的事情必然的事情 第六九章 

1185 

26.  
a但关于那在左手 1477中被给予其自己行为记录簿的人, 他将说: “但愿我没被给予我的行为记录簿!” 

 
27.  我也不知我的结算是什么!  
28.  “唉, 但愿 (我的死) 完全结束了我!1478  
29.  “我的财富对我没有任何益处; 

 
30.  “我的权力业已从我掌握中消失。” 

 
31.  (那时安拉将命天使说:) 

b
“你们抓住他, 给他戴上枷锁, 

 
32.  “然后把他抛入火狱中;  
33.  “然后用七十 1479腕尺长的链条把他捆缚起来,  
34.  “的确他原不信仰伟大的安拉, 

 
35.  

c
“从未劝勉人们周济穷人。  

 1477在 «古兰经» 用语中, 左手有了个人行为记录簿的意思是考验失败。 1478 不信者希望以死亡来了结一切, 这样就可以没有别的人生, 不必在安拉面前汇报自己的所作所为。 1479
 «古兰经» 中一再解说, 死后的人生不是新生, 而只是今生事迹的形象和反映。在这几节经文中, 今世的精神折磨表现为后世的肉体惩罚。比如说, 套在脖子上的链条代表今世的种种欲念, 就是这些欲念构成了后世的脚镣。同样今世的牵连可以看成脚上的链条。今世的苦难同样就像熊熊火焰。人的寿限通常是七十岁, 包括童年和老年期。邪恶的不信者把这七十年的时间浪费于人世的牵连和七情六欲之中。他无意摆脱欲念的锁链, 因此在后世, 他沉溺期间七十年的欲念的锁链体现为长七十腕尺的链条, 每一腕尺代表一年, 将邪恶的不信者加以束缚。 

a56:42-43; 84:11-13. b76:5. c74:45; 89:19;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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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a
“所以今天在这里他没有朋友; 

 
37.  “除了 b被洗过创伤的液体外, 

(他) 再没有任何食物,  
38.  “这 (食物) 只是罪人吃的。”  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39.  (不要有任何误解, )我以 (两类事物) 凡你们所看见的作证, 
 

40.  和你们所看不见的。1480  
41.  这 («古兰经») 确是一位尊贵的使者 (所带来) 的言语,  
42.  

c这不是一个诗人的话; 但你们完全不信仰!  
43.  

d这也不是占卜者的话; 但你们完全不接受劝告! 
 

44.  这是从所有世界的养主降下的启示。 
 

45.  
e如果他假借我的名义捏造任何言语, 

 
46.  我确已用右手捉住了他,  
47.  然后我一定割断他的生命动脉, 

 
 1480我们在物质世界见到起作用的东西 (即看得见的人生事物) 和我们不能看到的东西 (即人的理智和良心), 在经文 (39-40) 中引用为证实 «古兰经» 的真主本源的迹象。这两节经文的意思也可以是, 这种伟大的安拉的迹象是穆圣时代的不信者亲自目睹的, 对于伊斯兰教的光明未来的预言有待实现, 这种预言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论据, 即 «古兰经» 是安拉亲自向他那高尚的先知穆罕默德启示的真言。这儿涉及的是实实在在的人世事实, 并非诗人的美梦, 也不是占卜者的胡言乱语。 

 

a43:68; 70:11; 80:38. b14:17; 78:25, 26. c36:70; 52:31. d52:30. e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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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你们没有人能使他避免 (我的惩罚)。1481  
49.  这 («古兰经») 对敬畏的人确是劝告 (和荣誉) 的源泉, 

 
50.  我确知你们有些是拒绝 («古兰经») 的。 

 
51.  (我也知道) 这 «古兰经» 将在不信者的心中引起后悔。 

 
52.  这 («古兰经») 确是绝对的真理。 

 
53.  

a所以你要赞颂你伟大养主的尊名。      
 1481这一节经文和以上三节经文论证了, 如果穆圣是个谎言制造者, 那么, 安拉有力的圣手会扼住穆圣的咽喉, 而他当然不免暴毙, 整个工作和使命付诸东流, 就像伪先知所遭到的命运一样。这几节经文内的主张和论据似乎是 «圣经» (申命记: 18:20) 中的不折不扣的翻版。 

 

 

 
 

 

 

 

 

 

 

 

 

 

 

 

 

 

 

 

 

 

 

a56:75; 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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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七〇七〇七〇七〇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玛阿里吉玛阿里吉玛阿里吉玛阿里吉 (AL-MA‘ARIJ) 常升地位常升地位常升地位常升地位 伊历纪元前启示 引论引论引论引论 本章大约是在宣称使者的第五年, 不迟于麦加初期结束时在麦加启示的。它的这一启示日期是诺尔迪克、米尔和其他一些杰出的权威人士确定的。前一章警告不信者, 如果他们不忏悔罪过而接受安拉教义的话, 他们不久就会遭受大灾难。本章开始时就提及不信者想要知道的事: “这种可怕的惩罚何时会来?” 他们被告知, 它马上就会降临到他们身上, 不, 它就在他们门口。可是当它来临时, 它将是如此地势不可挡和破坏力强大, 可使山岳像毛片般地飞成碎块, 不信者会愿意和他们亲爱的人--------妻子、儿女、兄弟--------离别作为他们自己的赎罪物。但那时将为时太晚了。本章在结束前又一次警告不信道的人, 他们认为关于伊斯兰教光荣的未来的种种预言只是一个空想家的梦想, 但如果他们的眼睛向下看, 他们就会很急速地跑到穆圣那里来接受伊斯兰教。这一个时候即将来到。那时他们会羞愧悲哀地认识到穆圣说的有关他们最终失败的预言真是十分正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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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七〇七〇七〇七〇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玛阿里吉玛阿里吉玛阿里吉玛阿里吉 (AL-MA‘ARIJ) 常升地位常升地位常升地位常升地位 全章共 45节, 麦加下降 

1.  
a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2.  问的人问 b惩罚将在什么时候降临 (到不信者的头上)。  
3.  (要记着:) 

c没有人能替不信者防止它。  
4.  这是来自安拉--------常升地位的
(养主)。1482  
5.  一般的天使和 $ �% &!� �	 1483在一天之内升到他那里, 那一天的长度是五万年。  
6.  

d所以你好好地忍耐吧!  
7.  他们看它 (那一天) 是很遥远的, 

 
8.  但我看它 (那一天) 是很靠近的。 

 
9.  那一天, 天将变成熔化的铜似的,  

 
10.  

e山岳将像绒毛似的火花,1484  
11.  

f朋友将不相询问,  
 1482

 安拉恩赐给为其献身者非常崇高的地位。 1483
 即吉布利尔--------传达安拉言语的天使。 1484
 在这原子弹和氢弹时代, “山岳将像绒毛的火花” 是很可能发生的事。这些经节也可能是麦加坠落的比喻。 

a1:1. b52:8; 56:2. c52:9; 56:3. d15:86. e20:106; 70:10; 101:6. f44:42; 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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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他们 (每一个人的情况) 都被放置在他们 (友人的) 面前。a罪人愿意补赎他自己那天的惩罚,即使奉献他的儿子、 
 

13.  
b他的妻子、他的弟兄、  

14.  给他庇护的亲属,  
15.  和大地上所有的人, 而拯救他自己。1485  
16.  要听着! 这 (所预告的惩罚) 是火焰 (的惩罚), 

 
17.  

c它是剥去皮肤直到头顶的惩罚。 
 

18.  它将召唤转身逃避的人,  
19.  

d和聚集 (财富) 而储藏的人。  
20.  人确是生来 1486 焦躁、吝啬的。 

 
21.  

e遭遇不幸时, 便极其悲伤,  
22.  但当得到福利时 , 就开始吝啬, 

 
23.  只有礼拜的人例外,  
24.  

f他们恪守他们的拜功;  
25.  

g他们的财富 (为两种人) 各有固定的一份--------1487  
 1485在这几节经文中, 把最后审判日描绘得多么令人畏惧啊!人面临灾难, 只要能保自己一命, 他就会什么都抛却, 哪怕牺牲他最亲近的一切。 1486人是生来就急躁、吝啬的。  ���� &' (Khuliqa) 的意义见 21:38; 30:55。 1487 宇宙万物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 没有授予任何个人以任何绝对的所有权; 贫困的人和富有的人同样有权分得一份财富。 

a5:37; 13:19; 39:48. b31:34; 80:37. c74:30. d9:34; 53:35; 104:3. e11:10. f23:10. g51:20. 



卷二九 AL-MA‘ARIJ    常升地位常升地位常升地位常升地位 第七〇章 

1191 

26.  为那些求乞者和 (贫困而) 不求乞者;1488  
27.  他们信仰审判日 1489 是真实的;  
28.  他们是惧怕他们养主的惩罚的--------  
29.  的确, 来自他们养主的惩罚是不能防御的--------  
30.  

a他们是保持节操的--------  
31.  

b只有对他们的妻子, 或受他们支配的奴婢, 他们因此不受任何责备;  
32.  

c凡是寻求除此以外者, 他们就是作奸犯科的--------  
33.  

d他们是遵守信托和诺言的; 

 
34.  他们在作证中是正直的,  
35.  他们是固守拜功的。 

 
36.  

e这些人在天园中将是十分高尚的。  
 1488

 � �% &�� �( (Mahrum--------不求乞者) 这字的意思是: 那些由于有某种残疾的人或出于自尊感的人不请求施舍。这也包括动物在内。 1489对后世没有真正的和充满活力的信仰,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责任感。这个信仰是伊斯兰教信仰安拉的存在之后的第二大信仰。 

a23:7. b23:7. c23:8. d23:9. e18:108;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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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37.  那些不信的人 a他们为什么
(恐惧地) 急忙跑向你,1490  
38.  他们成群结队地在你左右两边? 

