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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天使：就是坚信真主的众天使的存在，我们相信他们之中

真主称呼其名者，如吉布拉依赖天使（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同时，

我们也坚信他们之中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相信所有天使的存在，根据所

知道的，我们也相信他们的特性和工作。 
 

-他们在等级方面： 

他们是受优待的奴仆，他们崇拜清高的真主，他们不具有丝毫的养育

性和神性，他们住在幽玄的世界里，清高的真主从光上创造了他们。 
 

-他们在工作方面： 

他们崇拜真主、赞颂真主。 

واتومي السن فم لَه ضِواَألر ونَوكْبِرتسالَ ي هندع نم عهتادبع ن الَو ونَيِسرحتسونَ اليحبلَلَّسي و ارهالن

 )]٢٠-١٩(: آية ألنبياءا[الَ يفْترونَ

【[19]凡在天地间的，都是他的；凡在他那里的，都虔诚地崇拜他，

既不傲慢，又不疲倦。[20]他们昼夜赞他超绝，毫不松懈。】P0F

①
P  

 

-他们在顺从真主方面： 

伟大、尊严的真主表扬他们完全地顺服、严格地执行真主的命令，他

们的本性倾向于顺从。 

مهرا أَمم ونَ اللَّهصعالَّ ي ونَورمؤا يلُونَ مفْع٦(: آية التحرمي[ي[( 

【他们不违抗真主的命令，他们执行自己所奉的训令。】 P1F

② 

-天使的数量： 
 

天使的数量很多， 只有清高的真主才能统计他们的数量。他们中有

担负“阿尔西”者，有天堂的管理者、火狱的管理者、保护者、书记者等

等，每天他们中都有七万天使在“柏意图勒迈阿姆尔”中礼拜，当他们出

去时，他们就不会再次进入其中。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登

霄的故事里提到，当他达到第七层天时，他说：“当我接近柏意图勒迈阿

姆尔时，我问吉布拉依赖‘这是什么？’”他回答说：“这是‘柏意图勒

                                                 
①
《众先知章》第 19-20节 

②
《禁戒章》第 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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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阿姆尔’，每天有七万名天使进入其中礼拜，当他们出去时，他们就不

会再次进入其中。”① 

 

天使的名称和工作 

 

他们是受优待的奴仆，真主创造他们是为了崇拜和顺从他，只有真主

才知道他们的数量。在众天使之中有部分真主已经告诉了我们有关他们的

名称和工作，有些只有真主才知道他们的状况，真主对他们都委以重任，

其中有：  

1-吉布拉依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负责把启示传达给众先

知和使者们。 

2-米卡依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负责降雨水和植物。 

3-伊斯拉飞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负责吹号角。 

4-马立克火狱的管理员（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负责管理火狱。 

5-李杜瓦努天堂的管理员（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负责管理天

堂。 

他们中有负责在人死亡时取灵魂的天使。 

他们中有担负“阿尔西”的天使，管理天堂和管理火狱的天使。 

他们中有负责监视人类的天使，有负责监视和记录每个人工作的天

使。 

他们中有根据真主的命令负责在子宫里记录胎儿的给养、工作、寿数、

幸福或薄福的。 

他们中有负责在坟墓里拷问亡人有关其养主、信仰和先知的天使。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只有统计万物的真主才能统计他们的数量。 

 

天使的职责 

 

真主创造众天使，尊贵的记录者，他让众天使监视我们的工作，他们

记录人类的言、行和意图。同着每个人有两位天使：右边记录善行的，和

左边记录罪行的，另外两位天使负责从前后保护他。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07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6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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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所说： 

ونيظافلَح كُملَيإِنَّ عكبِنياماً كَاترلُونَيفْعا تونَ ملَم١٢-١٠(: االنفطار آية[ ع[( 

