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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的要素：宇宙-1-宇宙是认识安拉的途径 

 六月六月六月六月 

24 
2007 

信仰信仰信仰信仰-信仰和奇迹信仰和奇迹信仰和奇迹信仰和奇迹-第第第第（（（（05-36））））课：责成的要素：宇宙课：责成的要素：宇宙课：责成的要素：宇宙课：责成的要素：宇宙-1-

宇宙是宇宙是宇宙是宇宙是认识安拉的途径认识安拉的途径认识安拉的途径认识安拉的途径 

Praise be to Allah, the Lord of Creations, and Peace and blessings be upon our 

prophet Muhammad, the faithful and the honest. 

 Oh, Allah, we know nothing but what You teach us. You are the All- Knower, the 

Wise. Oh Allah, teach us what is good for us, and benefit us from what You taught 

us, and increase our knowledge. Show us the righteous things as righteous and 

help us to do them, and show us the bad things as bad and help us to keep away 

from them. 

  O Allah our Lord, lead us out from the depths of darkness and illusion, unto the 

lights of erudition and knowledge, and from the muddy shallows of lusts unto the 

heavens of Your Vicinity. 一切赞颂全归养育众世界的安拉，安拉的祝福和平安在我们守信、忠实的领袖穆罕默德上；主啊！除你教授我们的知识外，我们无任何知识，你确是全知明哲的。主啊！求你教授我们有益的知识，使你教授我们的知识有益于我们，求你给我们增加知识，求你昭示我们真理，并让我们追随它，求你让我们认清谬误，并且远离它。使我们成为倾听言辞并追随其中最美的人，以着你的慈悯使我们进入清廉的仆人之列，使我们走出无知和幻想的重重黑暗，到于知识和明白的无限光明。使我们从各种欲望的泥泞到于临近的乐园。 尊贵的兄弟们，伴随信仰和奇迹的课程，我们已到了第五课。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兄弟们，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为大家解明了：人确是最高等的被造物，因为在他承担使命之前，安拉就为他制服了天地间所有的一切， 并责成他崇拜安拉，安拉只有在给予他要素之后才责成他崇拜安拉，我在之前的课程里大概地谈过这些要素，我谈过宇宙、理智、天性、欲望、选择的自由、 时间是工作的外壳，现在我们开始细讲这些要素，宇宙是这些要素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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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的要素：宇宙-1-宇宙是认识安拉的途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哪两哪两哪两哪两个人会个人会个人会个人会对宇宙有分歧，尽管他俩的宗教不一样：对宇宙有分歧，尽管他俩的宗教不一样：对宇宙有分歧，尽管他俩的宗教不一样：对宇宙有分歧，尽管他俩的宗教不一样： 

 兄弟们，我想把大家放在细微的想象中，宇宙是 最可靠的。太阳，任何人不可能否认它，穆斯林、非穆斯林、伪信士、正直者、不正直者、世俗者、无神论者。太阳的存在是一清二楚的，其中的事实，人为之而谦逊。学者们推测，太阳已经燃烧了五十亿年，还能燃烧五十亿年，它的体积是地球的一百三十万倍，它喷出的火舌超过一百万公里，它的表面温度是六千摄氏度，它的内部温度是两千万度，假若把地球抛入太阳，一秒钟就会化为灰烬。 穆斯林、非穆斯林，否认者、无神论者、世俗者都屈从于这些事实，如果在教门里你要把一件事算为最大、最可靠的事的话，那么它就是宇宙，因为宇宙是证明安拉伟大的现象，它透视出安拉的美名，你从宇宙中可以看到安拉的大能，安拉的慈悯，尊严伟大的安拉的温和，因此假若一个人在一些分歧的事情中迷失了，每个人都号称跟莱依俩有联系，每个人都号称自己是依据真理的，这个安拉为人类而制服的宇宙，是认识性和优待性的制服，它是首先最可靠的，谁会否认太阳？谁会否认月亮、夜晚、白天、大地、山川、峡谷、河流、湖泊、海洋、飞鸟、鱼类、植物及人的创造？因此当你想要漫游、回归，那么你的内心已经充满了信仰，如果你想远离大地上所有的这些分歧，那么宇宙已经足够为一种奇迹了，宇宙中的所有事物都证明着安拉的伟大。 在所有的事物中都有宇宙迹象，证明着安拉是独一的。 兄弟们，这第五课的题目就是宇宙，需要多节课来讲解。 

以着宇宙来以着宇宙来以着宇宙来以着宇宙来认识安拉：认识安拉：认识安拉：认识安拉： 兄弟们，你以着宇宙来认识安拉，因此，你打开尊贵的《古兰经》，你读麦加经文，清高的安拉说： 

“誓以黎明誓以黎明誓以黎明誓以黎明，，，，与十夜与十夜与十夜与十夜” （黎明 章第1、2节） 

“以太以太以太以太阳阳阳阳及其光及其光及其光及其光辉发誓辉发誓辉发誓辉发誓” （太阳章 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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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以以笼罩时的黑夜发誓笼罩时的黑夜发誓笼罩时的黑夜发誓笼罩时的黑夜发誓” （黑夜 章 第1节） 

“你你你你说：你们要观察天地间的森罗万象说：你们要观察天地间的森罗万象说：你们要观察天地间的森罗万象说：你们要观察天地间的森罗万象” （优努斯 章 第101节） 

“教人教人教人教人观察自己的事物吧观察自己的事物吧观察自己的事物吧观察自己的事物吧” （皱眉 章 第24节） 

“人人人人应当想一想，他自己是什么造成的应当想一想，他自己是什么造成的应当想一想，他自己是什么造成的应当想一想，他自己是什么造成的” （启明星 章 第5节） 这些麦加的章节充满了形容宇宙的经文，为什么？因为认识安拉的途径是参悟天地的创造，证据是：清高的安拉说： 

“此外此外此外此外，，，，他他他他们将信仰什么言辞呢？们将信仰什么言辞呢？们将信仰什么言辞呢？们将信仰什么言辞呢？” （高处 章 第185节） 到于信仰的途径只有思考天地的创造，别无他路，因此清高的安拉说： 