 
39.  难道他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进入极乐的天园?  
40.  绝不然! 我以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创造了他们。1491  
41.  不仅如此, 而且我以所有东方和西方的养主作证 : 我是全能的。  
42.  以比他们更好的 (人们) 代替他们,1492我 (在自己的计划中) 是不会受挫败的。  
43.  

b任由他们耽溺于空谈和戏谑, 直到他们看到他们所应许的日子。  
44.  

c那天, 他们将急忙地从 (他们的) 坟墓中出来, 好像他们正向着他们的目标竞赛。  
 1490据有些权威学者指出, 这几节经文描写穆圣的反对者以不同形式从不同方面向他发来的危险的攻击。但这一节和上一节经文也可看作是对伊斯兰教未来的胜利作了预言性的描述。当时阿拉伯全国各地的异教部落匆匆派代表赶来进谒穆圣, 恳求收容为伊斯兰教信者。这几节经文也可以指这样的意义: 古莱西人领袖们向穆圣提出了十分诱人的主张, 只要他放弃布道,放弃反对他们的偶像。 1491

 � �! �) (Mimma) 这个字是安拉赐予人类的天赋力量和才能的意思。 1492 穆圣的反对者被告知, 旧秩序将消失, 在旧秩序的废墟上将出现更好的新秩序, 别人将取代他们。 

 

 

a14:43-44. b23:55; 43:84; 52:46. c36:52; 5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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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a他们两目下垂: 蒙受着耻辱。1493这就是他们受约的日子。  

 

 1493 这节经文和上一节内有一幅对麦加攻克后古莱西人领袖们的生动写照。当他们来到穆圣那里时, 完全沮丧了, 垂头丧气、无精打采、两目下垂、失望、罪恶感和懊悔等情绪在他们脸上清晰可见。 

 

 

 

 
 

 

 

 

 

 

 

 

 

 

 

 
 

 

 

 

 

 

 

 

 

 

 

 

 

 

 

 

 

 

 

 

a10:28;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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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七七七七一一一一章章章章 努哈努哈努哈努哈 (NUH) 列圣之一列圣之一列圣之一列圣之一,挪亚挪亚挪亚挪亚 伊历纪元前启示 启示的日期启示的日期启示的日期启示的日期、、、、上下文与主题上下文与主题上下文与主题上下文与主题 由于这一章记录着先知努哈精神上的各种经验, 以他的名字作章名是很适当的。惠里 (Wherry) 以宣称使者的第七年作为本章的启示日期, 而诺尔迪克 (Noldeke) 认为它的启示日期是宣称使者的第五年, 但按照其他一些权威人士的看法, 它是在麦加初期与前几章差不多时间内启示的。前章将近结束时说, 恶人肯定拒绝安拉的教义;他们反对并迫害安拉的使者直到惩罚的时刻来临而他们得到应有的下场。本章简短叙述古时最伟大的先知之一--------努哈的传教活动, 并把他描绘成为向他的养主和造物主以充满了极度悲伤的语言倾诉出心中的痛苦。他说, 他日夜向民众讲道, 当众或私下对他们讲话。他向他们提醒安拉赐给他们的极大恩惠和赏赐。他警告他们拒绝安拉教义的恶果。可是他所有的讲道和警告, 他对他们幸福的同情和关心, 得到的却只是嘲笑、反对和污辱; 他们不听从心中对他们充满了热爱的他, 却选择了听从把他们引向毁灭的那些虚假的领导者。当努哈毕生的劝告和讲道得不到民众的丝毫响应时, 他祈祷安拉毁灭真理的敌人。本章以努哈的这个祈祷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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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一一一一章章章章 努哈努哈努哈努哈 (NUH) 列圣之一列圣之一列圣之一列圣之一,挪亚挪亚挪亚挪亚 全章共 29节, 麦加下降 

1.  
a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2.  我 (以这个命令) 派遣了努哈到他的族人那里: “要在痛苦的惩罚来临他们之前警告他们。” 

 
3.  他说: “我的族人啊! 我确是对你们的坦白警告者,  
4.  “你们要崇拜安拉, 要敬畏他并要服从我, 

 
5.  “他将宽恕你们的罪过, 并赐予你们延缓直到一个定期。当 b安拉的定期一旦到来时,1494那将不再被延缓, 要是你们知道, 多么好啊!”  
6.  他说: “我的养主啊! 我已日夜呼唤了我的族人,  
7.  “但我的呼唤只促使他们更加逃避; 

 
8.  “我每次呼唤他们以便 (他们信从而) 你宽恕他们, 但他们以手指塞住了耳朵, 

c用他们的衣服遮
 1494当安拉的指令真正生效的时候, 悔悟是没有用的。 

 

a1:1. b63:12. c11:6. 



第七一章 NUH    列圣之一列圣之一列圣之一列圣之一,挪亚挪亚挪亚挪亚 卷二九 

1196 

盖了自己,1495固执 (邪恶), 骄傲自大; 
 

9.  “然后我高声地呼唤了他们,  
10.  “我公开地劝导了他们, 也私下地呼吁了他们。”  
11.  

a我说: “你们求你们养主的宽恕吧! 他确是宽恕所有罪过的;  
12.  “(如果你们要忏悔 ,) 他将向你们降赐丰富的雨水, 

 
13.  “他将增赐你们财富和子女 , 增长你们的园囿, 为你们使诸河川流。  
14.  “你们为什么不希望光荣 (和智慧) 都来自安拉? 

 
15.  

b
“事实上, 他在 (不同的阶段和) 不同情况下创造了你们。 

 
16.  

c
“你们没有看见, 安拉怎样创造了七个 (完全) 协调一致的天,  

17.  
d
“在天体中把月亮做为光, 把太阳做为灯?  

18.  
e
“安拉使你们 (好好地) 从大地上生长出来。 

 
 1495

  �� &*�+����, 	 �� �- �.�/ �0�	 (Istaghshau Thiyabahum, 他们用他们的衣服盖住头, 他们用他们的衣服蒙住), 一句是比喻:表示努哈和其民族中的不信者之间好像有幕状物, 凡是他向他们所说的, 都不能深入他们的心中。这句也可表示傲慢。 

 

a11:4, 53. b23:13-15. c65:13; 67:4. d10:6; 25:62. e7:26;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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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
“然后他将使你们返回大地, 最后将把你们新生出来。  

20.  
b
“安拉为你们而使大地变为宽广,  

 
21.  

c
“以便你们在大地的宽阔道路上行走。” 

 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22.  努哈说: “我的养主啊! 他们违背了我, 而顺从了那个人--------他的财富和子女只增加了他(精神的)毁灭。 
 

23.  “他们设计了 (反抗我的) 强大计划。” 
 

24.  他们 (互相地) 说: 
d
“你们绝不要放弃瓦德  (Wadd)、素瓦而

(Suwa‘)、雅欧思 (Yaghuth)、雅欧格(Ya‘uq)、纳思尔(Nasr)。”1495A  
25.  

e
“他们引领许多人迷失了道路; 安拉啊, 你只增加不义者的失败吧!”  

26.  
f他们因自己的罪过而被淹死;并坠入火狱。他们没有获得任何帮助者来抵抗安拉。  

27.  努哈说: “我的养主啊! 求你不要在大地上留下一家不信者;  
 1495A这些都是阿拉伯异教人所崇拜的偶像的名字。 

 

 

a7:26; 20:56. b67:16; 78:7. c67:16. d38:7. e14:37. f21:78; 26:121; 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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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因为如果你留下他们, 他们将引诱你的仆人走入迷途, 他们只生育犯罪和不信的子女。  
29.  

a
“我的养主啊! 求你宽恕我、我的父母、信仰而进入我家的人、所有信仰的男子和所有信仰的女子 ; 求你增加不义者的灭亡。”1496  

 1496安拉的众先知满怀天生的善心。努哈的祈祷显示, 对他的反对是长时间的, 固执的, 从不停止, 他使他的人民走上正道的一切努力一定已失败, 他那为数不多的追随者一定仍然没有可能再增加, 而且他的对手们一定已超过了一切合法界限来反对和迫害他和他的追随者, 放任地干着罪恶勾当。情况一定已变成这样; 像努哈这样一个十分富有同情心的人不得不作反对他的人民的祈祷。在同样的处境中, 穆圣对他的对手们的态度呈现出鲜明的对照。在吴侯德战役中, 他被击落了两颗牙齿, 身受重伤, 大量流血, 但只听得他口里说: “一个民族平白无故伤害他们的先知, 还在他脸上涂满了鲜血, 而他无非是号召他们信奉安拉, 这样一个民族怎么得救。我的养主啊, 宽恕我的人民吧! 因为他们忘乎所以, 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1 �2��3 �� , Zurqani--------�� �- �4, Hisham) 

 

 

 
 

 

 

 

 

 

 

 

 

 

 

 

 

 

 

 

