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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观

伊斯兰的道德观集中在一些基本的信仰和原
则上，包括：（1）真主是创造者和一切美
善、真理和美丽的源头；（2）人是真主尽责、尊
严、和可尊敬的被造代理人；（3）真主已经将一切
所有的都放在天上和地上，这些都是为了要服侍
人；（4）因着真主的怜悯和智慧，祂不会要求人做
他不可能做的事或要求他为任何超越他能力的事负
责。真主也不会禁止人享受生命中好的事；（5）中
庸、实际、和平衡是正直和道德的保证；（6）在原
则上凡事都可行，除了那些要负责任的，是必须要
实行的，还有那些被禁止的，是必须要避免的；以
及（7）人的终极责任是对真主，他最高的目标是讨
他创造者的喜悦。
伊斯兰的道德层面是无数的，是深远和丰富
的。伊斯兰的道德牵涉到真主与人的关系，人与他
伙伴的关系，人与其他元素和宇宙生物的关系，及
人与他自己里面生命的关系。穆斯林必须要省察自
己外在的行为、行动、话语，内在的思想、感觉和
动机。一般来说，他的角色就是拥护对及反对邪
恶、寻求真理及放弃虚假，为美丽和有益的事而欢
呼，避开无礼。真理和道德是他的目标，谦虚和简
朴、礼貌和怜悯都是次等的本质。对他而言，傲慢
和虚荣、苛刻和冷漠，是没有意义的，是冒犯真主
和不讨真主喜悦的。
在与真主和人的
真主和人的关系
和人的关系中
关系中增强道德观

特别来说，穆斯林与真主的关系是一种爱和顺
服、完全信任和慎重、平安和感激，坚定及活跃地
服侍。高度的道德水平将是无可置疑的培养和提高
人类的道德水平。因此，与同伴的关系中，穆斯林
必须要对他的亲戚仁慈、关心邻居、尊重长辈、同
情小辈、照顾病人、支持有需要的人、同情哀哭的
人、为忧郁的人打气、与蒙福的同喜乐、忍耐失迷
的、容忍无知及原谅无助者、不赞同错误及提高内
涵。还有就是必须要尊重其他人合法的权利就好像
尊重他自己的一样。他的思想必须充满建设性的主
意以及慎重地追求它，他的心必须充满怜悯和好的
意愿；他的灵魂必须散发出和平和安详；他的言论
必须真诚和有礼。
穆斯林的道德责任是诚实和完美之活泼的榜
样，完成他的使命及有效地履行他的任务，透过所
有可能的管道寻求知识和美德，更改他的错误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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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罪悔改，发展敏感的社会良知和培育人的情感
反应，慷慨但不浪费地供应依靠他的人以及满足他
们合法的需求。
自然界和世界是穆斯林探索的地方，也是享受
的地方。他必须善用它们的元素及深思它们的伟
大，研究它们就好像是真主的伟大记号以及保存它
们的美丽，探索它们的奇妙及发掘它们的奥秘。但
无论他使用它们成为能源或去享受它，他必须避免
浪费或过剩。成为真主负责任的代理人以及有良知
的信托人，他必须常常为其他人着想，就是那些与
他同享这世界及将来会帮助他成功的人。
条规与禁条
条规与禁条

伊斯兰的道德原则有时会被列为必须要履行的
正面委身（要做什么），有时又被称为必须要避免
的负面吩咐（不要做什么）。不论它们是正面还是
负面，它们的设计是为了让人有合理的思想、平静
的灵魂、坚强的人格、以及健康的身体。无可置疑
的这些都是人的一般福利和繁荣的必要条件。为了
帮助人满足这些条件，伊斯兰已经在这一切事上，
列下了以下条规：
1． 以有意义和委身的方式，为独一真主和默罕
默德的使者使命作见证。
2． 例常的履行每天的祈祷。
3． 付宗教税，也被称为捐献或当付的
（zakat）。
4． 在斋月（Ramadan）时禁食。
5． 一生中至少一次到圣城麦加朝圣。
这些条规在道德上和社会中的应用将会在以后
详细的讨论。
除了这些正面的衡量，还有其他预防性的。为
了防止人顺从无知、退化、软弱、放纵、无礼和试
探，伊斯兰禁止一些有关食物、饮食、娱乐和性的
事情。以下就是这些禁例：
1． 禁止喝所有醉人的葡萄酒，酒和酒精
（Sura2:219;4:43;5:93-94）。
2． 禁止食用所有的猪肉和猪的产品（猪肉、熏
肉、火腿、猪脂）、所有用爪和牙齿猎杀它
们猎物的野生动物（老虎、狼和豹等
等。）、所有捕食的鸟类（鹰、秃鹰、乌鸦
等等），啮齿类的动物、爬虫类、蠕虫及相
似的、死的动物和没有好好宰杀的鸟（Sura
2:172-73;5:4-6）。
3． 禁止各种不同的赌博和没有意义的运动
（Sura2：219；5：93-94）。
4． 禁止所有的婚外性关系和所有会引发试探、
激起欲望、搅扰怀疑或指明是不合体统和猥
亵的谈话，走路、看和在公众的穿著的一切
www.encounteringislam.org

