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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和尊严的道路

爱心和尊严的道路

怜悯之路

尊严和高贵的道路：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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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只因为从真主发出的慈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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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姆兰的家属章159）；

而且他慈爱他的民族，不想让他们遭罪；真主说

“你们本族中的使者确已来教化你们了，他不忍心见你们受痛苦，

他渴望你们得正道，他慈爱信士们。”（忏悔章128）。

所以说，由普慈特慈的真主启示的，怜悯世界的使者所带来的伊斯

兰，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怜悯，拯救世人于黑暗、残暴和独裁，摆脱抑

郁、不安、和犹豫不定的心情，废除报复打击，霸权独裁等行径，伊

斯兰不就是怜悯全世界的宗教吗：“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
（众先知章107）

它是对穆斯林的怜悯，同样也是对非穆斯林的怜悯，对顺从者的怜

悯，也是对反叛者的怜悯，对大人小孩，对男人女人，对富翁贫民，

对全世界的怜悯。

所以伊斯兰要求人们，鼓励人们相互怜悯，并以怜悯而相互劝告，

真主说：“同时，他是一个信道而且行善，并以坚忍相勉，以慈悯相

助者。”（地方章17）

使者（真主赐福他）说：“不怜悯别人的人得不到真主的怜悯。”

（布哈里和穆斯林共同传述），他说：“有爱心的人能得到普慈的真

主的慈爱，如果你们怜悯大地上的人们，清高的真主就会怜悯你们，

骨肉血亲是来自于仁慈的真主的纽带，谁接续骨肉血亲，真主就接续

他；谁断绝骨肉血亲，真主就弃绝他”（铁密兹的传述）；使者（真

主赐福他）说：“人的爱心不会被剥夺，除非他是倒霉不幸的人。”

（铁密兹的传述）；真主命令人们相互怜悯，笼统地鼓励人们效仿美

德，以及优美的生活方式等等；而在教法中有一些专门的条款强调怜

悯。比如：

1. 针对大众全面的怜爱：使者（真主赐福他）是对于整个民族的怜

悯，真主通过派遣他拯救了人类，使他们摆脱黑暗走向光明，摆脱

不幸走向幸福；但是他的怜悯没有局限于此，他还督促人们怜悯那

爱心和尊严的道路

怜悯之路
《古兰经》的每个章节都以真主的两个尊名

（普慈的,特慈的）开始，而且真主以疼慈为定

制：“你们的主，曾以慈悯为自己的责任。”（牲
畜章54）

他的怜悯是针对所有事物的：“我的慈恩是包

罗万物的”（高处章156）

他鼓励人们寻求他的怜悯，以他的怜悯

向人们报喜，提醒人们避免他的恼怒：“

你说：‘我的过分自害的众仆啊！你们对

真 主 的 恩 惠 不 要 绝 望 ， 真 主 必 定 赦 宥 一

切 罪 过 ， 他 确 是 至 赦 的 ， 确 是 至 慈 的 ” 
（队伍章53）

清高的主是特慈的，他喜欢宽恕；使者说：“

真主会在夜间散布他的恩惠，以接纳白天犯罪者的

忏悔；他会在白天散布他的宽宏，以接纳夜间犯罪

者的忏悔；直到太阳从西方升起”（穆斯林的传

述）；使者描述他的养主说：“真主确在创造万物

之前，规定道‘我的怜悯超过我的恼怒’”（布哈

里和穆斯林共同传述的）；他在称述真主的怜悯时

说：“真主把怜悯分成了一百份，自己留下了九十

九份，把一份赐给了大地上的一切；然后由于这一

份怜悯，万物相互怜爱，甚至马匹为害怕伤到自己

的小马驹而抬高蹄子。”（布哈里的传述）。

真主派遣他的使者（真主赐福他），只为怜悯

全世界的人：“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
众先知章107）

以高贵的品行而装饰了他，真主说：“你确是

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笔章4）

所以，使者所具有的最突出的美德就是怜爱；

要不然人们就会从他周围分散而离开他了，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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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否认伊斯兰的非穆斯林。对于那些未信仰他的麦加人，使者（真