 

a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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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七七七七二二二二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精纳精纳精纳精纳 (AL-JINN) 非普通人非普通人非普通人非普通人 伊历纪元前启示 启示的日期启示的日期启示的日期启示的日期、、、、上下文与主题上下文与主题上下文与主题上下文与主题 一般认为本章是穆圣从塔伊夫 (  �� ���� , Ta’if) 回来时启示的。因为从他们那里他得到的只是嘲笑、反对和迫害。穆圣是在伊历纪元前两年去塔伊夫的, 当时反对这新教的情况愈趋严重, 穆圣和他的追随者的处境极端危急。按照有些权威人的看法, 如果本章述及的一件大事不是 «沙丘» 章 (46:30-33) 中所提及的那个事件, 那么, 本章启示的时间就要早得多。本章的上下文和内容, 似乎对第二种看法给予较多的支持。前一章说, 努哈毕生讲道受到的只是嘲笑和污辱, 除了他的近亲外只有几个人服从他--------连他的妻子和儿子都积极地反对他。为了表明努哈与穆圣的境况很相似; 本章说有几个精纳--------穆圣过去不认识的人们--------来看他, 听他讲 «古兰经» 并且立刻相信他的话。本章相当长地叙述了这些人的信念和主义、他们的行为和人生观, 并着重地断言, 任何人也不可能歪曲或窜改安拉启示的话, 因为它像一件珍宝那样是由安拉的许多卫士守护着的。本章在将近结束时说, 每当安拉派遣的导师号召人们信仰安拉时, 邪恶的力量企图扼杀他的声音, 但导师继续他的使命, 不是怀有恶意的人们的诡计所阻挡得了的。本章在结束时说了一个检验先知的教义是否来自安拉的确实可靠的准则, 即它含有人类知识所不能预见或预言的关于世界大事的种种预言, 也包含了这一点: 有先知在传达教义中一定能成功并完成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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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二二二二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精纳精纳精纳精纳 (AL-JINN) 非普通人非普通人非普通人非普通人 全章共 29节, 麦加下降 

1.  
a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2.  你说: “我已奉到启示: 有一组精纳 (Al-Jinn)1497曾倾听 «古兰经»,

(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宗族那里 ,)他们 (向自己宗族) 说: ‘我们的确听到 b奇妙的 «古兰经»,1498  
3.  

c
“它领导正道;所以我们信仰了它, 我们将不把任何一个作为与我们的养主同等的崇拜对象。1499  

4.  “真理是这个; 我们养主的帝位是高尚的。d他既没娶妻, 也没有生养儿子。  
5.  “这也是真实的, 我们中愚昧的人常说关于安拉的违背真理的话。  
6.  “我们原以为人和精纳都绝不会说关于安拉的谎言,  
 1497另见注释 1225。 1498这里指的是一伙纳西宾 ( �5���� �6�7, Nasibin) 的犹太人。他们是非阿拉伯人, 因为他们是陌生人, 所以被称作 “精纳”, 这个字有一个意思是 “陌生人”。(Lane) 这节经文提到的这件事似乎不同于 46:30-33 经文中所提到的, 虽然有些权威认为指这两节, 因为这里的 “一伙精纳” 所说的话跟 46:30-33 经文中提到的一伙精纳所说的话似乎相像。 1499这节经文说明, “一伙精纳” 要么是唯一神教派教徒, 要么是跟他们有密切关系的犹太人, 或者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很熟悉基督教的信念。 

a1:1. b46:31. c46:32. d17:112; 18:5;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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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的确, (普通) 人中有些人 1500常常寻求精纳 (大人物) 中一些人的保护, 这样, 他们就增加了精纳的骄傲, 

 
8.  “的确, 他们 (犹太人) 和你们一样, 都以为安拉将永远不会派遣任何使者,  
9.  “我们曾试图上达天体 1501 (获得安拉的知识,) 但我们发现它充满了 b坚强的警戒和流星,  
10.  “我们往常坐在那里的一些场所倾听 (安拉的言语), 但现在凡是倾听者, 他发现为他埋伏的流星,1502  
11.  “我们不知道 (经由这位使者的降临) 对于大地上的人某种惩罚已被固定, 还是他们的养主业已决定领导他们, 

 
12.  “我们中有些是正义的, 有些不是正义的, 我们遵循着不同的道路,  
 1500因为  �� �8 �� (Rijal) 这个字只用于人, 所以这节经文表示这里和在 «沙丘» 一章所提到的 “一伙精纳” 是人, 不是其他种类的创造。这里的阿拉伯字 “精纳” 

(Jinn) 可以指巨大的或有影响的人; 9�7�	 (Ins) 指卑下而贱微的人, 他们追随精纳, 寻求他们的保护, 使自己更加骄傲自大。 1501
 “试图上达天体” 这句的意思是, 企图偷偷得到未知领域的奥秘。当真主的复兴者行将出现在世界上的时候, 就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流星。这节经文里所指的似乎就是这个意外的自然现象。 1502 在真主的复兴者出现之前, 占卜者和预测者涉猎秘术, 借助了他们可疑的做法, 企图蒙蔽单纯的老百姓, 佯称已能探知未知领域的奥秘, 熟练地行骗, 成功地利用了老百姓的轻信。但是由于安拉的复兴者的再临, 他们的欺骗暴露了, 他们无中生有的虚假知识一经揭穿, 只不过是肤浅而残缺不全的占星术知识罢了。

“现在” 这个词在这里尤其与穆圣时代有关, 但也可指真主的每一个伟大复兴者的时代。另见 37:7-10 经文。 

a6:129. b15:17-19; 3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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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们知道 a我们在大地上不能挫败安拉 (的计划), 也不能逃避安拉 (的惩罚),  
14.  

b
“我们听了正道 (的呼召), 我们便信仰了它。凡是信仰他的养主的, 他不惧怕任何丧失, 也不惧怕任何不公平,  

15.  “我们中有顺从 (安拉) 的, 也有离开 (正路) 的。” 那些服从
(安拉) 的, 他们就是寻求正道的,  
16.  那些离开 (正道) 的, 他们是火狱的燃料。  
17.  (使者啊! 我已判定了:) 如果他们 (麦加的不信者) 恪守 (正) 道, 我将供给他们丰富的饮水,1503  
18.  以便我由此考验他们, 

c凡是拒绝记念他的养主的人, 安拉将驱使他进入势不可挡的严厉惩罚中。  
19.  

d
(所有) 礼拜的地方 1504都是安拉的; 所以你们除了安拉外, 不要祈祷任何一个。  

20.  
e当安拉的仆人 (穆罕默德 1505圣人) 肃立祈祷他时, 他们密集在

 1503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 “丰富的饮水” 指财富的丰富和其他物质利益的丰富。 1504 以上几节经文宣称, 随着穆圣的再临, 安拉关於其独一性确立的计划明白地显出了。加注的这节经文说到, 清真寺将成为真理之光照耀并传遍全世界的中心。 1505描述词 “安拉的仆人” 指穆圣, 安拉的无可比拟的仆人, 但也可用来指安拉的每一个使者或复兴者。 

a55:34. b46:32. c20:101; 43:37. d2:115; 22:41. e9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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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四周, 几乎令他窒息。  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21.  你说: “我只祈祷我的养主, 
a我不设立任何一个与他同等的崇拜对象。”  

22.  你说 : “我不主管你们的祸福。”  
23.  你说: “的确没有人能保护我免于安拉的 (惩罚), 除他之外, 

b我也找不到任何避难所。  
24.  “(我的责任) 只是传达安拉
(的启示) 和他的使命。” 凡是违背安拉和他的使者的人, 他们将遭受火狱的刑罚, 他们将长期 1506居住其中。  
25.  (他们将继续不信,) 

c直到他们看见他们所受约的 (刑罚), 他们快要知道在帮助方面谁是最弱的, 在数目方面谁是最少的。 
 

26.  你说: 
d
“我不知你们所受约的

(刑罚) 是接近的, 还是我的养主已为他固定了一个远的时期。”  
27.  他是全知未见的; 他不向任何人启示 1507他秘密,  
 1506

 " ���	 (Amad) 和 "�+�	 (Abad) 之间的区别是前者指限定的持续时间, 后者指永恒的时间。(Lane) 1507
 
� ��
�� ���� �� �� 
��� (Izhar ‘alal-Ghaib) 一语的意思是, 经常得到大量的智识, 知道涉及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的未知领域的奥秘。 

 

a13:37; 18:39. b18:28. c19:76. d2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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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除非是他 (为这事) 所选择的使者。然后他指定了  (天使的) 一个保护队随行于他的前后,1508  
29.  以便他知道他们 (他的使者)已传达了他们养主的使命。1509他尽知他们的一切 (言行), 并计算所有东西的数目。  
 1508这节经文体现了一条无可争辩标准, 以区别向安拉的使者启示的未知领域的奥秘的性质和范围, 以及向其他走正道的信者揭示的未知领域的奥秘的性质和范围。这种区别就在于, 安拉的使者得到了恩赐的 
� ��
�� ���� �� �� 
��� (Izhar ‘alal-

Ghaib), 即在所启示目未见的知识的数量上占优势, 而安拉的贤哲者, 不享有这一特征。再者, 安拉的使者所赐得的启示得到了安拉的特殊保护, 不会遭到邪恶的精神界的歪曲或窜改, 而其他走正道的信者所启示到的奥秘不那么安全。 1509真主的使者所得到的启示安全而不会遭到歪曲或窜改, 因为他们有安拉的一大使命要完成, 还有安拉的重大消息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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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七七七七三三三三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穆扎米勒穆扎米勒穆扎米勒穆扎米勒 (AL-MUZZAMMIL) 披斗篷的人披斗篷的人披斗篷的人披斗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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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们一致的意见确定本章是在宣称使者的早期启示的; 有些学者以为它是启示的第三章。前一章 «精纳» 章说, 天使们降临安拉的使者来保卫安拉向使者所启示的话免受歪曲和窜改。这一章命令穆圣把夜晚的一部分时间用于祈祷和记念安拉, 使天使能降临并帮助他战胜敌人邪恶的阴谋诡计。本章像在麦加启示的所有章节那样主要述及安拉给穆圣的使命以及启示 «古兰经» 的真理。它用简短但非常有力的语言预言穆圣的最终胜利, 并且引用这一预言的实现作为论据来证实死后的生命与复活。特别强调祈祷和记念安拉, 这是求取安拉帮助穆圣得到力量来完成他面临的巨大任务的最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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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三三三三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穆扎米勒穆扎米勒穆扎米勒穆扎米勒 (AL-MUZZAMMIL) 披斗篷的人披斗篷的人披斗篷的人披斗篷的人 全章共 21节, 麦加下降 

