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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信使者 
 

-相信使者：就是必须坚信伟大、尊严的真主在每个民族中所派

遣的使者——号召人类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否认他之外的一切崇拜。

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被派遣的、忠实的，传达了真主为之而派遣他们的一

切。他们中有些是我们知道其名讳的，其他的只有真主才知道其详情。 
 

-教育众先知及其追随者： 

伟大、尊严的真主教育众先知及其追随者们首先当自身努力，崇拜

真主、纯洁自身、观看万有、思考宇宙万物的造化、坚忍不拔、为了获

得伊玛尼这个信仰而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了真主至高无上的言词而付出

或放弃，直至他们的生活在完美的伊玛尼之中，在他们的内心中坚信真

主是万物的创造者，他亲手掌管万物，他是唯一应受崇拜者；然后他们

努力地在纯洁的环境里保护自己的伊玛尼。例如在清真寺里（在其中诵

读《古兰经》、参加集体礼拜、记念真主、讲座等等），履行各项善

功。 

然后他们积极努力地解决信仰的需要，他们的需要是获得这个伊玛

尼。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知道真主与他们同在，援助他们，供给他们，

帮助他们，犹如穆斯林在“白德尔”战役、“光复麦加”、“侯奈尼”

战役等中所获得的胜利，他们只依赖超绝万物的真主，除他之外，他们

绝不依赖其他的。然后他们竭尽全力地在他们的族人之间传播这种信

仰，所有被派遣的都是为了让他们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教授他们真主

的法律裁决，对他们宣读他们主的迹象。清高的真主说： 

اتآي هِملَيلُو عتي مهنوالً مسر نييي اُألمثَ فعي بالَّذ وه وكِّيهِمزي وابتالك مهلِّمعي ةَوكْمالْح وا وإِن كَان

اللَّه ذُو و لك فَضلُ اللَّه يؤتيه من يشاُءذَهو العزِيز احلَكيمو آخرِين منهم لَما يلْحقُوا بِهِمولَفي ضاللٍ مبِنيٍ من قَبلُ

 )]٤-٢(: آية معةاجل[الفَضلِ العظيمِ

【他在文盲中派遣一个同族的使者，去对他们宣读他的迹象，并培

养他们，教授他们天经和智慧，尽管以前他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并

教化还没有赶上他们的其他人。真主是万能的，是至睿的。这是真主的

恩典，他把它赏赐他所欲赏赐的人们，真主是有宏恩的。】P0F

① 
 

                                                 
①
《聚礼章》第 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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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者：就是真主向他启示自己的法律，并且命令他向不知道的

人、或者是向知道而违背者传播的人。 
 

- 先知：就是真主启示以前的法律，以便他教授他周围遵守那项

法律的人们，并更新之。所有的使者都是先知，但所有的先知不都是使

者。 
 

-派遣众先知与使者： 

清高的真主为每一个的民族都派遣了使者，以专门的法律针对他的

族人，或者是启示他以前的法律，以便他更新之。 

-清高的真主说： 

ووا اللَّهدباع والً أَنسر ةي كُلِّ أُما فثْنعب لَقَد ووا الطَّاغُوتنِبت٣٦(: النحل آية[اج[( 

【我在每个民族中，都确已派遣一个使者：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

离恶魔。】 P1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ملائدة ا[اَألحبارو الربانِيونَو نَ الَّذين أَسلَموا للَّذين هادواونور يحكُم بِها النبِيو وراةَ فيها هدىنا أَنزلْنا التإِ

 )]٤٤(:آية

【我确已降示《讨拉特》，其中有向导和光明，归顺真主的众先

知，曾依照它替犹太教徒进行判决，一般的明哲和博士，也依照他们所

奉命护持的天经而判决。】P2F

② 
 

-先知与使者的数量： 

先知与使者（愿主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安）的数量很多。 

-其中的一部分，真主在《古兰经》之中已为我们阐述了他们的名

称和讯息，他们是二十五位： 

1-阿丹（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وِسيلُ فَنن قَبم ما إِلَى آدنهِدع لَقَد ماًوزع لَه جِدن ١١٥(: طه آية[لَم[( 

【以前，我确已嘱咐阿丹，而他忘记我的嘱咐，我未发现他有任何

决心。】P3F

③ 

                                                 
①
《蜜蜂章》第 36节 

②
《筵席章》第 44节 

③
《塔哈章》第 1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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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高的真主提到了部分先知和使者（愿主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

