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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2-人是非自由的和可选择的，假若人是非自由的 

 四月四月四月四月 

2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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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6））））课，责成的因素：选择课，责成的因素：选择课，责成的因素：选择课，责成的因素：选择-2-

人是非自由的和可人是非自由的和可人是非自由的和可人是非自由的和可选择的，假若人是非自由的，那么报酬选择的，假若人是非自由的，那么报酬选择的，假若人是非自由的，那么报酬选择的，假若人是非自由的，那么报酬
和惩罚就无效了。和惩罚就无效了。和惩罚就无效了。和惩罚就无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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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赞颂全归化育众世界的养主，祝福和平安属于我们诚实、守信的领袖-穆罕默德。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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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于临近的乐园吧！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兄弟们啊！这是“信仰与奇迹”课程中的第二十九课，我们继续探讨责成的因素：理智、天性、欲望、选择。  

1. 选择使工作有价值：选择使工作有价值：选择使工作有价值：选择使工作有价值： 上节课，我们谈到了“选择”，本着尊严伟大的安拉的恩典，我为大家解明了 

“选择”怎样使工作有价值，工作的价值在于：的确你做这件工作是选择的，因为尊严伟大的安拉想要仆人与他之间的关系是喜爱、满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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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的的确确确确那些那些那些那些归信并干清廉善功的人，至仁主将为他们设置喜爱。归信并干清廉善功的人，至仁主将为他们设置喜爱。归信并干清廉善功的人，至仁主将为他们设置喜爱。归信并干清廉善功的人，至仁主将为他们设置喜爱。” （麦尔彦章 第96节） 在他与他们之间的喜爱，在他们之间的互相喜爱，假若安拉强迫我们顺从，那么报酬就没意义了。假若安拉强迫我们犯罪，那么惩罚就作废了。因此你的工作的价值在于：你有选择地做了它。  

2. 人在有些方面是被迫的人在有些方面是被迫的人在有些方面是被迫的人在有些方面是被迫的：：：： 我还为大家讲了，有些问题，你没得选择，是非自由的，我可以举出几点：你不可以选择做男人或女人。你的父母，你也没得选择。你不可以选择你的出生地点、时间。你无法选择你的特性、你的经验、能力、你的模样。但是伟大的学者们一致认为：你无法选择的事物，对你来说，纯粹是种奥妙。一个大学者说：“我不可能创造曾经就有的东西”在他解释时说： “我不可能创造他给予我的东西。 复活日，当幔帐对你揭开时，哲理对你解开时，你只能说：一切赞颂全归化育众世界的养主：  

“他他他他们最后的祈祷是：一切赞们最后的祈祷是：一切赞们最后的祈祷是：一切赞们最后的祈祷是：一切赞颂全归化育众世界的养主颂全归化育众世界的养主颂全归化育众世界的养主颂全归化育众世界的养主-安拉安拉安拉安拉。。。。” （优努斯 章 第10节） 但是，回顾一下先知（愿主福安之），他优良地教育他的门弟子们，以致于他们中的一个人说： （指主发誓，假若幔帐被揭开，也不会增加我的确信）我确信安拉的哲理，安拉的慈悯，安拉的公正，在幔帐揭开前，就像幔帐被揭开后一样。这在信仰中是很高的等级了。满意不好的判决是最高等级的坚信，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个人说： （指主发誓，假若我知道每天是我的大限，我也不会增加我的工作）这是信仰中的气概，是正确信仰中的气概。 兄弟们啊！我们迫切需要我们的信仰成为正确的、完美的。 那么，你是可以选择的，你的选择使你的工作具有价值，你可以在责成你的事情中选择，责成你要诚实，你可以选择诚实或不诚实。你被命令成为忠实的，你可以选择忠实或不忠实。你被责成礼拜，你可以选择礼拜或不礼。你被责成斋戒，你可以选择封斋或不封。你可以选择你被责成的事情，责成的价值在于你可以在其中选择。你可以选择的所有工作都有很大的价值，因为你可以不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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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力执行下报酬和惩罚就没有意义可言了：强力执行下报酬和惩罚就没有意义可言了：强力执行下报酬和惩罚就没有意义可言了：强力执行下报酬和惩罚就没有意义可言了： 我在上节课也为大家肯定了：的确如果他不是自由的，对于报酬和惩罚、乐园和火狱就没有意欲了，责成就作废了，忠诚取消了，教门里的所有事情都取消了。当你幻想安拉强迫你做各种工作，这种信仰是宿命信仰，这是虚假的信仰，会致使人瘫痪。我为大家提述清廉的前辈的话，伊斯兰的伟大是如何体现在这位中正的哈里发上，当时，一个饮酒者被带到他跟前，他说：“你们给他执行法度。”那人说： 