“我我我我确确确确已将重任信托天地和山岳已将重任信托天地和山岳已将重任信托天地和山岳已将重任信托天地和山岳，，，，但它但它但它但它们不肯承担它，他们畏惧它，而人却承担了们不肯承担它，他们畏惧它，而人却承担了们不肯承担它，他们畏惧它，而人却承担了们不肯承担它，他们畏惧它，而人却承担了-人人人人确确确确是不是不是不是不义的，确是无知的。义的，确是无知的。义的，确是无知的。义的，确是无知的。” （同盟军 章 第72节） 不义者和无知者会承担信托吗？当他承担了，并且交还了它的权利，那么他就不是不义的、无知的。 

 宇宙是为人类而被制服的-认识性制服和优待性制服，这话非常精确，你面前的任何事
-一杯水、你面前的孩子、你的妻子、你面前的山岳、你面前的花朵，人们啊！宇宙中所有的一切都为你而制服-认识性制服和优待性制服。因此你从太阳、月亮，夜晚、白天，星球、星系，星座、星云认识安拉，你从山川、河流、海洋、飞鸟、你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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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面前的孩子中认识安拉，你学习确信的知识，一个细胞是怎样和另一个细胞结合的？之后他就是一个完美的，成长的婴儿，他说话、思考，他有两只眼睛，有两只耳朵， 有鼻子，有骨骼、肌肉、皮肤消化器官、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 、排泄系统、两个肾、体毛都是一种迹象。 当一个人迷失了，他屈从于无止境的分歧中，那么透视着安拉的伟大、存在、独一、完美最可靠的就是宇宙，他是存在的、独一的、完美的，因此清高的安拉说： 

“你你你你说：你们要观察天地间的森罗万象说：你们要观察天地间的森罗万象说：你们要观察天地间的森罗万象说：你们要观察天地间的森罗万象” （优努斯 章 第101节） 

对于命令和禁止的经文，你的立场是什么？对于命令和禁止的经文，你的立场是什么？对于命令和禁止的经文，你的立场是什么？对于命令和禁止的经文，你的立场是什么？ 兄弟们，话非常精细，我希望大家明白，当你读古兰经时，它是独一主的语言，你读到其中有命令的经文时，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服从命令，这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的语言， 在你读它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有使命，不可能没有立场，你读其中有命令的经文，清高的安拉说； 

“你你你你对信士们说：让他们放低他们的视线对信士们说：让他们放低他们的视线对信士们说：让他们放低他们的视线对信士们说：让他们放低他们的视线” （光明 章） 当你读了其中有命令的经文时，你应该怎样做？回答是：服从命令。清高的安拉说： 

“你你你你们不要互相背谈们不要互相背谈们不要互相背谈们不要互相背谈” （寝室 章） 当你读了其中有禁止的经文时，你的立场是什么？立场是你禁止。当你读了其中有描述乐园和在其中讲述的恩典和火狱及它的刑罚的经文时，你的立场是什么？你应该奔向乐园，而谨防火狱，即使是以半个枣子，清高的安拉说： 

“用右手接受自己的功用右手接受自己的功用右手接受自己的功用右手接受自己的功过簿的人将说：过簿的人将说：过簿的人将说：过簿的人将说：‘你你你你们拿我的功过簿去读读吧！我确已猜想到们拿我的功过簿去读读吧！我确已猜想到们拿我的功过簿去读读吧！我确已猜想到们拿我的功过簿去读读吧！我确已猜想到我必遇见我的账目。我必遇见我的账目。我必遇见我的账目。我必遇见我的账目。’他将在愉快的生活里他将在愉快的生活里他将在愉快的生活里他将在愉快的生活里，，，，在崇高的在崇高的在崇高的在崇高的乐园里。乐园里。乐园里。乐园里。” （真灾 章 第19-22节） 

“以左手接以左手接以左手接以左手接过自己功过簿的人将说：过自己功过簿的人将说：过自己功过簿的人将说：过自己功过簿的人将说：‘哎哎哎哎呀呀呀呀，，，，但愿我没有接但愿我没有接但愿我没有接但愿我没有接过我的功过簿，不知道我过我的功过簿，不知道我过我的功过簿，不知道我过我的功过簿，不知道我自己的账目，但愿尘世的死亡已了结我的一生！我的财产对我毫无裨益，我的权柄自己的账目，但愿尘世的死亡已了结我的一生！我的财产对我毫无裨益，我的权柄自己的账目，但愿尘世的死亡已了结我的一生！我的财产对我毫无裨益，我的权柄自己的账目，但愿尘世的死亡已了结我的一生！我的财产对我毫无裨益，我的权柄已从我的手中消失。已从我的手中消失。已从我的手中消失。已从我的手中消失。’‘ 你你你你们抓住他，给他带上枷锁。们抓住他，给他带上枷锁。们抓住他，给他带上枷锁。们抓住他，给他带上枷锁。’” （真灾 章 第25-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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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持的立场是什么？是奔向乐园，谨防火狱。当你读到以前的民族被毁灭的经文时，清高的安拉说： 

“你你你你说：他能使刑罚从你们的头上和脚下袭击你们，或使你们各宗派相混杂，从而使说：他能使刑罚从你们的头上和脚下袭击你们，或使你们各宗派相混杂，从而使说：他能使刑罚从你们的头上和脚下袭击你们，或使你们各宗派相混杂，从而使说：他能使刑罚从你们的头上和脚下袭击你们，或使你们各宗派相混杂，从而使你们这宗派尝试那宗派的战争。你们这宗派尝试那宗派的战争。你们这宗派尝试那宗派的战争。你们这宗派尝试那宗派的战争。” （牲畜 章 第65节） 你应该受劝。 

你你你你对宇宙性经文的立场是什么？对宇宙性经文的立场是什么？对宇宙性经文的立场是什么？对宇宙性经文的立场是什么？ 简而言之： 你只要读一节经文，你都应该对它持一立场。因此，当你读了一千节宇宙性的经文时，你对这些经文应该持的立场是什么？你应当对这些经文进行思考。那么当你读《古兰经》时，你遇到宇宙性的经文，这是你为了认识尊严伟大的安拉而思考的途径，视觉不能达到尊严伟大的安拉，不可能，清高的安拉说： 

