ﻣﺘﻦ وﺻﻴﺔ اﻹﻣﺎم أﺑﻰ ﺣﻨﻴﻔﺔ
رﴇ اﷲ ﻋﻨﻪ

》《遗嘱
伊玛目·艾布·哈尼法
）（中阿文对照

苏夫子 译

ﻗﺎل اﻹﻣﺎم اﺑﻮ ﺣﻨﻴﻔﺔ
اﻋﻠﻤﻮا ﻳﺎ أﺻﺤﺎﰊ وإﺧﻮاﱐ أن ﻣﺬﻫﺐ أﻫﻞ اﻟﺴﻨﺔ واﳉﻤﺎﻋﺔ ﻋﻠﻰ اﺛﻨﱵ ﻋﺸﺮة ﺧﺼﻠﺔ،
ﻓﻤﻦ ﻛﺎن ﻳﺴﺘﻘﻴﻢ ﻋﻠﻰ ﻫﺬﻩ اﳋﺼﺎل ﻻ ﻳﻜﻮن ﻣﺒﺘﺪﻋﺎ وﻻ ﺻﺎﺣﺐ ﻫﻮى ،ﻓﻌﻠﻴﻜﻢ
ﺬﻩ اﳋﺼﺎل ﺣﱴ ﺗﻜﻮﻧﻮا ﰲ ﺷﻔﺎﻋﺔ ﺳﻴﺪﻧﺎ ﳏﻤﺪ ﻋﻠﻴﻪ اﻟﺼﻼة واﻟﺴﻼم.
伊玛目·艾布·哈尼法说：
同学们、弟兄们，逊尼派的主张建立在 12 个原则之上。谁能
坚持这些原则，他就不会成为异端份子和私欲之人，所以，你
们应当坚持这些原则，以便获得我们的圣人穆罕默德（愿真主
。赐他福安）的说情

اﻷوﱃ :اﻹﳝﺎن إﻗﺮار ﺑﺎﻟﻠﺴﺎن وﺗﺼﺪﻳﻖ ﺑﺎﳉﻨﺎن؛ واﻹﻗﺮار وﺣﺪﻩ ﻻ ﻳﻜﻮن إﳝﺎﻧﺎ ،ﻷﻧﻪ
ﻟﻮ ﻛﺎن إﳝﺎﻧﺎ ،ﻟﻜﺎن اﳌﻨﺎﻓﻘﻮن ﻛﻠﻬﻢ ﻣﺆﻣﻨﻮن؛ واﳌﻌﺮﻓﺔ وﺣﺪﻫﺎ ﻻﺗﻜﻮن إﳝﺎﻧﺎ ،ﻷ ﺎ ﻟﻮ
ﻛﺎﻧﺖ إﳝﺎﻧﺎ ،ﻟﻜﺎن أﻫﻞ اﻟﻜﺘﺎب ﻛﻠﻬﻢ ﻣﺆﻣﻨﲔ .ﻗﺎل اﷲ ﺗﻌﺎﱃ ﰲ ﺣﻖ
اﳌﻨﺎﻓﻘﲔ} :وَاﻟ ﱠﻠﻪُ ﻳَﺸْ َﻬﺪُ إِنﱠ اْﻟﻤُﻨَﺎﻓِﻘِﻴﻦَ ﻟَﻜَﺎذِﺑُﻮنَ { )اﳌﻨﺎﻓﻘﻮن ،(1:أي ﰲ دﻋﻮاﻫﻢ
اﻹﳝﺎن ﺣﻴﺚ ﻻ ﺗﺼﺪﻳﻖ ﳍﻢ .وﻗﺎل اﷲ ﺗﻌﺎﱃ ﰲ ﺣﻖ أﻫﻞ اﻟﻜﺘﺎب }:اﱠﻟﺬِﻳﻦَ
آﺗـَﻴـْﻨَﺎ ُﻫﻢُ اﻟْﻜِﺘَﺎبَ ﻳـَﻌْﺮِﻓُﻮَﻧﻪُ َﻛﻤَﺎ ﻳـَﻌْﺮِﻓُﻮنَ أَﺑـْﻨَﺎء ُﻫﻢْ { )اﻟﺒﻘﺮة(146 :
第一，
“伊玛尼” (信仰)是口头承认、内心定信。只有口头承
”认不足以为“伊玛尼
。因为，假若口头承认是“伊玛尼”，所
1

”有伪信者都是穆民（信仰者）了。同样，只有“麦尔里法
（认
识）也不足以为“伊玛尼”，因为假若“麦尔里法”是“伊玛
1

”尼
”，所有“有经人
（指犹太人和基督徒） 都是穆民了。关于
伪信者，真主说：
”。“真主见证伪信者们一定在撒谎
（
》《古兰经
63：1）；关于有经人，他说：“那些蒙我赐予经典的人，他们
。了解他，就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
（”
）《古兰经》2:146