安）： 

ا ونتجح لْكتيملع يمكح كباُء إِنَّ رشن نم اتجرد فَعرن هملَى قَوع يماهرا إِباهنيآتواقحإِس ا لَهنبهو 

اونيده كُال قُوبعي لُون قَبا منيدوحاً هن ونم وداود هتيذُر انَوملَيس ووبأَي وفوسي وىموس ونَواره زِي وجن ككَذَل

ِسنِنياملُحا وكَرِيز ىويحي ىويسع و نيحالالص نكُلٌّ م اسإِلْييلَواعمإِس و الْيسع وسوني لُوطاًو لَى وا علْنفَض كُال

نيالَمالعوهِمائآب نم و هِماتيذُر انِهِووإِخم وماهنيبتاج يمٍوقتسم اطرإِلَى ص ماهنيدذَهدهي ى اللَّهده كن  يلم بِه

هادبع ناُء مشي لُونَومعوا يا كَانم مهنبِطَ عكُوا لَحرأَش أُلَوابتالك ماهنيآت ينالَّذ كلَئو وكْمالْح ةَووبالن   كْفُرفَإِن ي

الِء فَقَدؤا  هبِه ماً لَّوا قَوا بِهكَّلْنيرِينا بِكَافوا بِه٨٩-٨٣(: آيةنعام األ[س[( 

【这是我的证据，我把它赏赐伊布拉欣，以便他驳斥他的宗族，我

将我所意欲的人提升若干级。你的主，确是至睿的，确是全知的。我赏

赐他伊斯哈格和叶尔孤白，每个人我都加以引导。以前，我曾引导努

哈，还引导过他的后裔达吾德、素莱曼、安优卜、优素福、穆沙、哈

伦，我这样报酬行善的人。（我曾引导）宰凯里雅、叶哈雅、尔萨和伊

勒雅斯，他们都是善人。（我曾引导）伊斯玛依赖、艾勒叶赛阿、优努

斯和鲁特，我曾使他们超越世人。（我曾引导）他们的一部分祖先、后

裔和弟兄，我曾拣选他们，并指示他们正路。这是真主的正道，他以它

引导他所欲引导的仆人。假若他们以物配主，那么，他们的善功必定变

成无效的。这等人，我曾把天经.智慧和预言赏赐他们。如果这些人不信

这些事物，那么，我就把这些事物委托一个对于它们坚信不疑的民众。

】P4F

① 

3-伊德立斯（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رِيوابِ إِدتي الكف اذْكُربِيايقاً ندكَانَ ص هإِن ٥٦(: آية مرمي[س[( 

【你应当在这部经典里提及伊德立斯，他是一个老实人，又是一个

先知。】P5F

② 

4-呼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 آية شعراءال[ني لَكُم رسولٌ أَمنيإِ تقُونَت ذْ قَالَ لَهم أَخوهم هود أَالَإِ ذَّبت عاد املُرسلنيكَ 

)١٢٥-١٢٣[( 

【阿德人曾否认使者。当时，他们的弟兄呼德曾对他们说：“你们

怎么不敬畏呢？我对于你们，确是一个忠实的使者。】 P6F

③ 

                                                 
①
《牲畜章》第٨3-89节 

②
《麦尔彦章》第٥6节 

③
《众诗人章》第١23-1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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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刷里哈（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ذَّبت ثَمود املُرسلنيكَ ذْ قَالَ لَهم أَخوهم صالح أَالَإِ  قُونَتت ني لَكُم رسولٌ أَمنيإِ شعراءال[ : آية 

)١٤٣-١٤١[(  

【赛莫德人曾否认使者们。当日，他们的弟兄刷里哈曾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不敬畏呢？我对于你们确是一个忠实的使者。】P7F

① 

6-苏阿布（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 آية شعراءال[ني لَكُم رسولٌ أَمنيإِتقُونَت ذْ قَالَ لَهم شعيب أَالَإِذَّب أَصحاب اَأليكَة املُرسلنيكَ

)١٧٨-١٧٦[( 

【丛林的居民，曾否认使者。当日，苏阿布曾对他们说：“你们怎

么不敬畏呢？我对于你们确是一个忠实的使者。】 P8F

② 

7-茹勒基福利（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يلَاذْكُواعمإِس ر وعسالْي فْلِوذَا الك ارِوياَألخ ن٤٨(: آيةص [كُلٌّ م[( 

【你当记忆伊斯玛依赖、艾勒叶赛阿、茹勒基福利，他们都是纯善

的。】P9F

③ 

8-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مكُمالجن رم دا أَحأَب دمحا كَانَ م وولَ اللَّهسن رلَك ونيبِيالن مات٤٠(: األحزاب آية[خ[( 

