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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的因素：理智-1-理智是认识安拉的工具-理智和它与传述的关系 

 七月七月七月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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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信仰信仰信仰信仰-信仰与奇迹信仰与奇迹信仰与奇迹信仰与奇迹-第第第第（（（（07-36））））课，责成的因素：理智课，责成的因素：理智课，责成的因素：理智课，责成的因素：理智-1-

理智是理智是理智是理智是认识安拉的工具认识安拉的工具认识安拉的工具认识安拉的工具-理智和它与理智和它与理智和它与理智和它与传述的关系传述的关系传述的关系传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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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赞颂全归化育众世界的养主，祝福和平安属于我们的领袖-诚实、守信的穆罕默德。主啊！除你教授的知识外，再无知识，你是全知的、明哲的。主啊！求你教授我们有益的知识，求你使我们取益于你教授我们的知识，并给我们增加知识。求你昭示我们真理，并使我们追随之。求你昭示我们谬误，并使我们远离之。求你使我们成为听从真理并追随其中最美好的人，求你以你的慈悯使我们进入你的清廉的仆人之列。求你使我们走出无知和幻想的重重黑暗，到于明白和认知的无限光明，并使我们走出各种欲望的泥泞，到于临近的乐园。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尊贵的兄弟们，信仰和奇迹之课中的第七节课，我们在这之前已经谈过“责成的因素”，我们说过：宇宙确是最可靠的，它属于首要的责成因素。健全的理智，它也属于责成的因素。的确健全的天性、我们因之而两次忍耐和两次感谢升华的欲望，的确安拉赐给我们自由的代价是我们的工作，法律是衡量理智和天性的，而时间是这一责成的外壳。我们在上节课确已结束了宇宙的课题和宇宙中证明安拉伟大的迹象的课题。至于证明安拉伟大的迹象，如果安拉意欲，以后每节课都会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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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的因素：理智-1-理智是认识安拉的工具-理智和它与传述的关系 

 

责成的因素中有：理智责成的因素中有：理智责成的因素中有：理智责成的因素中有：理智 现在我们转到“理智”的课题，它对人来说，是基本中的基本。 

1. 

证明理智的证据的经文很证明理智的证据的经文很证明理智的证据的经文很证明理智的证据的经文很
多：多：多：多： 

 不然，提到理智和与之相关的经文确是将近一千节，清高的安拉说： 

“难道你们不明理吗？难道你们不明理吗？难道你们不明理吗？难道你们不明理吗？” （雅辛 章 第68节） 

“难道你们不观察吗？难道你们不观察吗？难道你们不观察吗？难道你们不观察吗？” （大灾 章 第17节） 

“难道你们不觉悟吗？难道你们不觉悟吗？难道你们不觉悟吗？难道你们不觉悟吗？” （牲畜 章 第80 节） 与理智相关的经文，将近一千节。 

2. 人用理智思考人用理智思考人用理智思考人用理智思考，，，，用心去用心去用心去用心去爱，他的身体行动：爱，他的身体行动：爱，他的身体行动：爱，他的身体行动： 兄弟们，大家都知道，人确是用理智思维，用心去爱，身体活动。的确，人应该响应理智的需求，理智的需求是知识。应该响应心灵的需求，心灵的需求是爱。同样应该响应身体的需求，身体的需求是食物和饮料。响应了这三种需求的人是卓越的，而没有响应心灵需求的人是极端者。在卓越者和极端者之间的区别非常大。人的性灵就是他本身，它就是那个会说话、责备、归信、否认，高贵、低贱，喜爱、憎恶，感谢、故恩、公平、奋斗的灵魂。人的灵魂不会死亡，但它要尝试死亡，死亡就是通过停止主宰的支持，人的灵魂从它所在的躯体中分离，灵魂就是主宰的支持。 就如机器里的电一样，停止了主宰的支持，人从它的躯体里分离了，因此有了死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电灯，要么我们切断它的电源，使它死亡，要么我们摔碎它，电源接着也是死亡。死亡就是支持中断了。至于中断就是身体毁坏了，不能接受主宰的支持，因此就产生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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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的因素：理智-1-理智是认识安拉的工具-理智和它与传述的关系 