19

伊斯兰基本的观念 第二部分

行为（Sura23：5-7； 24：30-33；70：2931）。

真主的保护和怜悯
真主的保护和怜悯

这些禁例是真主为了人的灵性和心理健康以及
人的道德和物资的好处而设立的。并不是真主的专
横行动或强迫性的干扰。而是真主关心人福利的记
号，也表明了真主要好好地照顾人。当真主禁止一
些事情时，并不是因为祂要剥夺人做任何事情的好
处或用途，而是因为祂要保护人并让人有分辨能
力，有更好的品味来追求生命中更好的事，以及继
续对更高的道德水准有兴趣。为此，就必须要小心
照顾人的灵和意志、魂和体、良知和心境、健康和
财富、体格和士气。因此禁令并非剥夺反而是丰
富，并非压抑乃是纪律，并非限制乃是扩大。
为了要表明所有的禁令是怜悯和智慧的行动，
有两个相关的伊斯兰原则是值得一提的。第一，非
比寻常的处境，紧急、必要、和危急关头时允许穆
斯林作平常被禁止的事。一旦这些处境发生，而且
是到他没有办法控制的地步，若他没能遵守真主的
道德规则，他是不被谴责的（看 Sura 2：173；5：
4）。第二，真主已经为祂自己记入了怜悯的规则：
任何人因着无知而行恶，但过后悔改及改过他们的
行为，将会被赦免；的确，真主是怜悯及常常饶恕
人的。（看 Sura 6：54）。
合理的道德行为

在值得注意的象征性的经文里，可兰经列下了
合理道德行为的根基和哲学。这些经文就是：
阿丹的子孙啊！每逢礼拜，你们必须
穿著服饰。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过
份，真主确是不喜欢过份者的。你说：“真
主为他的臣民而创造的服饰和佳美的食物，
谁能禁止他们去享受呢？”你说：“那些物
品为信道者在今世所共有，在复活日所独享
的。”我为有知识的民众这样解释一切迹
象。
你说：“我的主禁止一切明显的和隐藏
的羞耻的事，和罪恶，和无理的侵害，以及
用真主所未证实的事物配真主，假借真主的
名义而妄言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Sura
7：31-33）。
i

