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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真主独一无二是伊斯兰对宇宙间真正主宰的都

有概念，在穆斯林心目中，安拉（阿拉伯语的译音，

意为真正的主宰）是宇宙间全能的造物主和抚养者，

宇宙间的任何物没有与之相似的，也没有任何物可

以和他比拟的，他最后派遣的使者穆罕默德（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世时，当时就曾有人问过

他：“‘安拉’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真主已在

《古兰经》的第一百一十一章中作了简单明了的回

答，这章经文可以说是“真主独一无二”这一信条

的精粹所在。 

لَم يكُن لَّه كُفُواً ولَم يولَدو يلد ملَللَّه الصمدالْ هو اللَّه أَحدقُ

د٤-١(: آية اِإلخالص [أَح([ 

【你（穆罕默德）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

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不生育，也不被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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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物可以做他的匹敌。】
①
 

有些非穆斯林言称：“真主为什么要让人们绝

对地服从，有时还会降灾于人们呢？这是不是太残

忍、太刻薄、太不仁慈了呢？”这实是无稽之谈，

见识浮浅。我们只需知道《古兰经》共有一百一十

四章，除了第九章之外，每章都是以“奉普慈特慈

的真主之名”开始的，便可思之过半了。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也曾告诉我们：“真

主对我们比母亲对自己的婴儿更加慈爱。” 

但是真主是绝对公平的，因此，他要对作恶的

人、犯罪的人、违法乱纪的人予以惩罚。而对行善

的人予以报赏和奖励。事实上，真主至仁至慈的特

性正是他绝对公正的体现，试想：有些人认识真主，

敬拜真主，终身行善；有些人则否认真主，无恶不

作，奴役他人，欺压良贱，这两种人在真主那里得

                             
①
《忠诚章》第١-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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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报赏能一样吗？如果认为二者一样，人死了以

后一了百了，灯消云散了，在真主那里不存在赏善

罚恶，没有清算，那么，在今生今世有谁还愿行善

坚持正道呢？《古兰经》为了否认这一点而说： 

فَنجعلُ املُسلمني أَنَّ للْمتقني عند ربهِم جنات النعيمِإِ

نيرِمجكَالْمونَمكُمحت فكَي ٣٦-٣٤(: آية القلم [ا لَكُم([ 

【敬畏的人们，在他们的主那里，必将享受

恩泽的乐园。难道我使归顺的人像犯罪的人一样

吗？你们有甚么理由？你们怎么这样的判断

呢！】P1F

① 

伊斯兰教反对以任何形式将真主人格化，也反

对人们将真主描述成为一个偏私的主；更反对所谓：

真主把财富、权力只优惠给某些人或某个国家之说。

真主创造人类，把他们一视同仁。人们若要使自己

特殊，要得到真主的恩宠，就只有靠服务人类，多

                             
①
《笔章》第٣٤-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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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行和畏主守法这一途径。有人说真主在创造万

物的第七日休息，真主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这

是把真主人化的表现，是伊斯兰教所不能接受的。 

以宇宙间的任何东西来比拟真主在伊斯看来，

都是亵渎真主的叛教行为，因为，造物主的特性是

有别被造物的。假如他的特性和被造物的特性一样，

那么，他就成这个尘世间庸俗的东西，有始有终，

有生有灭，根本不值人们去敬拜。造物主是永恒的，

他无需依赖别的因素而存在。既然他无需依赖任何

因素而存在，那么，在宇宙间也就没有影响其存在

的因素。换言之，他是无求万物的，如果他不靠任

何外物而继续存在，那么他的存在自然是永恒的、

无止境的。《古兰经》说： 

لُهاَألو و ور٣(: آية احلديد […… اآلخ([ 

【他是前无始、后无终的……。】P2F

①
 

                             
①
《铁章》第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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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维护万物的，他创造宇宙万有并非为了喜

戏，他是它们维护者和最终操纵者，《古兰经》说： 

 ه مقَاليد السمواتلَيلٌكو هو علَى كُلِّ شيٍءو للَّه خالق كُلِّ شيٍءا

ضَِألاور كَو ينونَالَّذراخلَاس مه كلَئأُو اللَّه اتوا بِآي٦٣-٦٢(: آية الزمر [فَر([ 