“穆民的长官啊！指主发誓，这是安拉对我的前定。”他说： 

“给他执行两次法度，一次是因为他喝酒，另一次是因为他对安拉造谣。”他说： 

“你这人真该死，的确，安拉的判决不会驱使你从选择到被迫。”  

4. 把各把各把各把各种错误归咎于前定，逃避前定：种错误归咎于前定，逃避前定：种错误归咎于前定，逃避前定：种错误归咎于前定，逃避前定： 然后，我给大家阐明：的确一个人逃避责任，他把所有的错误和不足，故意的和不故意的错误都归咎于前定。他会对你说：“的确安拉给我规定了不幸。”你自己给自己选择了不幸。他会说： 

“尊严伟大的安拉没有给予我想要的，没有意欲引导我。”求安拉护佑，尊严伟大的安拉说：  

“我我我我确确确确负责引导负责引导负责引导负责引导” （黑夜 章 第12节） 尊严伟大的安拉没有默示我礼拜，所有这些话都是假话，没有给我规定引导，没有意欲我礼拜，还没有引导我，这是逃避事实。你千万千万不要把你的错误归咎到前定。  

万事万物只凭安拉的意欲而万事万物只凭安拉的意欲而万事万物只凭安拉的意欲而万事万物只凭安拉的意欲而发生，都有其哲理和福利：发生，都有其哲理和福利：发生，都有其哲理和福利：发生，都有其哲理和福利： 

 我也给大家清楚地讲了：信仰前定不是免除责任，以尊严伟大的安拉的语言为证：  

“造造造造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你们。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你们。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你们。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 （光明 章 第11节） 为什么它是有益的？以为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安拉的意欲，所有的事情安拉意欲它发生，安拉的意欲联系着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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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理，绝对的哲理联系着绝对的益处，在他的权力中发生他不想要的事情，不适合主宰的神性。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在安拉的权力中会发生他不想要的事情。因此，发生的事情是安拉意欲的，意思是：的确他允许它发生。安拉意欲的事情，它就会发生，除非这意欲联系着绝对的哲理，绝对的哲理联系着绝对的益处。从这里，我们都应该诚信：的确绝对的恶，在宇宙中是不存在的。绝对的恶意思就是恶为之恶，这是与安拉的存在相悖的，但是适合安拉完美的是：安拉为绝对的善委派了适量的恶，证据是：  

“你你你你说：说：说：说：‘安拉安拉安拉安拉啊啊啊啊！！！！国国国国权的主啊！你要把国权赏赐谁，就赏赐谁；你要把国权从谁手权的主啊！你要把国权赏赐谁，就赏赐谁；你要把国权从谁手权的主啊！你要把国权赏赐谁，就赏赐谁；你要把国权从谁手权的主啊！你要把国权赏赐谁，就赏赐谁；你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就从中夺去，就从中夺去，就从中夺去，就从谁手中夺去；你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要使谁低贱，就是谁低贱谁手中夺去；你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要使谁低贱，就是谁低贱谁手中夺去；你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要使谁低贱，就是谁低贱谁手中夺去；你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要使谁低贱，就是谁低贱；福利只由你掌握。；福利只由你掌握。；福利只由你掌握。；福利只由你掌握。” （仪姆兰的家属 章 第26节） 没有说：恶，给予国权是好事，国权被夺去也是好事，尊贵是好事，低贱也是好事：  

“你你你你要把国要把国要把国要把国权赏赐谁，就赏赐谁；你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就从谁手中夺去；你要权赏赐谁，就赏赐谁；你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就从谁手中夺去；你要权赏赐谁，就赏赐谁；你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就从谁手中夺去；你要权赏赐谁，就赏赐谁；你要把国权从谁手中夺去，就从谁手中夺去；你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要使谁低贱，就是谁低贱；福利只由你掌握；你对于万事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要使谁低贱，就是谁低贱；福利只由你掌握；你对于万事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要使谁低贱，就是谁低贱；福利只由你掌握；你对于万事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要使谁低贱，就是谁低贱；福利只由你掌握；你对于万事是全能的。是全能的。是全能的。是全能的。” 

信仰的信仰的信仰的信仰的错误对于工作的作废和不幸：错误对于工作的作废和不幸：错误对于工作的作废和不幸：错误对于工作的作废和不幸： 

 