واﻹﳝﺎن ﻻ ﻳﺰﻳﺪ و ﻻ ﻳﻨﻘﺺ؛ ﻷﻧﻪ ﻻ ﻳﺘﺼﻮر زﻳﺎدة اﻹﳝﺎن إﻻ ﺑﻨﻘﺼﺎن اﻟﻜﻔﺮ ،وﻻ
ﻳﺘﺼﻮر ﻧﻘﺼﺎن اﻹﳝﺎن إﻻ ﺑﺰﻳﺎدة اﻟﻜﻔﺮ ،ﻓﻜﻴﻒ ﳚﻮز أن ﻳﻜﻮن اﻟﺸﺨﺺ اﻟﻮاﺣﺪ ﰲ
ﺣﺎﻟﺔ واﺣﺪة ﻣﺆﻣﻨﺎوﻛﺎﻓﺮا ،واﳌﺆﻣﻦ ﻣﺆﻣﻦ ﺣﻘﺎ ،واﻟﻜﺎﻓﺮ ﻛﺎﻓﺮ ﺣﻘﺎ ،وﻟﻴﺲ ﰲ اﻹﳝﺎن
ﺷﻚ ،ﻛﻤﺎ أﻧﻪ ﻟﻴﺲ ﰲ اﻟﻜﻔﺮ ﺷﻚ .ﻗﺎل اﷲ ﺗﻌﺎﱃ }:أُوﻟَِٰﺌﻚَ ُﻫﻢُ اْﻟﻤُ ْﺆﻣِﻨُﻮنَ ﺣَﻘﺎ{،
)اﻷﻧﻔﺎل(4:؛ وﻗﺎل اﷲ ﺗﻌﺎﱃ} :أُوﻟَِٰﺌﻚَ ُﻫﻢُ اﻟْﻜَﺎﻓِﺮُونَ ﺣَﻘﺎ ◌ۚ ) {،اﻟﻨﺴﺎء.(151 :
واﻟﻌﺎﺻﻮن ﻣﻦ أﻣﺔ ﳏﻤﺪ ﺻﻠﻰ اﷲ ﻋﻠﻴﻪ وﺳﻠﻢ ﻛﻠﻬﻢ ﻣﺆﻣﻨﻮن ﺣﻘﺎ ،وﻟﻴﺴﻮا ﺑﻜﺎﻓﺮﻳﻦ.
”“伊玛尼”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因为，只有“库夫热
增加了，
“伊玛尼”才会减少；只有“库夫热”减少了，
“伊玛
尼”才能增加。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既是“穆民”（笃
”信者）又是“卡菲尔
（悖逆者）呢？“穆民”是真正的穆民，
”“卡菲尔”是真正的“卡菲尔
。信仰中不能有怀疑，悖逆中
“有经人”指犹太人和基督徒，前者有《陶拉特》（《旧约圣经》），后者有《印吉

1

勒》（《新约圣经》）。伊斯兰教承认穆萨（摩西）和尔萨（耶稣）是真主派给以色列
。民族的使者，承认他们的经典，故称他们为有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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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有信仰，正如真主所说：
”。“那些才是真正的穆民
（
《古
；）兰经》8：4
。“那些才是真正的卡菲尔
”
（
）《古兰经》4：15
。
。”穆罕默德的教民中犯过大罪的人是“穆民”，不是“卡菲尔

و اﻟﻌﻤﻞ ﻏﲑ اﻹﻳﲈن ،واﻹﻳﲈن ﻏﲑ اﻟﻌﻤﻞ ،ﺑﺪﻟﻴﻞ أن ﻛﺜﲑا ﻣﻦ اﻷوﻗﺎت
ﻳﺮﺗﻔﻊ اﻟﻌﻤﻞ ﻣﻦ اﳌﺆﻣﻦ ،وﻻ ﳚﻮز أن ﻳﻘﺎل :إرﺗﻔﻊ ﻋﻨﻪ اﻹﻳﲈن ،ﻓﺈن
اﳊﺎﺋﺾ ﺗﺮﺗﻔﻊ ﻋﻨﻬﺎ اﻟﺼﻼة وﻻ ﳚﻮز أن ﻳﻘﺎل :رﻓﻊ ﻋﻨﻬﺎ اﻹﻳﲈن ،أو أﻣﺮ
ﳍﺎ ﺑﱰك اﻹﻳﲈن وﻗﺪ ﻗﺎل ﳍﺎ اﻟﺸﺎرع  :دﻋﻲ اﻟﺼﻮم ﺛﻢ اﻗﻀﻴﻪ  ،وﻻ ﳚﻮز
أن ﻳﻘﺎل  :دﻋﻲ اﻹﻳﲈن  ،ﺛﻢ اﻗﻀﻴﻪ  ،وﳚﻮز أن ﻳﻘﺎل  :ﻟﻴﺲ ﻋﲆ اﻟﻔﻘﲑ زﻛﺎة
 ،وﻻ ﳚﻮز أن ﻳﻘﺎل ﻟﻴﺲ ﻋﲆ اﻟﻔﻘﲑ اﻹﻳﲈن.
”“阿麦勒
（行为）不是信仰，
”“伊玛尼”也不是“阿麦勒
。
”因为在很多时候，穆民无法实践教义（没有“阿麦勒
）
，但不
能说他没有“伊玛尼”了。因为行经期的妇女，真主免除了其
。礼拜的义务，但不能说她被剥夺了信仰，或者被命令放弃信仰
真主会对她说：你放弃斋戒，以后再还补。但不会说：你放弃
信仰，以后再还补。可以说：穷人不必完纳天课，但不能说，
。他不必信仰了