“他他他他说：说：说：说：‘主主主主啊啊啊啊！！！！求求求求你你你你昭示我昭示我昭示我昭示我，，，，以便我看以便我看以便我看以便我看见你。见你。见你。见你。’主主主主说：说：说：说：‘你你你你不能看不能看不能看不能看见我，但你看那座山见我，但你看那座山见我，但你看那座山见我，但你看那座山吧！如果他能在他的本位上坚定，那末你就能看见我。吧！如果他能在他的本位上坚定，那末你就能看见我。吧！如果他能在他的本位上坚定，那末你就能看见我。吧！如果他能在他的本位上坚定，那末你就能看见我。’当他的主当他的主当他的主当他的主对那座山微露光华对那座山微露光华对那座山微露光华对那座山微露光华的时候，他使那座山变成粉碎的，穆的时候，他使那座山变成粉碎的，穆的时候，他使那座山变成粉碎的，穆的时候，他使那座山变成粉碎的，穆萨昏倒在地上。萨昏倒在地上。萨昏倒在地上。萨昏倒在地上。” （高处章 第143节） 那么，我们在今世是绝对不可能看见安拉的，但是我们的理智有可能达到他，因此宇宙是为我们被制服的，认识性制服，优待性的制服。 

人人人人对认识性制服和优待性制服的宇宙的立场：对认识性制服和优待性制服的宇宙的立场：对认识性制服和优待性制服的宇宙的立场：对认识性制服和优待性制服的宇宙的立场： 思量一下，假若一个人给你送了件礼物-非常新潮的一个手机，这手机可以记忆，回复，它就像你的职员，它会对你说：谁在何时给你来电话了，谁给你发短信了，并给你短信的信号，一个人送给你的手机，是他发明的这个手机，你会有什么感觉？这手机是送你的礼物，这人又是发明者，你会产生很多感想，首先，你会夸赞这个科研成果，再一个你会感激送你这个机子的人。因为安拉为我们制服天地间的一切-认识性制服和优待性制服。认识的反应就是归信，优待的反应就是感谢。思量一下，当你归信了，感谢了，你就实践了你存在的目的。现在，听一下这节经文：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你你你你们感谢并且归信，那么安拉不会惩罚你们们感谢并且归信，那么安拉不会惩罚你们们感谢并且归信，那么安拉不会惩罚你们们感谢并且归信，那么安拉不会惩罚你们” （妇女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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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归信和感谢，你就实践了你存在的目的，那时所有的治疗都停止了，此话怎讲？一个人的肾停止了工作，医生给他拍片子，发现它已经坏了。医生对他说：必须要进行手术，给他约好两星期后手术，这医生突然想起在手术前应重新拍照，重新拍照之后，突然发现肾又开始工作了，还要进行手术吗？仅仅归信使你顺服安拉的信仰和仅仅是感谢，就确已实践了你存在的目的，那时就停止了所有的各种治疗，思量一下：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你你你你们感谢并且归信，那么安拉不会惩罚你们们感谢并且归信，那么安拉不会惩罚你们们感谢并且归信，那么安拉不会惩罚你们们感谢并且归信，那么安拉不会惩罚你们” （妇女 章 ） 

 难道他喜欢惩罚我们？难道他喜欢让我们贫穷？难道他喜欢让我们生病？不可能，他无需惩罚我们，由艾比匝尔（愿主喜悦之）的传述，先知 （愿主福安之）由安拉 （赞他清高、吉庆）上的传述，的确他说：  

 

 

 