 再次的加以声明：在伊斯兰中最重要的就是信仰，因此当信仰正确了，工作就正确了，当工作正确了，一个人就平安幸福了。因为在伊斯兰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信仰，因为当它无效了，工作也就无效了，当工作无效了，一个人就会不幸、毁灭。因此，我们可以形容信仰中的错误就像天平中的错误，在天平中的错误不正确，一个秤盘比另一个秤盘重一百克，假若你使用这个天平称十万次，那么十万次都是错误的，因为从根本上，天平就不正确。对于天平来说，不会重复错误，比起你在受责成的细节-信仰中的错误好上一千倍。因此必须重新核查，必须仔细核对你的信仰，如果其中正确的，那么你接受它、采纳它，如果是错误的，那么你应该远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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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们，但是假若没有证据的话，那肯定是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知识就说教门，你们要看你们从什么人上学习你们的教门，  （（（（（（（（伊本伊本伊本伊本•欧麦欧麦欧麦欧麦尔啊！你的教门，你的教门，它确是你的肉，你的血，你从那些正直尔啊！你的教门，你的教门，它确是你的肉，你的血，你从那些正直尔啊！你的教门，你的教门，它确是你的肉，你的血，你从那些正直尔啊！你的教门，你的教门，它确是你的肉，你的血，你从那些正直的人上学习，不要学那些偏斜的人。））的人上学习，不要学那些偏斜的人。））的人上学习，不要学那些偏斜的人。））的人上学习，不要学那些偏斜的人。）） （坎兹欧曼传自伊本•欧麦尔） 

证明人是可以选择证据：证明人是可以选择证据：证明人是可以选择证据：证明人是可以选择证据： 开始者有个开始，证明人是可以选择的证据是什么？ 以便解明：有《古兰经》的证据，有圣训的证据，有清廉的先辈们的话为证，还有现实性的证据。  

1-现实性、逻辑性证据：现实性、逻辑性证据：现实性、逻辑性证据：现实性、逻辑性证据： 

在尊贵的古兰经里有命令与禁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若我们量了一个人的肩膀为63厘米半，然后我们砌两堵墙，它俩之间是距离是63厘米半，当这个人在两堵墙走。我们现在斟酌一下，假若我们对他说：“你向右走”这话会有意义吗？这话会被执行吗？假若我们对他说： 

“你向左走”这话会有意义吗？这话会被执行吗？难道你会相信尊贵的《古兰经》里有无意义的话吗？因此，根据无知者的妄言，当一个人完全无自由，他被强制干他的工作，那么尊贵的《古兰经》里的命令和禁止就无意义了。当人是无自由的，那么命令和禁止都无意义了。这是现实性的证据，理性的证据，合乎逻辑的证据。只要有禁止，就有选择。 被拘禁的人，大铁门锁着，我们对他说：“晚上千万别迟到。”这是什么话？这话一点意义都没有，只要在《古兰经》中有安拉的命令：  

“你你你你应当在白昼的两端和初更的时候谨守拜功。应当在白昼的两端和初更的时候谨守拜功。应当在白昼的两端和初更的时候谨守拜功。应当在白昼的两端和初更的时候谨守拜功。” （乎德 章 第1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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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你你应当谨守从昼时到黑夜的拜功；并应当接受早晨的拜功，早晨的拜功确是被参加应当谨守从昼时到黑夜的拜功；并应当接受早晨的拜功，早晨的拜功确是被参加应当谨守从昼时到黑夜的拜功；并应当接受早晨的拜功，早晨的拜功确是被参加应当谨守从昼时到黑夜的拜功；并应当接受早晨的拜功，早晨的拜功确是被参加的。的。的。的。” （夜行 章 第78节） 

“你你你你们不要临近孤儿的财产，除非依照最优良的方式。们不要临近孤儿的财产，除非依照最优良的方式。们不要临近孤儿的财产，除非依照最优良的方式。们不要临近孤儿的财产，除非依照最优良的方式。” （牲畜 章 第152节） 《古兰经》里充满了命令和禁止，如果没有选择，你是无自由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些命令都无意义，就好像你诽谤尊贵的《古兰经》中有毫无意义的话。 在这美好的邂逅中的第一行，如安拉意欲，《古兰经》和圣训单单地有命令和禁止的存在，就说明你是可以选择的，这是真的。  

2、、、、 古古古古兰经的证据：兰经的证据：兰经的证据：兰经的证据： 

第二个事实：清楚明白的古兰经文是断然性的证据： 

第一节经文： 

“谁愿意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谁愿意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谁愿意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谁愿意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 （山洞 章 第29节） 

第二节经文： 

“我我我我确确确确已引已引已引已引导他正道，他或是感谢，或是辜负。导他正道，他或是感谢，或是辜负。导他正道，他或是感谢，或是辜负。导他正道，他或是感谢，或是辜负。” 