【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而是真主的使者，和众先

知的封印。】 P10F

④
P  

-其中有一部分先知和使者，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讳，真主也没有

告知我们有关他们的讯息，但是我们相信他们所有的先知和使者。 

1-清高的真主说： 

وكلَيا عنصن قَصم مهنم كلن قَبـالً مسا رلْنسأَر لَقَد وكلَيع صقْصن ن لَّمم مهن78(: غافر آية[م[( 

【在你之前，我确已派遣许多使者，他们中有我已告诉你的，有我

未告诉你的。】P11F

⑤
P  

2-艾布乌玛麦（愿主喜悦他）的传述，艾布冉尔（愿主喜悦他）

说： 

                                                 
①
《众诗人章》第١41-143节 

②
《众诗人章》第١76-178节 

③
《萨德章》第٤٨节 

④
《同盟军章》第 40节 

⑤
《赦宥者章》第 78节 



6 
 

نبِياِء؟ أَ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كَم وفَّى عدةُ الْ: قُلْت: قَالَ أبو ذَ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ـه: عن أَبِي أُمام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ـه قَالَو -٢

أخرجه أمحد . »شرونَ أَلْفًا، الرسلُ من ذَلك ثَلَاثُ مائَة وخـمسةَ عشر، جـما غَفريامائَةُ أَلْف وأَربـعةٌ وعF :»قَالَ

 والطرباين

“我说：‘主的使者啊！有多少位的先知呢？’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有十二万四千先知，其中共有三百一十五位使

者’。”P12F

① 
 

-有决心的使者： 

有决心的使者一共是五位，他们是：努哈，伊布拉欣，穆沙，尔萨

和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安）。的确，超绝万物的真主

提到了他们： 

اشينِ مالد نلَكُم م عر وحاًون ى بِهص وكا إِلَينيحي أَوالَّذ اوم ويماهرإِب ا بِهنيص ىووسم وا ويمى أَنْ أَقيسع

ينالد الَو قُواتفَرت يه١٣(: الشورى آية[ ف[( 

【他已为你们制定正教，就是他所命令努哈的、他所启示你的、他

命令伊布拉欣、穆沙和尔萨的教门。你们应当谨守正教，不要为正教而

分门别户。】P13F

② 
 

-第一位使者： 

第一位使者是努哈（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1-清高的真主说： 

 )]١٦٣(: النساء آية[ النبِيني من بعدهو نا أَوحينا إِلَيك كَما أَوحينا إِلَى نوحٍإِ

【我确已启示你，犹如我启示努哈和在他之后的众先知一样。】P14F

③
P  

2-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关于说情的《圣训》， 

إلَى نوحٍ فَيأْتونَ نوحاً  اذْهبوا«: قال Fوفيه أن النيب  عنه يف حديث الشفاعة،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ضي اهللاو - ٣

 .متفق عليه .»يا نوح أَنت أَولُ الرسلِ إلَى أَهلِ األرضِ: فَيـقُولُونَ

在其中提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你们去努哈那里吧！”他们来对努哈说：“努哈啊！你是第一位被派往

人类的使者……。” P15F

④ 

-最后一位使者：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2644段，《泰柏拉尼圣训集》第 8/217段，《正确丛书》第 2668段 

②
《协商章》第 13节 

③
《妇女章》第 163节 

④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40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9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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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使者是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清高的真

主说： 

مكُمالجن رم دا أَحأَب دمحا كَانَ م وولَ اللَّهسن رلَك ونيبِيالن مات٤٠(: األحزاب آية[خ[( 

【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而是真主的使者，和众先

知的封印。】 P16F

①
P  

 

-先知与使者被派往的人群： 

1-真主把众先知和使者们（愿主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安）派到他

们各自的民族中。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وادمٍ هكُلِّ قَو7(: آية دالرع[ ل[( 

【每个民族都有一个引导者。】P17F

② 

2-真主把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派往全人类。他是

封印的、最优秀的先知与使者，是全人类的领袖，他是复生日带着赞颂

真主之旗者，真主派遣他是为了慈悯全世界。 

-清高的真主说： 

اوريشاسِ بلنّإِالَّ كَافَّةً ل اكلْنسا أَرم اويرذن ونَولَمعاسِ الَ يالن أَكْثَر ن٢٨(: سبأ آية[لَك[( 

