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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类需要先知穆罕默德 的使命 

Â ‰„ 

奉普慈至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养育众世界的主。愿真主赐予

封印的先知、使者幸福和平安。 

目前，一些西方人士经常询问先知穆罕默德（ ）

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什么新的贡献？毫无疑问，所有这些

传达伟大的使命者他们自身是伟大的，他们的生平也是

伟大的。虽然他们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但他们烙下

的痕迹，不仅仅是针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并且深深地影

响着整个东方和西方世界的历史。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先

知穆罕默德（ ）。使者的伟大就是最突出的事实，

他担负着宣传“认主独一”的使命。旨在全面性地改善

世人生活的基本，把它从野蛮与崇拜多神转移到坚信、

“认主独一”的文明基础上……。 

美国的研究家、《文明故事》的作者沃陆·杜兰特

说：“如果我们裁断对人类历史最有影响的伟人，那么，

我们只能说：‘穆罕默德（ ）确是历史上对人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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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的人。他以身作则提高人民的精神和道德水平，

他把自己投身到野蛮、高温和干旱的沙漠之中。他成功

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在整个人类史上，从来都没有任何

其他的改革者这样做过；我们很难找到他之外的任何人

能像他那样完全实现自己的梦想……。那并非因为他是

一个非常守规的人，但是，在他的生平中，除了宗教的

力量，他没有任何其它的力量影响阿拉伯人去遵循他的

道路、他追求的……。当他开始宣传使命的时候，阿拉

伯地区处于一个干旱的沙漠气候，居住着许多崇拜偶像

的部落，各个部落的人数都不多，意见不统一。但是在

他去世的时候，那些部落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有凝聚

力的民族；他驯服了各种狂热与迷信，并建立了超越犹

太教、基督教和当地古老的宗教的一个简单易行、清楚

明晰和坚定的信仰，建立了一个有道德、诚实、勇敢和

强大的民族。他能够在一代人中取得一百次战役的胜

利，在一个世纪内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直到今天，这

种强大的力量仍然留存在半个世界里’。”
① 

                                                        
①
沃陆·杜兰特：《文明故事》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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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介绍仁爱先知（ ）的全球性计划”的责任

中，我们认为我们有这个义务回答有关“询问我们的先

知穆罕默德（ ）为这个世界和人类提供了什么新的

贡献”这个问题，我们将通过以下几点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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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独一的真主 

凭着真主的启示，先知穆罕默德（ ）把人类从

崇拜人、以及对人卑躬屈膝，改变为崇拜独一无二的真

主，使人类从被造物的奴役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就是给

予人类最大的贡献。 

在先知穆罕默德（ ）为圣之前，阿拉伯半岛当

时的情况是一种建立在部落和影响力的阶级制度的基

础上。是建立在主人与奴隶的基础上。富人和首领们是

买卖和统治的支配者，而穷人和有色人种（主要是黑人）

则是卑躬屈膝的、追随的奴隶。当时的奴隶与物资没有

什么不同，人们拥有可以购买、或出售、或赠送等各种

交易的权力。通过这种购买、或出售、或赠送的交易，

完全没有考虑到使母子分离、或使父子分离、或使夫妻

分离时的人道主义的情怀。 

当时的多神教徒们沉浸于崇拜偶像、或树木、或石

块中，并为之献贡品。 

当时的统治者们制定出了严格的标准和条件，它比

立法更接近，他们强迫人们必须遵循它，强迫人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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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它的权力，他们还敌对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的权力

和神性，那是所有的人都应当成为其仆人的神性：不论

他们是白人或黑人、是富人或穷人，也不论他们是血统

高贵者、或者是奴隶……。所有的人都应当服从独一无

二的真主的权力和裁决，为此，真主凭借伊斯兰的使命

派遣了他的先知穆罕默德（ ），其使命的标志是：除

真主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他（ ）号召人们诚信真主独一无二的养育性和神

性，真主是唯一真正应受崇拜和顺服的主宰。清高的真

主说：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 ٢١: البقرة [ 

【[21]众人啊！你们的主，创造了你们，和你们以

前的人，你们当崇拜他，以便你们敬畏。】 P1F

① 

又说： 

 : وقال                   

                        

                                                        
①
《黄牛章》第 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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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حلج :

٧٣.[ 

【[73]众人啊！有一个譬喻，你们倾听吧！你们舍

真主而祈祷的（偶像）虽群策群力，绝不能创造一只

苍蝇；如果苍蝇从他们的身上夺取一点东西，他们也

不能把那点东西抢回来。祈祷者和被祈祷者，都是懦

弱的！”】 P2F

① 

的确，曾有一位圣门弟子描述了伊斯兰如何把阿拉

伯人从卑贱和奴役转变为强大和高贵，以及他们如何脱

离对人的崇拜与卑躬屈膝的黑暗，从而走向崇拜独一无

二的真主；在认主独一和只崇拜独一的真主的庇护下，

他们感到了这个世界真正的宽广。卢布诶·本·阿米尔

曾对波斯的一位元首说：“真主派遣我们是为了让他所

意欲的人脱离崇拜仆人，从而崇拜真主，从狭隘的世界

走入宽广的世界，从各个宗教的偏离带到伊斯兰的公正

中。”P3F

② 

                                                        
①
《朝觐章》第 70节 

②
《开始和结束》，作者：伊本凯西尔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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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及利亚皈依伊斯兰的法国人艾蒂安狄奈（加