“我的仆人我的仆人我的仆人我的仆人啊啊啊啊！！！！的的的的确确确确我我我我对我自己禁止了亏枉，我也在你们之间禁止了它，因此你们不对我自己禁止了亏枉，我也在你们之间禁止了它，因此你们不对我自己禁止了亏枉，我也在你们之间禁止了它，因此你们不对我自己禁止了亏枉，我也在你们之间禁止了它，因此你们不要互相亏枉。我的仆人啊！你们所有人都是迷误的，除非我引要互相亏枉。我的仆人啊！你们所有人都是迷误的，除非我引要互相亏枉。我的仆人啊！你们所有人都是迷误的，除非我引要互相亏枉。我的仆人啊！你们所有人都是迷误的，除非我引导的人，因此你们求导的人，因此你们求导的人，因此你们求导的人，因此你们求我引导，我会引导你们。我的仆人啊！你们所有人都是饥饿的，除非我给他食物的我引导，我会引导你们。我的仆人啊！你们所有人都是饥饿的，除非我给他食物的我引导，我会引导你们。我的仆人啊！你们所有人都是饥饿的，除非我给他食物的我引导，我会引导你们。我的仆人啊！你们所有人都是饥饿的，除非我给他食物的人，因此你们向我要求食物，我就赐给你们食物。我的仆人啊！你们所有人都是赤人，因此你们向我要求食物，我就赐给你们食物。我的仆人啊！你们所有人都是赤人，因此你们向我要求食物，我就赐给你们食物。我的仆人啊！你们所有人都是赤人，因此你们向我要求食物，我就赐给你们食物。我的仆人啊！你们所有人都是赤身的，除非我赐给他衣服的人，因此你们向我要求衣服，我就赐给你们衣服。我的身的，除非我赐给他衣服的人，因此你们向我要求衣服，我就赐给你们衣服。我的身的，除非我赐给他衣服的人，因此你们向我要求衣服，我就赐给你们衣服。我的身的，除非我赐给他衣服的人，因此你们向我要求衣服，我就赐给你们衣服。我的仆人啊！的确你们白天夜晚犯错，的确我恕饶所有的罪过，因此你们当向我求饶，仆人啊！的确你们白天夜晚犯错，的确我恕饶所有的罪过，因此你们当向我求饶，仆人啊！的确你们白天夜晚犯错，的确我恕饶所有的罪过，因此你们当向我求饶，仆人啊！的确你们白天夜晚犯错，的确我恕饶所有的罪过，因此你们当向我求饶，我就饶恕你们。我的仆人啊！你们绝不能伤害我，你们怎么能伤害我呢？你们绝不我就饶恕你们。我的仆人啊！你们绝不能伤害我，你们怎么能伤害我呢？你们绝不我就饶恕你们。我的仆人啊！你们绝不能伤害我，你们怎么能伤害我呢？你们绝不我就饶恕你们。我的仆人啊！你们绝不能伤害我，你们怎么能伤害我呢？你们绝不能有益于我，你们怎么能有益于我呢？我的仆人啊！假若你们的前人和你们的后人能有益于我，你们怎么能有益于我呢？我的仆人啊！假若你们的前人和你们的后人能有益于我，你们怎么能有益于我呢？我的仆人啊！假若你们的前人和你们的后人能有益于我，你们怎么能有益于我呢？我的仆人啊！假若你们的前人和你们的后人，你们人类和你们精灵，他们都具有一个你们中最敬畏的人的心，你不，你们人类和你们精灵，他们都具有一个你们中最敬畏的人的心，你不，你们人类和你们精灵，他们都具有一个你们中最敬畏的人的心，你不，你们人类和你们精灵，他们都具有一个你们中最敬畏的人的心，你不会增加我的会增加我的会增加我的会增加我的国国国国权一丝毫。假若你们的前人和你们的后人，你们人类和你们精灵，都具有你们中权一丝毫。假若你们的前人和你们的后人，你们人类和你们精灵，都具有你们中权一丝毫。假若你们的前人和你们的后人，你们人类和你们精灵，都具有你们中权一丝毫。假若你们的前人和你们的后人，你们人类和你们精灵，都具有你们中最放荡的人的心，那也不会减少我的国权一丝毫。我的仆人啊！假若你们的前人和最放荡的人的心，那也不会减少我的国权一丝毫。我的仆人啊！假若你们的前人和最放荡的人的心，那也不会减少我的国权一丝毫。我的仆人啊！假若你们的前人和最放荡的人的心，那也不会减少我的国权一丝毫。我的仆人啊！假若你们的前人和你们的后人，你们人类和你们精灵，所有的都在一个高地上，然后他们向我祈祷，你们的后人，你们人类和你们精灵，所有的都在一个高地上，然后他们向我祈祷，你们的后人，你们人类和你们精灵，所有的都在一个高地上，然后他们向我祈祷，你们的后人，你们人类和你们精灵，所有的都在一个高地上，然后他们向我祈祷，我给予每个人他所要求的一切，那个不会减少我的宝藏一点，只除非是像针入到海我给予每个人他所要求的一切，那个不会减少我的宝藏一点，只除非是像针入到海我给予每个人他所要求的一切，那个不会减少我的宝藏一点，只除非是像针入到海我给予每个人他所要求的一切，那个不会减少我的宝藏一点，只除非是像针入到海里，我的仆人啊！我必清算你们的工作，然后我要完全的里，我的仆人啊！我必清算你们的工作，然后我要完全的里，我的仆人啊！我必清算你们的工作，然后我要完全的里，我的仆人啊！我必清算你们的工作，然后我要完全的报赏报赏报赏报赏你们，你们，你们，你们，谁谁谁谁发发发发现好现好现好现好事，事，事，事，让他让他让他让他赞美赞美赞美赞美安拉，安拉，安拉，安拉，谁谁谁谁要是发要是发要是发要是发现现现现不不不不好好好好的事的事的事的事情情情情，那么让他只，那么让他只，那么让他只，那么让他只责问责问责问责问他自己。他自己。他自己。他自己。” （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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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的要素：宇宙-1-宇宙是认识安拉的途径 

我要对你们说：宇宙中的天地和它俩中的一切是证明安拉的存在、独一、完美的迹象，也是证明安拉的美名和他尊贵的属性的迹象。这个宇宙是到于信仰最可靠的。假若人迷失了、迷误了、分歧了、分裂了、互相指责对方不信道，那么有一可靠的事物-即这个宇宙证明着安拉，因此清高的安拉说： 

“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创创创创造，造，造，造，昼昼昼昼夜的夜的夜的夜的轮流轮流轮流轮流，在有，在有，在有，在有理智理智理智理智的人看的人看的人看的人看来来来来，此中确有，此中确有，此中确有，此中确有许多许多许多许多的的的的迹迹迹迹象。他们象。他们象。他们象。他们站着、站着、站着、站着、坐着、躺着记念坐着、躺着记念坐着、躺着记念坐着、躺着记念安拉，并安拉，并安拉，并安拉，并思维思维思维思维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创创创创造，造，造，造，（（（（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主主主主啊！你啊！你啊！你啊！你没没没没有有有有突突突突然然然然的的的的创创创创造这个世造这个世造这个世造这个世界界界界。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赞颂赞颂赞颂赞颂你你你你超超超超绝万物，求你绝万物，求你绝万物，求你绝万物，求你保护保护保护保护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免受火狱免受火狱免受火狱免受火狱的刑罚。的刑罚。的刑罚。的刑罚。” （仪姆兰的家属 章 第190、191节） 这是最可靠的，他确已为我们制服了，因为我们接受了承担使命，清高的安拉说： 

“我我我我确确确确已将重任信托天地和山岳已将重任信托天地和山岳已将重任信托天地和山岳已将重任信托天地和山岳，，，，但它但它但它但它们不肯承担它，他们畏惧它，而人却承担了们不肯承担它，他们畏惧它，而人却承担了们不肯承担它，他们畏惧它，而人却承担了们不肯承担它，他们畏惧它，而人却承担了-人人人人确确确确是不是不是不是不义的，确是无知的。义的，确是无知的。义的，确是无知的。义的，确是无知的。” （同盟军 章 第72节） 因为我们接受了承担使命，我们的报酬就是为我们制服天地间所有的一切-认识性制服和优待性制服。认识之后的反应就是归信，优待之后的反应就是感谢。因此当你归信了让你服从安拉的信仰，并且感谢了安拉赐给你的恩典，那么你已经实践了你存在的最大目的。 

说明性制服：说明性制服：说明性制服：说明性制服： 现在，让我们作一部分详解：说明性和优待性，如：月亮，我们受益于它，在钟表、日历发明之前月亮是天上的日历。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14号是圆月，清高的安拉说： 