【我只派遣你为全人类的报喜者和警告者，但世人大半不知道。】 P18F

③ 

-清高的真主说： 

ونيالَمةً لِّلْعمحإِالَّ ر اكلْنسا أَر107(: آية األنبياء[م[( 

【我派遣你，只为慈悯众世界。】 P19F

④ 
 

-派遣众先知与使者的哲理： 

-号召人类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禁止崇拜他之外的。清高的真

主说： 

ثْوعب لَقَدوا اللَّهدباع والً أَنسر ةي كُلِّ أُما فن ووا الطَّاغُوتنِبت٣٦(: النحل آية[اج[( 

【我在每个民族中，都确已派遣一个使者：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

离恶魔。】 P20F

⑤ 

-阐明通往真主的道路。清高的真主说： 

                                                 
①
《同盟军章》第 40节 

②
《雷霆章》第 7节 

③
《赛伯邑章》第 28节 

④
《众先知章》第 107节 

⑤
《蜜蜂章》第 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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هاتآي هِملَيلُو عتي مهنوالً مسر نييي اُألمثَ فعي بالَّذ و وكِّيهِمزي وابتالك مهلِّمعي ةَوكْمالْح ن ووا مإِن كَان

 )]٢(: آية معةاجل[لَفي ضاللٍ مبِنيٍ قَبلُ

【他在文盲中派遣一个同族的使者，去对他们宣读他的迹象，并培

养他们，教授他们天经和智慧，尽管以前他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P21F

① 

-阐明人类在复生日到达真主之后的状况。清高的真主说： 

الَّذين ورِزق كَرِميو عملُوا الصالحات لَهم مغفرةٌو ذين آمنواالَّفَنيإِنما أَنا لَكُم نذير مبِ الناسلْ يا أَيها قُ

 )]٥١-٤٩(: آية احلج[سعوا في آياتنا معاجِزِين أُولَئك أَصحاب اجلَحيمِ

【你说：‘众人啊！我对你们只是一个明显的警告者’。信道而且

行善者，得蒙赦宥，得享优厚的给养；以阻挠的态度努力反对我的迹象

者，这等人必是火狱的居民。】 P22F

② 

-对人类提出论证。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ررِينشبالً مس لِوسالر دعةٌ بجح لَى اللَّهاسِ علنكُونَ لئَالَّ يل رِيننذ١٦٥(: النساء آية[م[( 

【我曾派遣许多使者报喜信，传警告，以免派遣使者之后，世人对

真主有任何托辞。】 P23F

③
P  

-慈悯。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والَمةً لِّلْعمحإِالَّ ر اكلْنسا أَرم107(: األنبياء آية[ني[( 

【我派遣你，只为慈悯众世界。】 P24F

④ 
 

-众先知与使者的特征： 

1-所有的先知与使者都是男人，伟大、尊严的真主从自己的众仆人

中精选了他们，以预言和使命使他们优越，并以各种奇迹援助他们，真

主以使命使他们尊贵，并命令他们向人类传达，以便人们崇拜独一无二

的真主，放弃多神崇拜，并以天堂许诺他们。他们（愿主赐福他们，并

使他们平安）确已忠实地传达他们的使命。 

-清高的真主说： 

االًوإِالَّ رِج كلن قَبا ملْنسا أَرونَ ملَمعالَ ت ملَ الذِّكْرِ إِن كُنتأَلُوا أَهفَاس هِمي إِلَيوح43(: النحل آية[ن[( 

【在你之前，我只派遣了我所启示的一些男子。你们应当请教深明

教诲者，如果你们不知道。】 P25F

⑤ 

                                                 
①
《聚礼章》第٢节 

②
《朝觐章》第 49-51节 

③
《妇女章》第 165节 

④
《众先知章》第 107节 

⑤
《蜜蜂章》第 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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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٣٣(: ةآل عمران آي[ آلَ عمرانَ علَى العالَمنيو آلَ إِبراهيمو نوحاًو نَّ اللَّه اصطَفَى آدمإِ

【真主确已拣选阿丹、努哈、伊布拉欣的后裔，和伊姆兰的后裔，

而使他们超越世人。】P26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وا اللَّهدباع والً أَنسر ةي كُلِّ أُما فثْنعب لَقَد ووا الطَّاغُوتنِبت٣٦(: النحل آية[اج[( 