入伊斯兰之后的名字是：奈苏仑丁）在其著作《穆罕默

德是真主的使者》一书中谈到使命的优越性、普遍性和

其未来可能的作用性时，他说：“重要的是，否定仆人

与其养主之间的媒介，这就是智者在伊斯兰中所发现的

过程，没有神秘感与也不崇拜圣贤；不需要寺庙，也不

需要神社，因为地球上所有的地方都属于崇拜真主的清

真寺，以上这些，也许部分信仰真主的人已经发现，但

并非其他那些偏爱时代者内心所期待的,也许他们已经

在伊斯兰中找到了纯粹信仰真主的教义，也许他们已经

找到最不平凡、最崇高的崇拜工作，可以想象出祈祷词

的含义。”
① 

 

                                                        
①
《穆罕默德（ ）是真主的使者》3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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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远离迷信 

凭着真主的启示，先知穆罕默德（ ）解放人类

的思想，使其远离迷信、欺骗、受偶像的约束、虚假地

崇拜、或相信违反理智的概念。如妄称上帝在世人中有

一个儿子，为了赎去人类的罪过，而使无错、也无罪的

他牺牲。 

在先知穆罕默德（ ）被派遣之前，阿拉伯人的

思想完全都被许多违反健全理智的神话和矛盾的信仰

所蒙蔽，然而健全的理智只接受与其相同的。其中蒙昧

时代的人们不利用思想和理智的最重要的依赖就是：相

信用手雕刻的石块和树木能带来裨益或伤害，他们崇拜

真主或其他被造物的同时也崇拜那些石块与树木。在类

似的那些信仰中，他们由于自己的妄言而害怕那些被雕

刻的石块或树木会给自己带来病症，他们还恐吓追随者

们，从而扰乱他们头脑，使其辨不清是非黑白。 

赐予人类理智的真主凭着伊斯兰的信仰派遣了先

知穆罕默德（ ），他让人类注重伊斯兰的各项职责、

命令与禁止。取消对失去理智者与理智尚未健全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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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惩罚；同样，伊斯兰还提倡和鼓励，更奖赏利用智

力和科学研究宇宙的实质。严禁所有伤害理智的东西，

如各种麻醉品。 

伊斯兰首先开始排除一切迷信和欺骗，那就是凭借

《古兰经》所带来的真理使理智满意的正信，废除蒙昧

时代的人们所相信的虚假的信仰，如相信有许多神灵。

对此，清高的真主说： 

 :  قال تعاىل                       

                        

    ]٩١: املؤمنون.[ 

【[91]真主没有收养任何儿子，也没有任何神灵与

他同等；否则每个神灵必独占他所创造者，他们也必

优胜劣败。赞颂真主，超乎他们的描叙。】 P5F

① 

这句简洁的言词确已证明了真正的主宰必定是一

个创造者、行为者，能为他的仆人带来裨益，消除其伤

害的主宰。所以，如果与超绝万物的真主一起还有其他

的主宰，那么，他也有创造和行为的权力，如果他不喜

爱其他的伙伴时，他们之间就会发生竞争，如果他战胜

                                                        
①
《信士章》第 9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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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他的神灵，那么，他就有行为权；如果他没有单独

创造的能力，那么，他就会失去行为权；就像今世里的

部分国王单独战胜其他的国王那样，如果他无能力单独

战胜、制服其他的，那么，他必定属于三种情况之一： 

1-要么是所有的神灵都有自己的创造和权力。 

2-要么是一部分战胜另外一部分。 

3-要么是他们所有的都是在独一的大能和权力之

下，他自由地处理他们，而他们无能安排他。 

上面世界和下面世界事情的规律，是相互联系在一

起的，它俩都是按照精密的制度在运行，既不违反，也

没有损坏，这足以证明安排处理者是一位，除他之外，

绝无主宰。 

同样，一个世界不可能有两位平等的养育者、创造

者，也不可能有两位主宰、两个受崇拜者。 

这只不过是部分的证据证明，真主的先知穆罕默德

（ ）所带来的“认主独一”的正确性，那就是宇宙

的养育者是一个，他是唯一真正应受崇拜的，这是明智

的头脑所能接受的，他不同于那些妄言者所说真主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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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中的一位，或者是妄言说那些偶像参与真主的养育

性、参与他唯一应受的崇拜性。 

在至慈主的先知穆罕默德（ ）被派遣之后，有

什么能比人类曾经不知道的这个清楚明了的“认主独

一”更伟大呢？对于信仰真主，有什么信仰比这个更适

合正确的理智和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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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间的容忍和共处 

先知穆罕默德（ ）奠定了人与人之间宽容的基

础——真主在《古兰经》中启示他的先知（ ）——

信仰是不能有任何强迫的。先知还阐明了不向穆斯林发

动战争的非穆斯林所享有的权利，并保证保护他们的生

命，儿童，财产和荣誉；直至今日，在穆斯林国家的犹

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受到关怀，过着体面的生活。颇为

不同的是西方所宣称的文明，对生存在西班牙的穆斯林

进行种族清洗的宗教裁判所的裁决是违反人道主义原

则的。 

在至慈主的先知穆罕默德（ ）所带来的伊斯兰

中伟大的基础之一是：皈依伊斯兰是根据个人的意愿，

无论是个人或者是群体。向他宣传伊斯兰是建立在哲理

和善言劝告的基础上，绝不是用宝剑或其它的武力对其

进行威胁或强迫而使其皈依伊斯兰的。在《古兰经》和

《圣训》中提到很多有关这方面的经训。其中有清高的

真主说：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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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٢٥٦: البقرة.[ 

