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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责成的事项：选择-3-人的被动和主动-3-对判决和前定的区别 

 五月五月五月五月 

04 
2008 

认主学认主学认主学认主学-信仰与奇迹信仰与奇迹信仰与奇迹信仰与奇迹-第第第第（（（（30-36））））课责成的事项：选择课责成的事项：选择课责成的事项：选择课责成的事项：选择-3-

人的被人的被人的被人的被动和主动动和主动动和主动动和主动-3-对判决和前定的区别。对判决和前定的区别。对判决和前定的区别。对判决和前定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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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赞归于安拉——调养众世界的养主，安拉的祝福和平安在我们诚实、忠诚、守信的领袖——穆罕默德上。主啊！求你使我们从无知、迷惑的黑暗到于理解、知识的光明，从嫌疑的泥泞到于临近的乐园吧！ 尊贵的兄弟们啊，这是信仰与奇迹的第三十节课。  

谁误认为安拉强迫他干坏事，那他的信仰已偏斜了：谁误认为安拉强迫他干坏事，那他的信仰已偏斜了：谁误认为安拉强迫他干坏事，那他的信仰已偏斜了：谁误认为安拉强迫他干坏事，那他的信仰已偏斜了：  

 

 前几节课，在责成的因素中我们提述了宇宙、理智、天性、欲望、选择。前两节课，我们阐明了人是主动的。在他误认为安拉强迫他干坏事的那一刻，他的信仰已偏斜了。这偏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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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就是正所谓的宿命论，它是在穆斯林们误以为他们是无能为力的状态下形成的。然而，在许多经文中清楚、明白、绝对的阐明人对于他所受的责成是有选择的，我为大家提记这部分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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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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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愿意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原信道，就让他不行吧。谁愿意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原信道，就让他不行吧。谁愿意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原信道，就让他不行吧。谁愿意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原信道，就让他不行吧。” （山洞章 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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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们尝们之前的人，曾这样否认（他们族中的使者），直到他们尝们之前的人，曾这样否认（他们族中的使者），直到他们尝们之前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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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了我的刑罚。你说：试了我的刑罚。你说：试了我的刑罚。你说：‘你你你你们有真知灼们有真知灼们有真知灼们有真知灼见，可以拿来给我们看看吗？见，可以拿来给我们看看吗？见，可以拿来给我们看看吗？见，可以拿来给我们看看吗？’你你你你们只凭猜测，们只凭猜测，们只凭猜测，们只凭猜测，竟说谎话。竟说谎话。竟说谎话。竟说谎话。” （牲畜章 第148节） 

每个人都应根据尊贵的《古兰经》和光辉的圣训鉴定他的想象：每个人都应根据尊贵的《古兰经》和光辉的圣训鉴定他的想象：每个人都应根据尊贵的《古兰经》和光辉的圣训鉴定他的想象：每个人都应根据尊贵的《古兰经》和光辉的圣训鉴定他的想象： 

 这节课我想为大家阐明人所付诸的任何行动，在其付诸之前就有会个设想，这个设想无论正确与否，在你设想引领不是由你掌管，而是在安拉意欲引领你的时候引领你，那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这种想法会阻碍你寻找真相，阻碍你寻找正信，我要说：人必须要三思，必须在《古兰经》和圣训的秤盘之光下加以衡量；如果人对错误的号召、不正确的解释和偏斜的信仰执迷不悟，那他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当然，得举例说明一下：假若有个学生在开学时以为可以在考试前两天给老师送礼物，那老师就会给他考题，那他还会学习吗？整个学年就在玩乐中度过，以为考试前两天可以从老师那里要来考题，把答案背会，就可以考过了，在他的想象中，他比那些学习的同学们都聪明，他为什么不学习？因为错觉。考试前去敲老师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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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带去了礼物，和他要考题，却当场得了两个零，就撒腿跑了，就因为错觉，把这个学年给荒废了。  