“以便以便以便以便你你你你们知道们知道们知道们知道历历历历算，安拉只算，安拉只算，安拉只算，安拉只依真理依真理依真理依真理而而而而创创创创造之。他造之。他造之。他造之。他为为为为能了能了能了能了解解解解的的的的民众解明民众解明民众解明民众解明一切一切一切一切迹迹迹迹象。象。象。象。” （尤努斯 章 第5节） 我们受益于它的日历和指引我们到于安拉的迹象，哪一个职能更大？说明性的任务大很多，最大的职能是你从它中认识安拉，其次是你在今世受益于它。 

西方取益于宇宙的西方取益于宇宙的西方取益于宇宙的西方取益于宇宙的职能性职能性职能性职能性
的一面：的一面：的一面：的一面： 

 可以说：西方世界奇迹般地实践了第二个职能，取益于今世，他完完全全地享受着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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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的要素：宇宙-1-宇宙是认识安拉的途径 

信士应该取益于第一职能-即认识安拉，他们取益于这个宇宙并不阻止他们认识安拉，他们是欠缺的，因此认知他的被造物，这是今世改善的根本。认知安拉的命令，这是服从的根本。因此，信士们应该取益于这个宇宙的大的职能，同样在他们的今世中也取益于它，至于那些迷失安拉的人，他们只采取了第二职能。 为了说明：一个人非常穷，他的收入不允许他买一口蜂蜜吃，一生中都没有尝过蜂蜜，非常穷，但是他学习，他手上有一本关于蜂蜜的书，他读了之后落泪了，太不可思议了，它可以治病，是一个完美的药店。这本书非常详细，对于蜂蜜和它的益处有很长的研究，还有古兰经文，读完之后他向安拉叩头，感谢安拉赐给他这些知识。斟酌一下，这个没有给他注定能吃上一口蜂蜜的人，实践了创造蜂蜜的最大目的。 一个随时可以喝饱蜂蜜的人，他没有参悟这个大恩典的话，那么他作废了创造他的目的中最大的目的。 有时，一个人走在花店前的路上，他的生活、他生活方式、他的收入不允许他拥有一束鲜花，只除非是为了一些场合。有另外一些人，非常富裕，鲜花是他们生活的基本的一部分，他们跟前经常有很多鲜花。穷人们没有这些能够，但是，假若一个穷人经过花店，他看见百合，看见各种颜色的花，闻见各种香味，然后为安拉而谦恭，那么他确已实践了他存在的目的，尽管他没拥有鲜花。 

必必必必须透过恩典到于施恩者：须透过恩典到于施恩者：须透过恩典到于施恩者：须透过恩典到于施恩者： 我希望大家不要成为像动物一样，只知道吃喝，而不知道它的养主，气概就是你要透过恩典认识施恩者，你的心因这些恩典而谦恭。 指主发誓，兄弟们，他们说：非常的临近是一种遮盖。你醒来，你的伤痛没了，这是很大的恩典，使者（愿主福安之）说： 

“感赞安拉，他取走了我的伤痛，主啊！赞颂属于你，你让我食之有味。”没有打点滴就让你仍然有力量，感觉到活力。所的道路都畅通无阻。你不会成为安拉想要的信士，除非当你认识到他的恩典。 你睡觉也是属于安拉的一大恩典，你睡觉使眼睛舒服，使你精神放松，远离世界，你所有的这些劳累都消除了，当你醒来就像一匹公马一样，你念这句话了吗？“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他使我们在死亡之后又复活了我们，归宿只到于他。”你的气概就是要像信士一样，透过恩典到于施恩者。而世俗的人一直在恩典中，并且享受着恩典，但是不认识施恩者。试想一下，假若你去到一家人，你看到非常丰盛的食物，一顿狼吞虎咽后，你对请你的这家主人说：谢谢，求安拉回赐你，饭菜真好吃，您太盛情了。可以理解吗？一个人像动物一样享受着今世，他享受之后自大，他享受之后谩骂教门，他享受之后侮辱人们，他享受之后为了他的欲望而压迫人们，这是禽兽，因此，在后世的出丑甚至会让一个人说： 

“主啊！你让我进火狱，对我来说，比我所遭遇的要容易。”当人的卑劣被揭示时，而



9 

责成的要素：宇宙-1-宇宙是认识安拉的途径 

他曾享受着这个宇宙，享受他的妻子、孩子，他吃了美味，但他不礼拜，不认识安拉，伤害安拉的仆人，尊严伟大的安拉惊奇他们对于刑罚真能忍受，清高的安拉说：  

“他他他他们们们们真真真真能能能能忍受火忍受火忍受火忍受火刑刑刑刑” （黄牛章） 因此，必须透过恩典到于施恩者-感谢安拉，一个人吃饱后说：感赞安拉。我们的领袖欧麦尔（愿主喜悦之）跟前有一个阿塞拜疆的客人，他说： “阿卜杜拉的母亲啊！你那里有什么吃的吗？”她说： 

“指主发誓，只有大饼和盐。”他说： 

“给我们拿点来。”他吃了、喝了。然后他说：感谢安拉给我们吃饱喝足了。 我注意到现在饭前要喝果汁，之后是各种调料、凉拌菜，泡馍、粥，之后是第一道菜、然后是第二道菜、米饭、蔬菜、各种烤肉，然后是水果、甜点，推迟而不感谢。 兄弟们，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认识施恩者，你有房子，是你的归宿。先知（愿主福安之）说：感赞安拉-那个使我有归宿的主。多少人没有归宿。 你有家的钥匙，你回到家里，你睡觉、洗澡、吃饭，你妻子、孩子在你面前，房子大小不重要，这是临时的家。你们读到讣告，他将被送到最后的归宿，他房子的价格一千八百万左右，他最后要去到非常狭小的坟坑，想像一下，一个一米五长，半米宽的土坑。 指主发誓，前些天归真了一个人，我当时参加了他的葬礼，我注意到盖板比坟坑窄1

0厘米，挖坟人放了一些石块，但是盖不严这个空缺，就往上填土。我想象着至少有两公斤土落在亡人上。这亡人在世的时候非常爱干净，非常整洁。这就是生活，因此一个人在离开今世时认识安拉了吗？感谢他了吗？使者（愿主福安之）感谢恩典，哪怕是非常细小的恩典。 兄弟们，这杯水，这话非常精确，大臣问国王（哈伦•拉希德）： 