【[256]对于信仰，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

了。谁不信恶魔而信真主，谁确已把握住坚实的、绝

不断折的把柄。真主是全聪的，是全知的。】P6F

① 

清高的真主又说： 

  : و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٢٩:الكهف.[ 

【[29]你说：“真理是从你们的主降示的，谁愿信

道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 P7F

② 

同样，穆罕默德（ ）的伊斯兰非常重视非穆斯

林，如果他们没有因伊斯兰而对穆斯林宣战，那么，也

禁止穆斯林对他们宣战。伊斯兰并没有禁止穆斯林善待

和怜悯他们。清高的真主说： 

  : قال تعاىل                   

                          

     ] ٨:املمتحنة  .[ 

                                                        
①
《黄牛章》第 256节 

②
《山洞章》第 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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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未曾为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也未曾把

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者，真主并不禁止你们怜悯他们，

公平待遇他们。真主确是喜爱公平者的。】① 

伊斯兰建立的伟大基础中还有：尊重非穆斯林的权

利，无论他们是伊斯兰国家的国民，或者是伊斯兰国家

之外的居民，只要他们没有向伊斯兰和穆斯林宣

战……。他们每个人都享有穆斯林保护的权力，正如他

们保护自身、保护他们的金钱、女人和儿童，绝不允许

任何穆斯林为此侵犯他们丝毫。主的使者（ ）说：

“谁杀害了与穆斯林结约得到保护者，谁就闻不到天

堂的气息。的确，天堂的气息在四十年的行程之外就

能闻到。”② 

使者（ ）又说：“真的，谁对与穆斯林结约得到

保护者不义，或贬低他、或责成他力所不及的事情、

或侵占他的某一物品，那么，在复生日，我将与他论

辩。”③ 

                                                        
①
《受考验的妇人章》第 8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166段, 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 
③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83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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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的法官面前，对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判

决和法律是平等的。艾希阿素的传述，他说：“我曾经

同一犹太男子因为一块土地发生了争辩，他反驳我，于

是我将他上诉到先知（ ）那里。”先知（ ）对我

说：“你有证据吗？”我说：“没有。”然后他又对那位

犹太男子说：“你发誓吧！”我说：“主的使者啊！如果

他发了谎誓，他就侵吞了我的财产。”然后真主降示了

以下这节经文： 

 ِإ ُ رتَ ينَ يَشْ دِ اهللاَِّنَّ الَّذِ هْ مْ يفِ وَ  ونَ بِعَ القَ هلَُ لَئِكَ الَ خَ لِيالً أُوْ اًّ قَ ِمْ ََََ ِِ ََ أَيْ

ةِ  رَ مُ اهللاَُّيُ  الَ وَ  اآلخِ هُ لَُِّ يًَمَ يَ  الَ وَ  كَ مَ القِ وْ مْ يَ مْ يُ  الَ وَ  ةِ اظُرُ إِلَيْهِ يهِ كِّ ابٌ أَلِيمٌ وَ  زَ ذَ مْ عَ  هلَُ

 ].٧٧ :آل عمران[

【[77]以真主的盟约和自已的盟誓换取些微代价

的人，在后世不获恩典，复生日，真主不和他们说话，

也不睬他们，不涤清他们的罪恶，他们将受痛苦的刑

罚】P11F

①
P。”P12F

② 

在伊斯兰国家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穆

斯林国家里的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以及信仰其它宗教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77节 

②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0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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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士，都的确是生活在少有类似这种广泛的安全、公

正和宽容之中。在部分国家亲眼目睹种族清洗和宗教迫

害，更进一步证明了伊斯兰对非穆斯林国民所提供的保

障。与此相反，穆斯林遭受了种族清洗和宗教迫害，最

臭名昭著的是发生在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的事件，那并

没有充分的条件，甚至它违背了与基督教有关的律例。

但是在那之后，犹太人与他们之外的非穆斯林在其它的

伊斯兰国家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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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慈爱 

先知穆罕默德（ ）是来自于真主对众世界——

不同宗教信仰和种族——全面的慈悯，在其教导中还强

调善待飞禽走兽，禁止无故伤害与侵犯它们。 

伊斯兰的先知（ ）的慈爱涉及到全人类的同时

还包括了飞禽和走兽。他命令穆斯林当善待它们，并警

告那些折磨与伤害动物从而制其死亡者，在后世里将遭

受火狱的刑罚。 

他（ ）禁止把飞鸟或其它有生命的动物当作是

射箭或其它器械的目标。他（ ）说：“你们不要把有

生命的当作目标。”①即：你们不要把活着的动物当作

是射箭的目标。 

他（ ）说：“有个女人进入火狱，是因为她拴住

一只猫，既不给它吃喝，又不放开它去找大地上的残

食吃。”②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3617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07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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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说：“正当有条狗围绕着水井转，干渴几

乎杀死它时，有一位以色列的淫妇看见了它，她脱下

自己的靴子盛水，然后喂那条狗喝了水，真主为此饶

恕了她。”① 

他（ ）说：“有个人在途中渴得口干舌燥时，他

看到了一口井，于是他下去喝了水，当他喝完水从井

中出来时，发现有条狗正渴得边喘气边用舌头舔湿土，

他说：‘这条狗像自己刚才一样口渴到了极点。’于是

他用自己的靴子盛满水，用嘴叼着靴子爬了上来，然

后喂狗喝了水。为此真主恩赐并饶恕了他。”大家问：

“主的使者啊！我们在畜类身上也能获得报酬？”使者

说：“凡肝脏之物均有报酬。”② 

他（ ）禁止拘禁牲畜。学者们说：“拘禁牲畜就

是把活着的牲畜拘禁起来，然后用射击等方式将其杀

死。” 