想把自己的想把自己的想把自己的想把自己的荣誉建立在他人的毁灭之上的人，不会是以价值来达到的，而荣誉建立在他人的毁灭之上的人，不会是以价值来达到的，而荣誉建立在他人的毁灭之上的人，不会是以价值来达到的，而荣誉建立在他人的毁灭之上的人，不会是以价值来达到的，而
是以强权：是以强权：是以强权：是以强权： 兄弟们啊，我一直希望你们对此是明白的，人有时会错误的相信有些思想，并不是因为这思想正确，而是因为合他的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个人想买辆车，另一个人也是一样的。第一个人买了，第二个人却没买，当地有传言说要颁布降低一半税收的法令，买了车的那个人，不去证实，无凭无据的否认这传言，否定这传言是合他意的；而没买的那个人无凭无据的相信它。你有时会无凭无据的否定，有时会无凭无据的相信。 因此我要给大家举一个更详细的例子：上世纪风行的达尔文理论中，这位学者说：如果科学没有证实我的理论，那此理论就是错误的。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他认为必定有进化，进化是指从物质上生出活细胞，他认为青蛙是从泥土上来的，就是说单单的泥土就可以形成青蛙；老鼠是从带有麦子的破洞来的（很搞笑）；一些蛆是从腐肉上来的。当然，科学对此理论是不屑的，根本就没有科学依据，不可接受，也不可理喻，全世界都抓住这一理论，不管是在大学的讲堂，还是科学讲座，还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为什么？非常微妙的是：他相信人是从单细胞进化的，进化就意味着这个宇宙没有主宰，也就意味着这个理论推翻了安拉存在的信仰，为什么全世界对此紧抓不放？因为它使人不受责成，一目了然，如果你是强大的，你就有权利 （西方人眼中的强者），权利是同着强者，你是强者，那你就是权利的主人，如果你是弱者，你就不具有权利，这思想就是不以价值来衡量的强者思想，这思想合那些人的意，他们把他们的荣誉建立在人民的悲凄上，把他们的富裕建立在人们的清苦上，把他们的生存建立在人民的死亡上，把他们的尊贵建立在人们的卑贱上，这种思想与我们所见到的罪恶是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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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行为背后总会有错误的想法来折射一个人是否端正：错误的行为背后总会有错误的想法来折射一个人是否端正：错误的行为背后总会有错误的想法来折射一个人是否端正：错误的行为背后总会有错误的想法来折射一个人是否端正： 

 

 有些人信仰着根本就不存在的事物，有些人拒绝信仰证据确凿的宗教。我希望大家能在说
‘我拥有什么’之前复查一遍，以便安拉给我们引导，我们便遵循正道，这话是有根据的，至尊至大的安拉说：  

“我我我我确确确确有指有指有指有指导的责任。导的责任。导的责任。导的责任。” （黑夜章 第12节） 当这个词与安拉的尊名一同来到时，就意味着他——高贵的安拉必亲自引领，至尊至大的安拉引领我们就足矣。这宇宙中的一切都在言语着安拉的存在、独一、完美，这宇宙指示着伟大、仁慈、明哲、强大的主宰。如此的，当我们的信仰出差错时，我们的行为就会反映出这错误的信仰。 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假若一个人（杂货商）进到清真寺，听了讲座， 

“我的说情属于我的民众中干大罪的人”，当时的解释不是很细微，这段圣训从字面意义上是说：你干大罪没什么，如果你干了这些大罪，穆圣 （愿主福安之）会给你说情。也意味着，可以依据对这段正确的圣训，对其进行错误的理解，从而以为在牛奶里掺假，卖伪劣商品没什么大不了。我再强调一遍，但凡错误的行为，都有其错误的想法；没有哪个动作的背后没有一种想法。当然，我举例来说明：小偷为什么要偷？因为他以为可以不劳而获，他不相信他会受到惩罚或是被逮捕，他说：我要用这上百万过舒适的生活，一周后，他就被逮捕了，关在监狱里，偷的钱被拿走了，他得到了应有的处罚。  

宿命信仰致使民族宿命信仰致使民族宿命信仰致使民族宿命信仰致使民族瘫痪，每个人都应该鉴定他的想法，以免坠入瘫痪，每个人都应该鉴定他的想法，以免坠入瘫痪，每个人都应该鉴定他的想法，以免坠入瘫痪，每个人都应该鉴定他的想法，以免坠入迷茫迷茫迷茫迷茫：：：： 所以说，兄弟们啊，在这美好的会见中，我号召大家磨练自己的信仰、想象，不要落入迷茫，而宿命论会使整个民族瘫痪，我们的手里会什么都没有，至尊至大的安拉说：  

“谁愿意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原信道，就让他不行吧。谁愿意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原信道，就让他不行吧。谁愿意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原信道，就让他不行吧。谁愿意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原信道，就让他不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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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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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也人也人也人也许会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像以物配主的人一样信仰着：许会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像以物配主的人一样信仰着：许会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像以物配主的人一样信仰着：许会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像以物配主的人一样信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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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们尝们之前的人，曾这样否认（他们族中的使者），直到他们尝们之前的人，曾这样否认（他们族中的使者），直到他们尝们之前的人，曾这样否认（他们族中的使者），直到他们尝试了我的试了我的试了我的试了我的刑刑刑刑罚。你说：罚。你说：罚。你说：罚。你说：‘你你你你们有真知灼见，可以拿来给我们看看吗？们有真知灼见，可以拿来给我们看看吗？们有真知灼见，可以拿来给我们看看吗？们有真知灼见，可以拿来给我们看看吗？’你你你你们只凭猜测，们只凭猜测，们只凭猜测，们只凭猜测，竟说谎话。竟说谎话。竟说谎话。竟说谎话。” （牲畜章 第148节） 