1.  
a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2.  披斗篷的人啊!1510  
3.  你要在夜间起身 (礼拜), 除开一小部分时间--------  
4.  半夜, 或少一点,  
5.  或多 (一点)--------b并要吟咏 «古兰经»。  
6.  的确, 我要向你降下 (责任) 重大的言辞 1511  
 1510

  ٗ��� ��� �� (Zammala-hu) 的意思是:他驮他在背上。 �# �!� �1 (Zammala) 除了这节经文中的意思之外还意味着:他迅速跑去。 �# �!� �:�; (Tazammala),  �# �� �!1�◌�	 (Izzamala) 或  �# �� �= �1�	 
(Izdamala) 的意思是:他将自己裹起来; 他抬或携着它, 就是说每次带一个负荷。#�!� �!: &� (Muzzammil) 或 #�!� �:�/ &� (Mutazammil) 的意思是:及穿着衣服的人; 负有重任的人 ( �� ���3�	 Aqrab, ��� �"�3 Qadir,  �2� �> �� Ma‘ani)。安拉的天使带着真主的启示来到 	 �� �� 

(Hira) 山洞中穆圣那儿, 在他这第一次精神经历之后, 他匆匆回家, 十分惊骇。这惊骇很自然, 因为这经历很新奇。穆圣要求裹在斗篷内。因为 “裹” 还含有 “连结和团结在一起” 的意思, 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似乎是: “啊, 你是奉命将世界各国团结在一面旗帜下的先知呀!” 穆圣在圣训中被说成是  � �?�	� �@�  (Al-Hashir), 即世界各国的连结者和团结者 (《布哈里》)。这节经文也可以表示: (1) 穆圣得走漫漫长途才能唤醒人类认识到自己的崇高的使命, 因此他必须立刻开始, 就是说, 迅速不停地辛勤工作。(2) 他身负重任, 责无旁贷, 应向全世界传播真主的启示。穆圣也许被提醒他那建立一个敬畏安拉的信者社会的艰巨任务, 那里的信者胸怀同样的高尚理想, 像他一样, 心中燃烧着同样的不灭热情, 协助他向全人类传达伊斯兰教的启示。这节经文的意思是指穆圣艰巨的职责和本分, 而不是指他身上裹着斗篷。 1511
 “重大的言辞” 一句可以表示: «古兰经» 教义孕育着最崇高的含意。而且重要得不能取代, 不能乱用。«古兰经» 的一字一句都不能有所变动、修改、修正。由常常引用的圣训来看, 每当有一个启示降临于穆圣的时候, 他的精神即受

a1:1. b17:107;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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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夜间起身确是克制 (自己) 最强有力的方法, 而言语也是最起作用的。1512  
8.  你在白天有很多事务。1513  
9.  你要记念你养主的 (一切常德的) 名字, 要向他完全地贡献自己。  
10.  

a他是东方和西方的养主, 除他之外再无值得崇拜的对象; 所以你要把他作为监护者。  
11.  你要忍受他们所说 (反对你)的话, 要以适当的态度离开他们,  
12.  

b让我独自处理那些安逸及富裕而否认 (真理) 的人; 要赐予他们一点延期。  
13.  的确, 我这里有 (沉重的) 脚镣和强烈的火焰, 

 
 触动, 觉得一种奇异的兴奋, 因此哪怕在极其寒冷的日子, 额上也会滴下大颗汗水, 并觉得身有重负 (《布哈里》)。«古兰经» 的启示是“重大责任的言辞”, 所以穆圣的感情的激发是由于这种感觉。 1512夜间起身礼拜是自我克制的最有效方法, 可以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罪恶倾向和习性。这是安拉所有的仆人业已获得证实的经验。什么也比不上夜间礼拜更能助长一个人的精神发展。万籁俱寂的夜间呈现出一种神奇的安宁, 大地上一片静谧, 人单独和他的创造者在一起, 与他进行特殊交谈, 藉着安拉的精神光辉而成为受启发的人, 并把这种精神光辉分给别人。这时特别有利于提高一个人的德性力量, 使人说话明智、确实、健全可靠。说到做到并能竭尽全力工作, 是改良者完成使命的两个十分必要的条件。夜间礼拜有助于发展这两个条件。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言语才能控制其他。 1513 这节经文里指的是穆圣的多种多样的职责, 那是穆圣乐意完成的, 并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这就是  A�B�� �0 (Sabhan) 这个字的意思。(Lane) 
 

a26:29; 37:6. b68:45; 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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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噎喉的食物和痛苦的惩罚--------  
15.  在那天, 大地和 a山岳都将震动, 山岳将变为粉碎的沙丘。  
16.  我已为你们派遣了 b使者, 作你们的见证, 正如我派遣了使者到法老那里;1514 

 
17.  但是法老违背了那位使者, 

c于是我以可怕的刑罚惩治了他。  
18.  如果你们不信, 那么, 你们怎样提防将使儿童变为老年的那一天?1515  
19.  (

d在那天,) 天将要崩溃, 他的诺言 1516一定要实现。  
20.  这 («古兰经») 是一项 e劝告, 凡是愿意的人, 都可采取归向安拉的道路。  
 1514这节经文指 «圣经» 申命记 18:18-19中的这项预言: “我要从他们同胞中兴起一位像你一样的先知。我要把该说的话告诉他; 他要把我的命令一一转告人民。他要作我的代言人, 谁不听从, 谁就要受到惩罚。” 1515这节经文中的 “白了少年头”, 下一节中的 “天崩”, 21:105 中的 “卷起天来” 以及 «古兰经» (82:2 & 84:2) 中的类似用语, 都是灾难性变化的非常不幸的事情的隐喻。 1516 这节经文中所提到的允诺是随着麦加的攻克而来的恶势力全面失败和毁灭。 

 

 

a56:5-6; 79:7. b33:46; 48:9. c20:79; 26:67; 28:41. d82:2. e20:4; 74:55; 76:30; 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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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21.  的确, 你的养主知道, 
a你礼拜到近于一夜的三分之二, 或二分之一, 或三分之一时间。b随从你的一部分人也是(这样做的)。1517安拉常常决定日夜的长短。1518他知道你们不能估计  (礼拜的)时间, 所以他宽恕了你们。你们要诵读对你们容易的 «古兰经» 经文。他知道你们中将有一些病人, 有些为了寻求安拉的恩典而旅行的人, 也有些在安拉道上作战的人, 所以你们要诵读对你们容易的 «古兰经» 经文。你们要恪守拜功, 完纳天课并 c借给安拉好的款项。凡是你们为自己的好处而做的善功, 你们将见到它在安拉那里。那将是最好、最大的报酬。你们要祈求安拉的宽恕。安拉确是最宽恕的, 永久仁慈的。 

 
 1517 在这章经文的开头, 穆圣奉命常常礼夜拜, 因为这样做会给他履行庄严的职责提供必需的力量, 布述马上要交给他的真主的使命。在这节经文里, 他确信真主喜悦, 并且他被告知, 他已忠诚地执行了礼夜拜的命令--------不仅他这样, 那一伙信者也是如此。命令不是特定地赋予穆圣的信者, 而且那些常常企望步其足迹的人, 在这方面也以他为榜样。 1518

 “安拉决定日夜的长短” 这句经文表示, 夜晚时长时短, 有时长短一样。
“你们不能精确估计礼拜的时间” 这句可以笼统地适用于穆斯林。他们得知, 不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能经常地准时履行夜间礼拜的。 

 
 
 

a26:219. b25:65; 41:39. c2:246; 57:12; 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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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七七七七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穆达西尔穆达西尔穆达西尔穆达西尔 (AL-MUDDATHTHIR) 披外套的人披外套的人披外套的人披外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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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大家同意是在麦加启示的首先两章或三章中的一章。这一章与前一章 «披斗篷的人» 看来好像是 “双生子”, 因为在启示的时间、笔调、大意方面都是如此紧密地接连的。实际上, 本章补充前一章的主题。前一章中的披斗篷的人沉浸在虔诚的祷告和沉思中, 通过一个紧张的预备期来达到精神完美的阶段, 已发展成为本章中的披外套的人 (消灭罪恶和邪恶势力的人、解救人类的人、他们的领袖、引导者和警告者)。从那时候起, 穆圣的生活已不再是他自己的了。他已把它给了安拉。他面对着侮辱、反对和迫害, 以坚定不移的宗旨宣讲安拉的教义。本章开始时坚定地命令穆圣站起来, 宣告他知道的真理并且警告那些不愿意接受真理的人--------被财富、权力和地位弄得精神上耳聋眼瞎的人--------他们将受到惩罚, 因为他们不祈祷, 不供养穷人, 也因为他们纵情于追求虚荣的生活。本章结束时有一提示: «古兰经» 只是提醒人们和规劝人们。接受它教义的人对自己的灵魂有好处; 拒绝它的人就伤害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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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穆达西尔穆达西尔穆达西尔穆达西尔 (AL-MUDDATHTHIR) 披外套的人披外套的人披外套的人披外套的人 全章共 57节, 麦加下降 

1.  
a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2.  披上外套 1519 (准备着站起来)的人啊! 