【真主是创造万物的，也是监护万物的；天地

的钥匙，只是他的；不信真主的迹象者，才是亏折

的。】P3F

①
 

又说： 

اوقُهرِز لَى اللَّهضِ إِالَّ عي اَألرف ةابن دا مم وتسم لَمعاقَيهر 

اوهعدوتس٦(: آية هود [م([ 

【大地上的动物，没有一个不是由真主担负其

给养的，没有一个不是真主知道其住所和贮藏处

的。】P4F

②
 

真主的特性 

                             
①
《队伍章》第٦٢-63节 

②
《呼德章》第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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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造物主是永恒的，那他的特性也必是永恒

的。他不会顾此失彼。也就是说，他的特性是绝对

的，是永恒的。具有如此绝对特性的造物主，也必

定是独一、的唯一的，全能的，全知的，天地万物

没有与之平衡和对等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古兰经》

说： 

نمم ذَ اللَّهخا ات ولَد ولَقا خبِم كُلُّ إِلَه بإِذاً لَّذَه إِلَه نم هعا كَانَ مم 

ضوعلَى بع مهضعال ب٩١(: آية املؤمنون [لَ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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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F

①
 

又说： 

 ])٢٢(: آية األنبياء[و كَانَ فيهِما آلهةٌ إِالَّ اللَّه لَفَسدتالَ

【除真主外，假若天地间还有许多神灵，那么，天地必定

                             
①
《信士章》第٩١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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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了。】
①
 

真主独一 

《古兰经》提醒我们，天地万物只有一位独

一无二的、真正的主宰。对于那些崇拜偶像的人，《古

兰经》曾告诫他们说： 

 ])٩٥(: آية [أَتعبدونَ ما تنحتونَ

【你们崇拜自己所雕刻的偶像吗？】 P7F

②
 

又说： 

ن كُونَ َألنفُِسهِملماَء الَ ييلأَو ونِهن دم مذْتخفْعاًأَفَات الَو ضالرعد [را 

 ])١٦(: آية

【难道你们舍真主而把那些不能自主祸福者当

作保佑者吗？】 P8F

③
 

对于那些崇拜天体的人，《古兰经》曾叙述了下

面有关伊布拉欣的故事。 

                             
①
《众先知章》第٢٢节 

②
《萨法特章》第٩٥节 

③
《雷霆章》第١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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لَما جن علَيه اللَّيلُ رأَى كَوكَباً قَالَ هذَا ربي فَلَما أَفَلَ قَالَ الَ أُحب فَ

نيلي فَاآلفبنِي ردهي ن لَّما أَفَلَ قَالَ لَئي فَلَمبذَا رازِغاً قَالَ هب رأَى القَما رلَم

مِ الضالقَو نم نَألكُونفَالِّنيبذَا رازِغَةً قَالَ هب سمأَى الشا را لَمفَلَم رذَا أَكْبي ه

 ])-٧٨76(: آية األنعام [قَومِ إِني برِيٌء مما تشرِكُونَ ت قَالَ ياأَفَلَ

【当黑夜笼罩着他的时候，他看见一颗星宿，

就说：“这是我的主。”当那颗星宿没落的时候，他

说：“我不爱没落的。”当他看见月亮升起的时候，

他说：“这是我的主。”当月亮没落的时候，他说：“如

果我的主没有引导我，那么，我必定会成为迷误者。”

当地看见太阳升起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主；这

是更大的。”当太阳没落的时候，他说：“我的宗族

啊！我对于你们所用来配主的事物，是无关系的。】P9F

①
 

有正信者应有的态度 

要成为一个穆斯林，一个服从真主的人必须确

信真主是独一无二的，确信他是唯一的造物主，抚

                             
①
《牲畜章》第٧٦-7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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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者和供给者。仅仅具有这种信仰是不够的，因为