“信士的长官啊！当你得不到这杯水时，你用多少钱去买？”他说： 

“用我一半的国权。”他说： “当你喝进去的这杯水出不来了呢？”他说： 

“用我的另一半国权。”有一次，国王归真了，我在讲课中说过，这个国王让自己在宫中当一名打字员，为了从恶疾上康复，他要让出王位。曾经的国王成了一个宫中的打字员，指主发誓，他的顽疾马上就康复了，在宫中当一个小职员，他身体健康，知觉灵敏，各个器官都很健全，活动方便，肌体没有任何病症。兄弟们，我经常说：  

“你你你你们中们中们中们中谁谁谁谁在在在在家家家家人中人中人中人中早早早早上上上上起起起起来安全来安全来安全来安全、、、、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有当天的有当天的有当天的有当天的给给给给养养养养，你们他就，你们他就，你们他就，你们他就好好好好像像像像拥拥拥拥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整整整整个世个世个世个世界界界界。。。。” （铁密集由阿卜杜拉•本马哈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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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的要素：宇宙-1-宇宙是认识安拉的途径 

国王问他的大臣：谁是国王？他说：你。国王说：不对，国王是那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也不认识我们，他有让他栖息的家，爱他的妻子，糊口的给养，的确如果他知道我们，他就会努力取悦我们，如果我们知道他，我们就会百般刁难他。 兄弟们，这个课程里最重要的一点，的确安拉为我们制服这个宇宙-说明性和优待性制服，从说明中你的立场是归信，从优待中你的立场是感谢，当你归信和感谢了，那么你确已实践了你存在的目的，那时，所有的治疗就停止了，清高的安拉说： 

“凡凡凡凡你你你你们所们所们所们所遭遭遭遭遇的遇的遇的遇的灾难灾难灾难灾难，都是，都是，都是，都是由由由由于你们所作的罪于你们所作的罪于你们所作的罪于你们所作的罪恶恶恶恶，他饶恕你们的，他饶恕你们的，他饶恕你们的，他饶恕你们的许多许多许多许多罪过。罪过。罪过。罪过。” （协商 章 第30节） 

“只要是挫折只要是挫折只要是挫折只要是挫折、、、、劳累、树枝划劳累、树枝划劳累、树枝划劳累、树枝划了一下，都是因了一下，都是因了一下，都是因了一下，都是因为为为为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亲亲亲亲手所手所手所手所为为为为，安拉饶恕，安拉饶恕，安拉饶恕，安拉饶恕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的。的。的。
” （伊本•尔萨克尔由白拉尔的传述） 

“它只是它只是它只是它只是你你你你们的作们的作们的作们的作为为为为对你们清算，然后我给你们完全的对你们清算，然后我给你们完全的对你们清算，然后我给你们完全的对你们清算，然后我给你们完全的报酬报酬报酬报酬，，，，谁谁谁谁发发发发现好现好现好现好，让他，让他，让他，让他赞颂赞颂赞颂赞颂安安安安拉。拉。拉。拉。谁谁谁谁发发发发现现现现除此之除此之除此之除此之外外外外的，让他只的，让他只的，让他只的，让他只责怪责怪责怪责怪他自己。他自己。他自己。他自己。” （出自穆斯林） 因此，宇宙是最可靠的，尽管人们分歧、分裂、互相诽谤，每个人都号称与莱伊俩有联系，每个人都号称自己是依据真理的，这个宇宙是最可靠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天才和不聪明的人、无神论者和世俗者都为此而谦恭，确定的事情。因此，现在的号召不会成功，只除非依据知识，因为所有的人都向知识低头。你在一个你不了解的社会提出一个问题，所有人都来反对你，你提出一个教门问题，你对他们说：“利息是不合法的”，就有人会问你 “谁说的？”钱不会冻结，你对他们说： 

“这是不合法的”，这是自由，意思就是你在不了解的社会中提出一个问题，你会发现会遭到强烈的反对。至于你对他们说：太阳比地球大一百三十万倍，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一千五百六十万公里。在蝎子座有一颗星星，它叫“蝎子的心脏”，它的体积相当于地球和太阳加上它俩之间的距离。太不可思议了，你用哲学，他们沉默了，这是什么？他会说：除安拉外绝无应受拜的主。 现在，我认为号召人到于安拉，最有力的方式就是你带来人们被它折服的宇宙迹象。因此宇宙在信仰中是最可靠的。这个宇宙，当你像安拉命令你的那样去参悟的时候，那么你的心就会充满对安拉的信仰和尊大。 

观察古兰经和宇宙性还有组成性的迹象的等级：观察古兰经和宇宙性还有组成性的迹象的等级：观察古兰经和宇宙性还有组成性的迹象的等级：观察古兰经和宇宙性还有组成性的迹象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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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的要素：宇宙-1-宇宙是认识安拉的途径 

可以说：兄弟们，尊严伟大的安拉有宇宙性的迹象，是这个宇宙。有组成性的迹象，是他的行为-火山、地震、打雷、洪水、暴风、风调雨顺。他有宇宙性迹象-他的被造物，他有组成性的迹象，他的行为，他有《古兰经》的迹象-他的语言。因此当你想认知他时，你应该好好地参悟他的宇宙性迹象，观察他的组成性迹象，清高的安拉说： 

“他他他他说：你们在说：你们在说：你们在说：你们在大大大大地上地上地上地上行走行走行走行走，然后观察，然后观察，然后观察，然后观察否认者否认者否认者否认者的结的结的结的结局局局局是怎是怎是怎是怎样样样样的。的。的。的。” （牲畜 章） 你为了认知安拉，你要思考他的古兰经迹象，你应该思考他的宇宙性迹象，观察他的组成性迹象，思考他的古兰经迹象。这些是认知尊严伟大的安拉的途径，但是必须要非常注意，他的确应该从宇宙性迹象开始，其次是古兰经的迹象，（古兰经可以给你照明）然后才是组成性的迹象，假若从它开始，那么它就成了雷区，你看到有些人沉溺于各种违抗和犯罪中，他们非常有钱，非常自在。有些人他们遭受着你所遭受的，他们就是穆斯林，你不可能理解安拉的哲理，除非一种情况，那是不可能的-即你的知识像安拉的知识一样，清高的安拉说： 

