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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道路

道德的道路

信仰和美德是密不可分的：

功修和道德：

伊斯兰的道德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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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道路
幸福的道路应该是一条道德旗帜鲜明的路，踏上这条路的人能在

各个角落看到爱心、宽容、慷慨、真实、协商等等美德，它还能让自

我，自我的欲望升华为高贵的美德，完美的礼节，然后美德也不是什

么可有可无的奢侈品，相反它的可以改变生活轨迹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个人的道德素质提高了，那末它会积极地反映在个人和社会生活

的幸福中，如果道德败坏了，那末，所有的生活将暗淡无光。

所以，伊斯兰重视对人们心灵道德的培养，鼓励人们坚持道德，真

主的使者（真主赐福他）曾限定了派遣他的第一目的，说：“我被派

遣只为完善美德”（伯海给的传述），伊斯兰的使命就好像是为了建

设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伊斯兰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把它

的光明传达给了整个人类，把人类召集在它的周围；它所宣扬的就是

改善人的道德，塑造他们的美德，在他们眼前照亮完美的天空。

那末，使者（真主赐福他）的使命，就是道德，是改善美德，清

洁心灵；因为当时的人们已经迷失了这些美德，既无知，又愚昧，真

主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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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前他们确实在明显的迷误

中；”（聚礼章2）

他说：“犹如我派遣你们族中的一个使者来教化你们，对你们选读

我的迹象，熏陶你们，教授你们天经和智慧，并将你们所不知道的教

授你们。”（黄牛章151）。

“在《古兰经》中道德原则拥有很
高的位置，各民族所遵循的伦理道
德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更，象信奉
尔萨宗教的那些民族变迁的那样。
现在可以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
就是，《古兰经》对遵循其法律的
民族的巨大影响；象伊斯兰那样拥
有心灵建设的宗教非常少，而象伊
斯兰那样拥有持续影响力的更是凤
毛麟角，《古兰经》是东方生活的
轴心，如我们大家看到的那样，它
影响着生活中最细节的事物。”

道德原则

古斯塔夫•勒庞

法国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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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和美德是密不可分的：
信仰是一种力量，它能督促信士趋向美德，能使他抛弃错误和下

流的行为，所以道德的败坏可以看成是信仰的危机，正如美德可以看

成是信仰坚强的证明；真主的使者（真主赐福他）说明了，坚强的信

仰能成就坚实的美德，而道德的堕落，其原因就是信仰的滑坡，或者

甚至信仰的丢失，因为没有信仰的人干任何下流的坏事时，不顾及任

何人，既不怕埋怨，也不担心恶报，真主的使者说：“廉耻和信仰确

是紧密相连的，如果其中一方面提高了，另一方面自然也提高了”（

伯海给的传述），而且他（真主赐福他）把针对邻居的亏待作为了丢

失信仰的证据，他说：“以真主的名义起誓，他不是信士，以真主的

名义起誓，他不是信士，以真主的名义起誓，他不是信士，”他们

说：“真主的使者啊！是谁啊？”他说：“就是邻居不能安宁与他的

人。”他们说：“真主的使者啊！不安宁与他的什么啊？”他说：“

他的伤害。”（布哈里的传述）

为此，真主在呼吁他的仆人们向善，要求他们远离恶行时，把道德

作为了他们心灵中坚强的信仰的必然表现。在真主的经典中有许多次

说道：“信道的人们啊”

然后这之后就提到他们的任务，比如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

敬畏真主，要和诚实的人在一起。”（忏悔章119）

同样，使者在给他的信士们教导美德时，把这和信仰联系到了一

起，他说：“谁信仰真主，信仰末日，就让他款待客人，谁信仰真主

和末日，就让他保护邻居，谁信仰真主和末日，就让他说好话，或者

让他沉默。”（艾哈迈德的传述）。就这样，伊斯兰在培养人们心中

美德素养的时候，依靠的就是真实和完美的信仰。

功修和道德：
伊斯兰的功修不是一些高深莫测的语言，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动作，