主的使者（ ）经过一峰骆驼发现它饿的肚子已

贴在背上，他说：“你们当敬畏真主，当善待这些哑巴

畜牲，你们当合适地乘骑它们，合法地食用它们。”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08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2190段 

③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18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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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所有先知 

先知穆罕默德（ ）对他之前所有的先知都表现

出尊重和赞赏的光辉形象，他们中有：伊布拉欣、穆萨

和尔撒（愿真主赐予他们平安），真主在启示他的明文

中指出：谁否认或不尊重其中的任何一位先知，他就不

是一个穆斯林，所有的先知都是兄弟，他们都参与号召

人们只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 

先知穆罕默德（ ）论述了喜爱他的兄弟——众

先知和使者们。例如：他用“清廉的仆人”或用“我的

兄弟”描述其中的某一位先知，他教导伊斯兰民族尊重

和敬仰他们，禁止穆斯林倾向于他们中一的某一位先

知。在此之前，我们在真主启示他的《古兰经》中发现

称赞众先知和使者们，命令先知穆罕默德（ ）以他

们为榜样，这强调了众先知都是兄弟的伟大含义，并高

度赞赏他对以往众先知的尊重和赞美；当先知穆罕默德

（ ）在宣传伊斯兰期间遭受伤害时，真主用以往众

先知的故事安慰他。 

这些经训原文证明了前面所提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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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 ٩٠:األنعام.[ 

【[90]这等人，是真主引导的人，你应当效法他们

走正道。你说：“我不为这部经典而向你们索取报酬，

这部经典是全世界的教训。”】 P18F

① 

又说： 

 : اهللا تعاىلوقال                      

                              

                             

 ].٢٨٥: البقرة[ 

【[285]使者确信主所降示他的经典，信士们也确

信那部经典，他们人人都确信真主和他的众天使，一

切经典和众使者。（他们说）：“我们对于他的任何使者，

都不加以歧视。”他们说：“我们听从了，我们恳求您

赦宥；我们的主啊！您是最后的归宿。”】P19F

② 

                                                        
①
《牲畜章》第 90节 

②
《黄牛章》第 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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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章《古兰经》被命名为《众先知章》，在提到他

们的优越之后，又提到了他们伟大的品格和属性，并以

清高真主的言词结束了他们的故事： 

                        

         ]٩٠:األنبياء[. 

【[90] 他们争先行善，他们为希望和恐惧而向我

祈求，他们对于我是恭顺的。】 P20F

① 

先知穆罕默德（ ）说：“在今后两世，我比任何

人都更接近尔撒·本·麦尔彦；众先知都是同父异母

兄弟，他们的信仰是一个。”P21F

② 

先知穆罕默德（ ）说：“……然后我就像清廉的

仆人（我比任何人都更接近尔撒·本·麦尔彦）说的

那样，【我同他们相处期间，我是他们的证人，……

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P22F

③
P。” P23F

④ 

先知穆罕默德（ ）说：“……然后我提到了我兄

弟苏莱曼的祈祷词，【我的主啊！求您赦宥我，求您赏

                                                        
①
《众先知章》第 90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59段 

③
《筵席章》第 117-118节 

④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6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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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我一个非任何人所宜继承的国权。您确是博施

的】①……。”② 

这是在《古兰经》和《圣训》中众先知和使者们积

极的立场，先知穆罕默德（ ）——通过真主对他的

启示——教导所有穆斯林：谁否认了以往的任何一位先

知，那么，他不属于一个穆斯林；以下提到的就是《古

兰经》原文： 

                   

                      

             ]١٥٠:النساء[. 

【[150]有些人不信真主和众使者，有些人欲分离

真主和众使者，有些人说：“我们确信一部分使者，而

不信另一部分。”他们欲在信否之间采取一条道路。】P26F

③ 

在另一方面，我们在《古兰经》中还发现谴责那些

犹太人杀害和诽谤众先知的卑鄙行为。伟大的《古兰经》

确已记录了他们的立场，清高的真主说： 

                                                        
①
《萨德章》第 35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4530段 

③
《妇女章》第 1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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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٧٠:املائدة.[ 

【[70]我与以色列的后裔确已订约，并派遣许多

使者去教化他们，每逢使者带来他们不喜爱的东西的

时候，他们就否认一部分，杀害一部分。】 P27F

① 

又说： 

                            

                        

                          

         ] ١١٢:آل عمران.[ 

【[112]他们无论在那里出现，都要陷于卑贱之

中，除非借真主的和约与众人的和约不能安居，他们

应受真主的谴怒，他们要陷于困苦之中。这是因为他

们不信真主的迹象，而且枉杀众先知，这又是因为他

们违抗主命，超越法度。】P28F

② 

 

                                                        
①
《筵席章》第 70节 

②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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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人权 

先知穆罕默德（ ）为人类捍卫了人权，不论是

男人或者是女人，是儿童或者是老人；也不论其社会地

位或生活标准如何，他在这方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原

则，他在辞别演说中宣布严厉禁止侵犯他人的生命、财

产和荣誉，他在辞别演说之后不到三个月就归真了。那

是在全世界知道 1215 年大宪法的要求、1628 年的人权宣

言、1679 年的个人自由法律、1776 年的美国独立宣言、

1789 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力宪章、以及 1948 年的全球人权

宣言之前。 

伊斯兰法律所承认的人权原则，优先于其它所有的

宣言几个世纪；它提倡人权的同时，还提倡保护动物、

植物和环境权力，并规定保护环境属于信仰的一份，先

知穆罕默德（ ）说：“信仰有七十多种细节。最高的

是作证‘除独一无二的真主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

主宰’；最低的是‘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①同样，

先知穆罕默德（ ）还禁止人们在乘凉的地方解手。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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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一般的原则： 