至尊至大的安拉引至尊至大的安拉引至尊至大的安拉引至尊至大的安拉引领我们到他的至尊本体是从：领我们到他的至尊本体是从：领我们到他的至尊本体是从：领我们到他的至尊本体是从： 

1-宇宙宇宙宇宙宇宙：：：： 至尊至大的安拉从这个宇宙，引领我们到他的至尊本体，宇宙间的一切都在阐述着安拉的存在，他的独一和完美。  

2-尊尊尊尊贵的《古兰经》：贵的《古兰经》：贵的《古兰经》：贵的《古兰经》： 从这尊贵的《古兰经》他引领我们到他至尊的本体，《古兰经》为我们阐明了我们的任务、使命及安拉托付我们的信托物。  

3-事事事事实：实：实：实： 至尊至大的安拉以发生的事实引领我们：  

“你你你你说：说：说：说：‘你你你你们当在大地上旅行，然后观察否认使者的结局是怎样们当在大地上旅行，然后观察否认使者的结局是怎样们当在大地上旅行，然后观察否认使者的结局是怎样们当在大地上旅行，然后观察否认使者的结局是怎样的的的的。。。。’” （牲畜章 第11节） 

最主要的就是信仰最主要的就是信仰最主要的就是信仰最主要的就是信仰，，，，如果它正如果它正如果它正如果它正确确确确了了了了，，，，行行行行为就正确了，人就平安了，幸福了为就正确了，人就平安了，幸福了为就正确了，人就平安了，幸福了为就正确了，人就平安了，幸福了
：：：： 行为是安拉的行为，它支持着尊贵的《古兰经》中的一切，这即是清高的安拉所言之意：  

“不不不不，，，，他他他他们否认他们所未通晓，而其解释尚未降临的经典。们否认他们所未通晓，而其解释尚未降临的经典。们否认他们所未通晓，而其解释尚未降临的经典。们否认他们所未通晓，而其解释尚未降临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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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努斯章 第39节） 这节经文的引申意义是许诺的落实，是使食用利息者破产，这是与利息有关的经文的引申：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你你你你们不遵从，那么，你们当知道安拉和使者将对你们宣战。们不遵从，那么，你们当知道安拉和使者将对你们宣战。们不遵从，那么，你们当知道安拉和使者将对你们宣战。们不遵从，那么，你们当知道安拉和使者将对你们宣战。” （黄牛章 第279节） 信士所拥有的美好的生活是清高的安拉的这话的引申：  

“凡行善的男女信士凡行善的男女信士凡行善的男女信士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誓必要使他我誓必要使他我誓必要使他我誓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 （蜜蜂章 第97节） 反对者所遭受的窘迫的生活是清高的安拉的这话的引申：  

“谁违背我的教诲，谁必过窘迫的生活，复活日，我使他在盲目的情况下被集合。谁违背我的教诲，谁必过窘迫的生活，复活日，我使他在盲目的情况下被集合。谁违背我的教诲，谁必过窘迫的生活，复活日，我使他在盲目的情况下被集合。谁违背我的教诲，谁必过窘迫的生活，复活日，我使他在盲目的情况下被集合。” （塔哈章 第124节）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信仰，我以前给大家说过，如果伊斯兰是由四部分组成的金字塔，最高的那部分就是信仰，如果它正确了，工作就正确了，如果工作正确了，人就平安了、幸福了；如果它毁坏了，工作就毁坏了，人就不幸了、毁灭了。  

至尊至大的安拉至尊至大的安拉至尊至大的安拉至尊至大的安拉创造人，只是为了使人幸福和仁慈：创造人，只是为了使人幸福和仁慈：创造人，只是为了使人幸福和仁慈：创造人，只是为了使人幸福和仁慈： 最主要的，就是信仰正确，人是主动的，以圣迹中的例子为证：我们的领袖欧麦尔•本•罕拓布，有个喝酒的人被带到他跟前，他说：你们给他执行法度。那人说：穆民的长官啊，指安拉发誓，这是安拉对我的前定啊。他说：那么对他执行两次法度，一次是因为喝酒，另一次是因为他对安拉妄言。并对那人说：你这人真可悲啊，安拉的判决绝不是取消你的选择权，或是强迫你。 当你误以为你是被动的，没有选择的，你就会放弃与自己的私欲作斗争。你误以为至尊至大的安拉没为你注定引领；你误以为至尊至大的安拉没有允许你礼拜；你误以为至尊至大的安拉想要你成为不幸的；还有比误以为安拉注定你不幸更错误的信仰吗？  