وﺗﻘﺪﻳﺮ اﳋﲑ واﻟﺸﺮ ﻣﻦ اﷲ ﺗﻌﺎﱃ ﻷﻧﻪ ﻟﻮ زﻋﻢ اﺣﺪ أن ﺗﻘﺪﻳﺮ اﳋﲑ واﻟﺸﺮ ﻣﻦ ﻏﲑ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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ﻟﺼﺎرﻛﺎﻓﺮا ﺑﺎﷲ ﺗﻌﺎﱃ وﺑﻄﻞ ﺗﻮﺣﻴﺪﻩ .
”“善”与“恶”均由真主定夺。因为，假若有人说“善
”与“恶”来自其他，此人就是“卡菲尔
。，其信仰无效

اﻟﺜﺎﻧﻴﺔ :ﻧﻘﺮ ﺑﺄن اﻷﻋﻤﺎل ﺛﻼﺛﺔ :ﻓﺮﻳﻀﺔ وﻓﻀﻴﻠﺔ وﻣﻌﺼﻴﺔ .ﻓﺎﻟﻔﺮﻳﻀﺔ ﺑﺄﻣﺮ اﷲ وﻣﺸﻴﺌﺘﻪ
ورﺿﺎﺋﻪ وﻗﺪرﻩ وﲣﻠﻴﻘﻪ وﺣﻜﻤﻪ وﻋﻠﻤﻪ وﺗﻮﻓﻴﻘﻪوﻛﺘﺎﺑﺘﻪ ﰲ اﻟﻠﻮح اﶈﻔﻮظ .
واﻟﻔﻀﻴﻠﺔ ﻟﻴﺴﺖ ﺑﺄﻣﺮ اﷲ  ،ﻟﻜﻦ ﲟﺸﻴﺌﺘﻪ وﳏﺒﺘﻪ ورﺿﺎﺋﻪ وﻗﺪرﻩ وﺣﻜﻤﻪ وﻋﻠﻤﻪ وﺗﻮﻓﻴﻘﻪ
وﲣﻠﻴﻘﻪوﻛﺘﺎﺑﺘﻪ ﰲ اﻟﻠﻮح اﶈﻔﻮظ .
واﳌﻌﺼﻴﺔ ﻟﻴﺴﺖ ﺑﺄﻣﺮ اﷲ ،ﻟﻜﻦ ﲟﺸﻴﺌﺘﻪ ﻻ ﲟﺤﺒﺘﻪ ،وﺑﻘﻀﺎﺋﻪ ﻻ ﺑﺮﺿﺎﺋﻪ ،وﺑﺘﻘﺪﻳﺮﻩ ﻻ
ﺑﺘﻮﻓﻴﻘﻪ ،وﲞﺬﻻﻧﻪ وﻋﻠﻤﻪوﻛﺘﺎﺑﺘﻪ ﰲ اﻟﻠﻮح اﶈﻔﻮظ.
第二，我们承认人类的行为分三种：主命（Farīḍah）、副功
）（Faḍīlah）和犯罪（Ma‘ṣiyah
。
、“主命”是真主所命令、意欲
喜欢、喜悦、决定、安排、创造、判断、知道、默助并记录在
；受保护的天牌上的
“副功”不是真主所命，却是他所意欲、喜欢、喜悦、决
定、安排、创造、判断、知道、默助并记录在受保护的天牌上
；的
；“犯罪”不是真主所命；是他所意欲，但不是他所喜欢
是他所注定，但不是他所喜悦；是他安排，但不是他所默助，
。而是他抛弃所致；他知道一切并将其记录在受保护的天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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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ﻟﺜﺎﻟﺜﺔ  :ﻧﻘﺮ ﺑﺄن اﷲ ﺳﺒﺤﺎﻧﻪ وﺗﻌﺎﱃ ﻋﻠﻰ اﻟﻌﺮش اﺳﺘﻮى ،ﻣﻦ ﻏﲑ أن ﻳﻜﻮن ﻟﻪ
ﺣﺎﺟﺔ أو اﺳﺘﻘﺮار ،وﻫﻮ ﺣﺎﻓﻆ ﻟﻠﻌﺮش وﻏﲑ اﻟﻌﺮش ﻣﻦ ﻏﲑ اﺣﺘﻴﺎج؛ ﻓﻠﻮ ﻛﺎن ﳏﺘﺎﺟﺎ
ﳌﺎ ﻗﺪر ﻋﻠﻰ إﳚﺎد اﻟﻌﺎﱂ وﺗﺪﺑﲑﻩ ﻛﺎﳌﺨﻠﻮق؛ وﻟﻮ ﻛﺎن ﳏﺘﺎﺟﺎً إﱃ اﳉﻠﻮس واﻟﻘﺮار،
ﻓﻘﺒﻞ ﺧﻠﻖ اﻟﻌﺮش أﻳﻦ ﻛﺎن اﷲ ﺗﻌﺎﱃ؟ ﺗﻌﺎﱃ اﷲ ﻋﻦ ذﻟﻚ ﻋﻠﻮّاﻛﺒﲑا.
”第三，我们承认真主高过了“阿热什
（al-‘Arsh）但非出于需
要，也没有稳定在其上；他是“阿热什”和其他事物的保护者，
他无所需求。假若他有所需求，就一定和被造物一样不能够创
”造和支配世界了；假若他需要坐下或者稳定，在创造“阿热什
。之前他在哪里呢？真主超然于此