道德的整个组织系统
道德的整个组织系统

伊斯兰道德的范围非常的具有涵盖性及综合
性，它化整为零的将对真主的信心、宗教礼仪、属
灵的实践、社会行为、做决定、追求知识、消费的
习惯、演说的风格以及所有人的生命的其他层面全
都联合起来。因为道德在伊斯兰里是那么重要综合
的一环，可兰经的所有经节背后的道德意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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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教导都不断的在整本圣书的不同情况中被重
复强调。非常困难的是将这些道德教导根据在可兰
经里的引用来合理简洁的分类。每一个原则在不同
情况都提到许多次。它可以是以单一重要的原则面
貌出现或是整个道德体系的一个元素，在那里它本
身就是一个完整宗教的超级系统的元素。
有鉴于此，以下的这些经文只可以当成是可兰
经里一些代表性的抽选，经过人尽力的翻译和诠
释，然而，无可避免的，还是远不如原稿的完美无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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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有自己吝啬，并教人吝啬，且
隐讳真主所赐他们的恩惠的人，我已为（他们
这等）不信道的人预备了凌辱的刑罚，他们中
有为沽名而施舍财产的，他们不信真主，也不
信末日。谁以恶魔为伴侣，谁的伴侣就真正的
恶劣！（Sura 4：36-38）。
你说(哦默罕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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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隐藏的羞耻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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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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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依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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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是关于你们的亲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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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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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a 6:151-53）.
真主的确命令人公平、行善、施济亲戚，
并禁止人淫乱、作恶事、霸道；他劝戒你们，
以便你们吸取教诲。当你们缔结盟约的时候，
你们应当履行。你们既以真主为你们的保证
者，则缔结盟约之后就不要违背誓言。真主的
确知道你们的行为。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誓
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我誓必要以他
们所行的最大善功报酬他们。（Sura 16:90-91,
97）
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
当以最亲切的态度与人辩论，你的主的确知道
谁是背离他的正道的，他的确知道谁是遵循他
的正道的。（Sura 16:125）
www.encounteringisl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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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人信仰真主，力行善功，并且说：“我
确是穆斯林”的人，在言辞方面，有谁比他更
优美呢？善恶不是一样的。你应当以最良好的
品行去对付恶劣的品行，那么，与你有仇的，
会变得与你亲如密友。（Sura 41:33-34）。
凡你们所受赐的，无论什么，都是今世生
活的享受。在真主那里的报酬，是更优美的，
是更长久的，那是归于信道而只信托真主者；
也归于远离大罪和醜事，且在发怒时能赦宥
者；也归於应答主的号召，且谨守拜功者；他
们的事务，是由协商而决定的，他们分捨我所
赐予他们的；也归於能反抗自己所遭的侵害
者。恶行应得同样的恶报。谁愿恕饶而且和
解，真主必报酬谁。真主确是不喜爱不义者
的。受人欺侮而进行报复的人们，是无可责备
的。应受责备的，是欺侮他人、并且在地方上
蛮横无理者；这些人将受痛苦的刑罚。
凡能忍受而加以赦宥者，他们的那种行
为，确是应该决心做的事情。(Sura 42:3643）。
凡想要获得现世生活的人，我将在现世以
我所意欲的报答他们中我所意欲者。然后，我
将以火狱惩治他们，他们将受责备，遭弃绝地
进入火狱。凡欲获得后世，并为此而尽了努力
的信道者，这等人的努力是有报酬的。这等人
和那等人，我都要以你的主的赏赐资助他们，
你的主的赏赐，不是受阻碍的。（Sura 17:1820）
你不要使任何物与真主同受崇拜，以免你
变成受责备、遭遗弃的。你的主曾下令说：你
们应当只崇拜他，应当孝敬父母。如果他俩中
的一人或者两人 在你的堂上达到老迈，那么，
你不要对他俩说：“呸！”不要喝斥他俩，你
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的话。你应当毕恭毕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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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
的主是最知道你们的心情的。如果你们是善良
的，那么，他对于常常悔过者确是至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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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霍者确是恶魔的朋友，恶
魔原是辜负主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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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
应该对他们说温和的话。（Sura 17: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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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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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主对于他的众僕，
确是彻知的，确是明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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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要接近私通，因为私
通确是下流的事，这行径真恶劣！你们不要违
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除非因为正义。无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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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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a 17: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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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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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结局中这是最合适而有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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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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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恶劣的事是你的主所厌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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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a 17:34-39）

我确已把智慧赏赐鲁格曼，（我说）：
“你当感谢真主。感谢的人，只为自己而感
谢，孤负的人，须知真主确是无求的，确是可
颂的”。当日，鲁格曼曾教训他的儿子说：
“我的小子啊！你不要以任何物配主。以物配
主，确是大逆不道的。”我曾命人孝敬父母—
—他母亲弱上加弱地怀著他，他的断乳，是在
两年之中——（我说）：“你应当感谢我和你
的父母；惟我是最后的归宿。如果他俩勒令你
以你所不知道的东西配我，那么，你不要服从
他俩，在今世，你应当依礼义而奉事他俩，你
应当遵守归依我者的道路；唯我是你们的归
宿，我要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鲁格曼
说：“我的小子啊！善恶的行为，虽小如芥
子，隐藏在磐石里，或在天空中，或在地底
下，真主都要显示它。
真主确是明察的，确是彻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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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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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夸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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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a 31:1219）
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像、求
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
离，以便你们成功。恶魔惟愿你们因饮酒和赌
博而互相仇恨，并且阻止你们记念真主，和谨
守拜功。你们将戒除（饮酒和赌博）吗？
（Sura 5:90-91）
你应当借真主赏赐给你的去寻求今后真正
的家，你不要忘却你在今世的定分。你当以善
待人，像真主以善待你一样。你不要在地方上
摆弄是非，真主确是不爱摆弄是非的人。”
（Sura 28:77）
www.encounteringisl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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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选择的指引