许多多神教徒也都知道和相信只有至高无上的主才

能作到这些。要想成为穆斯林，还必须承认：除真

主外天地间没有其他值得崇拜的。这样我们能戒绝

以物配主的行为。 

认识了真主独一无二后，我们应对他常存信仰

之心，绝不允许任何事物将自己引向否认真理的道

路。 

当信仰进入一个人的心灵时，他的思想会发生

极大的变化，接着就会使信仰付诸行动，这种心理

状态和行动的结合便是真正信仰的体现。先知穆罕

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告诉我们：“正

信并非空想，并非点缀，而正信是扎根在心灵深处

的，是行为的具体表现。” 

这种心理状态的最大反映，是对真主的无限感

激。对真主的感谢可以说是敬拜真主的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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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报德是极其重要的作为。不信真主的人，

否认真理的人，之所以被称为“卡非尔”这个词在

阿拉伯语中其义为：“忘恩负义的人”。 

一个人敬爱和感谢真主，是因为真主给他许多

恩典，他应该认识到，他的善行无论在精神上和形

体上，与真主赐于他的恩惠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因此，他会时刻都惧怕真主会在今后两世责备他，

所以他敬畏真主，恭顺真主，谦恭惧怕地敬拜真主。

如果一个人时刻都觉得真主在观察着他的所作所

为，他就不会为非作歹。故时刻记着真主的存在是

信仰的生命力，否则信仰的花朵便会凋谢和枯萎。 

为了让人们常存感激之心，在《古兰经》中常

常重复的叙述真主的许多特性。 

《古兰经》说： 

بِهيالغ مالع وإِالَّ ه ي الَ إِلَهالَّذ اللَّه و ويمحالر نمحالر وه ةادهالش

املُه المالس وسالقُد كاملَل وإِالَّ ه ي الَ إِلَهالَّذ اللَّه و ركَباملُت اراجلَب زِيزالع نمياملُه نم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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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٢23(: آية احلشر [سبحانَ اللَّه عما يشرِكُونَ

【他是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

至仁的，是至慈的。他是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

崇拜的。他是君主。他是至洁的，是健全的，是保

佑的，是见证的，是万能的，是尊严的，是尊大的。

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是超乎他们所用以配他

的。】P10F

①
 

اأْخالَ ت ومالقَي احلَي وإِالَّ ه الَ إِلَه ةٌللَّهنس ذُه الَو ينا فم لَّه مو 

ما و اَألرضِ من ذَا الَّذي يشفَع عنده إِالَّ بِإِذْنِه يعلَم ما بين أَيديهِم يما فو لسمواتا

ملْفَهخ الَو اَءيا شإِالَّ بِم هلْمع نٍء مييطُونَ بِشح ومالس هيسكُر عساتو وضاَألر 

الَو ايمفْظُهح هئُود ويلالع وه يمظ٢٥٥(: آية البقرة [الع([ 

【真主，除他外决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

灭的，是维护万物的；瞌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

克服他；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不经他的许可，谁能

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他知道他们面前的事和他们

                             
①
《放逐章》第٢٢-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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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事；除他所启示的外，他们绝不能窥测他的

玄妙；他的知识，包罗天地。天地的维持，不能使

他疲倦。他是至尊的，确是至大的。】
①
 

又说： 

ينِيي دلُوا فغابِ الَ تتلَ الكا أَهكُم الَو قُولُوا تا عمإِن إِالَّ احلَق لَى اللَّه

ولُ اللَّهسر ميرم نى ابيسع املَِسيح وميرا إِلَى مأَلْقَاه هتمكَل ووا بِاللَّهنفَآم هنم وحر 

وهلسر الَو ا اللَّتمإِن راً لَّكُميوا خهقُولُوا ثَالثَةٌ انتإِلَه ه وس داحبكُونَ لَهأَن ي هانح و لَد

اتومي السا فم لَّه ضِوي اَألرا ف١٧١(: آية القلم [م([ 

【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不要

过分，对于真主不要说无理的话。麦尔彦之子麦西

哈·尔撒，只是真主的使者，只是他授予麦尔彦的

一句话，只是从他发出的精神；故你们当确信真主

和他的众使者，你们不要说三位。你们当停止谬说，

这对于你们是有益的。真主是独一的主宰，赞颂真

                             
①
《黄牛章》第٢٥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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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超绝万物，他绝无子嗣，天地万物只是他的。】
①
 

                             
①
《妇女章》第١٧١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