总言之：你的气概就是要关注你的灵魂，因为它是永生的。但是非常遗憾，西方文化用所有的成就来单单地关注身体，西方文化的成就在死亡的时候就结束了。而伊斯兰文化的成就从出生开始，而不结束，也不是到永远。 事实确凿，清高的安拉说： 

“他他他他们将喊叫说：们将喊叫说：们将喊叫说：们将喊叫说：‘马力克啊！请你的主处决我们马力克啊！请你的主处决我们马力克啊！请你的主处决我们马力克啊！请你的主处决我们吧吧吧吧！！！！’他他他他说：说：说：说：‘你你你你们必定要留在刑罚中们必定要留在刑罚中们必定要留在刑罚中们必定要留在刑罚中。。。。’” （金饰 章 第77节）  人的灵魂要尝试死亡。 

理智是理解力，必须要以
知识响应它的需求： 

 尊贵的兄弟们，安拉给人创造了理智，它是理解力，它对于认知是最高需求，只要一个人他没有响应这些需求，那么他就会由人性的水平降低到根本就不适合他的地步，只要他没有探寻真理，没有探索他存在的秘密、目的，没有研究安拉让他承担的使命，没有研究安拉责成他的任务，没有询问他自身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只要他没有抽空认识真理，只要他没有求知，那么他就会从人性的水平降低到根本就不适合他的水平。 有两种人：学者和学生，除他俩之外的没什么好的（（我的孩子啊！知识比钱财好，因为知识保护你，而钱财要你保护。钱财花了就少了，而知识费用，会增加。我的孩子啊！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钱箱就空了。学者们永垂不朽，他们不在了，他们的教训在人们的心中。））（（人分为三种：让人认识安拉的学者；学习的学生；下流的人，人云亦云者，他没有以知识的光照明，也没有找到坚实的角落。“库昧力”啊！你当谨防成为这种人。）） 这是我们的领袖-阿里说的话。 

人像人像人像人像这样死亡：这样死亡：这样死亡：这样死亡： 因此：理智是理解力，人只要没有响应这一理解力，他就会从人性的水平降低到牲畜的水平，因此清高的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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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的因素：理智-1-理智是认识安拉的工具-理智和它与传述的关系 

“他他他他们是死的，不是活的，他们不知道崇拜者们将在何时复活。们是死的，不是活的，他们不知道崇拜者们将在何时复活。们是死的，不是活的，他们不知道崇拜者们将在何时复活。们是死的，不是活的，他们不知道崇拜者们将在何时复活。”  （蜜蜂 章 第21节） 一个人的死亡，清高的安拉说：  
 

“他他他他们只像牲畜一样，他们甚至是更迷误的。们只像牲畜一样，他们甚至是更迷误的。们只像牲畜一样，他们甚至是更迷误的。们只像牲畜一样，他们甚至是更迷误的。” （准则 章 第44节）  

“他他他他们好像木偶一样们好像木偶一样们好像木偶一样们好像木偶一样” （伪信者 章 第4节） 

“你你你你绝不能使在坟中的人听闻绝不能使在坟中的人听闻绝不能使在坟中的人听闻绝不能使在坟中的人听闻” （创造者 章 第22节） 尊贵的兄弟们啊！只有当你寻求了知识，你才可能确定那个，只有当你寻求了知识，你才可能肯定你的人性。 

理智是原理智是原理智是原理智是原则的总和：则的总和：则的总和：则的总和： 兄弟们啊！这所谓的理智是什么呢？它是各种原则的总和。 

第一原第一原第一原第一原则：原因性：则：原因性：则：原因性：则：原因性： 第一个原则：原因性的原则，意思是你的理智如果没有原因，他不可能理解什么。当你锁了家门去旅行了，其他任何人都没有钥匙，你关了家里的所有灯，当你回来的时候，你远远地就看见家里有灯光，你当时的担心就无法形容了。你妻子问你：“你担心什么？谁进我们家了？”因为你的理智不可能相信这些灯不会自己亮的。这理智不会理解什么，除非是有什么原因。 

第二原第二原第二原第二原则：目的性：则：目的性：则：目的性：则：目的性： 

 

 同样没有目的，他也不会理解什么，把这件事情放在这个地方，是什么目的？ 有一次我去副朝，在圣寺里有一个放《古兰经》的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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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的因素：理智-1-理智是认识安拉的工具-理智和它与传述的关系 