人的现今情况

很多从可兰经和默罕默德的传统来的其他经文
都支持这些选择。在它们自己本身，已经足够去描
写伊斯兰的基要道德。不论在任何情况，这些伊斯
兰的道德在其本质上都是独特的。它们是真主所介
绍的，为了要执行及有果效的而去做并不单单是为
了偶尔的喜欢去做。它们是为了要用最好的方法来
帮助个人发展他的人格及培育他的品格，及加强他
与真主的联系，和坚固他与真主的关系，就是一切
美善的源头。伊斯兰的道德设计从来都不是为了要
威吓人，使他被动和冷漠。
其中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果一个穆
斯林被虐待或欺压，他有自由选择抗拒和以同样的
程度报复，或原谅及将他一切行为的结果交托真
主。他知道他有权利作任何一个行动的决定，他也
知道最好还是原谅。所以当他原谅时，他使用他的
自由意志选择，为了爱真主的缘故而做。同样的，
当他报复时，他并没有违反律法或行不公义。如果
伊斯兰是要求完全的饶恕，就好像其他的信条在理
论上的要求，很多不守纪律的人将会被诱使去行恶
及超越所有的界限。同样地，如果伊斯兰命令只要
报复，就好像一些信条傲慢的教导，那就没有怜悯
和容忍的空间了，也没有属灵重建和道德成熟了，
若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许多优秀品质将会消失以及
很多的道德潜能可能就将永远不会实现了。
这是一个普通常识，那些被教导在任何情况都
要饶恕的人，不会也不可能实践他们的教导，因为
那不是人类长期的关注，也不是道德本身自己的关
注。同样的，那些被教导要严厉报复的就比较不会
懂得尊重人的美德，也比较不会关心道德价值是宇
宙性的规则。但伊斯兰，真主培育之人的本质，已
经针对人的问题给人正确的答案。对那些犯错在寻
找第二次机会的人，他们可能因着得到赦免而进步
或受益，饶恕是被推荐及可取的。但对抗那些误解
饶恕动机的，或被诱使追求错误方向的人，同等的
报复是允许的。所以穆斯林的态度在任何一个情况
都是有理及有益的。当他饶恕时，他讨真主喜悦，
保持高级的手法，让那些有过失的可以重新得到更
新。而当他报复时，他支持公理、建立次序和正
义，以及帮助拘捕邪恶。现在，哪一个听起来比较
有道德呢？以他个人的想法，不顾结果的残忍的复
仇者？还是穆斯林的态度、怜悯和饶恕，允许一些
非比寻常的处境？是谁比较有道德呢？是那一个原
谅的人，因为他知道他不可以报复？还是一个穆斯
林的饶恕，当他完全知道在法律上他是可以报复
的？哪一个是真正的饶恕呢？是因着外在的强迫和
禁戒而不行动的？还是因着自由的选择和自由的行
动的结果的呢？这也难怪伊斯兰的道德原则是有
理，独特及有适应力的。这是从真主来的指示，是
那所有美善和道德的源头。

