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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道教长 (Imam Mahdi) 是不是具有先

知品位呢？ 

 

关于受道教长（主许迈喜合）的先知（圣人）品位问题，

我们可以从《古兰》、圣训和伊斯兰教权威学者的意见三方

面加以讨论。 

    一.依照《古兰经》的明文，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

平安）以后，完善信仰伊斯兰教澈底遵守《古兰》圣训的人

是可能获得先知的精神品位的。请研究下面几节《古兰》、

经文： 

1、 真主在《古兰》首章里说： 

☆ 

主啊！求你领导我们正路，那个路是曾获得你的恩惠者

的路，不是遭恼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 

《古兰》首章是真主教导我们的日常祈祷词。在这个祷

词中，真主明示我们要常常祈求主的恩惠。主的恩惠基本上

可以分成精神和物质两种，而精神恩惠中最高级的是先知

（圣人）品位，物质恩惠中最大的是国家的最高主权。从前

许多遵守正路的人得到了先知（圣人）品位和国家的最高主

权。例如，伊布拉欣圣人的教生们曾蒙真主赐予无数的先知

品位和国家主权，所以我们大为了解，真主在其上述所教我

们的祷词中，授意我们要为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恩惠祈祷，在

这一切恩惠中，当然也包含最高的精神恩惠（先知、圣人）

和最大的物质恩惠（国家的最高主权）。当真主教我们为各

种精神和物质恩惠而天天多次的祈求，真主为什么不赐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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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各种恩惠呢？他劝嘱我们向他祈求什么东西，我们有什么

理由否认真主不恩赐我们那些东西呢？所以从这段祷词我

们可以证实先知（圣人）的恩惠，在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

平安）以后，仍然是要下降的。 

2、 

☆ 

凡是服从安拉和这位使者的人，他们都是属于安拉所赐

给的先知、正人、殉教者和善人恩惠行列的人。他们是很好

的伴侣。（4：70,71） 

请留心！《古兰》首章是古兰的缩影，是《古兰》其他

章节的择要，包括《古兰》一切教义的纲领。这些纲领的细

则，我们从《古兰》其他章节中都可以找到。例如，我们上

面所论述的首章中真主最高极的精神恩惠是原则性的教义，

我们在这节经中便可得到详细的指导。请详细地分析这一节

的内容。 

在这节经文中“服从” 一词是现在和将来式的动词。

这就说明凡现在和将来服从真主和他的使者穆罕默德（祝安

拉赐他幸福、平安）的人，他们将是属于那获得四种精神恩

惠的人们即先知（圣人）、正人、殉教者和善人一类的。他

们将如那些人们一样地得那四种品位的恩惠。在阿文里 一

字是“和、同”的意思也可用做“ （在……中）和       

（属于）”的意义。在这节经中，这个字顺理成章地应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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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属于”的意思。在些人把本节的 一字用作

“和，同”的意思。所以他们译解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凡服

从真主和这位使者的人，都将与真主的先知（圣人）正人、

殉教者和善人同在一起。这种解释是不合经文原义的。请看

下面几个证据。《古兰经》一处说： 

 

我们的主啊！求你使我们临终列入义人群中吧。 

（3：194） 

这段经文是真主教我们的祷词。我们经常以此祷词求真

主使我们能以得到善终，列入义人的一群。但如果依照上述

那些人的意见，我们用这个祷词所求的不是临终成为义人而

只求与义人死在一处。死在一处的人不一定都是义人。这样

的祷词有什么用处呢？谁能同意他不要求为义人而只求于

义人死在一处呢？《古兰经》另两处真主叙述伊布利司         

说：

甲、(15:32)  和乙、(7:12)  

这两节经文都说明伊布利司不是属于叩头者。可是第一

句所用的介系词是 （和同、属于、在……中）。第二句的

介系词是 （属于）。可见阿文 一字象 一样在这里都是被

用做表示“属于”的意义的。 

真主在《古兰》另一处教我们又一个祷词。在那个祷词

中，有一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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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主啊！求你使我们参与作证人的群中吧。（3:54） 

在这一句中也用了介系词 。这个字在这里表示“属于，

在……中”的意思。所以这句经文意思是“求你使我们参与

作证人之中。” 

《妇女章》的这节（4:70,71）经文是《古兰首章》 

☆ 

的注释。它说明我们每天所求的恩惠共有四种： 

    1.先知，2.正人，3.殉教者，4.善人。这就证明了服

从安拉和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知行伊斯兰教义

者可以达到先知品位。 

☆

 