اﻟﺮاﺑﻌﺔ  :ﻧﻘﺮ ﺑﺄن اﻟﻘﺮان ﻛﻼم اﷲ ﺗﻌﺎﱃ ﻏﲑ ﳐﻠﻮق ،ووﺣﻴﻪ وﺗﻨﺰﻳﻠﻪ ،ﻻﻫﻮ وﻻ ﻏﲑﻩ،
ﺑﻞ ﻫﻮ ﺻﻔﺘﻪ ﻋﻠﻰ اﻟﺘﺤﻘﻴﻖ ،ﻣﻜﺘﻮب ﰲ اﳌﺼﺎﺣﻒ ،ﻣﻘﺮوء ﺑﺎﻷﻟﺴﻨﺔ ،ﳏﻔﻮظ ﰲ
اﻟﺼﺪور ،ﻏﲑ ﺣﺎل ﻓﻴﻬﺎ؛ واﳊﱪ واﻟﻜﺎﻏﺪ واﻟﻜﺘﺎﺑﺔ ﻛﻠﻬﺎ ﳐﻠﻮﻗﺔ ،ﻷ ﺎ أﻓﻌﺎل اﻟﻌﺒﺎد،
وﻛﻼم اﷲ ﺳﺒﺤﺎﻧﻪ وﺗﻌﺎﱃ ﻏﲑ ﳐﻠﻮق ،ﻷن اﻟﻜﺘﺎﺑﺔ واﳊﺮوف واﻟﻜﻠﻤﺎت واﻵﻳﺎت
دﻻﻟﺔ اﻟﻘﺮآن ،ﳊﺎﺟﺔ اﻟﻌﺒﺎد إﻟﻴﻬﺎ؛وﻛﻼم اﷲ ﻗﺎﺋﻢ ﺑﺬاﺗﻪ؛ وﻣﻌﻨﺎﻩ ﻣﻔﻬﻮم ﺬﻩ اﻻﺷﻴﺎء.
ﻓﻤﻦ ﻗﺎل ﺑﺄن ﻛﻼم اﷲ ﺗﻌﺎﱃ ﳐﻠﻮق ،ﻓﻬﻮ ﻛﺎﻓﺮ ﺑﺎﷲ اﻟﻌﻈﻴﻢ ،واﷲ ﺗﻌﺎﱃ ﻣﻌﺒﻮد ﻻﻳﺰال
ﻋﻤﺎﻛﺎن؛وﻛﻼﻣﻪ ﻣﻘﺮوء وﻣﻜﺘﻮب وﳏﻔﻮظ ﻣﻦ ﻏﲑ ﻣﺰاﻳﻠﺔ ﻋﻨﻪ.
第四，我们承认《古兰经》是真主的言语，不是被造的；是真
；主的启示和经文，既不是他，也不是其他，而是他真实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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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写在卷册中、口头上诵读、被记在心里、但没有落在其中
的内容。墨水、纸张和书写行为是被造物，因为它们是人类行
为的结果，而真主的言语不是被造的。因为书写、字母、单词
是用来表达《古兰经》文的符号，人们需要它们；而真主的言
语是自立的，言语的意思借助符号得以理解。谁说真主的言语
是被造的，他就是否定伟大真主的人。真主是受崇拜的，他依
然跟原来一样；他的言语是被诵读的，被书写的，被背记的，
但没有与他分开。

 ﻧُﻘﺮّ ﺑﺄن أﻓﻀﻞ ﻫﺬﻩ اﻷﻣﺔ ﺑﻌﺪ ﻧﺒﻴﻨﺎ ﳏﻤﺪ ﻋﻠﻴﻪ اﻟﺼﻼة واﻟﺴﻼم أﺑﻮ:اﳋﺎﻣﺴﺔ
 ﻟﻘﻮل اﷲ، رﺿﻮان اﷲ ﻋﻠﻴﻬﻢ أﲨﻌﲔ، ﰒ ﻋﻠﻲ، ﰒ ﻋﺜﻤﺎن، ﰒ ﻋﻤﺮ،ﺑﻜﺮ اﻟﺼﺪﱢﻳﻖ
: ﻓِﻲ ﺟَﻨﱠﺎتِ اﻟﱠﻨﻌِﻴﻢِ{ )اﻟﻮاﻗﻌﺔ- َ أُوﻟَِﺌﻚَ اْﻟﻤُﻘَﺮﱠﺑُﻮن- َ }وَاﻟﺴﱠﺎﺑِﻘُﻮنَ اﻟﺴﱠﺎﺑِﻘُﻮن:ﺗﻌﺎﱃ
، وﳛﺒﻬﻢ ﻛﻞ ﻣﺆﻣﻦ ﺗﻘﻲ، وﻛﻞ ﻣﻦ ﻛﺎن أﺳﺒﻖ إِﱃ اﳋﲑ ﻓﻬﻮ أﻓﻀﻞ.(12 - 10
.ّوﻳﺒﻐﻀﻬﻢﻛﻞ ﻣﻨﺎﻓﻖ ﺷﻘﻲ
第五，我们承认，除了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这个“温麦”
（al-Umma）中最优秀的人是艾布·伯克尔，然后是欧麦尔，
然后是奥斯曼，然后是阿里—愿真主喜悦他们四人。因为真主
说：“那些走在前面的人，那些人是被接近的，在恩典的天堂
2