在前面，我们将会精简地讨论穆斯林的立场和
在西半球的伊斯兰的未来。在这一部分，我们会讨
论在现今世界人的处境，一般人的情况，以及伊斯
兰的世界观或宇宙观。这是再次肯定之前所讨论的
观念，再加上一些新的思想，并将之总结，将这课
题的不同层面整合起来，有一个概括性的面貌。
目前人类的情况已亮起警钟。至少要求人类应
关心及积极地回应有关所有人对善的期待和属真主
的思想。但这并不是，也不应该导致沮丧或放弃。
这盼望的精神是，即常常都是伊斯兰的综合部分
（请参看例，Sura 12：87；65：3）。现今世界的危
机和困难并不是完全独特和奇特的。的确，它们是
困难、复杂 及令人惊讶的。可能现在与以前相比更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不同的是，在现今与以前的
世纪相比，基本上是程度的不同而非种类的不同。
我们这个时代窘境的复杂性不断的增加，可能是归
因于不断增加的期待和容量的相似及相等性。
在地球的许多地区，许多世纪以来，最困难危
机的源头明显的是僵化没有弹性、排外和不能容忍
不熟悉、不同和外来的人或事物。这倾向培育了种
族主义、精英主义、固执的态度、偏见和其他类似
的讨厌的态度。
很少人可以真正否定人正在面对非比寻常的危
机。人类正在面对的危机是来自我们外在、外向、
物资的探索和我们的内在、内向、道德探索之间的
不平衡。没有什么比呼吁维持平衡和维护中庸之道
更简单。但也没有任何事情比它更难达到。在过
去，一些话比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有时就
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否定了人的物质福利。同样的，
“信靠真主”也被误解 了。它常常被误解为无助的
宿命论，或归类为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和自我实现。
过分强调属灵和放弃反而导致强调物质、理性、自
由意志 及种种的兴起。当过分强调到另一个极限，
属灵可能就变成迷信和困扰。同样，相对的强调就
会将物质主义变成不严谨，自由意志变成放荡不
羁，理性主义变成虚无主义。过去几个世纪人类学
术的历史就很好地表达了这些倾向。
最近这几十年，属灵的准则时上时下。在六十
年代时，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是那些不能 越界、史无
前例、外太空的探索。同样重要的是史无前例的探
索人的内向、内在的实体，然而，它们看起来就好
像是时尚的、异端的或神经质的。
这两种史无前例和不平衡的探索非比寻常的让
人警惕。原因可能是在事实上这两种探索是互不相
关的。它们没有明显的互惠、相互影响或交叉式的
互助。除此以外，它们这种不稳定、不平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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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数人来说是一个不断的威胁。它可能导致矛盾
和困惑，同时导致社会问题的恶化及现代人的命运
僵化。但如果外在科学的探索和内在道德的探索可
以协调的话，这不稳定的情况是可以改变的。人活
着不单靠食物，这的确是事实。但同样的他也不单
靠祷告活着。他同时是政治或物质的动物，以及寻
求神圣宗教的探索者。
如以前所提，现今的世界很清楚地被许多的困
难难倒了。但它也同样的被不同相对面对这些问题
的诊断和处方难倒了。一些人就唱这些的流行曲，
“这世界现在需要的是爱........及等等；”一些呼吁
人要重生；其他就转向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撒
旦主义、或科学主义为他们的终极解决方法。还有
很多就等待他们未来的救主的来临。但甚至这长长
的名单都没有包含漠不关心、无助和冷漠的人，他
们很可能事实上合并了乐观主义俱乐部。但我们可
以看到今天最大的需要是“认清”的渴求。人在这
一切中最大的需要是认清他自己和他的本性、潜能
和局限、在宇宙中的定位和他与他的元素的关系。
伊斯兰如何帮助人

现在的问题是伊斯兰可以如何帮助人认清他自
己，解开他的思想，让他模糊的异象明朗化？要尝
试这问题，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些伊斯兰基本的观
念，这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然后再从它的价值体
系里延伸一些元素的讨论。藉着这分析希望可以显
示出它们如何将现代人与他们的窘境联系起来，以
及它们可以如何的帮助现代人找出一条出路。中庸
之道是伊斯兰最特别的特色。它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来表达伊斯兰的人生观、生命的意义及有关神的思
想。伊斯兰并没有采纳一面倒的人道主义哲学，它
们几乎将人神化及没有任何可以超越他们的。伊斯
兰也不接受相等一面倒的裁定，人性本恶或充满
罪。伊斯兰拒绝生命是污秽、残酷、短暂及痛苦的
思想。它也同样拒绝有关生命是自己结束的，是享
乐及无拘无束的思想。伊斯兰给生命一个积极的意
义和目的。如果只将生命联系到死后的生命，那就
贬低了生命在世上的价值了。它并不是指现在及时
的享乐主义和即刻的快乐，但它也不完全排除追求
死后的极乐世界。它是指现今在世上人的情况以及
人死后的终站。这里关心的是，它们当然是相辅相
成的；它每一个存在阶段的价值是根据他相关的一
般人的善行的结果。（Sura 7：33；17：18-21；28：
77；57：20-21）。
伊斯兰的世界观