(人 章 第3节)  

第三节经文： 

“个人都有自己所个人都有自己所个人都有自己所个人都有自己所对的方向，故你们当争先为善。对的方向，故你们当争先为善。对的方向，故你们当争先为善。对的方向，故你们当争先为善。” （黄牛 章 第148节） 这个代词归到谁？如果你幻想归到安拉的话，我们对你说：那为什么在它之后会说：  

“故故故故你你你你们当争先为善。们当争先为善。们当争先为善。们当争先为善。” 可以理解你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我们对你说：向右转。方向盘没在你手里，只要命令面向你：  

“故故故故你你你你们当争先为善。们当争先为善。们当争先为善。们当争先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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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意思就是方向盘在你手里，至于这节经文就是你可以选择的基础。  

第四节经文： 你可以选择的细分的经文，清高的安拉说：  

“以物配主的人将以物配主的人将以物配主的人将以物配主的人将说：说：说：说：‘假若安拉意欲假若安拉意欲假若安拉意欲假若安拉意欲，，，，我我我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 （牲畜 章 第148节） 你看到这些文字了吗？大部分人所说的话都是从此引申出的，安拉没有为他规定引导，安拉没有意欲他礼拜，安拉尚未引导他或者不曾引导他：  

“以物配主的人将以物配主的人将以物配主的人将以物配主的人将说：说：说：说：‘假若安拉意欲假若安拉意欲假若安拉意欲假若安拉意欲，，，，我我我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我们也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我们也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我们也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我们也不以任何物为禁物。不以任何物为禁物。不以任何物为禁物。不以任何物为禁物。’他他他他们之前的人，曾这样否认（他们族中的使者）直到他们尝试们之前的人，曾这样否认（他们族中的使者）直到他们尝试们之前的人，曾这样否认（他们族中的使者）直到他们尝试们之前的人，曾这样否认（他们族中的使者）直到他们尝试了我的刑罚。你说：了我的刑罚。你说：了我的刑罚。你说：了我的刑罚。你说：‘你你你你们有真知灼见，可以拿出来给我看看吗？你们只凭猜测，尽们有真知灼见，可以拿出来给我看看吗？你们只凭猜测，尽们有真知灼见，可以拿出来给我看看吗？你们只凭猜测，尽们有真知灼见，可以拿出来给我看看吗？你们只凭猜测，尽说谎话。说谎话。说谎话。说谎话。” （牲畜 章 第148节） 这是幻想和猜测，他们幻想或者猜测，的确清高、圣洁的安拉没有意欲你们遵循正道。  

“以物配主的人将以物配主的人将以物配主的人将以物配主的人将说：说：说：说：‘假若安拉意欲假若安拉意欲假若安拉意欲假若安拉意欲，，，，我我我我们和们和们和们和我我我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我们也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我们也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我们也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我们也不以任何物为禁物。不以任何物为禁物。不以任何物为禁物。不以任何物为禁物。’他他他他们之前的人，曾这样否认（他们族中的使者）直到他们尝试们之前的人，曾这样否认（他们族中的使者）直到他们尝试们之前的人，曾这样否认（他们族中的使者）直到他们尝试们之前的人，曾这样否认（他们族中的使者）直到他们尝试了我的刑罚。你说：了我的刑罚。你说：了我的刑罚。你说：了我的刑罚。你说：‘你你你你们有真知灼见，可以拿出来给我看看吗？你们只凭猜测，尽们有真知灼见，可以拿出来给我看看吗？你们只凭猜测，尽们有真知灼见，可以拿出来给我看看吗？你们只凭猜测，尽们有真知灼见，可以拿出来给我看看吗？你们只凭猜测，尽说谎话。说谎话。说谎话。说谎话。” （牲畜 章 第148节） 我们如果理解这节表面意思是：无自由、强迫的经文？ 现在，或许有人会问你们中的一个人：这节经文清楚明白，断然的证据，但是经文需要解释，从这节经文：  

“假若我意欲假若我意欲假若我意欲假若我意欲，，，，我必以向我必以向我必以向我必以向导赋予每个人导赋予每个人导赋予每个人导赋予每个人” 就好像你认为安拉没有意欲你遵循正道：  

