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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信仰 

 

-伊斯兰的基本就是信仰伟大、尊严的真主，坚信真主和他的尊名

及特性、行为、宝藏、许约、警告；所有的工作和功修都是建立在这一

基础上的，接受善功也是建立在这一伟大的根基上的；如果这一信仰衰

弱了，那么，它就会欠损，所有的工作和功修就不完美，各种状况就会

不理想。 
 

为了我们的生活充满信仰，有增无减，那么，必须知道以

下事项： 

1-我们知道并坚信万事万物的创造者是真主，无论是明显的、还是隐

藏的，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天地的创造者是真主，阿尔西的创造者

是真主，星辰的创造者是真主，海洋、山岳的创造者是真主，生物

（人、动植物）和无机物的创造者是真主，乐园的创造者是真主，火狱

的创造者是真主： 

 ])٦٢: (آية الزمر[وكيلٌ لَى كُلِّ شيٍءوهو ع اللَّه خالق كُلِّ شيٍء

【真主是创造万物的，也是监护万物的。】P0F

① 

我们说这些，我们听它，我们思考它，我们用视觉和思维去观看宇

宙和《古兰经》中的迹象，直至信仰在我们的心中根深蒂固，真主确已

以此命令我们。 

-清高的真主说： 

 ])١٠١: (آية يونس[يؤمنونَ الَّ قَومٍ عن والنذُر اآليات تغنِي وما واَألرضِ السموات في ماذَا انظُروا قُلِ

【你说：“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的森罗万象。一切迹象和警告者，

对于不信道的民众是毫无裨益的。】P1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٢٤: (حممد آية[أَفَالَ يتدبرونَ القُرآنَ أَم علَى قُلُوبٍ أَقْفَالُها

【他们怎么不沉思《古兰经》呢？难道他们的心上有锁？】P2F

③ 

-清高的真主说： 

                                                 
①
《队伍章》第 62节 

②
《优努斯章》第 101节 

③
《穆罕默德章》第 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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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هم  م زادته هذه إِمياناً فَأَم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فَزادتهم إِمياناًوإِذَا ما أُنزِلَت سورةٌ فَمنهم من يقُولُ أَيكُ

 )]١٢٤: (التوبة آية[ يستبشرونَ

【当降示一章经的时候，他们中有人说：‘这章经使你们中的哪个

人更加确信呢？’至于信道者，那章经使他们更加确信了。同时，他们

是快乐的。】P3F

① 

2-我们知道并坚信是真主创造了万物及其作用，他创造了眼睛，其作

用是看；创造了耳朵，其作用是听；创造了舌头，其作用是说；创造了

太阳，其作用是发光；创造了火，其作用是燃烧；创造了树木，其作用

是果实等等。 

3-我们知道并坚信掌管者、安排者和处理者，他是独一无二的真主，

天地间所有的被造物——不论其大小，都属于真主的奴仆、贫穷者；他

们不能为自身掌管丝毫祸福和援助，也不能掌管生死和复活，真主是他

们的掌管者，他们需要真主的援助，而真主却无求于他们。 

他是管理宇宙、处理众生事务的超绝万物的主宰。自由地处理天地

间的万物——处理河流与海洋、火与风、生物与植物、星辰与无机物、

首领与部长、富人与穷人、强者与弱者等等，他是独一无二的真主。 

伟大、尊严的真主凭着他自己的大能、哲理和知识自由的安排处

理；的确，他创造某物，然后凭着自己的大能剥夺其功能，你确已发

现：有眼不能观，耳不能听，舌不能言，海水不会淹没，火不会烧毁，

的确，那都是超绝万物的真主的安排，因为他可以自由地处理万物，除

他之外，绝无神灵，他是独一的、强悍的主，是大能于万物的主。 
 

-部分心灵受被造物的影响比受其创造者的影响更多，因为部分心

灵牵挂着被造物，从而忽视了超绝万物的创造者。我们应当根据知识、

根据对被造物的观察，来认识创造、以及赋予其形象的创造者，我们只

崇拜独一无二的他——真主。 

清高的真主说： 

ويخرِج املَيت  ومن يخرِج احلَي من املَيت واَألبصار واَألرضِ أَمن يملك السمع ُقلْ من يرزقُكُم من السماِء