它是一系列能清洁心灵，能改善生活的言语和行为，因为伊斯兰的所

有主命功修的目的就是，让穆斯林在生活中拥有高尚的道德，能坚持

这些美德，不管环境怎么变化，情况怎么改变；尊贵的《古兰经》，

圣洁的圣训明白的说明了这些事实；如主命的礼拜，在真主为礼拜而

发出的命令中，说明了它可以制止不道德的事，如干丑事和恶事，他

说：

“你应当宣读启示你的经典，你当谨守拜功，拜功的确能防止丑

事和罪恶，纪念真主确是一件更大的事。真主知道你们的做为。” 
（蜘蛛章45）

“穆罕默德把一个血腥低贱
的民族从受人鄙弃的恶习下
拯救了出来，给他们指明了
一条崛起和文明的道路；而
且他所带来的律法将会领导
世界，因为这套法律跟理智
和智慧是和谐的。这些足
以让他傲立于人类伟人之
首。” 

受人鄙弃的陋习

托尔斯泰

俄罗斯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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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天课，它不仅仅是一种从有钱人手中收过来接济穷人的

苛捐，它是为了培养同情和爱心，为了巩固不同阶层的人之间相互了

解和亲密的关系，以及熏陶内心，排除人心中缺陷和毛病，使社会和

谐，共同提高以达到相互爱戴，相互尊重的社会水平。这才是天课的

第一大奥秘。伟大的真主说：“你要从他们的财产中征收赈款，你借

赈款使他们干净，并使他们纯洁；你要为他们祈祷，你的祈祷，确是

对他们的安慰。真主是全聪的，是全知的。”（忏悔章103）

为此他没有把施舍局限在分享财产中，他还把许多能使社会和个

人幸福的美德，也作为了施舍的项目。使者（真主赐福他）扩展了穆

斯林应该付出的施舍的意义，他说：“把你水桶中的水分一点给你兄

弟就是一份施舍，命人行善，制止人犯罪是一项施舍。”另一个传述

中有“对你兄弟的一个微笑是你的一项施舍，你从道路上移除一块石

头，一个荆棘，一根骨头，算你的一次施舍，给一个迷路的人指点方

向，算你一次施舍。”（伯海给的传述）。

斋戒也同样，伊斯兰不把它看成是仅仅的停止吃喝，相反它把斋戒

当做是让人体验穷人和可怜人的感受，同时培养心理对于欲望和需求

的控制能力的一个步骤，真主说：“信道的人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

的定制，犹如它曾为前人的定制一样，以便你们敬畏。”（黄牛章183）

使者（真主赐福他）说：“谁要是没有杜绝说谎，和行骗的话，

对于他的不吃不喝，真主是丝毫不需求的；”（艾哈迈德的传述）。

他说：“斋戒不仅仅是戒绝吃喝，斋戒其实是戒除说荒谬和下流的

话，如果有人谩骂你，或者对你干蠢事，你就说：我封斋了，我封斋

了。”（伊本•赫宰迈的传述）。

对于朝觐，人们仅仅以为它是一次旅行，而忽略了许多道德意

义；“朝觐的月份，是几个可知的月份。凡在这几个月内决计朝觐的

人，在朝觐中当戒除淫秽、恶言和争辩。凡你们所行的善功，真主都

是知道的。你们当以敬畏做旅费，因为最好的旅费是敬畏。有理智的

人啊！你们当敬畏我。”（黄牛章197）

前面这些经文说明了宗教和美德之间紧密的关系，因为伊斯兰最主

要的支柱性的功修，像礼拜、斋戒、天课、朝觐，以及其他的善功，

能让人获得人性的完美，能提高人的生活，让人过上一种优美的，能

在美德和高贵的原则之内，享受到幸福和安宁的生活的道路；这些是

不同形式的崇拜功修，但它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目的，正如使者所描述

的那样，他说：“派遣我只为完善美德”（伯海给的传述）；所以

说，幸福的道路，它以道德为中心，以美德为轨迹，它不区分和分离

宗教功修和道德。

法律和道德

“伊斯兰的信仰不区分法定义务和道德义
务，这种道德和法律之间无缝的衔接，奠定
了这个体系坚不可摧的基础。”

法国思想家
马尔塞尔•布瓦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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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道德
幸福的道路，它的立法基础，它