“假若我意欲假若我意欲假若我意欲假若我意欲，，，，我必以向我必以向我必以向我必以向导赋予每个人，但从我发出的判决已确定了，我必以导赋予每个人，但从我发出的判决已确定了，我必以导赋予每个人，但从我发出的判决已确定了，我必以导赋予每个人，但从我发出的判决已确定了，我必以精精精精灵灵灵灵和和和和人人人人类填满火狱。类填满火狱。类填满火狱。类填满火狱。” （叩头 章 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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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节经文需要解释，意思是：我的仆人啊！ 的确你们妄称我强迫你们犯罪或者干丑行，你们只是幻想。假若我要强迫你们做一件事情，那么我只会强迫你们到于正道。假若我要取消你们的选择、责成、承担信托，假若我要取消你们可以选择的特权的话，假若我意欲强迫你们到于一件事，那么我只会强迫你们到于正道，但是这些丑行是你们的选择，是你们亲手所为，我将要为此被清算。 就像：你有个药店，需要一个职员在下午工作，但是这人必须要有对各种药的专业知识，你想要考考他。现在是考试阶段，你给他放了一些药在桌子上，你对他说：这是放消炎药的地方，这是放镇痛药的地方，这是放增强体质药的地方，现在你告诉我，你对药的经验。你把这些药都归到它的位置。现在是考试阶段，假若他拿起有毒的药归到增强体质的药的位置，你阻止了他，那么的确你取消了他的选择，你取消了考试。现在，他在考试阶段，考试必须有选择，你应该保持沉默，他拿起这种药，把它放在不适合的位置，假如你对他说：“把它放在这。”那么你已经取消了考试，责成必须是有选择的。  

“假若我意欲假若我意欲假若我意欲假若我意欲，，，，我必以向我必以向我必以向我必以向导赋予每个人，但从我发出的判决已确定了，我必以精灵和导赋予每个人，但从我发出的判决已确定了，我必以精灵和导赋予每个人，但从我发出的判决已确定了，我必以精灵和导赋予每个人，但从我发出的判决已确定了，我必以精灵和人类填满火狱。人类填满火狱。人类填满火狱。人类填满火狱。” （叩头 章 第13节） 你们的工作是你们选择的结果，你们的工作是你们所干的，你们将要为之受到清算。  

隐微性经文，无论怎么多，都要根据哪怕是少的明确的经文来阐释：隐微性经文，无论怎么多，都要根据哪怕是少的明确的经文来阐释：隐微性经文，无论怎么多，都要根据哪怕是少的明确的经文来阐释：隐微性经文，无论怎么多，都要根据哪怕是少的明确的经文来阐释： 的确任何一节经文，你去斟酌，只要其中有强制的意思，那么它都有非常精确的意思，就如下： 我们有基本性原则；或许这节课有点难，它单单的是一些非常精密的思想与理论性的证据，但是我们求安拉相助我们解释它、理解它。有些明白的经文，再清楚不过了。还有一些隐微的经文，基本性原则：隐微性经文，无论怎么多，都要根据哪怕是少的明确的经文来阐释。因此，当你说：“麦子在人的生活中是危险的物质。” 

“危险”这就是隐微的话，难道危险是像炸弹一样会爆炸吗？还是它是人们生活中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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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物质的意思？假若没有它，人们就无法生活。 

“危险”这个词就是隐微的词，它有很多含义。至于你说： 

“麦子对于人类生活是非常有益的基本物质。”这就清楚了。我对于隐微的表达： 

“麦子在人的生活中是危险的物质。”至于清楚明白的表达，我怎样理解隐微的表达： 

“麦子在人的生活中是危险的物质。”与第二句话： 

“麦子对于人类生活是非常有益的基本物质。”隐微的表达包括明确的表达，这个很清楚了。 明确的经文：  

“谁愿意信谁愿意信谁愿意信谁愿意信道道道道，，，，就就就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 （山洞 章 第29节） 

“我我我我确确确确已指引他正道已指引他正道已指引他正道已指引他正道，，，，他或是感他或是感他或是感他或是感谢，或是辜负。谢，或是辜负。谢，或是辜负。谢，或是辜负。” （人 章 第3节） 明确的：  

“各人都有自己所各人都有自己所各人都有自己所各人都有自己所对的方向，故你们当争先行善。对的方向，故你们当争先行善。对的方向，故你们当争先行善。对的方向，故你们当争先行善。” （黄牛 章 第148节） 明确的：  

“以物配主的人将以物配主的人将以物配主的人将以物配主的人将说：说：说：说：‘假若安拉意欲假若安拉意欲假若安拉意欲假若安拉意欲，，，，我我我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 （牲畜 章 第148节） 有些经文有“强制”的意思：  

“他使他所意欲者他使他所意欲者他使他所意欲者他使他所意欲者误入迷途，他使他意欲者遵循正道。误入迷途，他使他意欲者遵循正道。误入迷途，他使他意欲者遵循正道。误入迷途，他使他意欲者遵循正道。” （蜜蜂 章 第93节） 