【我在每个民族中，都确已派遣一个使者：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

离恶魔。】 P27F

② 
 

2-真主命令所有的先知和使者号召人们皈依、崇拜独一无二的真

主，他为每一个民族都规定了适合他们的一种法律制度，犹如超绝万物

的真主所说： 

 )]٤٨(:ملائدة آيةا[منهاجاًو لٍّ جعلْنا منكُم شرعةًلكُ

【我已为你们中每一个民族都制定一种教律和法程。】P28F

③ 
 

3-清高的真主选择了众先知和使者，并把他们描述为忠诚为主，处

于最高的等级，犹如他在《古兰经》中谈到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时所说： 

لْتكُونَ ليل هدبلَى عقَانَ علَ الفُرزي نالَّذ كاريراًبذن نيالَم1(:آية الفرقان[ع[( 

【圣洁哉真主！他降示准则给他的仆人，以便他做全世界的警告

者。】P29F

④ 

在谈到麦尔彦之子尔萨（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时，他说： 

 )]٥٩(: آيةالزخرف [جعلْناه مثَالً لِّبنِي إِسرائيلَو نْ هو إِالَّ عبد أَنعمنا علَيهإِ

【他只是一个仆人，我赐他恩典，并以他为以色列后裔的示范。】 P30F

⑤ 
 

4-所有的先知和使者（愿主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安）都是被创造

的人，他们吃，他们喝，他们也会忘记，他们也需要睡觉，他们也会遭

遇病症与死亡，他们也像其他的人一样，不具有丝毫养育性和神性的特

征，他们也不能为任何人掌管丝毫祸福，除非真主意欲者例外，他们更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33节 

②
《蜜蜂章》第 36节 

③
《筵席章》第 48节 

④
《准则章》第 1节 

⑤
《金饰章》第 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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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从真主的宝藏中掌管丝毫，除了真主告诉者外，他们任何人都不知

道幽玄的知识。 

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对他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ما مسنِي و و كُنت أَعلَم الغيب الستكْثَرت من اخلَيرِلَو را إِالَّ ما شاَء اللَّهض الَو ل الَّ أَملك لنفِْسي نفْعاًقُ

يرذا إِالَّ نوُء إِنْ أَنالس ونَونمؤمٍ يلِّقَو ريش188(: ألعراف آيةا[ب[( 

【你说：“除真主所意欲的外，我不能掌握自己的祸福。假若我能

知幽玄，我必多谋福利，不遭灾殃了。我只是一个警告者和对信道的民

众的报喜者。”】P31F

① 
 

-叙述众先知与使者们： 

1-众先知和使者们是拥有最纯洁的心灵，最健全的理智，最坚定的

信仰，最高尚的品德，最完美的宗教，最坚强的功修，最优美的体态，

最美丽的容貌。真主确已赐予了他们许多特性： 

1-真主因启示和使命而选择了他们。 

-清高的真主说： 

 )]٧٥(: حلج آيةا[من الناسِو للَّه يصطَفي من املَالئكَة رسالًا

【真主从天使中和人类中拣选若干使者。】P32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١١٠(: آية لكهفا[احدو حى إِلَي أَنما إِلَهكُم إِلَهولْ إِنما أَنا بشر مثْلُكُم يقُ

【你说：‘我只是一个同你们一样的凡人，我奉的启示是：你们所

应当崇拜的，只是一个主宰。】 P33F

③ 
 

2-他们是受到护佑的，在他们向人类传达信仰和法律时，假如他们

犯错误时，伟大、尊严的真主会纠正他们，使他们回归到真理和正确的

道路上。 

清高的真主说： 

ىوومِ إِذَا هجالنمكُمباحلَّ صا ض ىوا غَومونطا يىمنِ اهلَوع إِالَّإِق ونْ ه ىووحي يحع يددش هلَّم

 )]٥-١(: آية لنجما[القُوى

                                                 
①
《高处章》第 188节 

②
《朝觐章》第 75节 

③
《山洞章》第 1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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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没落时的星宿盟誓，你们的朋友，既不迷误，又未迷信，他未

随私欲而言，这只是他所受的启示。教授他的，是那强健的主。】① 
 

3-在他们去世之后，不会被继承。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متفق عليه. »نا صدقةًال نورثُ، ما تركْ«: F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عائشة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ا قال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我们不被继承，我

们所遗留的都是施舍’。”P35F

② 
 

4-他们眼睡，心不睡。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在夜行的故事中提到： 

نائمةٌ عيناه، وال ينام قَلْبـه، وكَذَلك اَألنبِياُء تنامF  والنبِي : -وفيه-عن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يف قصة اإلسراء، 