 
3.  要站起来 (到远远的地方) 警告 (人类), 

 
4.  要赞颂你养主的伟大,  
5.  要使你四周的人 1520 (身心) 清洁,  
6.  要避绝污秽,1521  
7.  不要为了多得报酬而施予恩惠, 

 
 1519

  ���!, �"�; (Tadaththara) 或   ���, �!=�	 (Iddathara) 的意思是 : 他裹上一件衣服。 ٗ� �	��� �� 
(Daththara-hu) 的意思是: 他消灭或摧毁他或它;或他给他披上一件暖衣。 & �C �!D 	 ���!, �= 
(Daththarat-tairu) 的意思是: 鸟修理或整理鸟窠;  �E �� �F� 	 ���!, �"�; (Tadaththaral-Farasa) 的意思是:他跳上马背骑着它。 �!% &" �>� 	 ���!, �"�; (Tadaththaral-‘Aduwwa) 的意思是:他征服敌人(Lane)。根据词根的不同意义,  �	�!�, �!" & �G  (Al-Muddaththir) 的意义可以是: 消除者或消灭者; 或改良者; 或修理或整理东西的人; 或征服者; 或打算跳上马背而骑马的人。这个字也可以解说为受信托担负起先知的重任的人(  �� �"�3� , Qadir)。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是: 赋有杰出的天生才能、品德和先知威严的人 (  �% &� �> � �G	 &$ �2� , Ruhul-

Ma‘ani)。所有这些特征都十分恰当地可以用来指穆圣。 1520
  ������, (Thiyab) 的意思是衣服;依赖者或追随人家的人们;穿上衣服的人身或本人(Lane & Steingass)。穆圣奉命在他实行他的伟大使命之前他们应该召集一群信徒, 他们的心灵、品行和名声都要纯洁。这节经文的意思也可以是, 他本人应该是虔敬和公正的模范, 品行完美的模范。 1521
  �	 &!� : �8  (Ar-Rujz) 的意思也是偶像崇拜 (Lane), 所以这节经文可以理解为诏令穆圣不遗馀力地结束偶像崇拜。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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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要为你养主 (的喜悦) 而坚忍。  
9.  

a当号角一声响起,1522  
10.  

b那天将是痛苦的一天,1523  
11.  对于不信者绝对不是容易的,  
12.  

c让我独自 1524处理我所创造的人吧, 
 

13.  
d我赐予他丰富的财产,  

14.  
e和在他左右的子女,  

15.  我已为他创造了许多 (必需的) 东西, 
 

16.  然后他还希望我赐予他比那更多的。  
17.  要听着! 他是反对我的迹象的。 

 
18.  我将使他遭受继续增加痛苦的刑罚。 

 
19.  他 (听了我的启示, 对它) 思考了, 而且估价了! 

 
 1522 这节经文的意思是: 当真主的复兴者--------安拉的号角--------安拉以此召唤人们到自己跟前来--------出面号召人们到安拉身旁。这节经文也可以指穆圣亲自向他的人民号召。 1523

 “艰难的一天” 指复生日, 或不信者最后败北和真理完全胜利的一天。 1524 这句经文的意思也指: “让我独自惩处我创造的人吧”, 或 “让我惩治他吧, 因为他有了巨大财富、力量和地位, 就自以为在同胞们之中不可一世, 虽说这一切都是安拉恩赐给他的。  �� �� �%"  (Wahid) 的意思也是独一无二的, 不可比拟的
(lane)”。虽然这一节经文和以下几节可以用来指骄傲自大的不信者, 但是特别是用来指  � �% ��"  ���+  � �C �. &��  (Walid bin Mughirah) 的, 因为他是古莱西中的杰出人物, 他的本国居民都知道他有 “独一无二的” 和 “古莱西人的芬芳” 这些夸张的雅号。他极其英俊, 并以优美的诗篇和其它才学而著称。他有十个到十三个儿子, 是个大富人。 

a23:102; 50:21; 69:14. b25:27. c68:45; 73:12. d68:15. e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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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毁灭侵袭他啊! 他是怎样估价的呀! 
 

21.  毁灭再侵袭他 1525啊! 他究竟是怎样估价的呀! 
 

22.  然后他再一次思考了,  
23.  

a于是他蹙眉绷脸,1526  
24.  继而转身过去 , 显得骄傲自大。 

 
25.  他说: 

b
“这只是仿效前人的魔术; 

 
26.  “这只是凡人的言语。”  
27.  我快要把他投入 c火狱中。  
28.  你知道什么是火狱?  
29.  那火狱不留下 (任何东西), 也不放弃 (任何刑罚)。 

 
30.  

d它烫焦皮肤。  
31.  监护它的是十九 (位天使)。1527 

 
 1525这里特别指瓦利德•彬• 穆伊拉。他是祸不单行。他的三个儿子--------瓦利德 

(  � �% ��" , Walid)、卡利德 ("� � �', Khalid) 和希沙姆 (�� �- �4, Hisham) 信奉了伊斯兰教, 其他几个儿子死在他眼前。他遭到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最终死于贫困和羞辱。 1526瓦利德听到向他诵读 «古兰经» 的时候, 又是气愤又是轻蔑, 怒容满面, 蹙眉而去。 1527 人赋有九种主要感官, 即七种感受外界刺激的感官, 一种本体感受空间方位的感官, 一种是饥饿、干渴等有关的内脏器官所引起的感受内部刺激的感官。这些感官连同九种精神上的对应感官, 以及监护者即控制感官, 也就是支配和控制人性所有不同感官的意志力, 构成了十九个火狱的监护者。“十九” 这个数字也可以指与有经者特别有关的一个安拉的大奥秘, 它的意义和实在性将在安拉指定的时间披露, 并使他们承认 «古兰经» 教义的真理性, 大大加强了信者必然的信念。有谁胆敢断言他知道安拉的一切奥秘？ 

a80:2. b34:44; 37:16. c37:24. d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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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只指派天使做火狱的监护者。我告诉了他们的数目只是为了考验那些不信的人们, 使有经的人获得确信, 信仰的人增加信仰, 使有经的人和信仰的人都将不会怀疑, 也使那些有心病和不信的人们说: “安拉说这个 a比喻是什么意思? ”安拉就这样使他所意欲的人迷误, 引导他所意欲的人。除了你的养主之外, 
b没有谁知道他的军队。这 («古兰经»)只是对人类的一个劝告。 

 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33.  听着! 我以月亮作证,  
34.  以消逝的黑夜作证,  
35.  

c以照耀的黎明 1528 作证,  
36.  

d的确它 (火狱) 是最大的灾难之一, 
 

37.  对人的一个警告,  
 1528

 “黎明”也可以代表穆圣的伟大代理人, 主许的迈喜合, “逝去的黑夜” 的意思可以是在他出现之后接着逝去的精神黑暗之夜。 

 

a2:27. b33:10; 48:5. c81:19. d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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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警告你们欲行 (有益后世的善功) 或杜绝 (惯行的恶事者)。 
 

39.  
a每人都因自己所作所为而留于被抵押的状态中,1529  

40.  只有 b右边的人例外。  
41.  他们将在天园中询问  
42.  (询问) 罪人 (的情况),  
43.  “是什么使你们陷入火中?”  
44.  他们将说: 

c
“我们过去不是礼拜的人, 

 
45.  

d
“我们也不周济穷人,  

46.  “我们且常与空谈的人沉迷在空谈中。 
 

47.  “我们并常否认 e审判的日子,  
48.  “直到死亡 1530 f降临了我们。” 

 
49.  说情者的 g说情将对他们无用, 

 
50.  他们怎么逃避这项劝告呢?,  
51.  (他们) 宛似一群受惊的驴子,  
52.  逃避一只狮子一般。  
 1529每人都将留在被抵押之中, 除非他偿清了自己所犯的罪行, 也就是说, 除非他忍受了犯罪所得到的惩罚之后涤除了罪行。 1530

  �H�� �5  (Yaqin) 的意思是: 必然; 安全; 死亡 ( �� ���3�	, Aqrab)。 
 

a14:52; 40:18; 45:23. b56:28; 90:19. c75:32. d69:35; 89:19; 107:4. e75:33. f15:100. g20:110; 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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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事实上, 他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受赐一部展开的经典。1531  
54.  这是不可能的! 其实, 他们不怕后世。 

 
55.  听着! 这 («古兰经») 是一项劝告。 

 
56.  凡是有志的人, 都记着它吧!  
57.  除了安拉的 a意愿 ,1532 他们
(不信者) 将不会接受劝告。(但这也不是远不可及的事情,) 因为他 (安拉) 是给予敬畏品德的, 也是给予饶恕的。 

 
 1531这里也可以指 «古兰经» 中另外提到的不信者的厚颜无耻的要求, 那就是, 他们不会相信, 除非穆圣从天园中给他们降下一部天经让他们诵读 (17:94)。 1532不信者们将不会在 «古兰经» 中得益, 除非他们出于自觉自愿, 顺应安拉的意志, 也就是, 除非他们的一切欲望服从安拉的意志。 

 

 
 

 

 

 

 

 

 

 

 

 

 

 

 

 

 

 

 

a76:31; 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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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七七七七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给亚玛给亚玛给亚玛给亚玛 (AL-QIYAMAH) 复生复生复生复生 伊历纪元前启示 启示的日期启示的日期启示的日期启示的日期、、、、上下文与主题上下文与主题上下文与主题上下文与主题 本章取名为 “复生”, 因为它几乎全章都在叙述复生这个主题。这肯定是在麦加启示的许多最早经章中的一章, 因为那些麦加的经章专门叙述安拉的独一性、复生和安拉的启示。前章快结束时着重地宣告, 接受 «古兰经» 教义的那些人会上升到卓越的地位并且在强国的国际礼让中享有尊贵的地位。本章开始时讨论复生这个论题, 清楚地暗示了在一个道德低落的民族--------阿拉伯人--------通过 «古兰经» 的崇高教义、圣洁先知穆罕默得的榜样和其道德高尚的同伴正在发生一次道德上的伟大复生。 本章开始时庄严地断言, 复生无疑地将会发生, 并且意义深长地引用人类精神复生作为明证来证实这个预言。它以   ��	 �
� � ��  �	 �
�� ��	 �
�  