保护人类的精神：在伊斯兰法律中多次提到命令

保护与禁止伤害人类的精神，其中有： 

1-禁止非正义地杀人，枉杀一人犹如杀死全人类一

样。清高的真主说： 

 : تعاىل قال اهللا                   

            ]٣٢:املائدة.[ 

【凡枉杀一人的，或在大地上作乱，如同他杀了

所有的人。】 P30F

① 

2-禁止自杀。先知穆罕默德（ ）说：“跳崖自杀

者，在火狱之中永远不停地在跳崖；服毒自杀者，在

火狱之中，他一直手持毒药在服毒。”P31F

② 

3-关闭各种导致杀戮和生命损失的途径。先知穆罕

默德（ ）说：“拿着凶器攻击我们者，不属我们的同

胞。”P32F

③ 

4-禁止恐吓、惊吓他人，即使是开玩笑也罢！ 

                                                        
①
《筵席章》第 32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5442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48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9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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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禁止冒犯他人，即使是他所期待的也罢！犹如谁

佩带着箭从市场经过，他应看好自己的箭，不要伤着任

何人。先知穆罕默德（ ）说：“谁佩带着箭经过我们

的清真寺或市场时，让他用手拿好自己的箭，免得伤

了穆斯林。”① 

有关禁止伤害、命令用手拿好自己兵器的《圣训》

有很多，如先知穆罕默德（ ）说：“谁用铁器指着他

的弟兄，谁将遭到天使们的诅咒，直至他放下凶器，

即使是他的同胞兄弟也罢！”② 

先知（ ）规定穆斯林有义务尊重道路的权力，

不要伤害他人。 

保护理智：禁止伤害理智： 

1-感官的伤害：如饮酒与吸毒。先知穆罕默德

（ ）说：“所有的使人麻醉的都属于酒类，所有的酒

类都是非法的。”③ 

2-智力的伤害：如相信迷信、魔术、盲从、不动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33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16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0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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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 

保护子孙后代： 

1-鼓励结婚。先知穆罕默德（ ）说：“青年们

啊！你们谁有能力结婚，就让他结婚吧！”① 

2-禁止杀害子女、严禁堕胎。清高的真主说： 

  :قال تعاىل             ] ٣١:اإلرساء.[ 

【你们不要杀害自己的儿女。】 P37F

②
P在没有确定胎儿

的存在对母亲造成危险时，伊斯兰禁止蓄意杀害胎儿，

与故意堕胎。 

保护名誉： 

1-禁止通奸，及对通奸者的法度。清高的真主说： 

  :قال تعاىل                        

 ]٣٢:اإلرساء [ 

【[32]你们不要接近私通，因为私通确是下流的

事，这行径真恶劣！】 P38F

③ 

清高的真主又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77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400段 

②
《夜行章》第 31节 

③
《夜行章》第 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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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ال تعاىل                    

    ] ٢:النور.[ 

【[2]淫妇和奸夫，你们应当各打一百鞭。】P39F

① 

2-禁止诽谤，及对诽谤者的法度。清高的真主说： 

  : قال تعاىل          

                     ]٢٣: لنور ا .[ 

【[23]凡告发贞节的而且天真烂漫的信女的人，

在今世和后世，必遭诅咒，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P40F

② 

清高的真主又说： 

 : وقال تعاىل                     

                                

       ]٤:النور.[ 

【[4]凡告发贞节的妇女，而不能举出四个男子

为见证者，你们应当把每个人打八十鞭，并且永远不

可接受他们的见证。这等人是罪人。】P41F

③ 

先知穆罕默德（ ）说：“你们当远离七种大罪！”

                                                        
①
《光明章》第 2节 

②
《光明章》第 2节 

③
《光明章》第 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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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他提到：“诽谤贞节的女信士。”① 

3-督促人们警惕罪名与猜疑的状况，避免品德与

操守遭受中伤。 

保护财产： 

1-命令适中地费用钱财。伟大尊严的真主说： 

  :قال اهللا عزّ وجلّ                 

              ]٢٩:اإلرساء.[ 

【[29]你不要把自己的手束在脖子上，也不要把

手完全伸开，以免你变成悔恨的受责备者。】P43F

② 

2-对侵犯他人金钱和财产者的制定刑罚。 

3-命令看守孤儿与弱者的财产。 

4-禁止高利贷，与不义地侵吞他人的财产。 

尊重妇女： 

1-先知穆罕默德（ ）一再强调要善待妇女，关

于这方面的《圣训》提到的有很多，如先知（ ）说：

“你们当好好地善待女人。”P44F

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615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9段 

②
《夜行章》第 29节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9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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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 ）又说：“你们中最优秀者，就是最善

待妻子的人；我是你们中最善待妻子的人。”① 

2-女人是男人的亲姐妹。在《圣训》中提到先知

穆罕默德（ ）：“女人是男人的亲姐妹。”② 

3-男女共同参与教门仪式和社会工作，清高的真

主说：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٧١:التوبة.[ 

【[71]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人，他们劝善戒恶，

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服从真主及其使者，这等人真

主将怜悯他们。真主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P47F

③ 

4-女人的受教育权力。的确，有许多正确的传述

线索证实曾有一位女圣门弟子教授哈福赛·宾图·欧麦

尔——先知穆罕默德（ ）的妻子——书写，那是经

过先知（ ）批准的，这表明他鼓励对妇女的教育，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985 段 