的培养原则，它的信仰框架建立在各

方面的道德基础上，从对真主的礼

节，到对自己，对朋友，对亲属，对

邻居的道德，对敌人，对仇敌的道

德，以及对周围动物和其他物体得

态度，甚至对环境，对树木花草的态

度；包括这些方面言语中的礼节，以

及行为中的道德，甚至内心中，思想

上的观念，清高的真主，在强调言语

中的道德时说：“你们应对人善言” 

（黄牛章83）

在肯定行为中的道德基础时，真主

说：“你应当以德报怨，我知道他们

所描叙的。”（信士章96）

思考真主的经典内容，你就能发

现，里面充满了对道德建设的命令；

请参考以下这些经文，真主说：“行

善者只受善报”（至仁主章60）

真主说：“你们不要忘记互惠” 
（黄牛章237）

“《古兰经》拥有对所有司
法问题的解决方案，它使宗
教律法和道德规范结合到了
一起，创建了一套制度，
一个社会的统一，消除了迫
害、暴力和迷信；它和弱者
一起挽起了手臂，嘱咐人们
要行善，要人们相互怜悯。
而在立法方面它规定了一套
关于当今称之为慈善的完整
的法律，制定了制定合约，
遗产继承制度，在家庭生活
方面，它规定了每个人的行
为规范，包括对待子女，
对待奴隶佣人，两性之间的
行为，对待动植物，关于健
康，穿戴等等的规范道德和
法律法规。”

仔细实用的规定

杰克•s•瑞斯乐

法国研究人员

“那些极端偏见主义者们妄
称，穆罕默德想要的只是个人
名利，个人权势；绝不是这样
的，以真主的名义起誓，这位
出生荒漠，拥有强大内心，满
腔同情、怜爱、仁慈和智慧的
伟人心里，没有任何的现实的
期望，也没有任何对权势和名
利的企图。怎么不是呢？那是
一个纯洁的心灵，这样的人只
能是虔诚的，努力的。？！”

捏造和歪曲事实

托马斯•卡莱尔

苏格兰历史学家，评论家

真主说：“我只有很好的忍

耐，对于你们所叙述的事，我只

能求助于真主！”（优素福章18）

真主说：“复活时是必定来

临的。所以你应当温和地原谅众

人。”（石谷章85）

真主说：“你要原谅，要劝

导，要避开愚人。”（高处章199）

清高的真主说：“当他们听到恶言

的时候，立即退避，他们说：‘我们有

我们的行为，你们有你们的行为。祝

你们平安！我们不求愚人的友谊。” 
（故事章55）

真主说：“善恶不是一样的，。你应

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付恶劣的品行，

那末，与你相仇者，忽然间会变得亲如

密友。”（奉绥来特章34）

使者（真主赐福他）的美德就是《

古兰经》，为什么不是呢？真主赞扬他

说：“你确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
（笔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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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所肩负的使命，把美德放在

了比 其它功修更高的地位，真主的使

者说：“信士当中信仰最完美的人，就

是道德最完美的人，他们中最优秀的人

就是他们中最善待他们的女人的。”（

佰海给的传述）。他说：“善功就是美

德，而罪恶就是在你心里隐藏的，不想

让人们知道的事。”（穆斯林的传述）

，他说：“干丑事和爆粗口和伊斯兰一

点都不沾边，人们当中最好的人，确是

他们中道德最好的人”（艾哈迈德的传

述），（真主赐福他）他说：“在复生

日，没有任何事物能比美德，更能增加

信士的善功分量的；真主的确恼怒干丑

事的说下流话的人。”（伯海给的传

述）

使者（真主赐福他）说：“你们当中

我最喜欢的，最接近我的人就是道德最

好的人；你们当中我最厌恶的，在后世

中离我最遥远的人，就是你们中道德败

坏的人，夸夸其谈的人(1)，口无遮拦的

人(2)，高谈阔论的人(3)”。（艾哈迈德的

传述）。

伊斯兰的道德是完善的，全面的，它

开始于

对真主的礼节：
对真主的礼节包括三个事情：第一：信仰他，接受并信仰所有他

的一切言辞。真主说：“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在

(1) 就是那些夸夸其谈，说话不着边际的人。

(2) 说话不经过大脑，口无遮拦的人。也可以解释为：经常撇嘴角而嘲笑人们的人，或者说话勉强，不可

靠的人。

(3) 大话连篇，说话傲慢的人；阿语词根“法海个”的意思就是充满，和宽阔。有解释为：因为骄傲自大

而说大话；

“这个人为信仰所承受的迫
害，以及那些信仰他，追随
他，把他当做领袖和向导的人
们所拥有的高贵品德，以及他
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些都证
明他内在的公正和正义；如果
假设穆罕默德是个名不副实的
人，那么这个假设会催生更多
无法解释的疑问，因为在整个
西方历史人物中，没有那个人
像穆罕默德那样未曾获得相应
的认可。”