(Annafsul-Lawwamah, 自责的心灵) 宣誓作为进一步的证明, 这在行动方面是人类道德复生过程中的第一阶段。然后提及不信者经常提出的一个反对意见: 当他们死后变成尘埃时, 怎样能使他们重新复活起来。本章驳斥了这一反对意见, 说在他们心底里知道人类的罪过从来不能逃避惩罚, 因此, 必然有一天他们会被叫去汇报他们的一切行为。接着, «古兰经» 的集成以及安拉保护它的经文被提供为这同一方面进一步的论据, 因为在所有启示的经典中 «古兰经» 最强调复生的必然性。然后简短而生动地描写了死的极度痛苦以及人想避免死亡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在死亡的时刻, 对一个人将得汇报他的行为的恐惧, 使他内心非常痛苦。本章快结束时告诫不信者说, 人类被创造出来并非是没有宗旨或责任的, 他们将得汇报为什么他们不能履行他们的责任的理由。本章进一步提醒不信者, 人类身体从一滴精液发育成完整的人, 被赐予特有的能力和才能, 这就成为一个无可辩驳的论证, 证明人类的生命是为一个崇高目的服务的, 而且它不将以灵魂脱离它的肉体住所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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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给亚玛给亚玛给亚玛给亚玛 (AL-QIYAMAH) 复生复生复生复生 全章共 41节, 麦加下降 

1.  
a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1533  

2.  我以复生日作证,  
3.  我以自责的心灵 1534作证, (审判日是确实的事情。) 

 
4.  人以为我将不 b集合他的骨骸吗?  
5.  不仅如此, 而且我有力量使他的每一指尖恢复原状 1535。  
6.  实际上, 人将来还想继续陷于罪恶。 

 
7.  

c他问 : “复生日将在什么时候?” 
 

 1533见 1:1。 1534
 «古兰经» 提到了人的心灵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叫做控制不了的心灵 (  � 	 �!I &9 �F  � �	� ��� ��� , Annafsul-Ammarah), 这时人的兽性占优势。第二阶段是自责的心灵(  � 	 �!I &9 �F   	 �!�J ��	 �!� , Annafsul-Lawwamah) 阶段, 这时人的觉醒的良心责备他所干的恶行, 抑制他的感情和欲望。在这一阶段人性占统治地位。这是他的道德复生的开端, 因此在这里作为最后复生的引证。如果人不负责任, 不对他后世的行为负责, 那么, 为什么要为作恶而受良心责备? 然后人的心灵的第三个也是最高发展阶段, 就是安宁的心灵 (  �	   �!I &9 �F  & �G	��� �! �" 
# , Annafsul-Mutma’innah) 阶段。人的心灵到了这个阶段实际上就可以免于失败, 不再犹豫, 并和造物主和平相处。 1535
  �I�+ �K�  (Banan) 代表人的能力和力量, 因为人可以用手指抓东西并保护自己。这个字也可以代表人的整个躯体, 正如东西的一部分有时代表它的全体。这节经文意思是: 安拉有能力恢复人的一切能力, 甚至恢复整个民族的能力, 即使这个民族的意志和宗旨完全死亡, 不复存在。 

 

a1:1. b23:83; 37:54; 56:48; 79:11-13. c78:2; 7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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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当目眩眼昏时,  
9.  当月蚀发生时,  
10.  当日月被集合在一起时,1536  
11.  在那天, 人将说: 

a
“我能逃避到哪里去?” 

 
12.  要听着! 今天没有逃避刑罚的任何地方。 

 
13.  那天只有你的养主那里才有安息之所。  
14.  在那天, 人将被告知他 (不应作而) 已做的和 (应作而) 未做的一切事情。1537  
15.  事实上, 人是完全认识他自己的; 

 
16.  纵使他做出自己的托辞。  
17.  关于它 («古兰经»), 你不要转动自己的舌头 (祈祷), 以期它 («古兰经») 迅速下降。 

 
18.  

b它 («古兰经») 的汇集和 (向世界) 诵读是我的责任。1538  
 1536经文 “日月被集合在一起” 可以表示整个太阳系将彻底瓦解。这节经文的意思也可指阿拉伯人的政权和伊朗帝国的政权的垮台, 月亮是前者政权的象征, 太阳是后者的象征。这里也可以指月蚀和日蚀。根据圣训, 月蚀和日蚀将在受道教长 (L�" �* ��, Mahdi) 来临的时候在斋月里发生 (  ���+ �* �$ , Baihaqī),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自然现象。这是够奇怪的, 1894 年斋月中日蚀和月蚀都发生了, 当时阿哈默底亚运动的创始人已宣称自己是主许迈喜合和受道教长。 1537 经文的意思是: 人已做了不应该做的恶行和应该做而没有做成的善举, 即他没有做的和他做的罪行。 1538据«布哈里圣训实录» 记载, 当初给穆圣启示一部分 «古兰经» 时, 他焦急之中担心自己记不住, 所以立刻匆匆背诵。上一节经文中说, 穆圣得到命令不要这么做, 因为在以下三节经文中说到, 安拉要亲自担当起来, 保护 «古兰经» 经文

a80:35. b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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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所以当我诵读它时, 你就随着诵读。  
20.  (向整个人类) 详述已是我的责任。 

 
21.  要听着! 

a你们喜爱今世的生活; 
 

22.  而疏忽后世。  
23.  在那天, 

b有些面目将是发光的,  
 

24.  (他们热切地) 瞻仰 1539 他们的养主; 
 

25.  在那天, 
c有些面目将是忧郁的,  

 
26.  (他们) 将想着他们将遭受劳累至极的灾难。 

 
27.  听着! 

d当 (濒死的灵魂) 到达咽喉时,  
 

28.  有的说: “谁是 (救他的) 术士?”1540  
 不受窜改的事情, 而且使经文将在毫无瑕疵的书本形式中加以汇集。(参看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Holy Quran”) 并向全世界传播、解释 «古兰经» 的启示 (15:10)。这几节经文的意思也可以是这样: 因为上几节经文提到为不信者指定的清算的一天, 穆圣自然急于希望应许惩罚的启示很快到来。他在这里获知, 在这一点上他不必焦急, 因为有关启示什么时候该到来, 以及惩罚该采取什么形式, 这都是安拉的责任, 他还被告知, «古兰经» 应该被汇集、诵读, 并向全世界阐释, 在这一点上也不必焦急。除了这节经文本文的含意外, 还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应该通过你的口舌解释 «古兰经» 中的启示” (  �� �� �� �� � �	
 �� , Ruhul-Ma‘ani)。这就强调了穆圣的圣行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 并强调了这是安全可靠的引导所绝不可缺少的, 其重要性仅次于 «古兰经» 本身。 1539 走正道的信者仰望他们的养主, 期望他们的善举得到回赐, 或者他们将被赐予特殊的精神慧眼, 目睹安拉。目睹安拉的意思是: 在人的灵魂面前安拉常德的特别现象的显示, 而不受尘世衣饰的阻挡。 1540这节经文的意思是: (a) 谁将与临死者的灵魂一道上升--------是将他带到天园的仁慈天使, 还是将他带往火狱的惩罚天使? (b) 那位可以避开已临近的死亡或

a87:17. b88:9. c68:44; 80:41; 88:3-4. d5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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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他坚信, 分离的时候现在已经到来; 
 

30.  (死亡之际) 极度痛苦 1541相连而来的时候到了。 
 

31.  那天, 你的养主那里将是 (你)唯一的去处。  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32.  因为他既没有接受正确的信仰,1542 a也没有礼拜; 
 

33.  
b甚至他拒绝、背离了 (真理);  

34.  然后, 骄傲自大地回到自己的家人那里去了。 
 

35.  愿你吃苦头! 愿你再吃苦头!  
36.  愿你吃苦头 ! 愿你再吃苦头!1543  
37.  难道人以为他被放任不管 , 

(好像) 没有 (受创造的) 目的?1544  
38.  

c他原不是被射出的一滴液体吗?  
39.  

d然后他变成了血块, 继而 (安拉) 赐予了他形体, 最后完成了他。 
 

 可以解脱临死者痛苦的术士在哪里? 1541实际上是胫骨 (�� �0, Saq) 这个字可比喻为灾难或痛苦。这节经文的意思是: 死去的灵魂的痛苦接踵而来--------将至亲好友撇在身后的痛苦、死亡的痛苦和后世等待着不信者的惩罚。 1542
  �� �!" �M (Saddaqa) 代表正确的信仰,  %�� �& (Salla) 代表善良的品行, 这是伊斯兰教的两条基本原理。礼拜是  �� �� �=��  (‘Ibadah) 的精髓, 意思是完全服从; 自己的品行要遵循安拉的经典。因此这节经文的意思是, 不信者的身心两方面都违背安拉。 1543
 “愿你吃苦头” 这句经文一再使用, 意思是精神的痛苦和肉体的惩罚, 即今世和后世的惩罚。这样的措词是用来加强语气的。 1544 整个概念和安拉的智慧全不一致, 即安拉竟然从一件没有价值的东西, 即从一滴精液中创造人, 并且竟然赋予他这样伟大的天赋才能而使他成为安拉的一切创造物中的中心和枢纽, 接着让他独自吃喝玩乐。 

a74:44. b74:47. c18:38; 36:78; 80:20. d23:15; 40:68;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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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他 (安拉) 从他 (人) 创造了一对一对的--------男女。  