但是这个图书室的顶是斜着的，为什么？保护《古兰经》？以免朝觐者不注意地将不适合的东西放在《古兰经》上，这个图书室顶设计成斜的，你对其个中的设计不理解，除非是为了这个目的。对此有上千个例子，为什么你看到汽车的后面会有一根链子拖在地上，你不理解，尽管大货车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直到你了解到：当雷电袭击时，这条链子会将雷电传开，让货车免遭烧毁。凡人的理智没有原因的话，不会理解一件事物；没有目的，也不会理解一件事物。 

第三原第三原第三原第三原则：无矛盾：则：无矛盾：则：无矛盾：则：无矛盾： 不接受矛盾，你会相信一个人，他晚上八点钟在大马士革，在同一时间他又在哈勒破吗？不可能，理智拒绝矛盾，它不会被理解，除非有其原因。它不不会理解，除非有其目的。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宇宙制度的根本就是原因性的和目的性的，没有矛盾。假若理智的初衷与于宙制度没有完全吻合的话，理智一定会作废了它的最大任务-即：认识尊严伟大的安拉，假若宇宙，其中没有原因性的原则，一件事物毫无原因 地突然被创造，理智就会困惑。假若相反，在宇宙中有原因性原则。至于理智没有这种原则，你会说：“只要原因不是必须的，一定会发生事情。因此，这宇宙没有创造者。”但是你看鸡来自蛋，而蛋又来自鸡，是谁创造了第一只鸡？谁是原因的创造者？是尊严伟大的安拉，尊严伟大的安拉通过原因性的方式温和地把你带到于安拉，他是原因的创造者，通过目的原则，把你温和地带到你经常想要达到的目的。 奶牛每天产大量的奶，超过她的牛犊所需要的十倍，这些多余的奶是给谁的？是给我们的。清高的安拉说： 

“他他他他为你们所创造的牲畜为你们所创造的牲畜为你们所创造的牲畜为你们所创造的牲畜” （蜜蜂章 第5节） 假若你继续探究这个原因性原则、目的性原则的话题，原则没有冲突，你一定会看到理智确是认识安拉的工具，理智原则和原则规律相吻合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这使理智充分的得到发挥 

理智的任理智的任理智的任理智的任务是局限的：务是局限的：务是局限的：务是局限的： 但是理智的任务是被局限的，怎么说呢？它就完全像一个卖食品的商店里的称，但是它非常精确，价格也非常高，其中有记忆卡。这称尽管非常精准，但是它的任务是局限的，你可以在五克至五千克之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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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的因素：理智-1-理智是认识安拉的工具-理智和它与传述的关系 

它，假若你想要用这个称，称你的车子，你把它放在地上，然后把车子开上去，一定会压碎它。你可以说：这称不好，因为会被压碎。我们会对你说：因为你对它的使用超出了创造它的任务范围。 

在可以感知、可以理解、消息性范围内的确信工具： 可以感知的范围，可以理解的范围，消息性范围。可以感知的事物是五官用它来确信工具，灯会发光，风扇的声音可以听见，这是咖啡色，这是凿过的木头，确信的工具只可以在五官可以感知的范围内，或者增加感官，显微镜可以增加感官，望远镜可以增加感官。显微镜和望远镜是两个增加感官的工具，但是，所有的物质性事物，五官是认识它的工具。这个范围里，绝对没有分歧。 但是，第二个范围：可以理解的范围，这个范围是理智以它来确信的工具，理智的任务是观察物质性的事物，或者观察物质性事物的痕迹，没有见到这事物而判断它的存在。它看到脚印，因此他说：“脚印证明有人走过。”它看到水，他说：“水证明有河。”它看到驼粪，他说：“证明着有骆驼。”他看到墙后面有烟，他说：“没有火就不会有烟。”这是理智的任务。你给它一件事物的痕迹，他就会相信这件事物。一件事物的本体不在了，而他的痕迹留下了，确信它的工具就是理智。亮着的灯，这是电的痕迹。扩音器的声音，是电的痕迹。那么：理智的任务，它是在可以理解的范围里用以确信的工具。也就是说：一些本体不在了的事物，它们的痕迹留下了，这是理智对这个领域的任务范围。因此一件它的本体和痕迹都显现的事物，就像这个杯子，它的本体和痕迹都显现了，确信它的工具是五官，用手触摸，用皮肤感觉冷和热。用眼观看它，假若它有声音的话，用耳朵听。物质性事物，它的本体和痕迹都显现，确信它的工具是五官。至于当我们看到烟，而没有看到火，我们会说：“我们没看到火的本体，而我们看到了它的痕迹-它就是烟。”理智判断说：“没有火就不会有烟。”至于当一件事物的本体和痕迹都不在了，那么理智就不起作用了。这是第三个范围：消息性范围。遥远的过去属于消息性范围，死亡之后的事情属于消息性范围。天使，相信天使也是属于消息性范围。相信精灵属于消息性范围。本体和痕迹都显现的事物是属于第一个范围——可以感知的事物，五官是确信它的工具。本体不在了，而留下痕迹的事物，这是属于理智可理解的范围，理智是确信它的工具。本体和痕迹都没有的事物，确信它的工具是诚实的消息。事实非常明白，你去到一家人，你看到水壶或者杯子，这属于可感知的范围。你看到灯亮着，亮着的是电的痕迹，你会说：“家里有电”，要么是来自普通电网，或者是来自发电机。当你看到一个锁着的箱子，再聪明、再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知道里面有什么。 然后主人来了，他告诉你：“这是一个装书的箱子，我把我的珍贵书籍装在里面。”他告诉了你这个消息。 