公正廉洁

蒙哥瓦力•瓦特

英国东方学家

“《古兰经》中的每一个章节都表达着对真主的酷
爱，《古兰经》在建设道德规范的同时，强烈的督
促人趋向美德，鼓励人们交流感情，要人们改善心
意，原谅辱骂；它谴责骄傲自大和狂暴易怒；它指
出有些罪孽是由想法和观念产生的，它要求人们去
践行约定，那怕和非穆斯林定的也罢；它要人们谦
虚和放下架子。《古兰经》中简明扼要的，充满智
慧和奥秘的，奠定纯洁的道德基础的这些言语，能
充分地说明它是包罗万象的。”  

仁义道德的宗教

刘易斯•塞伊迪威

法国东方学家

确立无疑的复活日必集合你们。言辞方面，谁比真主更诚实呢？” 
（妇女章87）

信仰真主的言辞，就要求人信仰他，替他辩护，为他的道路而奋

斗，对他的言辞，他的使者的言语不能心存疑虑，也不能含糊。

第二：人要全盘接受真主的法律，并在生活中执行它，实践它，不

能拒绝来自真正的任何判决，如果他拒绝真主法律中的任何一点，那

就是对真主的不道德；所以，真主禁止我们把自己的主张和私欲凌驾

在真主的话语之上，真主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在真主和使者的

面前不要先做任何一件事，你们应当敬畏真主；真主确是全聪的，确

是全知的。”（寝室章1）

第三：他情愿和接受真主的定夺，遇到好事他感谢真主，遇到磨难

他忍受，并向真主求援。情愿好坏的定夺，接受它，对真主的定然心

甘情愿就是对真主定然的美德；为此真主表扬那些坚韧者，说：

“（155）你当向坚忍的人报喜。（156）他们遭难的时候，说：我

们确是真主所有的，我们必定只归依他。”（黄牛章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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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际交往中的道德：
真主命令人们善待所有人，特别是自己的父母，亲属，就是必须和