伪信的人必堕入火狱的最下层。你绝不能为他们发现任

何援助者。只有那些悔罪迁善、依靠真主而求自卫且为真主

而纯诚奉教的人，是属于信者的行列之中的，真主将给信者

重大报酬。 

（4：146-147） 

在这两节经文中也有 一字。这里也是 、 一样表示

“属于”的意思。试想当一个伪信的人像一个信者做了一切

思想、信仰和行为的改善工作，他们就是信者了。我们怎样

能说他们只是能同信者在一起罢了，而不能称为信者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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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照这样解释这个经句，那么，我们对这类做了一切改善工

作的伪信者称他们什么名字呢？是不是永久叫他们伪信者

呢？这种译解明显是错误的。 

3.真主在《古兰》另一处说： 

 

阿丹的子孙啊！每当你们同族中的使者来向你们讲述我

的迹象，凡是敬畏而改善的，将来都没有恐惧，也没有忧愁。

（7：36） 

真主的这段经文是向阿丹的子孙下降的，这里所谓“阿

丹的子孙”不是过去的阿丹的子孙，而是将来的阿丹的子孙。

这个看法可从《古兰经》的别节经文加以证实。例如，真主

经由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向整个人类发

布命令时说： 

 

阿丹的子孙啊！在每个礼拜寺里，都要保持装饰。你们

吃，喝，但不要过分。（7：32） 

原来阿拉伯起初以赤身巡游天房为一种善功。所以命令

在朝拜真主的时候必须注意装饰。换言之，必当穿着衣冠。

教长哲拉伦丁·色尤迪 解释这节经文说： 

 

这项宣言是对当代和将来的人类而发布的。 

从上面的论证，我们可以了解在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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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以后，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中间将有述而不作、服从

《古兰经》教义的先知。那时的信者应当信从他，以免离开

了真正的伊斯兰大道。 

4.真主在《古兰》中另一处说：

 

真主自天使和人类中选择使者。（22：76） 

这一经句所使用的动词是现在和将来式的 。这就

是说，真主现在和将来都于天使和人类中选择使者。从这句

经文可见不断地选派使者是真主的常道。真主的常道是永不

改变的。例如，他说： 

 

你绝不能发现真主的常道有任何变更。（33：63） 

所以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以后，信仰伊斯兰

教、遵循经训的人是可以被选为使者的。 

5.真主在经中又说： 

 

要铭记，真主向有经的人经由他们的圣人取约时说：“我

已赐给了你们经典的智慧。今后当证实你们所守经典的使者

到来时，你们必须信仰他，帮助他。”真主又说：“你们以自

己教徒的代表身份同意并承当这项重约吗？”他们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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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允了。”真主说：“那么，你们作证吧！我也和你们一同

作证。今后凡背弃这项许约的，都将是罪人。”（3：82，83） 

这节经文指出关于将来的先知（圣人），每一个先知（圣

人）都以他的民族代表身分向真主做了信仰和帮助他们的先

知（圣人）的许约。 

我们从《古兰经》的另一节也可看到真主也向穆圣（祝

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取了这种信仰和帮助将来的先知（圣

人）的许约。如真主说： 

☆ 

要记着那个时候，真主向有经的人经由他们的先知、你、

努哈、伊布拉欣、穆撒和玛尔彦之子，伊撒取了他们的许约。

(33:8,9) 

从这节经文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出真主从穆圣（祝安拉赐

他幸福、平安）也取了象以前的先知一样的许约。 

如果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以后没有先知（圣

人）降临，真主为什么从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也

取了这种许约呢？所以这段经文肯定地证明了穆圣（祝安拉

赐他幸福、平安）以后先知（圣人）一定要来的。 

6. 

 

真主说：在派遣使者以前，我不惩罚（任何民族）（1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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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生日以前，我将要毁灭每一城市或给它严重的惩罚。

这是早已笔之于真主的前定之中的。（17：59） 

从这段天经，我们可以知道复生日到来之前，必定要有

全球性的严重天惩。而上一段经文又明示这种天惩要降在先

知问世以后，所谓“先教后诛”。如果我们相信这两节经文

是真主的话，那么，我们就得信仰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

平安）以后，将有天惩和先知的到来。 

真主在《古兰》另一处也说明这个先教后诛的真理的。 

 

如果在派遣他（先知）之前，我以刑罚灭绝他们，他们

必定要说我们的养主啊！你怎么不派遣一位使者来引导我们，

以便我们在受辱现丑之前，遵守你的迹象呢？(20:134) 