“法老法老法老法老确确确确已在国中傲慢已在国中傲慢已在国中傲慢已在国中傲慢，，，，他把国民分成他把国民分成他把国民分成他把国民分成许多许多许多许多宗派，而宗派，而宗派，而宗派，而欺负其欺负其欺负其欺负其中的一派人中的一派人中的一派人中的一派人；屠杀；屠杀；屠杀；屠杀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男孩男孩男孩男孩，，，，保保保保全他们的全他们的全他们的全他们的女孩女孩女孩女孩。他确是伤。他确是伤。他确是伤。他确是伤风败俗风败俗风败俗风败俗的。我要的。我要的。我要的。我要把恩典赏把恩典赏把恩典赏把恩典赏赐给赐给赐给赐给大大大大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受欺负受欺负受欺负受欺负的人的人的人的人，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以以以以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为表率为表率为表率为表率，，，，我要以他我要以他我要以他我要以他们们们们为继为继为继为继承承承承者者者者，我要使他们在，我要使他们在，我要使他们在，我要使他们在大大大大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得势得势得势得势，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昭示昭示昭示昭示法老、法老、法老、法老、和他们和他们和他们和他们俩俩俩俩的的的的军队军队军队军队，对于这，对于这，对于这，对于这些被欺负者些被欺负者些被欺负者些被欺负者所所所所提防提防提防提防的事。的事。的事。的事。” （故事 章 第4-6节） 你不可能揭示安拉的哲理，除非你的知识像安拉的知识一样，而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喜欢推迟观察安拉的组成性迹象到第三个阶段。至于参悟他的被造物，这是非常明白的，当你思考的越多，那么你对他的美名和尊贵的属性的信仰就会越坚定，至于他的行为，需要迟缓一点。 例如：你听一个老师的讲课非常的精彩，然后他打了一个学生，如果你是一个小孩，你就会说：这不是一个好老师。但是当你是他的同事，你知道这是他的孩子，他打他是因为他不听话，因为你接近他，所以你知道他的哲理，我希望一个人首先参悟天地的创造，其次是思考古兰经，最后才是观察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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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的要素：宇宙-1-宇宙是认识安拉的途径 

例如：在社会里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内战，你有可能很清楚。 我记得有一次我走在路上，一个人把我叫住，他对我说：当一个人去工作，打开他的商店，他听到枪声，他伸头去看，刚好一颗子弹打到他的脊柱，他立刻就瘫痪了。他对我说：他有什么罪过？我曾经 在大马士革的一个市场上走着，一个人从他的商店出来反问我说：你是演讲家，难道工作不是功修吗？我说：是功修。他说：他有什么罪过？我说：我不知道。 兄弟们，指主发誓，二十天后，一个尊贵的兄弟和我走在路上，他说：住在我们上面的一个邻居，他霸占了他兄弟的孤儿们的房子，很多年了，他都拒绝把房子还给他们，他住着他们的房子，他们急需要房子，昨天，他们向大马士革密当（区名）的一个学者申诉。这学者把这人叫来，但是他严厉的拒绝了。这学者斟酌了一下，（这学者归真了，求安拉慈悯他，他曾经是诵经家）他对孩子们说：“这是你们的叔叔，你们申诉他不合适，你们向安拉申诉吧！”这话是晚上九点说的， 早上九点那人就瘫痪了。 从故事的第二部分没有意义，无辜的人，他去开商店，为了获得孩子们的给养，他听到枪声，伸出头，刚好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脊柱，立即就瘫痪了。 我不知道，除非是人们告诉你的，当你知道了第一部分，事情就清楚了。 安拉的行为是组成性的，你不可能一下就明白，因此你把它交于安拉，安拉意欲的事就会发生，他不意欲的事就不会发生，有很深的哲理。 因此，兄弟们，我们面前有宇宙性迹象、组成性迹象、古兰经迹象。你应该参悟宇宙迹象，证据是：  

“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创创创创造，造，造，造，昼昼昼昼夜的夜的夜的夜的轮流轮流轮流轮流，，，，在有理智的人看来在有理智的人看来在有理智的人看来在有理智的人看来，，，，此中此中此中此中确确确确有有有有许多许多许多许多的的的的迹迹迹迹象。他们象。他们象。他们象。他们站着、站着、站着、站着、坐着、躺着记念坐着、躺着记念坐着、躺着记念坐着、躺着记念安拉，并安拉，并安拉，并安拉，并思维思维思维思维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创创创创造，造，造，造，（（（（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主主主主啊！你啊！你啊！你啊！你没没没没有有有有突突突突然然然然的的的的创创创创造这个世造这个世造这个世造这个世界界界界。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赞颂赞颂赞颂赞颂你你你你超超超超绝万物，求你绝万物，求你绝万物，求你绝万物，求你保护保护保护保护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免受火狱免受火狱免受火狱免受火狱的刑罚。的刑罚。的刑罚。的刑罚。” （仪姆兰的家属 章 第190、191节） 这些是组成性的有关宇宙的经文，清高的安拉说： 