他们接续的骨肉亲，以及邻居；真主说：

“当时，我与以色列的后裔缔约，说：‘你们应当只崇拜真主，并

当孝敬父母，和睦亲戚，怜恤孤儿，赈济贫民，对人说善言，谨守拜

功，完纳天课。’然后，你们除少数人外，都违背约言，你们是常常

爽约的。”（黄牛章83）

真主说：“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不是正义。正义是

信真主，信末日，信天神，信天经，信先知，并将所爱的财产施济亲

戚、孤儿、贫民、旅客、乞丐和赎取奴隶，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

履行约言，忍受贫困、患难和战争。这等人，确是忠贞的，这等人确

是敬畏的。”（黄牛章177）

真主说：“他们问你他们应该怎样费用，你说：‘你们所费用的

财产，当费用于分母、至亲、孤儿、贫民、旅客；你们无论行什么善

功，都确是真主所全知的。’”（黄牛章215）

真主说：“（74）信道而且迁居，并且为真主而奋斗的人和款留【

使者】，赞助【正道】的人，这等人确是真实的信士，他们将获赦宥

和优厚的给养。（75）此后信道而且迁居，并与你们共同奋斗的人，

这等人是你们的同道。骨肉至亲互为监护人，这是载在天经中的，真

主确是全知万物的。”（战利品章74,75）

真主说：

“你们当崇拜真主，不要以任何物配他，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

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

客，当宽待奴仆。真主的确不喜爱傲慢的、矜夸的人。”（妇女章36）

真主说：“真主的确命人公平、行善、施济亲戚，并禁人淫乱、作

恶事、霸道；他劝诫你们，以便你们记取教诲。”（蜜蜂章90）

真主说：“（23）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只崇拜他，应当孝

敬父母。如果他们中一人或者两人在你的堂上达到老迈，那末，你不

要对他俩说：呸！不要呵斥他俩，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的话。（24

）你应当毕恭毕敬的服侍他俩，你应当说：‘我的主啊！求你怜悯他

俩，就像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25）你们的主是最知道你们

的心情的。如果你们是善良的，那末他对于常常悔过者确是至赦的。 

（26）你应当把亲戚、贫民、旅客所应得的周济分给他们，

你不要挥霍；（27）挥霍者确是恶魔的朋友，恶魔原是辜负

主恩的。（2 8）如果你必须求得你所希望的从主降示的恩

惠后才能周济他们，那末，你应该对他们说温和的话。” 
（夜行章23----28）

真主说：“你应当把近亲、贫民和旅客所应享的权利，交给他们，

对于要想获得真主的喜悦者，这是更好的，这等人确是成功的。” 
（罗马人章38）

真主说：“众人啊！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

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并且从他们俩创造许多男人和女

人。你们当敬畏真主——你们常假借他的名义，而要求相互的权力的

主——当尊重血亲。真主确是监视你们的。”（妇女章1）

清高的真主说：“假若你们执政，你们会不会在地方上作恶，并断

绝亲戚关系呢？”（穆罕默德章22）

真主说：“（19）从你的主降示你的，正是真理，难道认识这个

道理者跟盲人是一样的吗？唯有理智者才能记住。（20）他们是实践

真主的誓约而且不破坏盟约的。（21）他们是连接真主命人连接者

的，是敬畏他们的主，畏惧严厉的清算的。（22）他们是为求得主的

喜悦而坚忍的，是谨守拜功的，是秘密地和公开地分舍我所赐给他们

的财物的，是以德抱怨的。这等人得吃后世的善果——（23）常住的

乐园，他们将进入乐园。他们的祖先、妻子和后裔中的善良者，都将

进入乐园。众天神从每道门进去见他们，（24）【说】：‘祝你们平

安！这是你们因坚忍而得的报酬，后世的善果真优美’。（25）与真

主缔约，然后加以破坏的，断绝真主命人连接者的，在地方上进行破

坏的，这等人将被诅咒，将吃后世的恶果。”（雷霆章19---25）

伊斯兰的道德不仅仅是针对朋友，同事，亲属，和邻居的，除

他们之外，还有对敌人，那怕是交战时的敌人也罢，它是针对全人

类的道德，真主说：“善恶不是一样的。你应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

对付恶劣的品行，那末，与你相仇者，忽然间会变得亲如密友。” 
（奉绥来特章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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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命令不可过分，即使对付那些和我们交战的人也罢，真主

说：“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

人，你们不要过分，因真主必定不喜爱

过分者。”（黄牛章190）

请看看，在我们的使者（真主赐福

他）派出他的军队去迎战敌军时，给他

们下达的命令，你可以从中看到伊斯兰

对作战的敌军的美德；他说：“你们不

要失信，不要极端，不要侮辱尸体，不

要杀害儿童，不要杀害僧侣道士”（艾

哈迈德的传述），宗教命令真奇怪，他

命令以这样的美德对待交战的敌人，而

不和穆斯林交战的人，哪怕他是敌人也

罢，真主鼓励人们善待他们，公平对待

他们。真主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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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考验的妇人章8）

对待动物的美德：
伊斯兰拓展了道德的范畴，包括了对动物的态度，真主的使者

说：“一个女人因为一只猫而受到了惩罚，她困住了它，直到它

被饿死了。她因此而进入了火狱，她既不给它喂食，也不让它自

己找地上虫子吃4”（布哈里的传述），甚至真主要求的行善还包

括，在宰杀动物过程中的善待，使者说：“真主的确命令善待任

何事物，如果你们要行刑，就以最好的方式执行，如果你们要宰

杀动物，那就用最好的方式宰杀，让他磨好刀子，让他快点结束

被宰杀动物的痛苦。”（穆斯林的传述）。

对待环境的礼节
伊斯兰带来的礼节还包括对环境和公共场合的道德，他要求

人不可浪费；对于消耗自然资源，以及霸占资源等行为，真主

天下穆民皆兄弟

“伊斯兰所留下的天下
穆民皆兄弟的最高贵的
模式，是它引人入胜的
因素之一。”