里。”
（
《古兰经》56：10-12）
，越是走在前面的人， 就越高贵；
这里指为信仰而追随先知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人们。他们的迁徙有先有后。

2

6

凡是敬畏的穆民，都会喜欢他们；凡是薄福的伪信者，都会憎
。恨他们

واﻟﺴﺎدﺳﺔ :ﻧُﻘﺮ ﺑﺄن اﻟﻌﺒﺪَ ﻣﻊ أﻋﻤﺎﻟﻪ وإِﻗﺮارﻩ وﻣﻌﺮﻓﺘﻪ ﳐﻠﻮق ،ﻓﻠﻤﺎ ﻛﺎن اﻟﻔﺎﻋﻞ
ﳐﻠﻮﻗﺎَ ،ﻓﺄﻓﻌﺎﻟﻪ أوﱃ أن ﺗﻜﻮن ﳐﻠﻮﻗﺔ.
第六，我们承认，人类及其行为，包括其口头承认和内心认识，
都是被造物。既然发出行为的人是被造的，其行为动作更是被
。造的

واﻟﺴﺎﺑﻌﺔ :ﻧُﻘﺮّ ﺑﺄن اﷲ ﺳﺒﺤﺎﻧﻪ وﺗﻌﺎﱃ ﺧﻠﻖ اﳋﻠﻖ وﱂ ﻳﻜﻦ ﳍﻢ ﻃﺎﻗﺔ ،ﻷ ﻢ
ﺿُﻌﻔﺎء ﻋﺎﺟﺰون ،ﻓﺎﷲ ﺗﻌﺎﱃ ﺧﺎﻟﻘﻬﻢ و رازﻗﻬﻢ ،ﻟﻘﻮﻟﻪ ﺗﻌﺎﱃ} :اﻟ ﱠﻠﻪُ اﱠﻟﺬِي ﺧَﻠَﻘَ ُﻜﻢْ
ُﺛﻢﱠ رَزَﻗَ ُﻜﻢْ ُﺛﻢﱠ ُﻳﻤِﻴﺘُ ُﻜﻢْ ُﺛﻢﱠ ﻳُﺤْﻴِﻴ ُﻜﻢْ{ )اﻟﺮوم(40 :
واﻟﻜﺴﺐ ﺑﺎﻟﻌﻠﻢ واﳌﺎل ﻣﻦ اﳊﻼل ﺣﻼل ،وﲨﻊ اﳌﺎل ﻣﻦ اﳊﺮام ﺣﺮام.
واﻟﻨﺎس ﻋﻠﻰ ﺛﻼﺛﺔ أﺻﻨﺎف :اﳌﺆﻣﻦ اﳌﺨﻠﺺ ﰱ إﳝﺎﻧﻪ ،واﻟﻜﺎﻓﺮ اﳉﺎﺣﺪ ﰱ ﻛﻔﺮﻩ،
واﳌﻨﺎﻓﻖ اﳌﺪاﻫﻦ ﰱ ﻧﻔﺎﻗﻪ .واﷲ ﺗﻌﺎﱃ ﻓﺮض ﻋﻠﻰ اﳌﺆﻣﻦ اﻟﻌﻤﻞ ،وﻋﻠﻰ اﻟﻜﺎﻓﺮ
اﻻﳝﺎن ،وﻋﻠﻰ اﳌﻨﺎﻓﻖ اﻻﺧﻼص .ﻟﻘﻮﻟﻪ ﺗﻌﺎﱃ } ﻳَﺎ أَﻳـﱡﻬَﺎ اﻟﻨﱠﺎسُ اﺗـﱠﻘُﻮا رَﺑﱠ ُﻜﻢُ اﱠﻟﺬِي
ﺧََﻠﻘَ ُﻜﻢْ {.ﻳﻌﲎ :أﻳﻬﺎ اﳌﺆﻣﻨﻮن أﻃﻴﻌﻮا ،و أﻳﻬﺎ اﻟﻜﺎﻓﺮون ءَاﻣﻨﻮا ،و أﻳﻬﺎ اﳌﻨﺎﻓﻘﻮن
أﺧﻠﺼﻮا.
第七，我们承认，真主创造人类的时候，人类是没有能力的，
因为他们是弱而无能的。真主是他们的创造者和给养者，因为
他说：“真主创造了你们，然后又赐予你们给养，然后再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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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死去，然后再复活你们。
”
（《古兰经》30：40）
营干（al-Kasb）是合法的，通过合法渠道积累财富是合法
的，通过非法渠道积累财富是非法的。
人们分为三类：信仰真诚的“穆民”，公开悖逆的“卡菲
尔”和阿谀奉承的“姆纳费格”
（伪信者）
。真主责成穆民多行
善事，要求“卡菲尔”回归信仰，命令伪信者忠于信仰。因为
真主说：“人们啊，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古兰经》4:1）
他是说：
“穆民们”啊，你们要顺从你们的主；
“卡菲尔们”啊，
你们要信仰你们的主；伪信者们啊，你们要对你们的主忠心。