来自安拉的来自安拉的来自安拉的来自安拉的惩罚性迷误是建立在仆人的选择性迷误上的：惩罚性迷误是建立在仆人的选择性迷误上的：惩罚性迷误是建立在仆人的选择性迷误上的：惩罚性迷误是建立在仆人的选择性迷误上的： 围绕这些我所读到的这些经文最有意思的就是：这种迷误，当把它归咎于尊严伟大的安拉时，那么他是惩罚性的迷误，建立于选择性迷误之上，证据是：  

“当他当他当他当他们背离正道时，安拉使他们的心背离真理。们背离正道时，安拉使他们的心背离真理。们背离正道时，安拉使他们的心背离真理。们背离正道时，安拉使他们的心背离真理。” （列阵 章 第5节） 当他们从安拉的方针上选择地背离时，安拉使他们的心背离已真理了。 举例说明：大学的学生，一节课不上，也不买书，也不参加考试。第一次警告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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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管。第二次警告了他，他还是不管。第三次警告了他，他还是不管。校方决定处分他，这个处分所作出的决定是取消他的学籍，难道这个决定没有体现出这个学生当他没有上课、没有补课、没有买书、没有考试的选择吗？开除他的决定符合这个学生的选择：  

“当他当他当他当他们背离正道时，安拉使他们的心背离真理。们背离正道时，安拉使他们的心背离真理。们背离正道时，安拉使他们的心背离真理。们背离正道时，安拉使他们的心背离真理。” （列阵 章 第5节） 当他们选择了迷误，尊严伟大的安拉给他们规定了迷误，因此这个迷误归咎于安拉的本体：  

“他使他所意欲者他使他所意欲者他使他所意欲者他使他所意欲者误入迷途，他使他意欲者遵循正道。误入迷途，他使他意欲者遵循正道。误入迷途，他使他意欲者遵循正道。误入迷途，他使他意欲者遵循正道。” （蜜蜂 章 第93节） 当他把它归于尊严伟大的安拉时，那么它就是建立在他所选择的迷误之上的惩罚性的迷误，它的证据强而且精细：  

“当他当他当他当他们背离正道时，安拉使他们的心背离真理。们背离正道时，安拉使他们的心背离真理。们背离正道时，安拉使他们的心背离真理。们背离正道时，安拉使他们的心背离真理。” （列阵 章 第5节） 阿拉伯语中的语法非常精细，这些语法中：他干…，我让他干…，我让他疏忽…，意思不是他在他们中创造了疏忽，而意思是：他发现他们是疏忽的：  

“你你你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顺从我使他的心疏忽的人顺从我使他的心疏忽的人顺从我使他的心疏忽的人顺从我使他的心疏忽的人” （山洞 章 第28节） 我们说：我与这个民族交往，我没有发现他们是胆小鬼，我与这个民族交往，我们发现他们是小气鬼：  

“你你你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顺从我使他的心疏忽的人顺从我使他的心疏忽的人顺从我使他的心疏忽的人顺从我使他的心疏忽的人” （山洞 章 第28节） 意思是：我们只发现他疏忽的人，当迷误的行为归于尊严伟大的安拉时，那么它是建立于选择性迷误之上的惩罚性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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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性迷判断性迷判断性迷判断性迷误：误：误：误： 

 另一件事：你去哈姆斯，（老故事了，在有路标之前）你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右面一条路，左面一条路。你正在犯难，你前面有一个人站着，你去问他： 

“请问，哪条路是去哈姆斯的？”他说： “右边这条”你说： 

“求安拉回赐你”他对你说： 

“等一下，五公里之后有岔口，在七公里后有滑坡，在多少公里之后有窄桥，在那里有很严的检查站，如果你带了违禁品的话。”他给了你细致的说明。你又增加了对他的感谢。至于，假若另外一个人到了这个岔路口，站着同一个人，他问那人： “喂！去哈姆斯怎么走？”那人说： “从右边”他说： 

“你这个骗子”。那人会给他详细的说明吗？你拒绝了所有他的忠告，这是消极性迷误。当你笼统地拒绝了教门，那么教门中所有细分的都远离了你，就好像安拉使你迷误了，意思是他阻止了你让你平安和幸福的详解。这是迷误的另一个意思。 尊贵的兄弟们！当迷误的行为归咎于尊严伟大的安拉时，那么它就是建立于选择性之上的惩罚性迷误。还有一种判断性迷误，当你从根本上拒绝了教门，那么所有有可能指引你到于真理的详解都被你阻止了，当你拒绝了教门所有的一切，在你对这个向导说了：“你这个骗子”之后对你阻止了。他知道详细的信息，你可以受益的信息，但是你拒绝了他所有的忠告和知识，因此你对所有可能让你脱离困境的详情受到了阻止。这就是判断性迷误。 还有另一种迷误，尊严伟大的安拉使仆人失去他的配主：  