ـهنيأَعـمـهقُلُوب امنال تو ،خرجه البخاريأ. ـم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眼睡，心不睡。其他的

众先知也是如此眼睡，心不睡。P36F

③ 
 

5-他们在弥留之际可以在今后两世间进行选择。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 »يا واآلخرةما من نبِي يـمرض إال خير بني الدن«: يقول Fرسول اهللا مسعت : قالت عنهاعن عائشة رضي اهللا 

 متفق عليه

“任何一位先知，只有在今后两世之间选择后，才会去世。”P37F

④ 
 

6-他们只有在死亡后才会埋葬。 

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أخرجه أمحد. »لَن يـقْبر نبِي إال حيثُ يـموت«: يقول Fاهللا  رسولمسعت : عن أيب بكر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任何一位先知，只有在他去世之后，才会被埋葬。”P38F

⑤ 
 

7-大地不会侵蚀他们的身体。 

                                                 
①
《星宿章》第 1-5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730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757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3570段 

④
《布哈里圣训集》第 4586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444段 

⑤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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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本·奥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يا : قالوا: وفيه، »...إنَّ من أَفْضلِ أَيامكُم يوم اجلُـمعةF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وس بن أو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حرم علَى اَألرضِ أَجساد  إنَّ اَهللا عزوجلَّ«: ف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وكيف تعرض صالتنا عليك وقد أَرِمت؟ يقولون بليت،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اَألنبِياِء

“的确，你们生活中最尊贵的日子之一是主麻日，所以你们在这一

天多赞我，因为你们对我的赞颂将传达给我。”圣门弟子们说：“主的

使者啊！那时你都成为朽骨了，我们对你的赞颂怎么能到达你呢?”他

说：“真主禁止土地侵蚀众先知的身体。”P39F

① 
 

8-众先知活着在他们的坟墓里接受祝福。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أخرجه أبو يعلى. »اَألنبِياُء أَحياٌء في قُبورِهـم يصلُّونَ«: قال  Fالنيب  نه عنعن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ع -١

“众先知在他们的坟墓里活着接受祝福。”P40F

②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مـررت علَى موسى لَيلَةَ أُسرِي بِي عند الكثيبِ «: قال  F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نس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  -٢

لِّاَألحصي مقَائ وهرِ وـيـم رِهي قَبأخرجه مسلم. »ف 

“登霄之夜，我在红沙附近经过穆萨，他正站在坟墓中礼拜。”P41F

③ 
 

9-在他们去世之后，他们的妻子不会再嫁。 

وولَ اللَّهسذُوا رؤأَن ت ا كَانَ لَكُمم أَ الَو اللَّه ندكَانَ ع كُمداً إِنَّ ذَلأَب هدعب نم هاجووا أَزحنكن ت

 )]٥٣(: األحزاب آية[عظيماً

【你们不宜使使者为难，在他之后，永不宜娶他的妻子，因为在真

主看来，那是一件大罪。】P42F

④
P  

 

-必须相信所有的先知和使者，谁否认其中的某一位先知或使者，

那么，他确已否认了所有的先知和使者。必须相信有关于他们的真实的

信息，效仿他们坚定的信仰，完美地认主独一，高尚的品德，遵守他们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047段 

②
《艾布耶阿俩圣训集》第 1047段，《正确丛书》第 621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75段 

④
《同盟军章》第 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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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派往我们的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法律——他是

众先知的封印，最优秀的使者，是被派往全人类和精灵的使者。清高的

真主说： 

واينآم ينا الَّذها أَي وا بِاللَّهنآم وهولسر وهولسلَى رلَ عزي نابِ الَّذتالْك لُون قَبلَ مي أَنزابِ الَّذتالْك ن وم

بِاللَّه كْفُري وهكَتالئم كُوبِهت وهلسر يداًوعالالً بلَّ ضض رِ فَقَدمِ اآلخو١٣٦(: لنساء آيةا[الْي[(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以及他所降示给使者的

经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经典。谁不信真主、天使、经典、使者、末

日，谁确已深入迷误了。】P43F

① 
 

-相信众先知与使者的益处： 

认识伟大、尊严的真主对仆人的慈悯和关爱，他为人类派遣众使

者，引导他们崇拜他们的主，告知他们如何崇拜真主。 

其中有：赞颂真主，感谢他的这种恩典； 

其中还有：喜爱众使者，毫不夸大其词地赞扬他们，因为他们是真

主的众使者，他们崇拜真主，传达真主的使命，忠告真主的仆人。 

 

                                                 
①
《妇女章》第 136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