主赐福他）（阿格佰之日由于使者向伊本•阿卜杜亚莱利寻求庇护

遭到拒绝，心灰意冷，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真主派遣的天使问

他，如果他愿意的话，就要把麦加周围的两座山倒转过来，把他们

全部毁掉。这时他说-译者注）说：“不，也许真主会在他们以后

的子孙中间创造，虔诚崇拜真主，不以任何物配他的人。”（布哈

里和穆斯林的传述）；还有当使者在欧胡德战役中被多神教徒打伤

之后，他周围的弟子们劝他说：“请你祈求真主，惩罚他们”，他

说：“真主啊！请你引导我的宗族，因为他们不明白”，在另一个

传述中：有人对他说：“请你祈求真主，惩罚他们”，他说：“真

主派遣我，不是为了诅咒人，他派遣我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穆

斯林的传述）。

2. 疼慈儿童：真主使者（真主赐福他）的一位弟子说：‘我们和使者

一起来看望易卜拉欣，他已经奄奄一息了，然后使者的两眼开始

流泪了，这时阿卜杜热哈曼•伊本•奥夫说：“你是真主的使者，

你怎么也？”使者说：“伊本•奥夫啊，这是慈悯心。”然后接着

又说：“眼睛在流泪，心在忧伤，但我们的口头上只说真主所喜

悦的言语。易卜拉欣啊！确实，我们为你的离开而很忧伤。”（布

哈里和穆斯林的传述），而且使者（真主赐福他）有时让欧萨迈坐

在他的一条腿上，让哈桑坐在另一条腿上，然后抱紧他们两个，

说：“真主啊！求你怜悯他们俩，我着实疼爱他们俩个”。一次，

有个人来找使者，看到他正在亲吻哈桑，或者胡塞尼，然后这人就

说：“难道你们还会亲吻孩子？！我有十个孩子，从来就没有亲过

他们。”使者（真主赐福他）说：“不疼慈人的人，不会受到怜

悯”。

3. 怜悯弱者：使者注意到有个黑人女子缺席了清真寺的礼拜，然后他

打听了一下，他们说：“她死了”，然后他就说：“那你们为什么

不通知我…？带我去她的坟墓”然后到了她的坟墓后，他为她做了

殡礼（布哈里和穆斯林的传述）;使者的侍者艾乃思•本•马利克（

真主喜悦他）说：“我侍奉了使者十年，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哼’，也没有说过：‘为什么这样做？’，‘你不该这样做吗？”

（布哈里的传述），甚至伟大的圣门弟子伊本•麦斯欧德（真主喜

悦他）说：“我正在殴打自己的奴隶，然后我听到背后有人说：‘

你要知道，伊本•麦斯欧德，真主比你教训他，更能教训你；’然

后我转头一看，是真主的使者（真主赐福他），然后我就说：‘主

的使者啊，为真主的喜悦，他自由了。’他说：‘假若，你没有这

样做的话，火狱肯定吞噬了你，或者火狱肯定逮住了你。’”（布

哈里的传述）。

4. 怜悯牲畜：使者过路时看到了一峰瘦骨嶙峋，肚皮贴后背的骆驼，

然后他就说：“你们要在对待这些不说话的牲口时，敬畏真主，不

管是要骑乘还是要吃肉，都应该给它喂好吃肥”（艾布•达伍德的

传述）；有一次使者进入了一位辅士的椰枣枝围起的院墙内，忽然

一峰骆驼，它看到使者后，呼呼地哼了一声，然后流起了眼泪，然

后使者就走到它旁边，抚摸了一下它的驼峰，它平静了，他说：“

这是谁的骆驼？这峰骆驼是属于谁的？”然后一位辅士中的青年过

来说：‘主的使者啊，是我的’他说：“难道你不该在对待这牲口

时敬畏真主吗？是他赋予了你这峰骆驼的所有权，它刚才告诉我

说：你经常使它挨饿，经常疲惫不堪。”（艾布•达伍德的传述）

。

这里只举部分例子，来证明派遣使者就是为了怜悯全世界，而伊斯

兰在慈爱和怜悯方面的经文和事迹举不胜举。但是这怜悯和慈爱并不

意味着懦弱和低贱，相反伊斯兰的怜悯是高贵的有尊严的怜悯。

“穆斯林礼拜中的鞠躬，叩头能给心灵带来安宁，和谐
和平静，因为每个人以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义开始他的
礼拜，最后以祝福你们平安而结束。”

和谐安定和伊斯兰

劳伦•布丝
英国人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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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和高贵的道路：
真主创造阿丹的时候，就命令众天使