“他他他他们说：们说：们说：们说：‘你你你你们曾经舍安拉而崇拜的（偶像）现在在哪里？们曾经舍安拉而崇拜的（偶像）现在在哪里？们曾经舍安拉而崇拜的（偶像）现在在哪里？们曾经舍安拉而崇拜的（偶像）现在在哪里？’他他他他们讲说：们讲说：们讲说：们讲说：‘他他他他们已回避们已回避们已回避们已回避我们了我们了我们了我们了’” （高处 章 第37节） 当你寄希望于人而忘记了独一的安拉时，尊严伟大的安拉很明显会让你迷失他，或他抛弃你，让你失望。你信赖一个有能力，临近你的人，你忘记了尊严伟大的安拉，尊严伟大的安拉为了你的利益而使你迷失，也就是启示他抛弃你，不认你。这是来自安拉的迷失，让你迷失他，他抛弃你，使你嫉妒。 尊贵的圣门弟子们，他们是人类的精英，在侯奈因战役，他们认为他们人多势众，在这之前，阿拉伯半岛从来没有聚集起来过这么多人（一万人），因此他们放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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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不会因为人数被打败。”他们依仗着感觉人多，尊严伟大的安拉由于他们众多而使他们迷失了，他们人多，无益于他们：  

“在侯奈因之役在侯奈因之役在侯奈因之役在侯奈因之役，，，，安拉安拉安拉安拉确确确确已援助已援助已援助已援助你你你你们。当时，你们自夸人众，但人数虽众，对你们确们。当时，你们自夸人众，但人数虽众，对你们确们。当时，你们自夸人众，但人数虽众，对你们确们。当时，你们自夸人众，但人数虽众，对你们确无裨益；地面虽无裨益；地面虽无裨益；地面虽无裨益；地面虽广广广广，但你们，但你们，但你们，但你们觉得觉得觉得觉得无地自无地自无地自无地自容容容容，，，，终终终终于于于于败北败北败北败北。。。。” （忏悔章 第25节） 这是另一种迷误，这种迷误是为了认主独一的利益。当你幻想你可以依赖的所拥有的能力，而忘却独一的安拉，安拉就启示这个被拥有的能力抛弃你、不认你、让你知道这是隐微的以物配主，这也是迷误的一种，不管哪一方面，你依赖它，你确信它，而忘却尊严伟大的安拉，他就启示它不认你。 你的好朋友对你说：“你有什么事就找我。”你就放心了，但是当你真正有事去找他时，他愁眉苦脸，他没有说： “请坐，有什么事？”你说： “我有急事。”他说： 

“这不关我的事，这是会伤害我的利益，很抱歉。”你五雷轰顶。这是因为认主独一的另一种迷误。 安拉意欲，这节课讲：人是可以选择的，假若他说没自由的，那么回报就作废了，惩罚就作废了，  （（（（（（（（的的的的确确确确安拉具安拉具安拉具安拉具有有有有选择性选择性选择性选择性地地地地命令命令命令命令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仆仆仆仆人，人，人，人，警告性警告性警告性警告性地禁地禁地禁地禁止止止止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容易容易容易容易地责地责地责地责成成成成，，，，没没没没有有有有困难困难困难困难地责地责地责地责成成成成，干，干，干，干少少少少的的的的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有有有有多多多多的回赐，他的回赐，他的回赐，他的回赐，他强胜强胜强胜强胜而而而而允许违抗允许违抗允许违抗允许违抗，顺从他而不受，顺从他而不受，顺从他而不受，顺从他而不受强迫强迫强迫强迫。）。）。）。））））） 

科学性科学性科学性科学性话题：人的创造：话题：人的创造：话题：人的创造：话题：人的创造： 我们现在转到科学性话题。  

1、、、、安拉的安拉的安拉的安拉的创造物的奇迹是他的知识的痕迹：创造物的奇迹是他的知识的痕迹：创造物的奇迹是他的知识的痕迹：创造物的奇迹是他的知识的痕迹： 有些话说的非常有意思：的确在宇宙中的所有事物都是奇特的，安拉的创造物：星系、彗星、星球、大地、群山、沙漠、湖泊、鱼类、鸟类、植物、人类，所有的这些奇迹，尊严伟大的安拉的创造的奇迹属于安拉的知识的痕迹。我们来对人的创造，作一部分详解。 尊贵的兄弟们，  