②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36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13段 

③
《忏悔章》第 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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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自己的家人作为给予他人行动的楷模。 

5-赋予女人的财政权力。伊斯兰确已为女人规定

了类似男人一样拥有的继承权，并且赋予她们超过男子

的权力，结婚时，男人应给予她们的聘礼，男人应支付

妇女和她们子女的赡养费，即使她们是富裕者也罢！伊

斯兰还赋予她们拥有购买、出售、出租、捐赠和施舍的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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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高尚的品德 

先知穆罕默德（ ）提高了人类道德生活的重要

性，他宣传和保护高尚的品德，如：诚实、忠诚和贞洁。

他呼吁加强社会联系，如孝敬父母，联系近亲等，命令

把这一切都付诸到行动之中。他禁止不良品德，命令穆

斯林远离并谨防那一切，如：撒谎、妒忌、奸诈、背叛、

通奸、忤逆父母等。他还制定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案。 

真主在《古兰经》中赞扬他的先知穆罕默德（ ）

时说： 

               ] ٤:القلم.[ 

【[4]你确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P48F

①
P他在为圣

之前就被称为“值得信赖者”，他保管和看守信托物是

众所周知的，甚至在他从麦加迁徙时，他也没有忘记让

阿里·本·艾布塔利布负责把所有的信托物交还其主人，

其中的有些人就是把他从自己的家园赶走的古来氏族

中的多神教徒！！！ 

因此，先知穆罕默德（ ）一直宣传高尚的品德，

                                                        
①
《笔章》第 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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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敦促穆斯林们把它体现在实际生活之中，在许多《圣

训》中都提到了对美德的承诺，在部分《古兰经》文中

也汇集了各种高尚的美德，那也是在他为圣初期部分麦

加人加入伊斯兰的因素。在他（ ）的生平中提到，

他曾对两个部落首领的使节诵读了清高真主的言词： 

                 

                     

     ]٩٠: النحل[ 

【[90]真主的确命人公平、行善、施济亲戚，并

禁人淫乱、作恶事、霸道；他劝戒你们，以便你们记

取教诲。】P49F

①
P当他俩返回自己的领袖时，他俩说：“我们

听见他告诉我们一些言词。”当他俩的领袖听到那些言

词之后说：“我认为他是在命令人们提高品德，禁止不

良的德行。” 

在尊贵的《古兰经》中提到的有关品德基础的经

文：清高的真主说： 

 :اهللا قال           ] ٦٠:الرمحن.[ 

                                                        
①
《蜜蜂章》第 9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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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行善者，只受善报。】① 

清高的真主说： 

 : وقال تعاىل          ]٨٣: البقرة.[ 

【你应当对人说善言。】P51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 وقال تعاىل                    

               ]٢٣٧: البقرة.[ 

【宽免是更近于敬畏的。你们不要忘记互惠。真

主确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P52F

③ 

清高的真主说： 

  : وقال تعاىل                 

                         

 ]٢٠٠-١٩٩:األعراف.[ 

【[199]你要原谅，要劝导，要避开愚人。[200]

如果恶魔怂恿你，你当求庇于真主。他确是全聪的，

全知的。】P53F

④ 

                                                        
①
《至仁主章》第 60节 

②
《黄牛章》第 83节 

③
《黄牛章》第 237节 

④
《高处章》第 199-20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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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训》之中提到的有关品德的基础： 

在先知（ ）的很多《圣训》中都提到高尚品德

的基础。当人们远离先知的道路时，它能治疗人们所遭

受的各种精神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他的到来是为了慈悯

世人，教授他们，从今世的不幸和后世的惩罚上拯救他

们。其中有： 

他（ ）说：“勇士不是力大无比者，但真正的

勇士是在发怒时能自我克制的人。”① 

他（ ）曾多次对请教的人说：“不要发怒。”② 

他（ ）说：“不知道感谢人的人，就不知道感

谢真主。”③ 

他（ ）说：“你们中最优越者就是你们中品德

最高尚者。”④ 

他（ ）说：“你们任何人都没有真正的归信，

直至他为自己的兄弟喜爱，就像他为自身所喜爱的那

样。” ⑤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114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609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5765段 

③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1278段 

④
《布哈里圣训集》第 3559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321段 

⑤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4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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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反思，获取知识 

凭着真主的启示，先知穆罕默德（ ）号召和鼓

励人们运用智力、探索宇宙的奥秘和获取知识，与此同

时，其它文化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正在遭受着迫害，被

指控为亵渎或异端，并遭到监禁或酷刑的恐吓，也许会

招致杀身之祸。 

清高的真主确已下降给先知穆罕默德（ ）的第

一节经文，那就是清高的真主说： 

 : قال تعاىل             ]١:العلق[ 

【[1］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 P59F

① 

同样，真主还启示了他其它的经文，如清高的真

主说： 

 : قال تعاىل                     

                           

                ]٩: الزمر[ 

【[9]（景况更好的，是你呢？）还是在夜间专心

侍主，叩头立正，谨防后世，希望主恩的人呢？”你

                                                        
①
《血块章》第 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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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唯有理智的人能觉