“但但但但你你你你的主所怜的主所怜的主所怜的主所怜悯的人除外。悯的人除外。悯的人除外。悯的人除外。” （胡德章 第119节） 他创造他们是为了仁慈他们；他创造他们是为了使他们幸福。  



7 

课责成的事项：选择-3-人的被动和主动-3-对判决和前定的区别 

至尊至大的安拉至尊至大的安拉至尊至大的安拉至尊至大的安拉给予人选择权：给予人选择权：给予人选择权：给予人选择权： 

“你你你你俩到法老那里去，他确是暴虐无道的。俩到法老那里去，他确是暴虐无道的。俩到法老那里去，他确是暴虐无道的。俩到法老那里去，他确是暴虐无道的。” （塔哈章 第43节） 他就是那个说：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你你你你们的至尊主们的至尊主们的至尊主们的至尊主” （急掣章 第24节） 

“我不知道除我外我不知道除我外我不知道除我外我不知道除我外，，，，还有别的神灵。还有别的神灵。还有别的神灵。还有别的神灵。” （故事章 第38节） 

“你你你你俩到法老那里去，他确是暴虐无道的，你俩对他说话要温和，或许他会记取教诲俩到法老那里去，他确是暴虐无道的，你俩对他说话要温和，或许他会记取教诲俩到法老那里去，他确是暴虐无道的，你俩对他说话要温和，或许他会记取教诲俩到法老那里去，他确是暴虐无道的，你俩对他说话要温和，或许他会记取教诲，或者有所畏惧。，或者有所畏惧。，或者有所畏惧。，或者有所畏惧。” （塔哈章 第44节） 人有主动权。我们在前两节课，凭着至尊至大的安拉的恩典为大家阐明了绝对的明文性证据、现实性证据、逻辑性证据和科学性证据，证明人是主动的，假若安拉强制他的仆人顺从，那回赐就不复存在了；假若他强制他们干罪，那惩罚就不合理了；假若他任由他们随心所欲，那他就是无能力了。的确，安拉命令他的仆人们，并给予他们选择；禁止他们，给予他们警告；责成他们容易的，而不是犯难的；在很少的工作上，给予巨大的回赐。  

善意的猜善意的猜善意的猜善意的猜测安拉的报酬是乐园：测安拉的报酬是乐园：测安拉的报酬是乐园：测安拉的报酬是乐园： 在重复一遍，必须更正信仰，必须更正想象，你必须从自身上否决上千句流言，说安拉没为他注定引导，那就说他没罪，又怎么会清算他呢？怎么惩罚他呢？ 他把他扔到河里，却对他说：你千万千万不可被水弄湿。当你误以为你是被动的，你没有选择权，那你的行为就会出差错，原地不动，一事无成；而你确信你是有选择的，安拉在期待着你：  

“假若反假若反假若反假若反对者知道我对他们的期待，我期望他们放弃罪恶，他们必因我的爱而断绝，对者知道我对他们的期待，我期望他们放弃罪恶，他们必因我的爱而断绝，对者知道我对他们的期待，我期望他们放弃罪恶，他们必因我的爱而断绝，对者知道我对他们的期待，我期望他们放弃罪恶，他们必因我的爱而断绝，为想念我而死亡，这是我对反对者的意欲，那接受者更是如何呢？为想念我而死亡，这是我对反对者的意欲，那接受者更是如何呢？为想念我而死亡，这是我对反对者的意欲，那接受者更是如何呢？为想念我而死亡，这是我对反对者的意欲，那接受者更是如何呢？” （圣迹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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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千万不可重蹈流言，说安拉没为他注定引领，安拉抛弃了他，安拉不会抛弃，至尊至大的安拉阐明，并且引领正道，至尊至大的安拉规定他至尊的本体引领，善猜安拉的报酬就是乐园。 正确的信仰应是取自尊贵的《古兰经》，而不是流言蜚语： 因此，我号召大家理解性的诵读尊贵的《古兰经》，并确信：正确的信仰应是取自尊贵的《古兰经》，而不是流言蜚语，是来自安拉明白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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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人，证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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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牛章 第148节） 当你感到你对你的工作负有责任，安拉要清算你，你就不会陷于无根无据的谬误的控制之下：  

“假若我意欲假若我意欲假若我意欲假若我意欲，，，，必以向必以向必以向必以向导赋予每个人，但是导赋予每个人，但是导赋予每个人，但是导赋予每个人，但是…” （叩头章 第13节） 但是我的仆人们啊，假若我意欲，我就取消你们的选择权，取消给你们担负的信托物，取消责成你们任务；假若我意欲，我就强制你们做某事；假若我意欲，我就取消你们的选择权、任务、信托物，强制你们做某事——正道：  