احلَي نم قتفَقُلْ أَفَالَ ت قُولُونَ اللَّهيفَس راَألم ربدن يمور اللَّه كُمى فَذَلاللُ فَأَنإِالَّ الض احلَق دعاذَا بفَم احلَق كُمب

 ])٣٢-٣١: (يونس آية[تصرفُونَ

                                                 
①
《忏悔章》第١٢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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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谁从天上和地上给你们提供给养？谁主持你们的听觉和

视觉？谁使活物从死物中生出？谁使死物从活物中生出？谁管理事

物？”他们要说：“真主。”你说：“难道你们不敬畏他吗？[32]那是

真主，你们的真实的主宰。在真理之外，除了迷误还有什么呢？你们怎

么颠倒是非呢？”】① 

4-我们知道并坚信万物的宝藏都是归独一无二的真主掌管，而非为其

它者所掌管，所有天地万物的宝藏都在真主的阙前。食物、饮料、谷

物、果实、雨水、风、财产、海洋、山岳等等所有的宝藏都在真主的阙

前，所有我们需要的，我们只向真主祈求，我们多多地崇拜他、顺从

他，他是超绝万物者、解决需求者、应答祈祷者，他是最完美的负责

者、最好的恩赐者，他所赐予的绝无阻止者，他所阻止的也绝无给予

者。 

 -清高的真主说： 

هنائزا خنندٍء إِالَّ عين شإِن مرٍ وإِالَّ بِقَد لُهزنا نملُ وع٢١: (آية حلجرا[ومٍم[( 

【每一种事物，我这里都有其仓库，我只依定数降下它。】P5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اتومالس نائزخ لَّهلضِ واَألرونَ وفْقَهالَ ي نيقافاملُن نلَك٧: (املنافقون آية[ و([ 

【天地的库藏，只是真主的，伪信的人们却不明理。】P6F

③ 

 
 

-伟大真主的大能： 

伟大的真主拥有绝对的权力，有时他凭各种媒介而给予和供给，就

像他使雨水成为长出草木的媒介，性交成为孕育下一代的媒介。我们生

长在媒介的世界，只遵守法律媒介，我们只信赖真主。 
 

-有时他给予和供给不需要使用任何媒介，他对任何事情只是说

声：“有”，它就有了。犹如不用任何果树而供给麦尔彦水果，不用男

人而赐予她儿子。 
 

                                                 
①
《优努斯章》第 31-32节 

②
《石谷章》第٢١节 

③
《忏悔章》第١٢٤节 



5 
 

-有时超绝万物的真主根据其大能使用反因素，犹如火对伊布拉欣

变成凉爽的、和平的；又如从海洋中拯救穆萨圣人（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淹没法老及其军队；又如从海洋和鱼腹的黑暗中拯救优努斯

圣人（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٨٢(: آية يس [أَن يقُولَ لَه كُن فَيكُونُ نما أَمره إِذَا أَراد شيئاًإِ