41.  难道这样的 (安拉) 没有力量
b使死者复活吗?1545  
 1545养主从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开始创造了人, 亦具有能力在他死了成为一堆骨灰和尘土之后赐他新生, 得以无限精神进展。 

 

 

 
 

 

 

 

 

 

 

 

 

 

 

 

 

 

 

 

 

 

 

 

 

 

 

 

 

 

 

 

 

 

 

 

a92:4. b17:51-52; 36:80; 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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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七七七七六六六六章章章章 阿德阿德阿德阿德••••德赫尔德赫尔德赫尔德赫尔 (AD-DAHR) 时代时代时代时代 伊历纪元前启示 启示的日期启示的日期启示的日期启示的日期、、、、上下文与主题上下文与主题上下文与主题上下文与主题 本章像前一章那样属于麦加初期的经章。它也可称为 «人» 章 

(  � ���	�� ���� , Al-Insan)。前一章将结束时说, 人从一种微不足道的液体发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体并被赐予极大的天然能力, 由此引出一个必然的结论: 人类的生命要为安拉创造他们的目的去服务, 伟大的安拉把他们从一滴精液中创造出来, 具有在他们死后给他们新的生命的能力。本章延伸这同一主题, 即人类受赐而具有上升到极大精神高度的惊人的天然能力。它开始的几节经文提醒人类关于他们微不足道的开始以及他们已被赐予理智和认识, 为的是要他们沿着安拉的使者指引他们的道路走, 他们能无止境地取得精神进步, 这样他们就能达到安拉创造他们的目的。可是安拉派遣的使者降现来引导人类走向安拉时, 有些人拒绝安拉的教义而招致安拉的不悦, 同时另一些人却比较幸运, 对安拉的号召做出反响而获得他的赐福。本章然后优美地描写了安拉赐予那些正直的信者们今世与后世的种种恩惠, 也简短叙述了由于不信者故意拒绝安拉的教义, 他们在今世和后世要受到的那种惩罚。本章在结束时恰当地评述说, 安拉降示了 «古兰经», 引导人们走向万物的创造主和养主的道路, 只有他们的意愿符合安拉的意愿时, 他们才能从中获得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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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六六六六章章章章 阿德阿德阿德阿德••••德赫尔德赫尔德赫尔德赫尔 (AD-DAHR) 时代时代时代时代 全章共 32节, 麦加下降 

1.  
a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2.  难道人未曾经过一段不是 b值得叙述的东西的时期?  
3.  

c我确以一滴混有 (各种力量)的精液创造了人, 以便我对他考验; 所以我使他具有很强的听觉和视力。 
 

4.  
d我 (按照他的情况) 指示了他道路, 不论他感恩或忘德。  

5.  
e我为不信的人准备了铁链、铁圈和烈火。1546  

6.  但善良的人将饮用樟脑 1547混合的杯子--------  
 1546 一个人的每一个行为之后都会有安拉相应的行动。不信者在尘世的各种牵连纠缠都会化为后世的锁链; 尘世事物的关切将变为火狱的铁圈, 贪婪和色欲等等变为火狱。另见注释 1479。 1547

  � ' �� &N� �  (Kafur) 源出  �� �F �O (Kafara), 意思是掩护或克制。这节经文的意思是, 饮用樟脑调合的杯子具有降低兽欲的效果。敬畏的信者的心胸因净化一切不洁思想, 并藉安拉深邃的认识的清凉解除情欲的火热。 

 
 

a1:1. b19:68. c18:38; 35:12; 36:78; 40:68; 80:20. d90:11. e18:103; 29:69; 33:9; 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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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将来自) 一个泉源,1548安拉的仆人将从那里饮用。他们努力使它 (从大地) 强烈的涌出。  
8.  他们履行自己的誓愿,1549惧怕灾祸将蔓延  (整个世界 ) 的那天。  
9.  

a他们为了热爱安拉而把饭食供给穷人、孤儿和俘虏;  
10.  (他们说:) “我们只为了获得安拉的喜悦而供给你们饭食。我们不要你们的报酬和感谢。  
11.  “我们确怕来自我们的养主的那蹙眉痛苦的一天。”  
12.  所以安拉将免除他们那天的灾祸并赐予他们喜悦和快乐。  
13.  

b他将为他们的坚忍而赏赐他们天园和丝绸 (的衣饰)。 
 

14.  他们在天园中 c斜倚卧榻, 
d不觉炎热, 不觉严寒。  

 1548敬畏的信者将饮用满杯甘泉, 那泉源是他们辛勤劳动开凿出来的。这就是  �C �P �F�; (Tafjir) 这个字的意思。他们在人世所作的行为将以泉源的形式在后世出现。这是需要信者不断地努力奋斗的精神发展的第一阶段, 因为只有控制并制服了一个人的罪恶倾向, 才能做出精神上的进展。这节经文所提到的 “泉源” 就是安拉的爱和认识安拉的泉源。 1549
 “履行自己的誓愿” 意味着向安拉述职。人对自己的同类的义务在下一节经文中论述。 

 

a90:15-17. b22:24. c18:32; 36:57; 83:24. d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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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天园的荫影将倾垂在他们的上面, 天园的果实将被带到他们跟前。  
16.  

a银盘和玻璃杯将不断被传递到他们那里。 

 

17.  (这杯子看来) 是玻璃的, (实质) 是银制的, 它是他们 (天使)用无比的技术铸成的。 

 
18.  在那些天园里, 供他们饮用的将是生姜 1550调合之杯。  
19.  在天园中还有一个名字叫 �� �� ���� �	�  (Salsabil)1551的泉源。 

 
20.  

b长生不老的青年将不断在他们左右服务, 当你看见他们时, 你以为他们是散布的珍珠。  
 1550

 (
��)� 
* �� (Zanjabil, 生姜) 这个字是 ��7 �1 (Zana, 登上) 和  �#�� �8 (Jabal, 大山) 的复合词, 意思是: 他登上大山。生姜对提高人体本身的热量很有用。它 (生姜) 能够在虚弱的身体内加强并产生热量, 所以使人可以登上陡峭的高峰。这两节经文都提到樟脑 (  � ' �� &N� � , Kafur,) 和生姜, 目的是要注意一个信者所必须经过的两个阶段, 为的是从低级的奴隶状态在精神进展上发挥出热情, 升迁到德性和正义的高峰。第一阶段称为  � ' �� &N� �  (樟脑) 阶段, 在这个阶段毒性受到抑制, 汹涌的情欲开始退却;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抑制毒物才有效, 正像樟脑具有消除情欲的强大功能。但是克服一切困难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是在第二阶段获得的, 这个阶段称为 (
��)� 
* �� 

(生姜) 阶段。精神上的姜对精神系统有兴奋作用, 能显示出真主的美和光辉, 为灵魂提供营养。精神旅人得到了这种显示的支持就能横越阴郁的沙漠, 攀上陡峭的高山, 达到他的精神旅途的目的地。 1551
  
� �) �+
� �,#  (Salsabil) 这个字面意义是 “问路”, 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是: 在 (
��)� 
* �� 

(生姜) 阶段, 精神旅人陶醉在真主的爱中, 因此他在过分急于觐见安拉的心情中到处打听, 询问每一个人有关到达真主的门槛的最近而最快的途径。 

 
 

a43:72. b52:25; 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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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当你观看时, 你将看见那里有极大的幸福和广大的王国。1552  
22.  他们将穿着 a细丝粗锦的绿衣, 佩戴 b银镯。他们的养主将赐予他们纯洁的饮料。1553 

 
23.  (他们将被告知:) 

c
“这是你们的报偿 , 你们的努力已受赏识了。”  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24.  我确已逐渐降示你这部 «古兰经»。1554  
25.  所以你要恪守你养主的命令, 不要追随他们中任何犯罪的人和忘恩的人,  
 1552除了许诺给走正道的信者后世的精神王国之外, 穆圣的伙伴在今生里还受赐掌握大权的时代。 1553在精神旅途的  � ' �� &N� �  (Kafur, 樟脑) 阶段, 为安拉的陶醉的旅人被描写为力求享用安拉之爱的美酒 (第 6节), 在 (
��)� 
* �� (生姜) 阶段, 他由别人招待给生命的饮料 (第 18节), 最后即  
� �) �+
� �,#  (Salsabil) 阶段, 安拉亲自给他享用长生不老的药。这是很有意义的三种饮料的等级。樟脑具有降温的效果, 生姜有升温的效果,  �0 
� �) �+
�#  (Salsabil) 的意思就是自然地要追求的注定的道路。第一种饮料有樟脑调和。樟脑有助于冷却欲念和感情。第二种饮料由姜调节, 刺激追求正道,  
� �) �+
� �,#  

(Salsabil) 标示着信者自然地遵循正道的第三阶段。 1554
 «古兰经» 是逐步地一点一点地启示的, 时间长达二十三年。这个逐步的过程有着双重目的。它有助于信者学习、记忆、吸收, 并有助于信者遵照 «古兰经» 教义塑造他们的人生。这种逐步的过程, 其目的也是为了满足变化着的环境的日益增大的要求, 以及加强穆斯林的信仰和信念, 因为在中间阶段他们就有机会目睹 «古兰经» 较早时候所作的预言的实现。«古兰经» 的逐步启示也实现了以下 «圣经» 上的预言 («以赛亚书» 28:10-13): “他居然还想一课一课、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的教导我们呢! 假如你们不听我的话, 上帝要打发外国人, 用奇异的语言来教训你们。他给你们安宁和舒适, 你们却拒绝听从他。现在上主要一课一课、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的教训你们了。” («以赛亚书» 28:10-13) 

a18:32; 44:54. b18:32; 22:24; 35:34. c32:18; 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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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a要朝夕记念你的养主的名字。  