“假若我意欲假若我意欲假若我意欲假若我意欲，，，，必以向必以向必以向必以向导赋予每个人，但是导赋予每个人，但是导赋予每个人，但是导赋予每个人，但是…” （叩头章 第13节） 但是你们所做的罪过并不是安拉的判决和他的前定，而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你们亲自选择的，对此你们要受到清算。  

人的潜意人的潜意人的潜意人的潜意识会使他趋向将他的错归咎于他人或判决和前定：识会使他趋向将他的错归咎于他人或判决和前定：识会使他趋向将他的错归咎于他人或判决和前定：识会使他趋向将他的错归咎于他人或判决和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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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但贵的兄弟们啊，当你感到你是主动的，你可以抵达信仰的顶点，可你是欠佳的，也许这从我们至尊至大的养主引申出的正确的观点会促使你寻找真相、信仰它、执行它，无论高低贵贱地付出。但是人有时就像心理学家们说的，他有潜意识，潜意识会趋向将他的错归于他人，所有的人，当他成功时，他会对你说：我熬夜学习；当他名落孙山时，就说：安拉没有为我规定成功。为什么当你成功时，你熬夜了，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你注意听老师讲了，按时完成作业了，复习功课了；而当你没成功时，安拉没为你规定成功？你为什么不说你没好好学？ 人借他的潜意识偏向将他的错归于他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也是一样的，对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侵略和犹太复古主义。有些民族经历了我们曾经所经历的文明阶段，他们现在已经解放了、进步了、发达了、超越了，而且已变得非常强大，这个观点并不支持我们的思想，人总想将自己的错误归咎于他人，或是判决及前定。  

在安拉的在安拉的在安拉的在安拉的权利中，将不是他所欲的归于他，是不合适的：权利中，将不是他所欲的归于他，是不合适的：权利中，将不是他所欲的归于他，是不合适的：权利中，将不是他所欲的归于他，是不合适的： 兄弟们啊，适时地，我希望大家对此已非常明了了，对判决和前定的信仰并不取缔责任，证据是至尊至大的安拉针对流言蜚语说道：  

“造造造造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 （光明章 第11节） 它为什么是好的？因为所有的事是以安拉的意旨发生的，在安拉的掌管下发生的，他所不意欲的事是不恰当的，就其主宰性，在他的掌管下发生他所不意欲的是根本不可理喻的，所有发生的事是安拉所意欲的；安拉所意欲的事都要发生。安拉的意欲与绝对的哲理相关，绝对的哲理与绝对的好相连。  

安拉允安拉允安拉允安拉允许谣言发生，是有其深刻含义的：许谣言发生，是有其深刻含义的：许谣言发生，是有其深刻含义的：许谣言发生，是有其深刻含义的： 

“造造造造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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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章 第11节） 

 这就是对判决和前定的理解，只要至尊至大的安拉允许这流言蜚语中伤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只要安拉允许，其中必有绝大的奥妙——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之奥妙，经注学家们有些妙语：假若阿伊莎 （愿主喜悦之），她的项链没有掉落，也就不会有流言蜚语了 （她去找它），假若那两位大圣门弟子在抬她的驼轿时察觉到它很轻，她不在里面，就去找她，也就不会有流言蜚语了。但是绝大的奥妙，安拉所意欲的绝大奥妙，意欲它发生了，允许借此考验人心，信士们自己认为是好的，伪信者们被揭穿了，被暴露了，他们的谩骂显现了，传送信息，吹大它，安拉考验这两伙人，揭示这两伙人：  

“安拉不致于安拉不致于安拉不致于安拉不致于让信士们常在你们的现状之下，（但他试验你们）直到他甄别恶劣的与让信士们常在你们的现状之下，（但他试验你们）直到他甄别恶劣的与让信士们常在你们的现状之下，（但他试验你们）直到他甄别恶劣的与让信士们常在你们的现状之下，（但他试验你们）直到他甄别恶劣的与善良的。善良的。善良的。善良的。” （仪姆兰家属章 第179节） 

“造造造造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谣者确是你们中的一伙人，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你们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 （光明章 第11节） 

信仰判决和前定信仰判决和前定信仰判决和前定信仰判决和前定，，，，并不是勾并不是勾并不是勾并不是勾销责任：销责任：销责任：销责任： 

 