总起来说，在上面的几节经文中，真主说明了预定的惩

罚，绝不下降于遣使之前，而在复生之前，又一定要有严惩

下降。所以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以后，还必然要

有先知（使者）的到来。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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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尤素夫来的时候，曾向你们表现种种明显的徵象。

可是你们对他所表现的迹象常常保持怀疑的态度。直到他死

了，你们说真主今后再不派遣任何使者了。就这样，真主使

过分和怀疑者陷于迷误之中。他们对真主所降赐的迹象，没

有明证地横加争辩。这种事在真主与信者看来，是极为可怒

的。安拉就这样地关闭每一个骄傲和强暴者的心。 

（40：35,36） 

在这段经文中，真主明白地告诉很多骄傲强暴的人不喜

欢听从别人的话，甚至真主的使者给他们看到异迹，教导他

们走真主的正道以便他们可以满足自己精神、道德、智慧和

身体发展的需要，但他们由于蛮横成性，不愿信从，始终对

其持怀疑态度。譬如，当尤素夫圣人对人们显示异迹、宣传

主道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注意了解其使命，盲然地怀疑不信。

可是当尤素夫圣人完成了他的主命，信仰的人们成功地达到

精神、道德、智慧和身体可能发育的程度，那时他们才体会

那先知的真理，惋惜自己的过失。但他们仍然不求遵循先知

的正道，又以失望的心情，愚妄地揣度先知不会再来。他们

这种说法不但断绝自己的顺主信圣的大道，且也关闭了后来

人们顺主信圣的门径。所以真主对这种不守正道、顽强怀疑

不信时代先知的分子，不但不加领导，而且由于他们的自误

误人、自欺欺人而表示深恶痛绝。所以我们绝不可毫无证据

地固执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以后绝不会有先知问

世的信条。 

总之，从上面所引证的七节经文，我们可以证明穆圣（祝

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以后，从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

安）的言行、遵循伊斯兰教义的人可以达到先知的精神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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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仍然有人坚持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是最后的

先知，在他以后任何一种先知都不会再来，他们这种看法在

《古兰经》中没有任何明文的证据。他们只能把《古兰经》                

先知之印”一词译做“最后的圣人”，做为他们信仰

的基础。其实 一词中 这个单字的真正字义是“印”

我们可以从阿文字典中得到证实。现在仅将著名教长拉哥

布·伊斯法哈尼 所著的《古兰难辞注解》

关于 一词的注释，记录如下： 

 

在阿文中 和 是字义相同的两个不定词。它们具

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是真正的意义。依照这个字义两个字的

意思都是“东西的作用，印象、影响，即一个东西在其他东

西里产生自己的影响。”例如，印上雕刻的形象或文字，在

另一种东西中产生形象和文字的影响。第二种是隐喻的字义

和真正字义的影像字义。依照这种字义这两字的意思是“印

上雕刻的形象或文字的影响。” 

根据《古兰难解注释》，我们可以知道阿文  这个不

定词的真正字义是“东西的作用，印象。”如同印上雕刻的

形象和文字。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东西把它自己的影响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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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另外的一个东西里面，而印的形象和文字的影响其他东西

只不过  （东西的作用，印象）影响别的东西的一个例子

而已。再者根据《辞源》“印”这个字有五种意义： 

甲、曰印信也。用木或金石为之，上刻文字以为信也。

旧制亲王以上称宝；郡王以下官员曰印；秩卑者曰玲记、图

记；钦差官曰关防；私人所用者曰图章，亦曰私印，小印。 

乙、曰印版。如印刷。 

丙、曰凡有痕迹著于他物者皆谓之印。 

丁、曰合也，如言，心心相印。 

午、曰姓。郑大夫印段之后。 

从《辞源》这段对印的字义的说明，我们可知“印”字

同阿文  这个字是相同的。如第一和第三两个意义与 

上述两个意思相合。所以  这个字表示有形的印的时候，

就当作印信。即用木、金、石所制的印，上面刻有文字作为

表示信实用的。如果把“印”这个字用作有形的东西，如印

信；无形的东西，如精神学问的广泛解释，只把它译做“印”。

意思是说：“凡是在其他东西里面留有痕迹的东西。” 

  一词里  这个单字既然源于字根  ，自

然也有两种字义。但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当 （印）在正

偏组合 一词中，是正次 ，而其偏次 是复数

名词或集合名词时，它的真正字义究竟应当是什么呢？要知

道，当 （印）的偏次是复数名词的时候，例如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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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友人之印）、 （诗人之印） （统治者之印）