【当他欲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他对事情只是说声：‘有’，它就

有了。】P7F

① 
 

-这是针对被造物，至于针对各种状况： 
 

 -我们知道并坚信各种状况的创造者，他是独一无二的真

主，无论贫富贵贱、健康与病症、喜怒哀乐、生死、平安与恐惧、酷暑

与寒冷、正道与迷误、幸福与不幸，等等这一切状况都是由超绝万物的

真主所创造。 

 -我们知道并坚信安排事物、处理各种状况者，他是独一的

真主，只有凭着真主的命令，富有才能替换贫穷；只有凭着真主的命

令，健康才能取代病症；只有凭着真主的命令，贵贱才能发生变化；只

有凭着真主的命令，哭笑才能发生更替；也只有凭着真主的允许，生者

才会死亡；只有凭着真主的命令，酷暑严寒才会交替；同样，也只有凭

着真主的命令，正道才会替换迷误。 

各种状况凭着超绝万物主的命令才会来临，凭着他的命令而增加，

凭着他的命令而减少，凭着他的命令而存在，凭着他的命令而结束。我

们应根据真主规定的制度、以接近独一的真主而去寻求掌权者改变状

况： 

تذلُّ من تشاُء بِيدك اخلَير و تعز من تشاُءو ممن تشاُء ترتِع املُلْكو ن تشاُءلِ اللَّهم مالك املُلْك تؤتي املُلْك مقُ

يرٍء قَديلَى كُلِّ شع ك٢٦(: آل عمران آية[ إِن[( 

【你说：“真主啊！国权的主啊！您要把国权赏赐谁，就赏赐谁；

您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就从谁手中夺去；您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

                                                 
①
《雅辛章》第 8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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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您要使谁裨贱，就使谁裨贱；福利只由您掌握；您对于万事，确是

全能的。】① 

-我们知道并坚信前面各种状况以及其它所有的宝藏，均由独一无

二的真主掌管，假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把财富和健康及其之外的恩惠赐予

所有的人，超绝万物主的宝藏也不会减少，就像把一根针放进大海中而

海水不会减少那样。除富足的、受赞的真主外，绝无神灵。 

艾布冉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引述了清高伟大真主的言词，他说：“我的仆人们啊！我绝

不行亏，故我也禁止你们之间行亏，所以你们不要相互行亏。 

我的仆人们啊！除了我引导的人之外，你们都是迷误者；你们当祈

求我的引导，我就引导你们。 

我的仆人们啊！除了我所供给的人之外，你们都是饥饿者；你们当

祈求我的供给，我就供给你们。 

我的仆人们啊！除了我所赐予衣物的人之外，你们都是赤身裸体

者；你们当祈求我赐予你们衣物，我就赐予你们。 

我的仆人们啊！你们昼夜都在犯错误，我是饶恕一切过错的主，你

们当向我祈求饶恕，我就恕饶你们。 

我的仆人们啊！你们不能伤害我，你们怎能伤害我呢？你们也不能

益及我，你们怎能益及我呢？ 

我的仆人们啊！假如你们所有的人类和精灵都保持着一个最敬畏者

的心，也不能增加我的丝毫权力； 

我的仆人们啊！假如你们所有的人类和精灵都保持着一个最放荡者

的心，也不能减少我的丝毫权力； 

我的仆人们啊！假如你们所有的人类和精灵都站在同一个地方一起

向我祈求，我将给予每个人所祈求的，那对于我的权力不会有丝毫损

失，就像一根针放到大海之中，海水不会减少那样； 

我的仆人们啊！这是你们所有的工作，我都将为你们一一记录它，

然后，我将使你们享受自己行为的报酬，谁发现自己所作的善功，让他

赞颂真主吧！谁发现其它的，就让他谴责自己吧！”② 
 

                                                 
①
《伊姆兰的家族章》第 26节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5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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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使者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引导，归信真

主、顺服他的命令者，伟大、尊严的真主将从自己的宝藏中赐予他，无

论穷富，并援助他、保护他，凭着伊玛尼使其尊贵，无论他是有高贵的

因素，如：艾布白克尔、欧麦尔河欧斯曼（愿主喜悦他们）；或者是没

有高贵的因素，就像比俩里、安玛尔和塞勒玛努（愿主喜悦他们）等

人。 

没有归信真主者，如果他有权力和财富的因素，真主会以此使其卑

贱，就像使法老、噶伦、哈曼等人一样。 

如果他有使其卑贱的因素，那么，真主会以此使其卑贱，就像多神

教徒中的赤贫者那样。 
 

-因为伊玛尼、善功和崇拜独一无二的主，真主创造了人类；并不

是为了更多地寻求财富、物质和欲望才创造人类的。如果人们忙于这些

事情，而疏忽了崇拜真主，那么，这些将控制他，以此使其成为他今后

两世的不幸、毁灭和亏折的因素。 

清高的真主所说： 

 هم كَافرونَو تزهق أَنفُسهمو والدهم إِنما يرِيد اللَّه ليعذِّبهم بِها في احلَياة الدنياأَ الَو تعجِبك أَموالُهم الَفَ 