 

 

 



7 

责成的因素：理智-1-理智是认识安拉的工具-理智和它与传述的关系 

 

哲理判断每件事物放在它
合适的位置： 

 有它的本体和痕迹都显现的事物，五官是确信它的工具。本体不在而留下痕迹的事物，理智是确信它的工具。本体和痕迹都不在的事物，诚实的消息是确信它的工具。你的豪气在于要把教门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放在它正确的位置。 至于当你想用你的理智在第三个范围里讨论时，那么你的理智就迷惑了。 或许一个不相信安拉的人会对你说：你给我拿来一个证明天使存在的证据来，对此没有证据，我要证明天使存在的科学证据，证明精灵存在的科学证据，证明后世存在的科学证据。这些是消息性的问题。 有非常精细的事情，为什么宣教者会犯错，他在否认根本的人面前纠正消息性问题，而陷于极度的混乱中，他没有证据。你的豪气就是把任何问题放在它的正确的位置。感知性问题、理解性问题、消息性问题。 兄弟们啊！你有时会进入到一所大学，有很多花园，有漂亮的阶梯教室，有隔音设备，有舒适的椅子，有移动黑板，有扩音器，有投影机，宿舍楼、管理楼、实验室、阶梯教室、大厅、这些你用理智都能知道，但是你能不能知道校长是谁？不可能。哪些人是系主任？不可能。在接收学生、及格、开除和开除学生的内部制度是什么？不可能。单理智是不够的，必须要通过传述。我们有理智和传述。 

所有所有所有所有你你你你的理智无法理解的事物的理智无法理解的事物的理智无法理解的事物的理智无法理解的事物，，，，安拉都把它告安拉都把它告安拉都把它告安拉都把它告诉你：诉你：诉你：诉你： 好好想想：任何你的理智无法理解的事物，安拉都把它告诉你。属于食品商店里的称，它是无法称你的汽车的，汽车厂家已经为你在车内设计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汽车的准确的重量。任何你的理智无法理解的事物，安拉都把它告诉你。 兄弟们，我们应当决然地确信这双眼睛，无论它视力再好-有时候，一个人去检查视力，医生对他说：5.3，最下面一行他都能看清，倒数第二行是5.2，至于最后一行是5.3，这双眼睛，无论视力怎么好，在你和物体之间如果没有光线的话，它没有丝毫价值。 假若一个盲人和一个视力好的的人，在一间没有光线的屋子里，他俩完全一样。同样眼睛如果在它与物体之间没有光线作媒介的话，没有任何价值。因此理智如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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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启示指示的话，也没有任何价值。光对于眼睛来说就像是启示对于理智一样。因此清高的安拉说： 