等等，其意思是，他们是具有那样影响力的人物，由于他们

的感召，真主友人、诗人或统治者将要到来。就这个观点看，

根据阿文的语法和成语  （先知之印）的真正字义是，

他具有那种精神道德影响力的先知，通过他的感召先知要到

来。 

大学者伊本·哈列董  在其著作《序论》一书中

说： 

苏福雅（ 忘却自己守道近主的人）以“先知（圣人）

的品位”做例子来解释“真主友人的品位”。在“真主友人

品位”中的集大成者称做“主友之印”，正如先知（圣人）

品位的集大成者称做“先知（圣人）之印”。 

从这个譬喻，我们可以知道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

幸福、平安）在达到“先知（圣人）之印”的圣格以后，他

的精神感召可使别人达到先知（圣人）品位。因为集大成的

先知（圣人）自然可以“先知（圣人）之印”的完善圣德，

在他人达到先知（圣人）品位中能起精神的反射作用，好象

有形的印信，以它的形象和文字，在其他实物中能起反射作

用。简单地说，根据《古兰》的教义，《古兰》固是最后经

典，但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不是最后的先知。因

为《古兰》是完善、永久对整个人类的经典，穆圣（祝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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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他幸福、平安）是“先知之印”具备完善的圣德，有一切

精神感召力量。凡是知行《古兰》经典、顺从穆圣（祝安拉

赐他幸福、平安）言行，达到完善程度的人，赖真主的仁慈，

可能达到先知的精神品位。 

二. 依照圣训，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以后先

知可以到来 

1. 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夫人阿依莎

向穆斯林说： 

 

人们啊！你们要说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是

“ （先知之印）”，不要说在他以后再没有先知（到来）。

另一本书中，也记载了她关于这一要点的提示： 

85  

人们啊！你们要说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确是

“ （先知之印）”，不要说在他以后没有先知。穆圣夫

人阿依莎(求真主喜悦她)   精通伊斯兰教义，深知

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地位。她很怕后人误解穆

圣的精神地位。所以她一再说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

是“先知之印”，并禁止人们说他以后没有先知，以免人们

妄说他是最后的先知。她的这个警告说明 （先知之

印）的意思绝不是“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是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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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先知”，在他以后先知是可以到来的。 

2.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说： 

 

 6 

除非将来有先知到来，阿布·伯克尔   是这个民族

中最优秀的人。关于这一点，另一段圣训记载穆圣（祝安拉

赐他幸福、平安）的话是这样的： 

 

137

5 

除非将来有先知到来，阿布·伯克尔是人类中最好的人。 

请想一下，如果人类中将来没有先知降生，穆圣（祝安

拉赐他幸福、平安）有什么必要做“除非有先知到来”的例

外说明？ 

3. 圣训说： 

穆撒希望做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教生的先知，

并向真主请求说： 

 

求你使我做这个民族（穆圣的教生）的先知。真主回答

说： )نبیھا منھا )کتاب الرمحہ املھداۃ 这个民族的先知将从他的民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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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 
这段圣训说明穆撒圣人不能来做穆圣的教生的先知。伊

撒圣人也不能来做他们的先知。只有穆圣教生才能成为其教

生的先知。 

4. 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说：

 

 

如果伊布拉欣（穆圣的儿子）活着，他将来一定是一位

忠诚的人，也是一位先知。 

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 的这段话是在他儿子

伊布拉欣幼小死去的时候说的。那时候 “先知之印”

的经文业已下降五年了。可见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

认为他的 “先知之印”的称号并不意味着在他以后

任何人都不能达到先知的品位了。如果他理解“先知之印”

的称号阻止了先知的诞生。那么，他应当说： 

 

即使伊布拉欣活着，他也不能成为先知，因为我是圣人

的最后的一位。 

三、圣训说明受道教长也具有先知（圣人）的品位 

1、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在预言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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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者·马朱者和受道教长将要到来的时候，他曾四次称他是

真主的先知（圣人）。请看下面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

安）预言的原文： 

……

……

 