 )]٥٥(: التوبة آية[

【他们的财产和子嗣，不要使你赞叹，真主只要在今世生活中借此

惩治他们，而他们的灵魂将在不信道的情况下离去。】 P10F

① 

 

-成功和获胜的因素： 

伟大、尊严的真主赐予了每个人成功和获胜的因素，无论贫富，成

功和获胜的因素决不是财产和名誉，真主给予了部分人，而没有给予其

他的人。伊玛尼（信仰）和善功才是今后两世成功和获胜的唯一因素，

它是每个人付出的权力，同样，伊玛尼的位置是每个人都有的心，工作

的位置也是每个人都拥有的肢体；谁内心有伊玛尼，用其肢体做善功，

那么，他在今后两世都是成功和获胜者。除此之外者，均属亏折的。 
 

                                                 
①
《忏悔章》第 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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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今后两世的成功和胜利，仅仅是凭着伊玛尼和善功而已，人

类在真主阙前的价值，是根据他伊玛尼的程度、及其所做的善功；而不

是根据他所拥有的财富、物质和地位。 

有些人认为成功和胜利指的是在王权与国家中，就像奈姆鲁德和法

老。部分人认为成功和胜利指的是力量，犹如先知阿德的族人那样；部

分人认为成功和胜利指的是商业，犹如先知苏阿布的族人；部分人认为

成功和胜利指的是农业，就像赛伯邑人那样；有些人认为成功和胜利指

的是工业，就像赛姆德人那样；有些人认为成功和胜利指的是财富，就

像噶伦那样。 

的确，伟大、尊严的真主为这些民族派遣了诸位先知和使者（愿主

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安），号召他们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并且为他

们阐明了成功和获胜决不是凭着这些事物，而是凭着伊玛尼和善功。 

-清高的真主所说： 

عِ اوطن يلملَّه وولَهسر واللَّه شخي ونَِوزالفَائ مه كلَئفَأُو قْهت٥٢(: آية لنورا[ي[( 

【凡顺从真主和使者而且敬畏真主者，确是成功的。】P11F

① 

-清高的真主所说： 

ما أُنزِلَ من و الَّذين يؤمنونَ بِما أُنزِلَ إِلَيكومما رزقْناهم ينفقُونَو يقيمونَ الصالةَو لَّذين يؤمنونَ بِالْغيبِا

كلقَب ونَونوقي مه ةرلَىأُ بِاآلخع كولَئ هِمبن رى مده ونَوحاملُفْل مه ك٥-٣(: البقرة آية[ أُولَئ[( 

【他们确信幽玄，谨守拜功，并分舍我所给予他们的。[4]他们确信

降示你的经典，和在你以前降示的经典，并且笃信后世。[5]这等人，是

遵守他们的主的正道的；这等人，确是成功的。】 P12F

② 
 

-这些民族，当他们否认众使者，并且当他们继续否认，自欺受骗

时，真主毁灭了他们，拯救了他的众先知和使者，以及追随他们、援救

他们抵抗敌人的人们。 

-清高的真主所说： 

 منهم من خسفْنا بِه اَألرضو ةُمنهم من أَخذَته الصيحو ه حاصباًيكُال أَخذْنا بِذَنبِه فَمنهم من أَرسلْنا علَفَ

اوقْنأَغْر نم مهنم ومهمظْليل ا كَانَ اللَّهم ونومظْلي مهوا أَنفُسن كَان٤٠(: العنكبوت آية[لَك[( 