悟。”】① 

清高的真主又说： 

 : وقال تعاىل                   

              ]١١:املجادلة.[ 

【真主将你们中的信道者升级，并将你们中有学

问的人们提升若干级。真主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P61F

② 

除此之外，在真主启示给先知穆罕默德（ ）的

《古兰经》中提到了一系列的科学事实，因为《古兰经》

中所论述的这些科学奇迹不可能是来自于一个既不会

读、又不会写的文盲的先知穆罕默德（ ）；同样，在

他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人知道这些科学事实的存在，例如

淡水和咸水，掺杂而没有混合在一起。他论述了庞大的

星体，以及女子子宫中的黑暗等等……，穆斯林学者们

已经记载了《古兰经》中的这些科学奇迹，得到了非穆

斯林科学家们对他们的支持。这些都已经出版印刷成

书、磁带等等。 

                                                        
①
《队伍章》第 9节 

②
《辩诉者章》第 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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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训》中也提到了胎儿在其母亲子宫里形成

的几个阶段，以及现代科学所证明的其它的部分科学事

实……。 

那么，又如何能认为真主启示给其使者的包含这

么多科学事实的信仰会反对科学呢？或者是禁止科学

家的呢？然而，科学文明通过历时数百年，只是因为先

知穆罕默德（ ）的鼓励才在伊斯兰世界得以传播。

而事实上，如果忽视了所需要的某类知识，那么，将是

整个民族的不幸。 

对比之下，在先知穆罕默德（ ）被派遣的许多

个世纪之后，我们发现很多欧洲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们，

由于他们研究结果的发现和理论，而被判处死刑，剥夺

政治权力终身，并被指责他们侵犯了养主的意志，与否

认了主。就像在伽利略等人身上发生的那样。而那些理

论只是在许多人失去生命，许多自由的思想被监禁之

后，才得到承认。这在至慈主的先知穆罕默德（ ）

所宣传的伊斯兰文明里是从来都没有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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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精神和身体之间的需要 

凭着真主的启示，先知穆罕默德（ ）带来的伊

斯兰符合人类的本性，它注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需要，

使今后两世之间的工作取得均衡，教育人类的本能和欲

望，不要像发生在其它国家的文明那样——压抑人类的

本能，放纵欲望，沉浸在违背人类天性的理想中，剥夺

自由崇拜，以及人类本能的权力，如婚姻；他们的诱导

还有侵略人类的本性，使他们期待没有回应的打击侵略

者，导致那些文化中的大多数成员反对这种教诲，使他

们抛弃精神的需求，完全沉浸在单纯的肉体需要的物质

世界里。 

以着伊斯兰的使命派遣了先知穆罕默德（ ）的

是全人类的创造者——真主，他彻知什么对人类是最有

益的，什么是适合人类本性的，以及在那种本能中所储

存的各项筹备、精力和需要。如果人类的本性得不到满

足，或者是过度的话，它就不能保持中正；同样，如果

遇到与其突发起来的冲突，它也不能保持中正；因为歪

曲或破坏这种本性，只会破坏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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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不安，出现各种精神与社会方面的不治之症，这在许

多违反人类本性的社会里已经成为现实。如放弃结婚，

倾向修行，或在许多男男女女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又如

放弃家园，倾向于脱离现实的生活；或者是过度地追求

物质享受，满足肉体的欲望需要，不注重精神的需

求……，等等其它违背正常的本性和需要的现象。 

这时，再反复思考一下穆罕默德（ ）从伟大尊

严的真主阙前所带来的伊斯兰教育：均衡人类生活中各

个不同的方面，身体对物质方面需求——吃、喝、结婚、

以及各种义务；精神方面的需求——崇拜真主，清心静

性；思维和理性方面的需求——喜爱知识、积极上进和

发明创造。 

伊斯兰确已均衡了身体各个方面的需要，绝不允

许任何一方面过度，当然，伊斯兰并以禁止极端与过度

而强调了这一点；同样，他也禁止疏忽与怠慢，他命令

人们无论何时都应当中庸和公正。伊斯兰法律的来临就

是实现人类需求的这些制度，阐明其限度，不要与人类

的本性和为之而被创造的相互冲突，真的，那就是崇拜

真主，有益有利地建设大地，伊斯兰的法律允许所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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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益的事情，禁止所有破坏、伤害人类的生活、或

智力、或财产、或身体的事情。 

以下是真主下降启示给先知穆罕默德（ ）的部

分经文： 

清高的真主说： 

 : قال تعاىل                      

                 ]١٣:اجلاثية[ 

【[13]他为你们制服天地万物，对于能思维的民

众，此中确有许多迹。】 P62F

①
P清高的真主没有毫无意义地

创造了这个宇宙，也不是为了让众生避开这个宇宙而创

造了它，在其中用“制服”来表达的含义有：征服和方

便探讨宇宙的奥秘，并利用宇宙中的奥妙和宝藏。 

清高的真主说：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٧٧:القصص[ 

【[77]你应当借真主赏赐你的财富而营谋后世的

                                                        
①
《屈膝章》第 13节 



 44 人类需要先知穆罕默德 的使命 

住宅，你不要忘却你在今世的定分。你当以善待人，

象真主以善待你一样。你不要在地方上摆弄是非，真

主确是不爱摆弄是非者。】① 

清高的真主又说： 

 : و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٣٧:النور.[ 

【[37]是若干男子。商业不能使他们疏忽记念真

主、谨守拜功和完纳天课，他们畏惧那心乱眼花的日

子。】 P64F

② 

在经商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忽视精神的需要和对

真主的崇拜，以及使其致力于警惕后世里在真主跟前清

算的道德。那么，让我们想一想如何能达到类似这些商

人的行为——类似的这种信仰、这种品德；然后再让我

们想一想如何能生活的像这些人在其它领域的生活。 

历史确已证明，正是这些穆斯林商人把伊斯兰传

入到许多广阔而遥远的地区，如印度尼西亚、苏丹等其

                                                        
①
《故事章》第 77节 

②
《光明章》第 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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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地方，并没有军事征服，绝不像一些没有看过历史