在可兰经里的一处经文（2：27-39）是众多经文
中的其中一个典范。这段经文有一些伊斯兰基本的
原则和代表了伊斯兰世界观的基础。以下是这些原
则中一些显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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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界是一个实体，是设计者的心意所造
的，设计者为了有意义的目的而维持它。历
史的巨流是根据他的心意和跟随所设立的律
法。它们并不是盲目的机遇，也并非没有次
序的拼撞出来的。
2． 人也是真主所创造的，是真主在地上的总
督。真主拣选他在土地上种植，以知识，美
德，目的和意义丰富生命。为了要到达到这
目标，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而造
的，是附属于 他的。这星球上的生活并不是
人的监狱；他来到这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以前
所犯的罪的惩罚，也不是因为被另一个世界
放逐及被赶到这一个。他的存在不是纯粹的
机遇或没有设计的存在。
3． 知识是人特别的一部分，是他这个人和人格
的一部分。知识让人有资格成为他创造者的
总督，并授权他管理那些可尊敬及忠诚的
人，甚至真主的天使。
4． 生命在世上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并不是在罪里
或背叛创造主。人在伊甸园的堕落以及之后
发生的事情——亚当和夏娃的懊悔，他们的
悔改，真主的饶恕和对他们的怜悯，人和撒
旦的仇恨，这些其实都没有让创造主讶异。
在所有的事件中，这过程也不是偶然。这是
太有意义了不可能是偶然的。它看起来是为
了要纪律第一个人而设计的，给人实际的起
落，道德的失败和胜利，离开及与 创造主和
好的经验。这样，人可以更好的准备来面对
生活甚至不肯定和尝试的时刻。
5． 在人的第一对夫妻中，夏娃并不是较软弱
的。她并没有试探亚当吃树上的禁果，她也
不是那位要独自为人被逐出伊甸园负责的
人。亚当和夏娃相等的被试探及相等的要负
责任；他们都懊悔，蒙受真主的赦免和怜悯
的福气。这是重要的，因为它释放了夏娃和
她性别千百年来的咒诅，也让她 不再单独背
负所有或多数堕落的责任。再加上，它宣告
了有关相信女人的劣等道德是不存在的，所
以双重标准是不公平的。这里，就好像其他
地方一样，可兰经清楚的表明男人与女人在
美德与软弱上是相等的，他们有相等的感
情，是同样值得称赞的。
6． 人是自由的，被赋予自由意志。这是他人性
的实体及他对他的创造者的基本责任。如果
没有人相关 的自由意志，生命就没有意义以
及真主与人的约就徒然了。没有人的自由意
志，真主就打击他自己的目的，人就完全不
能担负任何的责任。这肯定是，无可想象
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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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是从真主来的，它并非永恒或它自己结
束，这只是一个转接的阶段，之后全部都会
回归创造者那里。
8． 人是有责任的代理人。但只有真正的犯罪者
本身必须对罪负责任。罪并非遗传性，转移
性，或集体性。每一个个体要为自己的行为
负责任。当人易受败坏的影响同时，其实他
也有能力救赎和重建。这并不代表伊斯兰比
较倾向个人多过群体。若与社会性比较，个
人主义就算不得什么了。它的意思就是个人
有它不同的角色要扮演。他必须要维护他的
道德正直，保存他的身份，实施真主的权利
及履行他的社会责任。

． 人是有尊严和高贵的。他的尊严来自他创造
者的灵吹入他。更重要的是这种尊严并不局
限在任何特别的种族，肤色或阶级。这是人
自然的权利，每一个人，都是世界上最高贵
的。
10．
这段经文最后指出独一真神真主是
根深蒂固的思想以及人的一致性。 它进一步
表明，人的最高美德是敬虔和知识，也就是
当那知识是根据真主的指导而获得与投资
的，人的幸福终站将会得到保证以及他的人
生将会幸福。

7

9

•
•

结束课程三，第二部分的全部阅读。
译者是采用可兰经的马坚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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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并没有申明这文章采用那一种的可兰经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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