“他他他他确确确确已思考已思考已思考已思考，，，，确确确确已已已已计划。但无论他怎样计划，他是被弃绝的。无论他怎样计划，他计划。但无论他怎样计划，他是被弃绝的。无论他怎样计划，他计划。但无论他怎样计划，他是被弃绝的。无论他怎样计划，他计划。但无论他怎样计划，他是被弃绝的。无论他怎样计划，他终是被弃绝的。他看一看，然后皱眉蹙额，然后高傲地转过身去，而且说：终是被弃绝的。他看一看，然后皱眉蹙额，然后高傲地转过身去，而且说：终是被弃绝的。他看一看，然后皱眉蹙额，然后高傲地转过身去，而且说：终是被弃绝的。他看一看，然后皱眉蹙额，然后高傲地转过身去，而且说：‘这只是这只是这只是这只是传习的魔术，这只是凡人的言辞。传习的魔术，这只是凡人的言辞。传习的魔术，这只是凡人的言辞。传习的魔术，这只是凡人的言辞。’我将使他我将使他我将使他我将使他坠入火狱，你怎能知道火狱是什么？它坠入火狱，你怎能知道火狱是什么？它坠入火狱，你怎能知道火狱是什么？它坠入火狱，你怎能知道火狱是什么？它不让任何物存在，不让任何物留下，它烧灼肌肤，管理它的，共计十九名。不让任何物存在，不让任何物留下，它烧灼肌肤，管理它的，共计十九名。不让任何物存在，不让任何物留下，它烧灼肌肤，管理它的，共计十九名。不让任何物存在，不让任何物留下，它烧灼肌肤，管理它的，共计十九名。” （盖被的人章 第18-30节） 那意思就是：凡人的理智如果没有来自天上的启示，它就会迷误、失足、偏斜。这就是我们和西方文化所遭受的，仅仅依据理智，他们在黑暗里工作，穆斯林们在阳光下睡觉。 

健全的理智和辩解性理智： 现在，有健全的理智和辩解性理智，健全的理智驾驭你趋向真理，但是辩解性理智，你把它使用在创造它的目的之外的事情上，此话怎讲？ 你有可能获得一部价格非常昂贵的照相机，当你把它使用在设计封面、卡片、日历、纪念卡，你有可能获很多利润。但是你把它使用在造假钞上，而使你进了监狱。同一个机子，要么你在畅销的艺术性、商业性的工作中使用它，有很多利润。要么在法律禁止的工作中使用它，而这个机子是你进入监狱的因素。因此，理智没有启示的话，有可能成为毁灭它的主人的因素，清高的安拉说： 

“我一定要抓住他的我一定要抓住他的我一定要抓住他的我一定要抓住他的额发额发额发额发” （血块 章 第15节） 

 额发就是头前面的头发，作决定的位置，裁判的位置，说谎者和犯罪者的额发。当一个人做出错误的决定时，他的理智是因素。 举个例子：一个人有套价格昂贵的房子，他把它卖了，收了假币，而在他的口袋里装着验钞机。现在有一种仪器，你把钱放在上面，它的屏幕上会显示颜色，如果显示橙色，那么这钱币是真的。如果显示的是其它颜色，那么这钱币是假币。这人以很高的价格卖了他的房子，在他的口袋里有验钞机，而他没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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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理智。在他的另一个口袋里有假币的号码，这就是法律。他没有使用他的理智，也没有参考法律，他收到的都是假币，因此，丢了他的房子，而他是其中的因素。 因此，兄弟们，健全的理智驾驭你趋向福利、趋向幸福、趋向成功、趋向信仰安拉、顺从安拉，趋向服务人类、趋向安拉。至于辩解性的理智，就好像你侵略一个国家，你宣称你侵略它是为了“自由”、“民主”，而事实却相反，掠夺财富，任意杀人。因此最危险的事就是狡辩性的理智。这理智是卑鄙下流的，掩盖欲望、掩盖偏斜、掩盖恶臭，当你与犯罪者同坐时，你听了他对自己行为的辩解，他使用他的狡辩性理智。当你与一个理智、正直的信士会见，他正确地使用他的理智。因此，真理是一个圆圈，有四条线从中穿过：正确传述之线，健全理智之线，完整天性之线，客观现实之线。激情的理智，正确的传述，完整的天性，客观的现实。 兄弟们，我刚才也说了：理智，当你把它使用在创造它的目的之外的事物，它就会成为毁灭因素，清高的安拉说： 

“他他他他确确确确已思考已思考已思考已思考，，，，确确确确已已已已计划。但无论他怎样计划，他是被弃绝的。计划。但无论他怎样计划，他是被弃绝的。计划。但无论他怎样计划，他是被弃绝的。计划。但无论他怎样计划，他是被弃绝的。” （盖被 者 章 第18、19节） 但是，理智需要天上的启示来启发，需要明哲的创造者的指引。 兄弟们，当时，尊严伟大的安拉说： 