 ﻷﻧﻪ ﻟﻮ، وﻻ ﺑﻌﺪ اﻟﻔﻌﻞ، ﻻ ﻗﺒﻞ اﻟﻔﻌﻞ، ﻧُﻘﺮ ﺑﺄن اﻻﺳﺘﻄﺎﻋﺔ ﻣﻊ اﻟﻔﻌﻞ:واﻟﺜﺎﻣﻨﺔ
 ﻓﻬﺬا ﺧﻼف، ﻟﻜﺎن اﻟﻌﺒﺪ ﻣﺴﺘﻐﻨﻴًﺎ ﻋﻦ اﷲ ﺗﻌﺎﱃ وﻗﺖ اﳊﺎﺟﺔ،ﻛﺎن ﻗﺒﻞ اﻟﻔﻌﻞ
(؛وﻟﻮ ﻛﺎن ﺑﻌﺪ38 : }وَاﻟ ﱠﻠﻪُ اْﻟﻐَﻨِﻲﱡ وََأﻧـُْﺘﻢُ اْﻟﻔُﻘَﺮَاءُ{ )ﳏﻤﺪ: ﻟﻘﻮﻟﻪ ﺗﻌﺎﱃ،ﺣﻜﻢ اﻟﻨﺺ
. ﻷﻧﻪ ﺣﺼﻮل ﺑﻐﲑ اﺳﺘﻄﺎﻋﺔ وﻻ ﻃﺎﻗﺔ، ﻟﻜﺎن ﻣﻦ اﶈﺎل،اﻟﻔﻌﻞ
第八，能力伴随着行为，不在行为之前，也不在其后。因为假
若能力在行为之前，人类一定不需要真主，这是违背经典原文
的，真主说：
“真主是无求的，而你们是有求的。
”（
《古兰经》
47：38）假若能力在行为之后，行为就是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
发生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وﻟﻠﻤﺴﺎﻓﺮ، ﻧﻘﺮ ﺑﺄن اﳌﺴﺢ ﻋﻠﻰ اﳋﻔﲔ واﺟﺐ ﻟﻠﻤﻘﻴﻢ ﻳﻮﻣﺎ وﻟﻴﻠﺔ: واﻟﺘﺎﺳﻌﺔ
8

 ﻷﻧﻪ، ﻓﺈﻧﻪ ﳜﺸﻰ ﻋﻠﻴﻪ اﻟﻜﻔﺮ، ﻓﻤﻦ أﻧﻜﺮ. ﻷن اﳊﺪﻳﺚ ورد ﻫﻜﺬا،ﺛﻼﺛﺔ أﻳﺎم وﻟﻴﺎﻟﻴﻬﺎ
 }وَإِذَا: ﻟﻘﻮﻟﻪ ﺗﻌﺎﱃ، واﻟﻘﺼﺮ واﻹﻓﻄﺎر رﺧﺼﺔ ﺑﻨﺺ اﻟﻜﺘﺎب.ﻗﺮﻳﺐ ﻣﻦ اﳋﱪ اﳌﺘﻮاﺗﺮ
َِﻣﻦ

ﺗَـ ْﻘﺼُﺮُوا

ْأَن

ح
ٌ ﺟُﻨَﺎ

ْﻋَﻠَﻴْ ُﻜﻢ

َﻓـَﻠَﻴْﺲ

ِاﻷَْرْض

ﻓِﻲ

ْﺿَ َﺮﺑـُْﺘﻢ

ْ} َﻓ َﻤﻦْ ﻛَﺎنَ ﻣِﻨْ ُﻜﻢْ ﻣَﺮِﻳﻀًﺎ أَو: وﰱ اﻻﻓﻄﺎر ﻗﻮﻟﻪ ﺗﻌﺎﱃ.( 101:اﻟﺼﱠﻼَةِ {) اﻟﻨﺴﺎء
.(184 :ﻋَﻠَﻰٰ َﺳﻔَﺮٍ َﻓ ِﻌﺪﱠةٌ ِﻣﻦْ أَﻳﱠﺎمٍ أُﺧَﺮَ {) اﻟﺒﻘﺮة
3

4

第九，我们承认摸靴子是应当的， 居家者可以摸一天一夜， 旅
行者三天三夜。因为有圣训这样规定了。否认这段圣训者，恐
5

怕已犯了悖逆罪，因为这段圣训几乎是众传的。根据经典原文，
旅行期间短做礼拜和不封斋是一种特许（al-Rukhṣat）
，真主说：
“如果你们出门在外，则不妨短做礼拜。”
（
《古兰经》4：101）
关于旅行期间不必封斋，他说：“你们当中，凡是有病在身，
或者出门在外者，可以在其他日子再行封斋。”
（《古兰经》2：
184）