的人所妄言的那样。 

清高的真主又说： 

 : اهللا قال                    ]٢٧:احلديد.[ 

【他们自创出家制——我未曾以出家为他们的定

制。】P65F

① 

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 ）举出了令人敬佩的

实际例子，和关于精神与物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教

导；当有人违背人类的天性、以及众先知和使者们的圣

行时，他甚至达到了愤怒的程度。有一次，他听说有些

人发誓为了崇拜真主而不睡觉、不结婚、不吃、也不喝，

他当时对他们的立场是果断地实行为之而被派遣的精

神与物质之间取得平衡的道路。艾奈斯（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曾有三个人来到圣妻们的家中，询问

有关先知（ ）功修的状况，当他们得知后，他们好

像认为少；然后他们说：‘我们怎么能与先知（ ）相

比呢？他前前后后的所有的过错都已得到饶恕。’于是

其中有个人说：‘我将终生整夜礼拜，不睡觉。’另一个

                                                        
①
《铁章》第 2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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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我将终生封斋，不开斋。’而第三个人则说：‘我

将远离女人，永不结婚’。” 

当主的使者（ ）来后说：“你们说如此这般的

话吗？指主发誓，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加害怕和敬畏

真主，但是我封斋，我也开斋；我礼拜，我也睡觉；

我也同女人结婚，谁违背我的圣行，谁就不属于我的

民众。”① 

同样，伊斯兰鼓励人们勤奋工作，自力更生，自

食其力是最优越的。使者（ ）说：“任何人吃的食

物，都不会比他亲手劳动所得而吃的食物更好了。的

确，真主的先知达吾德（ ）就是自食其力的。”②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77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401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93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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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人民皆兄弟 

先知穆罕默德（ ）为人类带来了一套在人类

之间完美的兄弟制度；他告知任何种族的人也不比其它

种族的人高贵。因为他们在被造、权利和义务方面都是

平等的；除了根据对真主的信仰和敬畏的程度之外，任

何人也不比其他的人优越；在服务和加入伊斯兰方面，

他在弟子们之间提供了同等的机会。他们中有罗马人苏

海布，埃塞俄比亚人比俩里，波斯人赛莱曼，同他们的

阿拉伯兄弟并肩奋斗。 

先知穆罕默德（ ）生活在一个被阶级歧视、物

质和种族不平等的社会所笼罩的环境里，但这种现象并

不是专门在阿拉伯半岛，而是当时整个世界上的状况。

因此，我们可以察觉到穆罕默德（ ）凭借超绝万物

的、清高真主的启示对阿拉伯人和其他非阿拉伯人的影

响，当时，他宣传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和平等，他阐述

了优越于其他的人者是根据自己享有的敬畏、美德、裨

益和善功，至于外貌，肤色或种族，对于优越或高贵没

有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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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当时阿拉伯人的状况是把在战争中、或在其

它的情况下使用欺骗与奸诈的手段俘虏自由人充当奴

隶。当时的奴隶只被当作是一个动产物，其主人可以根

据自己的喜爱随意地处理他，甚至如果他决定要杀死

他，其主人也便不会遭到批评，或遭到任何智者的谴责。

奴隶主为了增加收入，有权强迫女奴卖淫。奴隶像牲畜

一样被驱赶着去做艰苦的工作，更奇怪的是这所有的一

切，听不到奴隶们拒绝或者是不愿意的声音！！！因为他

们知道，这就是生活和自然的法律。 

在那种社会状况下，穆罕默德（ ）带来了这种

文明，根据真主的启示，他公开宣布废除被当时那种社

会所承认的歧视制度，并毫不犹豫地公开宣布它。 

有关这方面来自于真主的启示有： 

清高的真主说：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١٣: احلجرات.[ 

【[13]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

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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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真

主确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① 

在《古兰经》中多处都阐明了人类被创造的根源，

其中有：清高的真主说：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 ١٢:املؤمنون[

【[12]我确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 P69F

② 

清高的真主又说： 

 : و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٢:األنعام.[ 

【[2]他用泥创造你们，然后判定一个期限，还有

一个预定的期限；你们对于这点却是怀疑的。】 P70F

③ 

真主的先知（ ）说：“人们啊！你们养主是一

位，你们的祖先是一个。真的，除了对真主的敬畏之

外，阿拉伯人不比非阿拉伯人优越，非阿拉伯人也不

                                                        
①
《寝室章》第 13节 

②
《信士章》第 12节 

③
《牲畜章》第 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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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阿拉伯人优越，红人不比黑人优越，黑人不比红人

优越。”① 

他又（ ）说：“人类都是阿丹的子孙，阿丹是

从土上被造。”②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2391段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89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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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上述的这十点中的每一点都需要详细的解释，同时

引用证据来证明，凭着伟大真主的启示，穆罕默德（ ）

提供给人类的远不止提到的这些。还有很多东方和西方

的研究人员在研究了这个伟大先知（ ）的生平之后，

客观地论述了他。他们的见证完全是基于科学和研究，

这些都是真正达到不增不减的实质性科研的结果。 

托靠真主，在介绍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本·阿

布杜拉（ ）系列的第二版中将引述这些有价值的证

据，其标题是：《专家论述穆罕默德 》。如果想更多

地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可浏览关于“介绍仁爱先知（ ）

的全球性计划”的网站：www.mercyprophet.com 

愿主赐福于我们的先知和其他所有的先知，以及他

的家属、众圣门弟子和所有追随正道的人们，并使他们

平安！ 

http://www.mercyprophe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