 其次：  

“他他他他们中的罪魁，应当受重大们中的罪魁，应当受重大们中的罪魁，应当受重大们中的罪魁，应当受重大的刑罚。的刑罚。的刑罚。的刑罚。” （光明章 第11节） 你看我们在有关流言蜚语的圣训，对判决和前定理解到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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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添油加醋的人会脱去责任吗？不可能。也就像急救医生实践，当有人告诉他说病人病危了，而他正与护士谈着安拉所不喜悦的话，他就此说道：等一下，让他把话说完。十五分钟后，传来消息说病人死了，如果他说：‘赞主超绝，他的大限到了’，他就不受清算吗？就算死亡是绝对的，他也要受到清算，死亡是以着人的大限，但在这急救医生失职的十五分钟，他在安拉跟前他要受到严惩。 你们当记住，信仰判决和前定不是脱去责任，楼建起来了，楼梯没有安装防护栏，有个人掉下去死了，楼主不说是判决和前定，而是说：我失职了，我没有给楼梯安装防护栏，由于防护栏的不存在导致了这个人的死亡。  

 

 

 

判决和前定与欠缺的后果判决和前定与欠缺的后果判决和前定与欠缺的后果判决和前定与欠缺的后果间的区分：间的区分：间的区分：间的区分： 

 兄弟们啊，在认主学中我不认为还有比判决和前定更危险的了，那是我们将我们所有的错误归咎于判决和前定；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不足归咎于判决和前定；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借口针对于判决和前定。这话是不被接受的，也是不可理喻的。我们是失职的。兄弟们啊，我想为大家强调的是：强者是承认自己错误的，将错归咎于他自己的强者。最基本例子就是在教育子女中出的错，这个错误的教育的后果，父亲应该承担，父亲是有责任的，有的错归咎于老师，有的错归咎于负责人，故英雄是勇于坦白的说自己错了，而把所有的事归咎于判决和前定，我想将判决和前定与失职的结果加以区别。 一个学生，他根本就没学习，本学年的考题，他一问三不知，他却说：安拉没给我前定好成功，这就是安拉的安排。这话是不对的，他应该说：我没考上，是因为我没学习。你千万不要把判决和前定搀和到里面。至于勤奋学习了，可是在考试前两天突然生病了，没能参加考试的学生，这个学生，就他有资格说：至尊至大的安拉没有意欲我成功。  

“的的的的确确确确，，，，安拉安拉安拉安拉责备无能，但你是你应当从容办事，直到你无能为力时，你就说：责备无能，但你是你应当从容办事，直到你无能为力时，你就说：责备无能，但你是你应当从容办事，直到你无能为力时，你就说：责备无能，但你是你应当从容办事，直到你无能为力时，你就说：‘我我我我满足于安拉，托靠者真优美啊！满足于安拉，托靠者真优美啊！满足于安拉，托靠者真优美啊！满足于安拉，托靠者真优美啊！’” （艾布达伍德和艾哈迈德由奥夫•本•马力克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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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起来，去奔波，把要求呈上，寻找媒介，谋求途径，从家里出去，去工作栏上找！缩在家里，动也不动，也不去询问，就等着奇迹，这就是穆斯林的现状，我们的敌人现在正在做着准备，而我们却等待着安拉的开拓，等待着奇迹，我们等待着地震把我们的敌人给解决了，指安拉发誓，这是疯子的梦想。  

至尊至大的安拉至尊至大的安拉至尊至大的安拉至尊至大的安拉对穆民的援助，是有以下两个条件的：对穆民的援助，是有以下两个条件的：对穆民的援助，是有以下两个条件的：对穆民的援助，是有以下两个条件的： 

1-信仰清高的安拉信仰清高的安拉信仰清高的安拉信仰清高的安拉：：：： 至尊至大的安拉说：  

“你你你你们应当为他们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们应当为他们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们应当为他们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们应当为他们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 （战利品章 第60节） 我们没做准备，同时当你读到《古兰经》，你就会发现一些常道，胜利有它的常道，至尊至大的安拉说：  

“援助只是来自于安拉援助只是来自于安拉援助只是来自于安拉援助只是来自于安拉” （战利品章 第10节） 胜利纯粹是来自安拉的，但它是有价格的，它的第一个价格是：  

“援助信士援助信士援助信士援助信士，，，，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罗马章 第47节） 你是信士吗？你是个坚信能拯救自己的信仰的信士吗？  

“在今世生活中在今世生活中在今世生活中在今世生活中，，，，我必援助我的我必援助我的我必援助我的我必援助我的众众众众使者和信士使者和信士使者和信士使者和信士们们们们” （赦宥者章 第51节） 

援助只来自于安拉援助只来自于安拉援助只来自于安拉援助只来自于安拉，，，，但它的价格是信仰超但它的价格是信仰超但它的价格是信仰超但它的价格是信仰超绝的造物主：绝的造物主：绝的造物主：绝的造物主： 必须是哪种信仰？让你顺从安拉的信仰，阻止你违背安拉的信仰，让你顺从安拉的信仰是胜利的条件之一：  