为他叩首

“我确已创造你们，然后使你们成

形，然后对众天神说：‘你们向阿丹叩

头。’他们就向他叩头，唯独易卜劣斯没

有叩头。”（高处章11）

因为真主创造了人类，提拔了人类，

使他生来就优越于许多被造物，真主

说：“我确已优待阿丹的后裔，而使他们

在陆上和海上都有所骑乘，我以佳美的食

物供给他们，我使他们大大的超过我所创

造的许多人。”（夜行章70）

他生来就是高贵的，优越的被造物；

他的养主从以下几点使人类变得有尊严：

1. 身体和形象上的优越：真主说：“我

确已把人造成具有最美的形态。”（无
花果章4）

真主赋予了人类最优美的形象：身体

匀称，肢体协调；拥有理智和思考能力；

能说会听；拥有最俊美的外表和形象。

2. 为人类而制服了陆地和海洋：包括空

中的事物，这也是先前提到的对人类

的优待之证明之一；因为真主为人

类而制服了这一切，在所有被造物之

间，让人类独享这一尊荣；这些可以

表明，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就像被拥戴

的领导和君王，其他万物都是他的臣

民百姓，他的追随者，真主说：“我

确已优待阿丹的后裔，而使他们在陆

上和海上都有所骑乘，”（夜行章70）

真主说他为了人类制服了天地间的一切：“他为你们而制服天地万

物，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屈膝章13）

3. 佳美的给养：真主启示人类可以享用喜欢的食物，可以随意的挑选

其中有益的佳美的食物，而且人类可以享用的食物种类非常多，不

像其他动物的食物，它们所吃的食物种类非常有限，能吃的也就是

所熟悉的哪几种；而对于人类真主以他的洪恩和慷慨制服了所有的

一切： “他以大地为你们的席，以天空为你们的幕，并且从云中

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出许多果实，做你们的给养，所以你们不要

明知故犯的给真主树立匹敌。”（黄牛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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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人类优越于众多被造物。

踏上这条路之后，人类就能感受到源于真主的优待的

自尊、高贵和地位，因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在物质世

界中的沧海一栗，削小的不值一提的一点，如果以唯物

主义的标准和看法，整个地球本身也只是削小不值一提

的，一颗小小的原子弹就能抹杀掉几十万人的性命像广

岛事件一样。但是在伊斯兰的观念当中，人的分量和地

位源自于真主赋予他的独特的优待；当我们阅读《古兰

经》中关于万物为人祖阿丹而叩首，然后由于易卜劣斯

的骄傲自大而受到真主的驱逐的经文时，我们就能感受

到，这在建立世界人道主义体系方面，在人权和人道主

义无法摆脱强权束缚之困境的那一刻，是多么重要的基

础啊！因为只有这一条道路，《古兰经》的道路才能给

予人类应有的自由，尊严和种种选择的余地。

而在高贵和尊严的道路，轻视人、侮辱人或者嘲笑

人是违法的，不允许的。真主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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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寝室章11）

对于人的尊严，白人不高于黑人，红人也不高于黄

人，阿拉伯人不高于非阿拉伯人，一个种族不高于另

一个种族，一个地区的人不高于了一个地区的人，富人

不高于穷人，除非以敬畏真主，真主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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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真主的使者（真主赐福他）说：“真主不看你们的形

象和你们的财产，他只看你们的心灵和工作。”（穆斯

林的传述）。

所以，人类所能获得的高贵和尊贵，是以他在坚持这条道路，追随

这条道路的执著程度所衡量的：“欲得光荣者，须知光荣全归真主”
（创造者章10）

同样，人的低贱也是由于他疏远和放弃这条道路，众生万物都为顺

从真主而汇聚于这条道路，真主说：“你难道不知道吗？在天上的和

在地上的，与日月群星，山岳树木，牲畜和许多人，都服从真主，有

许多人当受刑罚。真主欲凌辱谁，谁不受人尊敬。真主确是为所欲为

的。”（朝觐章18）

而在真主优待人类，尊重人类的同时，有许多人却选择了下贱堕落

的道路。：“真主欲凌辱谁，谁不受人尊敬。” （朝觐章18）

他们情愿把人类看成是动物，或者无声的机械，金钱的数目，等等

跟真主对人类的善待和提拔截然相反的观念。

所有这一切对人的优待和提拔是针对人类的，伊斯兰不制

造两性之间的矛盾，它既不会偏向男人而伤害女人，也不会偏

向女人而伤害男人，人类都是从一个人上被创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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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末，谁想要这样的高贵和尊严，就让他踏上这条自尊和高贵的道

路，真主说：“一切权势归真主。”（优努斯章65）

“没有任何宗教象伊斯兰那样制定了天课制
度，严格执行天课制度的伊斯兰社会没有赤
贫，失业和流离失所的情况，我一直在设想
假如全世界都能皈依伊斯兰的话，那末，天
下就不会有饥民，也不会有难民了。”

天下就不会有饥民了！

贝里沙•班克米特

一位由佛教皈依伊斯兰的泰国
教育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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