“至仁主至仁主至仁主至仁主，，，，曾教授曾教授曾教授曾教授《《《《古古古古兰经》，他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兰经》，他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兰经》，他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兰经》，他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 （至仁主 章 第1-4节） 

在理智和方针之间： 现在，和理智一起有方针。教授人《古兰经》，在创造之前能理解吗？这节经文的注解是怎样的呢？的确经文的排列是整理性排列，而不是时间性排列。那么，如果没有方针来指导的话，人的存在没有意义，因此《古兰经》就是方针，就像一台价格昂贵、功力强大、结构复杂的设备，卖给你设备的公司忘记了给你寄说明书。如果没有说明书，你使用就会损坏它。假若你担心一文不值，难道说明书不比设备重要？这就是清高的安拉言辞的意思： 

“至仁主至仁主至仁主至仁主，，，，曾教授曾教授曾教授曾教授《《《《古古古古兰经》，他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兰经》，他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兰经》，他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兰经》，他创造了人，并教人修辞。” （至仁主 章 第1-4节） 接受《古兰经》提前于创造人，是安排性的提前，而不是时间性的提前。 

在理智在理智在理智在理智问题中要注问题中要注问题中要注问题中要注意的红线：意的红线：意的红线：意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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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有可能使你认识安拉，但是你的理智绝不可能周知尊严伟大的安拉： 

“除他所除他所除他所除他所启启启启示外示外示外示外，，，，他他他他们不能窥测他的玄妙一丝毫。们不能窥测他的玄妙一丝毫。们不能窥测他的玄妙一丝毫。们不能窥测他的玄妙一丝毫。” （黄牛章 第255节） 就像汽车，它把你载到海岸边，但是，这个陆地上的车子，你不可能用它在海里乘风破浪。我刚才说过的那个：任何你的理智理解不了的事物，安拉都把它告诉你。理智就像一匹马，你骑着它到国王的宫殿门口，然后你单独去见国王，因此你可以以你的理智达到安拉。至于当安拉命令你一件事情时，你应该服从。就好像一个人，他找水平最高、最专业、最理解、最熟练、最有才能的一个医生，当他通过理智去到那个医生，医生对他说：“你警惕吃盐”，你不能和他辩论，你的理智让你去找他，根据你相信这医生的超群，你应该执行他的命令。 但是，理智就像我们的生活，其中有一些红线，同样在理智前面也有很多红线，但是最明显的红线就是： 

 （（（（你你你你们参悟安拉的被造物，不们参悟安拉的被造物，不们参悟安拉的被造物，不们参悟安拉的被造物，不要思考安拉的本体，否则你们要思考安拉的本体，否则你们要思考安拉的本体，否则你们要思考安拉的本体，否则你们就会毁灭）就会毁灭）就会毁灭）就会毁灭） 《扎米尔•算诶勒》通过羸弱的传述系统由伊本•安巴斯的传述 的确，理智不能够思考安拉的本体，就像我刚刚说过的，理智涉及的范围是物质性的。安拉的本体，理智是不可能知晓的。因此谁让他的理智对安拉的本体思考，或许他会毁灭，或许会混乱，或许会精神失常。使者（愿主福安之）说：     ((((你你你你们参悟安拉的被造物，不要思考安拉的本体，否则你们就会毁灭）们参悟安拉的被造物，不要思考安拉的本体，否则你们就会毁灭）们参悟安拉的被造物，不要思考安拉的本体，否则你们就会毁灭）们参悟安拉的被造物，不要思考安拉的本体，否则你们就会毁灭） 因此，有些红线，在理智的问题中必须要注意。 兄弟们，你最好是不要对怀疑教门的人提出消息性的问题，如果你提出这些消息性的话题，你就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因为那些人，他们绝对理解不了这一问题-消息性问题。也就是说，理智绝对不能够涉及其中，这是纯粹的消息性问题。 

安拉的宇宙性安拉的宇宙性安拉的宇宙性安拉的宇宙性经文：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经文：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经文：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经文：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 现在我们转到其它问题，从安拉的经文中证明他伟大的证据，清高的安拉说： 