“援助信士援助信士援助信士援助信士，，，，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责任。责任。责任。责任。” （罗马章 第47节） 你是信士吗？你是个坚信能拯救自己的信仰的信士吗？ 

“在今在今在今在今世生活中世生活中世生活中世生活中，，，，我必援助我的我必援助我的我必援助我的我必援助我的众众众众使者和信士使者和信士使者和信士使者和信士们们们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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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宥者章 第51节） 

2-准准准准备：备：备：备： 第二个条件是：  

“你你你你们应当为他们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和战马，你们借此震慑安拉的敌人和你们们应当为他们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和战马，你们借此震慑安拉的敌人和你们们应当为他们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和战马，你们借此震慑安拉的敌人和你们们应当为他们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和战马，你们借此震慑安拉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的敌人。的敌人。的敌人。” （战利品章 第60节） 支付胜利的价格，价格并不低廉，那是要在自身、家里、工作中都要实践伊斯兰的端正、自制、遵守，然后做一些准备工作，如果我们不在家中、工作中执行伊斯兰，我们不紧抓这个宗教的宗旨，我们什么都不做，而是等待着奇迹，这是无知者的梦想，这就是常道，任何事都有其因素和常道。  

穆斯林的大多数穆斯林的大多数穆斯林的大多数穆斯林的大多数问题，都问题，都问题，都问题，都
是出自他们错误的想象：是出自他们错误的想象：是出自他们错误的想象：是出自他们错误的想象： 

 兄弟们啊，我认为我们的很多问题都出在我们的错误的想象，信仰并不正确，打个比方说：当穆圣（愿主福安之）派遣阿卜杜拉•本•热哇哈 （愿主喜悦之）去估算海波二的椰枣的产量，那的居民用他们女人的首饰来贿赂他，让他少估算一些，这位大圣门弟子说：指安拉发誓，我是从我最喜爱的人那儿来的，而你们，犹太人啊，在我看来，比猴子和猪更可恶，就算这样，我也不会虐待你们。犹太人说：以此诸天和大地立起来了，以此你们战胜了我们。 清楚了，现在，当然是敌人对穆斯林的侵略让人深忧，你要做什么？你为什么让他侵略？你为什么不阻止他？指安拉发誓，作为个人，作为整体，作为整个民族，我们随便就把错误归咎于另一方，就逍遥了，这是非常大的错误，凭这种理智，这种理解，我们绝不会进步，绝不会强大，绝不会实践我们的大目标。  

认主学在信仰的课题中是最重要的：认主学在信仰的课题中是最重要的：认主学在信仰的课题中是最重要的：认主学在信仰的课题中是最重要的： 因此，兄弟们啊，错误源自想象，想象中出错了，就此，认主学在信仰的课题中最重要，只要信仰正确了，工作就正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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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多少人误以为，只要他朝觐了安拉的天房，他的所有罪过脱去了，他就像他母亲生他的的那天，他有一些义务没有完成，抢占了房子，抢占了公司，抢占了遗产，老大把所有的都拿了，没给弟弟们，他对你说：我朝觐回来，就像我母亲生我那天一般。我们要对他说：你的话不对，朝觐中饶恕的只是你与安拉之间的，至于你与安拉的仆人之间的，不会恕饶，也不会脱去，只除非是交换，或是原谅，证据是：  

“他就赦宥他就赦宥他就赦宥他就赦宥你你你你们的罪过。们的罪过。们的罪过。们的罪过。” （努哈章 第4节） 

 

 

 

 

 还有圣训证据，如：  

“谁坚信、寻求回赐地封了莱谁坚信、寻求回赐地封了莱谁坚信、寻求回赐地封了莱谁坚信、寻求回赐地封了莱曼丹月的斋，那他之前的罪恶曼丹月的斋，那他之前的罪恶曼丹月的斋，那他之前的罪恶曼丹月的斋，那他之前的罪恶都被恕饶了。都被恕饶了。都被恕饶了。都被恕饶了。” （一致认同，由艾布胡莱勒传来） 只是他之前所干的与安拉之间的罪过，而他所干的与安拉的仆人之间的罪过只是以交换和请原谅消除：  

“谁坚信、寻求回赐地封了莱曼丹月的斋，那他之前的罪恶都被恕饶了。谁坚信、寻求回赐地封了莱曼丹月的斋，那他之前的罪恶都被恕饶了。谁坚信、寻求回赐地封了莱曼丹月的斋，那他之前的罪恶都被恕饶了。谁坚信、寻求回赐地封了莱曼丹月的斋，那他之前的罪恶都被恕饶了。” （一致认同，由艾布胡莱勒传来） 只是他之前所干的与安拉之间的罪过，而他所干的与安拉的仆人之间的罪过只是以交换和请原谅消除，这是事实，例如：  