                                                 
①
《光明章》第٥٢节 

②
《黄牛章》第 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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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我都因他的罪过而加以惩罚，他们中有我曾使飞沙走

石的暴风去伤害的，有为恐怖所袭击的，有我使他沦陷在地面下的，有

被我溺杀的，真主不致亏枉他们，但他们亏枉了自己。】① 

-清高的真主所说： 

من خزيِ يومئذ إِنَّ ربك هو القَوِي و الَّذين آمنوا معه بِرحمة مناو لَما جاَء أَمرنا نجينا صالحاًفَ

زِيزالعونيماثج مارِهيي دوا فحبةُ فَأَصحيوا الصظَلَم ينذَ الَّذ٦٧-٦٦(: هود آية[ أَخ[( 

【当我的命令降临的时候，我因为从我发出的慈恩而使刷里哈和同

他一起信道的人脱离当日的耻辱，你的主确是至强的，确是有权的。[67]

呐喊袭击了不义的人们，顷刻之间，他们都僵仆在自己的家里。】 P14F

② 

 

 

-笃信者的优越各异 
 

-众生的伊玛尼之级别： 

-众天使的伊玛尼是规定好的，就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他们决

不会违背真主的命令，他们奉命行事，他们有许多等级。 

-众先知和使者们的伊玛尼有增无减，因为他们对真主完美的认

识，他们有许多等级。 

-其他穆斯林的伊玛尼因为顺从而增加、因为违背而减少，他们的

伊玛尼有许多等级。 
 

-伊玛尼的等级： 

伊玛尼的第一个等级就是：穆斯林实现了对真主的崇拜，因崇拜真

主而感到愉快，持之以恒地崇拜真主，礼貌地与其上司或同等地位的人

交往，他需要坚定的信仰阻止他对自己或他人不义；友善地与他人交

往，就像统治者与其下属，男人与其家人，那需要坚定的信仰阻止他对

别人不义；每当增加信仰，就会增加敬畏、增加善功；他就履行了对真

主的职责，完成了对人类的义务；他以美好的品德与创造者和被造者交

往，这在今后两世都属于最高的品级。 
 

                                                 
①
《蜘蛛章》第 40节 

②
《呼德章》第 66-6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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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前进，要么是往前，要么是往后，要么是往

左，要么是往右；无论是天性或法律都没有断然地停滞不前，所有的人

都要经过阶段，然后迅速地进入天堂，或堕入火狱。迅速、缓慢、前进

或后退，在人生的道路上，决没有断然地停滞不前，人们只是行走的方

向和快慢不同而已，谁没有以伊玛尼和善功到达天堂，那么，他确已以

着否认和罪行而堕入了火狱。 

清高的真主说： 

رِنشيراً لِّلْبذلرأَختي أَو مقَدتأَن ي نكُماَء من ش٣٧-٣٦(:آية املدثر[ م[( 

【[36]可以警告人类，[37]警告你们中欲前进者或欲后退者。】P15F

① 
 

-笃信者的伊玛尼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众先知和使者们的伊玛尼绝

不像其他人的伊玛尼，众圣门弟子的伊玛尼也不像他们之外的人，清廉

信士们的伊玛尼绝不像放荡者的伊玛尼。这种差异是根据内心对真主、

真主的美名、特性、行为，以及真主为仆人们所规定的法律的认识，内

心对真主的畏惧和敬畏，是笃信者内心光明的差异，只有清高的真主才

能统计。 
 

-最了解真主者，是最喜爱真主的，因此，众使者是人类中最喜

爱、最敬重真主的，喜爱真主的本体及其恩典、恩德、崇高是崇拜的基

本。每当喜爱增加，就会更完美地顺从、更多地敬重，就会更完善地喜

爱真主、接近真主。 

 

 

 

                                                 
①
《盖被的人章》第 36-37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