托马斯•阿诺德
英国东方学家

说：“你们可以吃饮真主的给养，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为非作歹。” 
（黄牛章60）

清高伟大的真主说：“（ 1 5 1）你们不要服从过分者的

命令，（1 5 2）他们在地方上伤风败俗，而不移风易俗。” 
（众诗人章151,152）

同样其他的自然资源，象水资源等等，伊斯兰寄予了很大的

重视，真主说：“不信道者难道不知道吗？天地原是闭塞的，

而我开天辟地，我用水创造一切生物。难道他们不信吗？” 
（众先知章30）

真主说：“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并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对

善于听话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蜜蜂章65）

除尊贵的《古兰经》，使者（真主赐福他）也鼓励人们保护环境，

保护周围的生态，圣洁的圣训反复地呼吁保护环境；以及减少对自然

环境的破坏，象：水土流失、沙漠化和干旱等；使者说：“你们应当

远离三个被诅咒的事：在水源、道路中央、乘荫凉的地方大小便”

（艾布•达伍德的传述），他说：“一个穆斯林不管他种植了一株粮

食，或者是一棵树苗，然后小鸟、人或者牲畜吃了它，他就能凭这一

点而得到一次施舍的报酬”（穆斯林的传述），有一次，使者遇到了

萨尔德，他正在洗小净；然后使者就说：“你怎么这么浪费？”他回

答说：“小净中也会浪费吗？”他说：“是啊！那怕你在流水河边

上也罢”（伊本•马哲的传述）。这就是使者的弟子们的道德，对待

环境，甚至对战争中的敌人的态度，艾布•拜克尔（真主喜悦他）在

派出军队时，命令军队说：“你们不可杀害儿童，女人，老人，不要

砍伐结果实的树木，不可滥杀乱宰牛羊，除非为了充饥，不可摧毁房

屋，不能毁坏或者焚烧椰枣树。”（马利克的传述）。

查尔斯王子

英国王储

伊斯兰和环境

“高贵的《古兰经》不区分
人和自然，伊斯兰世界孕育
着人类智慧和认知世界的最
丰富，最伟大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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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道德方面的嘱托：
在此列出部分《古兰经》和圣训中关于道德方面的嘱

咐，其中

《古兰经》中有：
真主说：“真主的确命令你们把一切受信托的事务交

给应受的人，真主又命令你们替众人判决的时候要秉公判

决。真主用来劝戒你们的事物真优美！真主确是全聪的，

确是全明的。”（妇女章58）

真主说：“（151）你说：‘你们来吧！来听我宣读你

们的主所禁戒你们的事项：你们不要以物配主，你们应当

孝敬父母；你们不要因为贫穷而杀害自己的儿女，我供

给你们和他们；你们不要临近明显的和隐微的丑事；你

们不要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除非因为正义。他将这些

事嘱咐你们，以便你们了解。（152）你们不要临近孤儿

的财产，除非依照最优良的方式，直到他成年；你们当用

充足的斗和公平的秤，我只依个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当

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应当公平，即使你们所代证的是你

们的亲戚；你们当履行真主的盟约。他将这些事嘱咐你

们，以便你们觉悟。’（153）这确是我的正路，故你们

当遵循它；你们不要遵循邪路，以免那些邪路使你们离

开真主的大道。他将这些事嘱咐你们，以便你们敬畏。” 
（牲畜章151,152,153）。

真主说：“在改善地方之后，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作恶，

你们要怀着恐惧和希望的心情祈祷他。真主的慈恩确是临

近行善者的。”（高处章56）

真主说：“你当坚忍，因为真主必不使行善者徒劳无酬。” 
（呼德章115）

真主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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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你的主必为他

所意欲者而使给养富裕，必为他所意欲者而使给养窘迫。你的主

对于他的众仆，确是彻知的，确是明察的。（31）你们不要因为

怕贫穷而杀害自己的儿女，我供给他们和你们，杀害他们确是大

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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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你们不要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除非因为正义，