“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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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 章 第61节）  地球是稳固的，它绕太阳以每秒三十公里的速度运转，一分钟一千八百公里，我们这节课，五十分钟，我们现在差不多九千多公里了。从大马士革到利雅德坐飞机一千一百公里。我们在地球上，它绕太阳转，我们已经走了九千多公里了，清高的安拉说： 

“你你你你见群山而以为都是固定的，其实它像行云一样逝去。见群山而以为都是固定的，其实它像行云一样逝去。见群山而以为都是固定的，其实它像行云一样逝去。见群山而以为都是固定的，其实它像行云一样逝去。” （蚂蚁章 第88节）  尽管这样运动，地球还是稳定的。 有一次，在伊斯坦布尔，我去参观一座清真寺，导游把我带到清真寺的壁龛，并让我看大理石的柱子，这座清真寺建于七百年前，他要求我转这根柱子，这柱子有柱基，柱基有个盖子，在空中和我一起转了一厘米，七百年了，这根柱子没有压力，假若有压力，它就不会动了，清高的安拉说： 

“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 （蚂蚁 章 第61节） 建筑物稳定不动，但是地震一来，摩洛哥的爱阿迪力城在三秒钟就成为了一片废墟，甚至一家三十层高的宾馆，其名为“滞在三十层宾馆”，整个宾馆都淹在地下，真的是名符其实了，这家三十层的宾馆几乎全倒了，如此： 

 

“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 （蚂蚁 章 第61节） 因此我们应该在安拉的恩典在的时候就认识到，而不是在它消失后才知道。这是第一层意思。 现在这个杯子，为什么它会停在桌子上？因为它有重量，重量是什么？它是把一样东西吸往地心。 尊贵的兄弟们啊！我们生活在恩典中而不知道，除非在它失去之后才会感觉。 的确，宇航员从地球飞往月球时，有一段区域叫无引力区域，这区域不属于地球也不属于月球。那么，人在这一区域就没有重量，他在他的床上睡觉，当他醒来时，而他在飞船的顶部。他拿一样东西，而这东西会飘在空中，清高的安拉说： 

“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 （蚂蚁 章 第61节） 是谁使事物稳固在地面上的？这是恩典，家具是稳定的，书桌是稳定的，用品是稳定的，有重量。你是稳定的，假若一个人去到月球上，他的重量一定除于六，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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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地球上是六十公斤，那么他在月球上就只有十公斤。假若宇航员称宇宙飞船进入无重力区域，那么他根本就没有重量，天空之行确定了这个。重量是把一件事物吸往地心，这是非常大的恩典，事物有重量，才有稳固。 

“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的意思： 第一层意思： 谁使大地成为稳固的、稳定的？在清真寺的这个大理石柱子为什么会转？那是因为那里的空隙不超过一厘米，假若给这座建筑物压一厘米，一定不会动了。这关系到这座建筑的精湛和大地的稳固。至于地震，七级地震就毁灭一切。有些地震毁灭一切，那么，信士应该在安拉的恩典在的时候就认识到，而不是在它消失后才知道-大地稳固的恩典。 有时人乘飞机，他幻想着大地是多么的安全啊！大地，当它震动的时候，它不留下一样东西。在很多年前，开罗地震，在地球上有很多地震。因此当一个地方稳固的时候，这是属于尊严伟大的安拉的恩典，清高的安拉说： 

“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 （蚂蚁 章 第61节） 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是谁让万物有重量的？ 你把它放在这里，它就停在它的位置，假若它没有重量，那么你离开家，当你返回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不在原地了。但是，你回家，所有的东西都是固定的，这也是属于尊严伟大的安拉的恩典，尊贵的经文： 