“他他他他说：你们在说：你们在说：你们在说：你们在大大大大地上地上地上地上行走行走行走行走，然后观察，然后观察，然后观察，然后观察否认者否认者否认者否认者的结的结的结的结局局局局是怎是怎是怎是怎样样样样的。的。的。的。” （牲畜 章） 一个兄弟对我说：我是一个律师，我以前打一桩官司，我带来一个假证人，人家叫他作假证，他接受了，他必须发誓，要把手放在古兰经上。这是一桩关于价值五千万的房子的诉讼，可以通过这个假证的方式霸占这房子，他作证了，并且把手放在古兰经上，以安拉发誓他是说真话的。但他没说真话，而说的是假话。他说：指主发誓，他在我面前抬起了手，抓住桌子的一边发誓，并抬起手，像这样直直地站着。法官着急了，对他说：把你的手放下来。他已经死了，当他的手软了就倒下了。他说：指主发誓，就在我面前。清高的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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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他他说：你们在说：你们在说：你们在说：你们在大大大大地上地上地上地上行走行走行走行走，然后观察，然后观察，然后观察，然后观察否认者否认者否认者否认者的结的结的结的结局局局局是怎是怎是怎是怎样样样样的。的。的。的。” （牲畜 章） 但是，总而言之：我深深地希望你们注意这种思考方式，你有可能听说一千个故事都是听到后半部分，它绝对没有意义，而且还是一种干扰，但是也可能根据你的某种特殊关系，你有五个故事，而你知道前半部分。指主发誓，你应该为安拉叩头，为了他的公正，绝对的公正，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只听到后半部分，它是没有意义的话，交给安拉，交给他的公正、慈悯，你的养主不亏枉任何人。 尊贵的兄弟们，“安拉不会亏枉他们”这句话在语言中的形式，它的叫否定事情，还有一种情况是否一定发生，假若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他问：“你饿吗？”他回答说：“不饿”否定饥饿的发生，假若他问：“你是小偷吗？”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难道他只对他说：“不是”吗？不可思议，他会对他说：“我从来不偷盗”意思是偷盗不是我的性格，这不符合我的原则、价值观，我讨厌这种行为，我不喜欢这种行为，我痛斥这种行为，我拒绝这种行为，我看不起有这种行为的人，这叫作否定事情，否定事情的形式“安拉不会亏枉他们”，不可能，万万不可能亏枉人，清高的安拉说： 

“今天没有今天没有今天没有今天没有亏枉亏枉亏枉亏枉” （赦宥者 章） 

“谁干谁干谁干谁干微尘微尘微尘微尘重重重重的的的的善善善善，他将看见，，他将看见，，他将看见，，他将看见，谁干谁干谁干谁干微尘微尘微尘微尘重重重重的的的的恶恶恶恶，他也将看见。，他也将看见。，他也将看见。，他也将看见。” （地震 章第7、8节） 

“安拉是不会安拉是不会安拉是不会安拉是不会亏枉他们的亏枉他们的亏枉他们的亏枉他们的” （罗马人 章 第9节） 

“他的行他的行他的行他的行为虽为虽为虽为虽微如微如微如微如介子介子介子介子” （众先知 章 第47节） 有一次，一个黎巴嫩的兄弟因八十年代的黎巴嫩事件而搬到大马士革，住在大马士革，他开着车，出了车祸，主要原因是他撞了另外一辆车。我想像着：那个车主肯定气呼呼地下来，声音肯定特别大。非常奇怪的事情，看了看他，黎巴嫩的车，对他说：“我原谅你了。”一般慷慨的人，你给他两千镑他都不会满意，但是我看到他哭了，泪水往下流，我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没什么，指主发誓，两年前，有一个叙利亚人和他戴着头巾的家人，他们的车撞了我，我不想破坏他们的郊游，我对他说：“我原谅你了”。假若你思量一下，你会发现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但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千个后半部分的故事，没有意义，这是顽疾，这个车祸，你不知道，但是安拉知道，交予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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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从宇宙性的迹象开始，其次是古兰经的迹象，然后为我们揭示了一部分组成性的，他的行为的真相。 这个律师给我讲述了另一个故事：他说：我看到要枪决一个杀人犯的报告，我曾经是他的代理人，法官对他说：你给他传达，我传达了。他对他说：是你杀了他吗？他说：不，我没杀他。几天后处决他，他希望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处决他。他对我说，绳索就在他的脖子上，他对他说：现在一切都了结了，我将绞死这个杀人犯，我没有杀他，杀他的是其他人。三十年前，他曾是个警察局长，一个法国军官交给他一个人，让他处决，他把他关在马房，这人逃了，于是他抓了个游牧人来顶替他，第二天，他们就把他给处决了，这是在三十年前。 当你斟酌一下，你会发现令人惊心动魄的事，至于你没有斟酌，你看到穆斯林民族被欺辱，他们的土地被侵占，被杀害，就像你们所看到的，我们不能理解，只除非是尊严伟大的安拉让我们知道的，清高的安拉说： 

“安拉不会安拉不会安拉不会安拉不会亏枉他们亏枉他们亏枉他们亏枉他们” （罗马人 ） 主宰的哲理，也许是为了提高，清高的安拉说： 

“我要把恩典我要把恩典我要把恩典我要把恩典赏赏赏赏赐给赐给赐给赐给大大大大地上地上地上地上受欺负受欺负受欺负受欺负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故事章 第5节） 这不属于你的事情，这是安拉的事情，你放弃这所有的一切。因此我们有宇宙性迹象，我们在其中参悟，有组成性迹象，我们把它推迟到第三阶段，我们思考古兰经的迹象，清高的安拉说： 

“他他他他们怎么不们怎么不们怎么不们怎么不沉思《古兰经》沉思《古兰经》沉思《古兰经》沉思《古兰经》呢？呢？呢？呢？还还还还是他们的心上有锁？是他们的心上有锁？是他们的心上有锁？是他们的心上有锁？” （穆罕默德 章第24节） 

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尊贵的兄弟们：认知安拉的途径是：他的宇宙性迹象，他的组成性迹象，古兰经迹象，所有的这些迹象足以让我们认知安拉、喜悦安拉，因此在一部分圣洁的圣迹中提到：主啊！你最喜爱你的哪个仆人，以便我因你的喜爱而喜欢他？他说：我最喜爱的仆人是心灵敬畏，双手纯洁的人，他不会伤害任何人，他喜爱我，喜爱喜欢我的人，让人喜爱我。他说：主啊！的确你知道我喜爱你，我喜爱喜欢你的人，我怎样让人喜爱你？他说：你给他们提记我的恩典、恩惠、考验，也就是：给他们提记我的恩典，以便他们感赞我、思维，给他们提记我的恩惠，以便他们喜爱我，给他们提记我的考验，以便他们畏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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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信士的心中必须要有对安拉的感谢、喜爱、畏惧，从他的迹象中感谢他，从他的恩典中喜爱他，从他的考验中畏惧他。 翻翻翻翻译译译译 : Mohammed,Umda 校校校校对对对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