无辜而被杀者，我已把权柄授予他的亲戚，但他们不可滥杀，他

们确是受援助的。（34）你们不要接近孤儿的财产，除非依照最

优良的方式，直到他成年。你们应当履行诺言，诺言确是要被审

问的事。（35）当你们卖粮的时候，应当量足分量，你们应当使

用公平的秤称货物，这是善事，是结局最优的。（36）你不要

随从你所不知道的言行，耳目和心灵都是要被审问的。（37）

你不要骄傲自满地在大地上行走，你绝不能把大地踏穿，绝不

能与山比高。（38）这些事，其恶劣是你的主所厌恶的。（39

）这是你的主所启示你的智慧，你不要使任何神明与真主同受

崇拜，否则，你将在受责备和遭弃绝的情况下被投入火狱。” 
（夜行章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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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说：“（133）你们当争先趋赴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赦宥，和那

与天地同宽的、已为敬畏者预备好的乐园。（134）敬畏的人在康乐

时施舍，在艰难时也施舍，且能抑怒、又能恕人。真主是喜爱行善者

的。”（仪姆兰的家属章133,134）

真主说：“（11）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中的男子不要互相嘲笑；

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中的女子，也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

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不要互相诽谤，不要以诨名相称；信道后

再以诨名相称，这称呼真恶劣！未悔罪者是不义的。（12）信道的

人们啊！你们应当远离许多猜疑，有些猜疑，确是罪过。你们不要

互相侦探，不要互相背毁，难道你们中有人喜欢吃他的已死的教胞的

肉吗？你们是厌恶那种行为的。你们应当敬畏真主，真主确是至赦

的，确是至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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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寝室章11,12,13）

真主说：“（17）我的小子啊！你应当谨守拜功，应当劝善戒恶，

应当忍受患难，这确是应该决心做的事情。（18）你不要为藐视众

人而转脸，不要洋洋得意地在大地上行走。真主确是不喜爱一切傲慢

者、矜夸者的。（19）你应当节制你的步伐，你应当抑制你的声音；

最讨厌的声音，确是驴子的声音。”（鲁格曼章17,18,19）

真主说：“至仁主的仆人是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当愚人以恶言伤

害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祝你们平安’”（准则章63）

真主说：“你们当崇拜真主，不要以任何物配他，当孝敬父母，

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

当款待旅客，当宽待奴仆。真主确是不喜爱傲慢的，矜夸的人” 
（妇女章36）

超然的主说：“只因为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慈恩，你温和地对

待他们；假若你是粗暴的，是残酷的，那末，他们必定离你而分

散；故你当恕饶他们，当为他们向主求饶，当与他们商议公事；

你即决计行事，就当信托真主。真主的确喜爱信托他的人。” 
（仪姆兰的家属章159）

圣训中有：
如果我们来到圣训的花园，就能看到许多信仰的树木，结满了美德

和礼节硕硕的果实：

-真主的使者说：“每一位平易近人的人不入火狱。”（提尔米子

的传述）。

-使者对一位弟子说：“你的确有两个真主所喜爱的属性：厚道和

宽容”（艾哈迈德的传述）。

-使者说：“只要有任何好东西的话，我绝不会背着你们攢起来，

谁安分守己，真主就会使他平安无事；谁知足，真主就使他富足；谁

坚持忍耐，真主就是他的保障。人所得到的赏赐中没有比忍耐更好、

更宽裕的。”（穆斯林的传述）

-真主的使者说：“富裕不是依靠财物的多少而论的，真正的富人

就是心理富裕的人。”（布哈里的传述）

-使者说：“强者不是靠武力，真正的强者就是在愤怒的时候，能

把持住自己的人。”（布哈里的传述）

-使者说：“不会感谢人的人，不会感谢真主。”（艾哈迈德的传

述）。

-使者说：“真主确已启示我：你们要虚心待人，你们之间不能相

互欺压。”（伊本•马哲的传述）。

-他说：“每一次善行都是一次施舍，善行包括：遇到兄弟时报以

微笑；从你的水桶倒一点水给你兄弟。”（提尔米子的传述）。

最后我们都看到，真正的幸福和美德之间的关系是坚固的，相辅

相成的；优美的道德是人类幸福唯一的源泉，没有它就不会有任何幸

福，没有道德，人在生活中能得到的只有失望、忧郁、不幸、痛苦和

惆怅；所以说，幸福是人类趋向于获得美德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因

为他坚信，没有优美的道德，他享受不到片刻的真幸福，更过不上舒

适安宁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