“安拉打一个比安拉打一个比安拉打一个比安拉打一个比喻：一个市镇喻：一个市镇喻：一个市镇喻：一个市镇，原是安全的、安稳的，丰富的给养从各方运来，但镇上的居民辜负安拉的恩惠，，原是安全的、安稳的，丰富的给养从各方运来，但镇上的居民辜负安拉的恩惠，，原是安全的、安稳的，丰富的给养从各方运来，但镇上的居民辜负安拉的恩惠，，原是安全的、安稳的，丰富的给养从各方运来，但镇上的居民辜负安拉的恩惠，所以安拉因他们的行为而使他们尝试极度的饥荒和恐怖。所以安拉因他们的行为而使他们尝试极度的饥荒和恐怖。所以安拉因他们的行为而使他们尝试极度的饥荒和恐怖。所以安拉因他们的行为而使他们尝试极度的饥荒和恐怖。” （蜜蜂 章 第1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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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你你说：说：说：说：‘他能使刑他能使刑他能使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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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从你们的头上和脚下袭击你们，或使你们各宗派相混杂。罚从你们的头上和脚下袭击你们，或使你们各宗派相混杂。罚从你们的头上和脚下袭击你们，或使你们各宗派相混杂。” （牲畜 章 第65节） 地震，或者就像发生在附近的一些国家所发生的那样。 因此，兄弟们啊！当一个人思考尊严伟大的安拉的创造物时，当他沉思安拉的伟大时，就增加了对尊严伟大的安拉尊敬，清高的安拉说： 

“你你你你见群山而以为都是固定的，其实它像行云一样逝去。见群山而以为都是固定的，其实它像行云一样逝去。见群山而以为都是固定的，其实它像行云一样逝去。见群山而以为都是固定的，其实它像行云一样逝去。” （蚂蚁章 第88节） 你站着是稳定的。 第三层意思： 但是，还有另外的意思：你站着，怎么是稳定的呢？尽管您的脚作为基础支持你的身体是不够的，与人的身体协调所需要的基础是七十厘米以上，脚非常柔软。这样是稳固的，这样是站着的，这是平衡，这是因为非常复杂的器官的恩典，这个器官叫做“平衡器官”，在耳朵里面有些管子，其中有液体，液面是平的，当人偏斜了的时候，液面保持着平面，液体就会到管子中没有液体的地方，所以人就知道他偏斜了，而改正他的姿势。假若没有这些管子，人是不可能站在地面上的，而是会摔倒。证据是：人死了就倒了，站不稳。因为这个器官坏了。 当一个人思考稳固在大地上是因为引力规律的恩典，稳固在大地上还因为地球的安稳，尽管它的运动、运行。同样我刚才说的：这节课，我们已经走了九千公里，地球一周四万公里，我们以每秒三十公里的速度在运行，地球是稳固的。万物也都有重量，人配备了平衡器，这属于尊严伟大的安拉的哲理，清高的安拉说： 

“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创造，昼夜的轮流。创造，昼夜的轮流。创造，昼夜的轮流。创造，昼夜的轮流。” （黄牛章 第164节） 

思考宇宙是思考宇宙是思考宇宙是思考宇宙是认识清高的安拉的捷径：认识清高的安拉的捷径：认识清高的安拉的捷径：认识清高的安拉的捷径： 兄弟们，我经常重复的话：参悟天地的创造，是我们从中进入到于安拉最宽的门。参悟天地的创造，是到于安拉的捷径。因为它把你放在安拉的伟大面前。当你说：理智，或许我指的是思维，你思考天地的创造，是你认识安拉的因素。因此这次有意义的会见，它的题目为：信仰与奇迹。奇迹就是你在这些迹象中思考。地球的稳固又是另一码事。 当你去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在下半球，你去到那里，你看到天空在你的上面，大地在你的下面，很迷惑。那么，什么是上面？它就是与地心相对的方向，这是制度，清高的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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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成的因素：理智-1-理智是认识安拉的工具-理智和它与传述的关系 

“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 （蚂蚁 章 第61节） 你享受着稳固的恩典，是谁使万物有重量的？假设：你在大地上的重量和体积是现在的好几倍，你的体重可能是两百公斤，假若没有平衡器官的话，你一定需要像大象一样的脚，那样的话，走路就会非常困难，这一思考让你认识尊严伟大的安拉和他对你的精细的创造，清高的安拉说： 

“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还是使大地成为稳固的那个主呢？” （蚂蚁 章 第61节） 

“我我我我确确确确已把人已把人已把人已把人创造成最优美的形态，然后我使他变成最卑劣的。创造成最优美的形态，然后我使他变成最卑劣的。创造成最优美的形态，然后我使他变成最卑劣的。创造成最优美的形态，然后我使他变成最卑劣的。” （无花果 章 第4、5节） 尊贵的兄弟们啊！我们下节课继续讲“理智”的课题。 翻翻翻翻译译译译 : Mohammed,Umda 校校校校对对对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