【你们的上面，确有许多监视者，他们是尊贵的，是记录的，他们知

道你们的一切行为。】P3F

① 

-清高的真主所说： 

: ق آية[ من قَولٍ إِالَّ لَديه رقيب عتيد ظُا يلْفمعنِ الشمالِ قَعيدو ذْ يتلَقَّى املُتلَقِّيان عنِ اليمنيِإِ

)١٨-١٧[( 

【当坐在右边和左边的两个记录的天使记录各人的言行的时候，他每

说一句话，他面前都有天使当场监察。】P4F

② 

-清高的真主所说： 

 )]١١(: آية دالرع[ من خلْفه يحفَظُونه من أَمرِ اللَّهو ه معقِّبات من بينِ يديهلَ

【每个人的前面和后面，都有许多接踵而来的天使，他们奉真主的命

令来监护他。】P5F

③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真主说：‘当我的仆人企图做坏事时，你们不要记录，

直至他做了坏事，如果他做了坏事，你们当只记录类似的一件罪行；如果

他因为我而放弃了它，你们当为他记录一件善功。当他想做一件善事，而

还没有做时，你们就当为他记录一件善功，如果他做了，你们当为他记录

类似的七件乃至七百倍的善功’。”6F④ 

 

创造宏伟的天使 

 

1-阿布杜拉·本·贾比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我获准告诉你们关于担负真主宝座的一位天

使，在他耳朵至肩头之间有七百年的行程。”P7F

⑤ 

                                                 
①
《破裂章》第 10-12节 

②
《戛弗章》第 17-18节 

③
《雷霆章》第 11节 

④
《布哈里圣训集》第 7501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28段， 

⑤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95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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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看见吉布拉依赖天使（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有六百个翅膀。① 

 

-相信天使的益处： 

-知道清高真主的伟大、大能、权力和明哲，的确，真主创造了只

有他自己才知道其数量的天使，其中担负“阿尔西”中的一位天使，其耳

朵至肩头之间有七百年的行程，那么，“阿尔西”是怎样的宏伟呢？“阿

尔西”之上的主又是怎样的伟大呢？赞他超绝万物： 

ورِيبالك لَهاتومي الساُء ف ضِواَألر ويماحلَك زِيزالع و٣٧(: اجلاثية آية[ه[( 

【天地间的伟大，只属于他；他是万能的，是至睿的。】 P9F

② 

-赞颂真主、感谢他对人类的关怀，他委任众天使监护人类、援助

他们，记录他们的工作。 

-众天使喜爱崇拜和祈祷真主，为信士们向真主求饶恕，犹如伟大、

尊严的真主在谈到担负“阿尔西”的、及其周围的天使时，他说： 

سعت كُلَّ و يستغفرونَ للَّذين آمنوا ربناو يؤمنونَ بِهو يسبحونَ بِحمد ربهِم من حولَهو لَّذين يحملُونَ العرشا

 عدتهمو ن الَتيأَدخلْهم جنات عدو بنارم عذَاب اجلَحيمِقهِو اتبعوا سبِيلَكو علْماً فَاغْفر للَّذين تابواو شيٍء رحمةً

وهِمائآب نم لَحن صم واجِهِموأَز ويماحلَك زِيزالع تأَن كإِن هِماتيذُر وئَاتيالس هِمق قِ ون تام فَقَد ذئموي ئَاتيلس

هتمحر ويمظالع زالفَو وه ك٩-٧(: غافر آية[ ذَل[( 

【支持宝座的和环绕宝座的，都赞颂他们的主，都归信他，都为信道

者求饶，他们说：“我们的主啊！在恩惠方面和知觉方面，您是包罗万物

的，求您赦宥悔过自新、而且遵循您的正道者吧！求您保护他们，免受火

狱的刑罚吧！我们的主啊！求您让他们和他们行善的祖先、妻子和子孙，

一同进入您所应许他们的永久的乐园吧！您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求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57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74段， 

②
《屈膝章》第 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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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使他们免于刑罚吧！在那日，您使谁得免于刑罚，您已慈悯了谁，那确

是伟大的成功。】① 

 

                                                 
①
《赦宥者章》第 7-9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