……真主的先知伊撒（愿主赐他平安与幸福）和他的同

伴将被围困起来。在那个情况下，饮食的困难将要达到极点。

那时一个公牛的头将比今天的一百弟纳尔（阿拉伯古代金币）

还要贵重。于是真主的先知伊撒和他的同伴向真主祈求救助。

真主将接受他们的祈祷，为了消灭雅朱者、马朱者

真主使他们的颈部生虫，他们便马上死亡。然后真主的先

知伊撒和他的同伴来到平原，他们发现没有一拃的地方没有

雅朱者、马朱者的死尸和他的臭气。在这个时候，真主的先

知伊撒和他的同伴又祈祷真主……。 

我在前面业已论述了伊撒迈喜合（耶稣基督）已经去世。

将来的迈喜合（基督）——将来的受道教长自然不会是伊撒。

至于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在预言受道教长——迈

喜合将来的时候，一再提到伊撒的名字，那是一种比喻，便

于人们了解将来的受道教长——将来迈喜合是同伊撒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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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相似的。为了免除人们误解将来的迈喜合也许不是象伊撒

迈喜合一样的先知。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在上述

圣训中曾四次称那主许的迈喜合“真主的先知”。再则，有

些穆斯林认为伊撒还在天上，将来的迈喜合就是伊撒。如果

他们坚信这一点，那么，他们当然也承认主许迈喜合—受道

教长是圣人无疑的。总之，那将来的迈喜合——受道教长是

真主的先知，他是奉行《古兰经》的。他将不拿来任何新的

经典，他只从真主那里传来真主赐给他的消息。 

2、伊撒以先知（圣人）的身分继承了穆撒圣人的教统，

做为他的继位人。在他身后他的继承制度建立起来。穆圣（祝

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教统既然也要有一位继位人，那位

继位人也当是位先知（圣人）。在他去世后，他的继承制度

也应当建立起来。所以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说： 

 

候宰法（愿主喜欢他）传，穆罕默圣人说：“这位先知

（穆圣）依照真主的意愿将留在你们中间。当真主把他擢升

到自己那里的时候，先知使命的继承制度（ ）便在树立

起来。后来真主依照其意愿将取回这个恩惠。继而真主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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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定的规律，固执的王权制度就要建立起来。人们将从这种

制度，遭遇艰难痛苦。当这个时代终了的时候，依循真主的

第二个前定的规律，不公平的王权将要统制穆民大众。最后

当这种残暴局面趋向极端的时候，真主将要施行仁慈结束这

种不公平的时代，并使先知（圣人）使命的继承制度 重

新建树起来。在这以后，他保持沉默了。 

依照这段圣训，我们也可以明白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

平安）以后，还有圣人到来。本文第四章第三节讲到穆圣（祝

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时曾说，在他与伊撒中间的时代，没

有任何先知（圣人）。而且本节前文引述穆圣（祝安拉赐他

幸福、平安）四次说伊撒是先知的训示。从此，我们可以推

论这段圣训所说那位将来的圣人就是伊撒。但当我们回顾一

下本章第一节所论“伊撒已经死去”的真相和第四章第四节

所述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受道教长就是伊撒”

隐喻的话，那么，我们便可合理地得到“这段圣训所提到的

先知就是受道教长”的结论了。 

 

四、逊尼和什叶教派的权威宗教家主张受道教长（主许

迈喜合）将具有先知（圣人）的品位 

逊尼派一位历史上著名的大教长哲拉伦丁·色尤迪

说： 

 

凡说将来的伊撒在降临时没有先知（圣人）品位的，他

就是真正的不信者。 

这位大教长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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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虽然他将是穆罕默德圣人教生中的一位穆圣使命

的继位人，但他也具有先知品位。 

《古兰经》中真主又说： 

 

他以正道与真教派遣了他的使者，以便真教胜过世界上

所有其他的宗教。（61：9） 

我在本书第四章第四节中指出了这节经文预言伊斯兰

教的末期复兴，也预示代表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

复兴的教义的受道教长（主许迈喜合）将要降临。那时候将

是伊斯兰教胜过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时候。我也说了这种注释

不是我们独有的见解，很多注经家也都心同此理。在那里也

举了逊尼派伊本杰日尔（ ）的这节经注的例子。请参考

前文。  

什叶教派的一些学者也主张这节经文是预言受道教长

（主许迈喜合）的降临的，并以经中所叙的“使者”一字来

证明受道教长是先知、使者。 

什叶派的一些研究《古兰经》的学者们在注释“他以正

道与真教派遣了他的使者，以便使真教胜过世界上所有其他

的宗教”一节时，明显地写道：  这位使者是受道教长。

（《光海》卷三）又如在他们的著作《希望的最高峰》

中在解释这节以文时写道： 

在这句经文“他派遣了他的使者”中“使者”一词是指

受道教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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