“我我我我确确确确已把人造成具有最已把人造成具有最已把人造成具有最已把人造成具有最优优优优美美美美的的的的形态形态形态形态。。。。” （无花果 章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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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精卵受精卵受精卵受精卵：：：： 

  你用你的指尖沾点唾沫，再去轻轻地沾点盐，然后拿到放大镜下，你会看到很多非常小的颗粒，受精卵的体积就跟这颗粒一般大，这个受精卵在一段时间后，在九个月之后就会成为婴儿。  

3、、、、头发：头发：头发：头发： 

 

头发横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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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2-人是非自由的和可选择的，假若人是非自由的 

在人的头上有三万根头发，每根头发都有动脉和静脉，肌肉和神经，皮脂腺和染色腺。在人头上的这一创造多伟大啊！三万根头发，每根头发都有动脉和静脉，肌肉和神经，皮脂腺和染色腺。  

4、、、、人人人人脑：脑：脑：脑：  

 

人脑  在人脑里 ，有一千四百亿褐色召唤性细胞，直到近2000年都还不知道它的作用，一百四十亿脑皮层细胞，其中有记忆的、判断的、推理演绎的、观看的、听的、说话的皮层细胞，大脑是最复杂的东西了，它本身就是无法理解的，这是判决的地方：  

“我一定要抓他的我一定要抓他的我一定要抓他的我一定要抓他的额额额额发发发发--说谎者说谎者说谎者说谎者犯罪犯罪犯罪犯罪者的者的者的者的额额额额发。发。发。发。” （血块 章 第15、16节） 判决在这里，  

“是他是他是他是他们从无到有被们从无到有被们从无到有被们从无到有被创造创造创造创造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呢呢呢呢？？？？还还还还是他们就是是他们就是是他们就是是他们就是创造创造创造创造者者者者呢呢呢呢？？？？” （山岳 章 第35节） 脑细胞是固定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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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眼睛眼睛眼睛眼睛：：：：  

 

眼睛  眼睛有角膜，它是透明的一层，绝对的透明，因为它具有一些特性，只有眼睛的角膜细胞是通过溶解给养，而不是通过毛细血管，假若是通过毛细血管给养的话，我们一定会看到血网，但是在眼睛里的这层，安拉让它成为绝对透明的，为了让我们的观看清晰：  

“那是精制万物的安拉的化工那是精制万物的安拉的化工那是精制万物的安拉的化工那是精制万物的安拉的化工” （蚂蚁 章 第88节） 视网膜有十层，大量的小棍子和小圆锥，在视网膜上有一亿三千万小棍子和小圆锥，也就是说：一点三厘米的视网膜，一厘米可接收一亿光线，最大的数码照相机在一厘米可接收一万：  

“难难难难道我道我道我道我没没没没有为他有为他有为他有为他创造创造创造创造两只两只两只两只眼睛眼睛眼睛眼睛？？？？” （地方 章 第8节） 人的眼睛八亿种颜色，假若一种颜色有八十万个级别，健全的眼睛能够区别两个级别之间的差别。  

“难难难难道我道我道我道我没没没没有为他有为他有为他有为他创造创造创造创造两只两只两只两只眼睛眼睛眼睛眼睛？？？？” （地方 章 第8节） 



16 

选择-2-人是非自由的和可选择的，假若人是非自由的 

眼皮，玻璃球体，眼水不会冻结，眼睛里的水，其中有防冻位置，在北方一些国家非常冷，气温会降到零下七十多度，假若在眼睛里没有这种物质，那么人一定会因为眼水冻结而失明，但是尊严伟大的安拉在这眼水中创造了防冻物质。  

6、、、、嗅嗅嗅嗅觉：觉：觉：觉：  

 

嗅觉  嗅觉神经，有两千万终端，每个支神经有七根绒毛，所有的绒毛被粘黏物质覆盖着，它与气味反应，就会形成工程式，而它将这气味的工程符号传输到大脑，然后展现给嗅觉记忆，其中有十万个符号，当两个符号吻合了，你就会说：是薄荷的味道？嗅觉、味觉、视觉、听觉是非常奇特的东西，在我们人的创造中，没有一种在同一时间可以降低声音和扩大声音的器官，除了安拉创造的鼓膜-声音大，它把它降低。声音小，它把它扩大，它是在时可以扩大声音和降低声音的器官。 心脏每天泵血八立方米，这是多么好的泵啊！任劳任怨，直到寿限结束，它才停止。 如若人的寿限未到，医生所具备知识可以为他指路； 甚至是他还剩几天的活头，医生也是举手无措，药物也无济于事。 翻翻翻翻译译译译 : Mohammed,Umda 校校校校对对对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