 ﻣﺎذا أﻛﺘﺐ ﻳﺎ: ﻓﻘﺎل اﻟﻘﻠﻢ، ﻧُﻘﺮﱡ ﺑﺄن اﷲ ﺗﻌﺎﱃ أﻣﺮ اﻟﻘﻠﻢ أن ﻳﻜﺘﺐ:واﻟﻌﺎﺷﺮة
ٍ }وَ ُﻛﻞﱡ ﺷَ ْﻲء: ﻟﻘﻮﻟﻪ ﺗﻌﺎﱃ، اﻛﺘﺐ ﻣﺎ ﻫﻮ ﻛﺎﺋﻦ إِﱃ ﻳﻮم اﻟﻘﻴﺎﻣﺔ:ربﱢ؟ ﻓﻘﺎل اﷲ ﺗﻌﺎﱃ
3

原则上，穆斯林礼拜之前必须洗浴，其动作包括洗手、洗脸、摸头和洗脚等。如果天

气寒冷或者外出旅行，教法允许洗完脚穿上靴子，再次洗浴时不需要洗脚了。
4
就是说，在一天一夜之内，每次洗小净的时候，只需摸靴子，不必洗脚。
5
根据传述线索人数多寡，圣训分为单传（al-’Āhād）和众传（al-Mutawātir）。前者之线
索单一，每一代人只有一个或者两个传述人；后者指每一代都有众多人，这些人不可能
合伙编造一段圣训。此类圣训是最为可靠的，否认此类圣训者，等于在否认穆罕默德的
使命。

9

ﻓـَﻌَﻠُﻮﻩُ ﻓِﻲ اﻟﺰﱡﺑُﺮِ -وَ ُﻛﻞﱡ ﺻَﻐِﻴﺮٍوَﻛَﺒِﻴﺮٍ ﻣُﺴَْﺘﻄَﺮٌ{ )اﻟﻘﻤﺮ(53 - 52 :
第十，我们承认，真主命令天笔记录，天笔问：主啊，我记录
什么？真主说：
“你记录末日到来之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因为
《古兰经》中说：“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卷册中，任何
。大事和小事都被记录在册
”
）（《古兰经》54：53

واﳊﺎدﻳﺔ ﻋﺸﺮ :ﻧﻘﺮ ﺑﺄن ﻋﺬاب اﻟﻘﱪ ﻛﺎﺋﻦ ﻻ ﳏﺎﻟﺔ؛ وﺳﺆال ﻣﻨﻜﺮ وﻧﻜﲑ ﺣﻖ ،ﻟﻮرود
اﻷﺣﺎدﻳﺚ؛ واﳉﻨﺔ واﻟﻨﺎر ﺣﻖ ،وﳘﺎ ﳐﻠﻮﻗﺘﺎن ﻷﻫﻠﻬﻤﺎ ،ﻟﻘﻮﻟﻪ ﺗﻌﺎﱃ ﰱ ﺣﻖ اﳌﺆﻣﲏ:
ُأﻋِ ﱠﺪتْ ِﻟﻠْﻤُﺘﱠ ِﻘﲔَ؛ وﰱ ﺣﻖ اﻟﻜﻔﺮةُ :أﻋِ ﱠﺪتْ ﻟِﻠْﻜَﺎﻓِﺮِﻳﻦَ  .ﺧﻠﻘﻬﻤﺎ اﷲ ﻟﻠﺜﻮاب و اﻟﻌﻘﺎب.
واﳌﻴﺰان ﺣﻖ ﻟﻘﻮﻟﻪ ﺗﻌﺎﱃ} :وََﻧﻀَﻊُ اْﻟﻤَﻮَازِﻳﻦَ اﻟْﻘِﺴْﻂَ ِﻟﻴـَ ْﻮمِ اْﻟﻘِﻴَﺎ َﻣﺔِ{ )اﻷﻧﺒﻴﺎء(47 :؛
وﻗﺮاءةَ اﻟﻜﺘﺐ ﺣﻖ ،ﻟﻘﻮﻟﻪ ﺗﻌﺎﱃ} :اﻗـْﺮَأْ ﻛِﺘَﺎَﺑﻚَ ﻛَﻔَﻰ ﺑِﻨَـﻔْ ِ
ﺴﻚَ اْﻟﻴـَ ْﻮمَ ﻋَﻠَ ْﻴﻚَ ﺣَﺴِﻴﺒًﺎ{
)اﻹﺳﺮاء(14 :
第十一，我们承认坟墓里的惩罚是不可避免的，“蒙克尔”和
；“奈克尔”两位天使的考问是真实的，因为有很多圣训讲到了
天堂与火狱是真实的，它们已经被造好；对于“穆民”，真主
说：“天堂已经为敬畏者预备好了。”（《古兰经》3：133）；对
于“卡菲尔”，他说：“火狱已经为悖逆者们预备好了。”（《古
兰经》2：24）真主创造它们是为了奖赏和惩罚。称量功过是
真实的，因为真主说：
。“到末日，我将设立公平的称
”
（
《古兰
经》21：47）；宣读功过簿也是真实的，因为真主说：
“你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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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功过簿吧，今天，由你清算自己就够了
（
《古兰经》17：
）14