27.  
b要在夜间向他叩头, 并以长的时间在夜里赞颂他。  

28.  
c的确, 这些人喜欢今世的生活, 忽视他们将来艰难的日子。  

29.  我创造了他们, 使他们的体格结实。当我愿意时, 
d我将创造同他们一样的人来代替他们。  

30.  
e这是一项劝告。凡是愿意的人, 都可采取倾向安拉的道路。  

31.  
f但除非安拉 (这样地) 愿望, 你们绝不能 (这样地) 愿望。安拉确是全知的, 明哲的。  

32.  
g他使他所意欲的人进入他的仁慈中,1555 至于不义的人, 他已为他们预备了痛苦的惩罚。  

 1555这节经文除了本文的意义之外还意味着: (1) 这是安拉的愿望, 要你用自己的意志接近你的养主, 以便进入他的仁慈中。(2) 你无法接近你的养主, 除非你服从并使你的意志符合安拉的意志。(3) 你本该使你的意志符合安拉的意志, 但你似乎做得不够。 

 

 

 

 

 
 

 

 

a3:42; 48:10. b17:80; 50:41; 52:50. c17:19. d56:62. e73:20; 74:55; 80:12. f18:25; 74:57; 81:30. g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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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七七七七七七七七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穆尔萨拉特穆尔萨拉特穆尔萨拉特穆尔萨拉特 (AL-MURSALAT) 受遣者受遣者受遣者受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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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尔迪克和米尔确定本章, 很可能是不错的, 是在宣称使者的第四年启示的。像在麦加早期启示的其他经章那样, 本章也述及复生这一论题, 并且提出安拉的许多使者给他们的民众带来伟大的精神改革, 特别是穆圣在堕落颓废的阿拉伯人生活中所苦心造就的奇迹般的道德变化作为一种论据来证实复生这个论题。安拉派遣的先知的降临在本章中比作判决日, 那时坏人从好人中分出来, 或者用一句优美的譬喻来说, 那时去壳存粮。在那判决日里, 罪人受惩, 正直的人得到善行的报偿。本章恰当、充分地描写了惩罚, 对他们的邪恶行为确当地相应合, 那些蔑视和违反安拉经典的人将在后世遭受这种惩罚; 然后接着描写将赐予那些按照安拉经典来约束生活和行动的人以天园中的幸福和快乐。为了证实复生这一教义, 本章也引用十分令人信服的一点精液发展成为完整形状的身体并赋有极大天然能力的人--------人的本身就是一种奇妙的创造物。本章在将近结束时使不信者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拒绝 «古兰经» 的启示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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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七七七七章章章章 阿勒阿勒阿勒阿勒••••穆尔萨拉特穆尔萨拉特穆尔萨拉特穆尔萨拉特 (AL-MURSALAT) 受遣者受遣者受遣者受遣者 全章共 51节, 麦加下降 

1.  
a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2.  我以开头徐徐前进者,1556  
3.  继而他们迅速移动 1557作证,  
4.  我以充分传播 (真理) 者、1558  
5.  (善恶之间) 做明显的分辨者,  
6.  和 (普遍) 传播安拉的言语者作证, 

 
7.  (以便向人们) 提供 (完善的) 论证和警告。 

 
8.  

b的确, 凡是你们所受约的, 都必定实现。 
 

9.  
c当星辰暗淡无光时,1559  

 1556这节经文和以下四节经文所提到的事物, 力量或存在被各种权威学者们用来指风、指天使、指安拉的使者及其信徒、特别而十分恰当地用来指穆圣的伙伴。作为指穆圣的伙伴, 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 在开始的时候穆圣的伙伴要缓慢地、文雅地传播伊斯兰教的启示。 1557 在克服了开头传播 «古兰经» 工作的困难之后, 穆圣的伙伴们就进展得快多了, 而且更有力地进行传播伊斯兰教的启示; 这节经文的意思也可是这样: 在 «古兰经» 教义的帮助下, 他们驱走了面前的谎言和恶势力, 犹如秋风扫落叶。 1558他们要公开赞扬并四处传播真理的启示; 或到处散播善良的种子。 1559这节经文的意思是: 当各种灾难快要降临于人的时候。阿拉伯人认为星辰的消失是灾难即将来临的迹象。 

 

a1:1. b51:6. c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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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当天体分裂时,1560  

11.  当山岳  (像尘埃一样) 飞扬时,1561  
12.  当所有使者在其固定的时候出现时,1562  
13.  (这些惊奇的事件的) 时间被约定在哪一天? 

 
14.  在决定的日子。  
15.  你怎么知道决定的日子是什么？ 

 
16.  在那一天, 否认 (真理) 的人将面临毁灭! 

 
17.  难道我没有毁灭前代的人吗？ 

 
18.  

b我将使后来者步其后尘。  
19.  我就这样待遇犯罪的人。  
20.  那一天否认 (真理) 的人将面临毁灭! 

 
21.  (我将对他们说:) 我没有以 c一个不足道的 (精液) 创造了你们,  
22.  并把它放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23.  到一个固定的时间？  
 1560当大灾大难来到世间的时候。 1561当巨大的变化发生的时候; 或者当强有力的和有影响力的人遭受失败的时候; 或者当历史悠久的旧制度被彻底摧毁的时候。总而言之, 当整个腐败的秩序死亡的时候。 1562当一个伟大的精神王国的复兴者出现的时候, 他具有安拉的使者们的权力和精神, 似乎被披着所有使者的披风。 

a78:21; 82:2. b6:134. c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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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这样规定了;1563 我是多么卓越的规定者啊! 
 

25.  那天, 否认 (真理) 的人将面临毁灭! 
 

26.  
a难道我没有把大地做成汇集的 

 
27.  一切生者和死者?1564  
28.  

b我在大地上造化了高大的山岳, 并赐给你们饮用的甜水。1565  
29.  那天, 否认 (真理) 的人将面临毁灭! 

 
30.  (我将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走向你们往常看待它是谎言的吧。 

 
31.  “走向那具有三个尖头的影子。1566  
 1563 这一节和以上三节经文是指子宫内的精子发育为完全成形的人的极其微妙的过程, 这真是非常神奇的创造。这个创造过程被用来论证复生日, 因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绝妙的对比, 母亲的子宫被比作人在人间的生命, 人的出生比作复生日。 1564在世的人都要死, 人死之后其遗体以不同的形式回归于泥土。这节经文也可以指地心引力法则, 或地球在地轴上转动, 或绕着太阳转动。Q� �F �O (Kifat) 这字也可以表示, 人的一切物质要求都可以在泥土中得到满足。 1565山作为巨大的天然水库。 1566 不信者的错误信仰、愚蠢的风俗和习惯在后世将化为三个叉尖的影子。根据伊本•阿巴斯传述, 这里也可以指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这节经文的意思也可以是, 不信者将受到右面、左面和上面三方面的惩罚。此外, 伦理学导师指出有三个因素阻碍责任感的发扬--------缺乏感受性、缺乏思想和缺乏判断。同样, 据说有三个因素阻碍道德推动力--------恐惧、骄傲和肉欲。我们可以用心理学的语言说, 致使人们入火狱应归于这三个因素--------感觉和推理的错误、性的过失和意志薄弱。 

 

a7:26. b13:4; 15:20; 21:32;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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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那荫影既不给予阴凉, 也不防御火焰。”1567  
33.  它抛掷像巨大城堡似的火花,1568  
34.  那 (火花) 好像黄色的骆驼。1569  
35.  那天, 那些否认 (真理) 的人将面临毁灭! 

 
36.  这是他们 a将不能 (随意) 说话的一天,1570  
37.  

b他们也将不能获得 (安拉的)许可而提供任何辩白。1571  
38.  那天, 那些否认 (真理) 的人将面临毁灭! 

 
39.  

c这是决定的日子。我已集合你们和前人在一起;  
40.  “如果你们现在有任何计谋 , 那么 , 就试图作反对我的计谋吧。1572  
41.  那天, 那些否认真理的人将面临毁灭! 

 段二段二段二段二  

42.  
d敬畏的人将住在有荫影和泉源的地方。  

 1567见 56:43-45。 1568 因为不信者追求安逸, 自豪于华贵的高楼大厦, 他们的罪恶和犯罪将化为高高升腾的火焰, 就像高楼大厦一样。 1569阿拉伯人为他们的骆驼骄傲, 因为骆驼是他们的最大财源。 1570见注释 1076。 1571不信者的犯罪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就不容他们找借口狡辩。 1572穆圣的敌人受到了挑战, 根本没办法反对他。 
 

a78:39. b9:66; 66:8. c37:22. d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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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他们将获得 a自己爱吃的果实。 
 

44.  (有的将对他们说:) “你们愉快地吃喝吧! 这是你们行为的回赐”--------  
45.  我就这样报偿行善的人。  
46.  那天, 那些否认 (真理) 的人将面临毁灭--------  
47.  (我对他们说:) 

b
“你们吃吧, 获得 (今世的) 一点享受吧, (否认真理的人啊!) 你们确是有罪的。” 

 
48.  那天, 那些否认 (真理) 的人将面临毁灭! 

 
49.  当有人对他们说: “崇拜安拉吧!” 他们却不崇拜。 

 
50.  那天, 那些否认 (真理) 的人将面临毁灭! 

 
51.  除这 («古兰经») 以外, 他们将信仰什么经典？0      
 
0  

 

 

 

 

 
 

 

 

 

 

 

 

 

 

 

 
 

a52:23; 55:53; 56:33. b1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