واﻟﺜﺎﻧﻴﺔ ﻋﺸﺮ  :ﻧﻘﺮ ﺑﺄن اﷲ ﺗﻌﺎﱃ ﳛﻴﻲ ﻫﺬﻩ اﻟﻨﻔﻮس ﺑﻌﺪ اﳌﻮت ،وﻳﺒﻌﺜﻬﻢ ﰲ ﻳﻮم ﻛﺎن
ﻣﻘﺪارﻩ ﲬﺴﲔ أﻟﻒ ﺳﻨﺔ ،ﻟﻠﺠﺰاء واﻟﺜﻮاب وأداء اﳊﻘﻮق ،ﻟﻘﻮﻟﻪ ﺗﻌﺎﱃ}وَأَنﱠ اﻟﺴﱠﺎ َﻋﺔَ
آﺗَِﻴﺔٌ ﻻَ رَْﻳﺐَ ﻓِﻴﻬَﺎ وَأَنﱠ اﻟ ﱠﻠﻪَ ﻳـَﺒـْ َﻌﺚُ َﻣﻦْ ﻓِﻲ اﻟْﻘُﺒُﻮرِ{ )اﳊﺞ (7:وﻟﻘﺎء اﷲ ﺗﻌﺎﱃ ﻷﻫﻞ
اﳊﻖ ﺣﻖ ،ﺑﻼ ﻛﻴﻔﻴﺔ و ﻻ ﺗﺸﺒﻴﻪ وﻻ ﺟﻬﺔ؛ وﺷﻔﺎﻋﺔ ﻧﺒﻴﻨﺎ ﳏﻤﺪ ﺻﻠﻰ اﷲ ﻋﻠﻴﻪ وﺳﻠﻢ
ﺣﻖ ﻟﻜﻞ ﻣﻦ ﻫﻮ ﻣﻦ أﻫﻞ اﳉﻨﺔ ،وإن ﻛﺎن ﺻﺎﺣﺐ اﻟﻜﺒﲑة .وﻋﺎﺋﺸﺔ رﺿﻲ اﷲ ﻋﻨﻬﺎ
ﺑﻌﺪ ﺧﺪﳚﺔ اﻟﻜﱪى أﻓﻀﻞ ﻧﺴﺎء اﻟﻌﺎﳌﲔ ،وأم اﳌﺆﻣﻨﲔ وﻣﻄﻬﺮة ﻣﻦ اﻟﺰﻧﺎ ،ﺑﺮﻳﺌﺔ ﻋﻤﺎ
ﻗﺎﻟﺖ اﻟﺮواﻓﺾ؛ ﻓﻤﻦ ﺷﻬﺪ ﻋﻠﻴﻬﺎ ﺑﺎﻟﺰﻧﺎ ،ﻓﻬﻮ وﻟﺪ اﻟﺰﻧﺎ .وأﻫﻞ اﳉﻨﺔ ﰲ اﳉﻨﺔ ﺧﺎﻟﺪون،
وأﻫﻞ اﻟﻨﺎر ﰲ اﻟﻨﺎر ﺧﺎﻟﺪون ،ﻟﻘﻮﻟﻪ ﺗﻌﺎﱃ ﰲ ﺣﻖ اﳌﺆﻣﻨﲔ} :أُوﻟَِٰﺌﻚَ ﻋَﻠَﻰٰ ُﻫﺪًى ِﻣﻦْ
رَﺑﱢ ِﻬﻢْ وَأُوﻟَِٰﺌﻚَ ُﻫﻢُ اﻟْﻤُﻔْﻠِﺤُﻮنَ {)اﻟﺒﻘﺮة (7:؛ وﰲ ﺣﻖ اﻟﻜﻔﺎر } :أُوﻟَِٰﺌﻚَ
َأﺻْﺤَﺎبُ اﻟﻨﱠﺎرِ ُﻫﻢْ ﻓِﻴﻬَﺎ ﺧَﺎِﻟﺪُونَ {)اﻟﺒﻘﺮة.. (39:واﷲ ﺗﻌﺎﱃ اﻋﻠﻢ
第十二，我们承认，为了奖赏和惩罚，也为了主持公道，真主
将在一日之内复活死去的所有生命，那一日相当于 5 万年。因
）为真主说：“真主将复活坟墓里的人们。”（《古兰经》22：7
天堂里的人见真主也是真实的，但没有“如何”，没有似像，
没有方向；我们先知的求情是真实的，他将为每一个穆民说情，
既使那人犯过大罪。继赫蒂彻（先知的第一任妻子）之后，阿
伊莎（先知的最后一位妻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性，她是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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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民之母，是清白无辜的，与热瓦菲德 传播的谣言毫无干系。
谁说她与人私通，谁就是私生子。天堂的居民将在天堂里永生，
火狱的居民将在火狱里永久。关于“穆民”
，真主说：
“那些人
是天堂的居民，将永居其中。”
（《古兰经》2：82）关于“卡菲
尔”
，他说：
“那些人是火狱的居民，将永居其中。”
（
《古兰经》
2：39）

热瓦菲德：拒绝派，即什叶派，因拒绝艾布·伯克尔和欧麦尔的哈里发地位的合法性
而得名，该派对圣妻阿伊莎多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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