“烈士的所有罪烈士的所有罪烈士的所有罪烈士的所有罪过，都被消除，除了债过，都被消除，除了债过，都被消除，除了债过，都被消除，除了债务务务务。。。。” （艾哈迈德出自他的《圣训集》，穆斯林由伊本•阿穆尔传来） 没有比为主道献出你的生命更重大的了，可是尽管如此，即使你为主道献出了生命，而你有债务在身，也不被恕饶，  

“烈士的所有罪烈士的所有罪烈士的所有罪烈士的所有罪过，都被消除，除了债过，都被消除，除了债过，都被消除，除了债过，都被消除，除了债务务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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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的人将他的信仰建立在虚妄之上无知的人将他的信仰建立在虚妄之上无知的人将他的信仰建立在虚妄之上无知的人将他的信仰建立在虚妄之上，，，，安拉并没有安拉并没有安拉并没有安拉并没有对此降示什么，安拉的对此降示什么，安拉的对此降示什么，安拉的对此降示什么，安拉的
经典中也不存在：经典中也不存在：经典中也不存在：经典中也不存在： 因此，当尊贵的穆圣 （愿主福安之）进到他的一位弟子的家时，他已归真，他是位大圣门弟子，穆圣 （愿主福安之）在给他站殡礼之前问道：  

“他有他有他有他有债债债债务务务务在在在在身身身身吗？他们说：是的。他说：你们给你们的吗？他们说：是的。他说：你们给你们的吗？他们说：是的。他说：你们给你们的吗？他们说：是的。他说：你们给你们的同伴站殡礼同伴站殡礼同伴站殡礼同伴站殡礼吧！他吧！他吧！他吧！他没没没没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站站站站，直到有一个人说：安拉的使者啊，我，直到有一个人说：安拉的使者啊，我，直到有一个人说：安拉的使者啊，我，直到有一个人说：安拉的使者啊，我替替替替他他他他担担担担负债负债负债负债务务务务。于是他给他。于是他给他。于是他给他。于是他给他站站站站了了了了殡礼殡礼殡礼殡礼，，，，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天天天天，他，他，他，他问问问问这个结这个结这个结这个结约担约担约担约担负债负债负债负债务务务务的人：你还的人：你还的人：你还的人：你还清清清清债债债债务务务务了吗？他说：了吗？他说：了吗？他说：了吗？他说：没没没没有。有。有。有。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他，他，他，他又问又问又问又问他：你还他：你还他：你还他：你还清清清清债债债债务务务务了吗？他说：了吗？他说：了吗？他说：了吗？他说：没没没没有。有。有。有。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他，他，他，他又问又问又问又问他：你还他：你还他：你还他：你还清清清清债债债债务务务务了吗？他说：了吗？他说：了吗？他说：了吗？他说：是的。他说：现在，你使他的是的。他说：现在，你使他的是的。他说：现在，你使他的是的。他说：现在，你使他的肌肤清凉肌肤清凉肌肤清凉肌肤清凉了。了。了。了。” （艾哈迈德由贾比尔传来） 多少穆斯林误以为，只要朝觐了，或是斋戒了，或是诚心忏悔了他的罪过一干二净了？成千上万的都在大错特错中。你所完成的功修，以及穆圣（愿主福安之）所许约的恕饶并不包括你与安拉的仆人之间的罪过，这些权利在许多的误解中必须要交换，我希望我们能纠正我们的幻想，回顾我们的信仰，根据经典、圣训正确的信仰，从我们的经典、我们的《古兰经》引申我们的信仰，至于生活在与安拉所下降的无关的误解中，这是无知和愚蠢。  

水是至尊至大的安拉命令我水是至尊至大的安拉命令我水是至尊至大的安拉命令我水是至尊至大的安拉命令我们思考的科学性论题之一：们思考的科学性论题之一：们思考的科学性论题之一：们思考的科学性论题之一： 尊贵的兄弟们啊，在至尊至大的安拉所命令我们思考的科学性课题中有“水”，他在一些经文中提到：  

“你你你你们绝不是们绝不是们绝不是们绝不是雨水雨水雨水雨水的的的的蓄藏蓄藏蓄藏蓄藏者。者。者。者。” （石谷章 第22节） 

任何一个有水源的任何一个有水源的任何一个有水源的任何一个有水源的岛，它岛，它岛，它岛，它
的水库在比它更高更大的的水库在比它更高更大的的水库在比它更高更大的的水库在比它更高更大的
地方：地方：地方：地方： 

 水库是谁划定的？我们在这所城市饮用的是泉水，这水池一直到黎巴嫩中部，也差不多到达胡慕斯，东部一直延伸到赛风芭堤雅，就是说从赛风芭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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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到黎巴嫩中部，再到胡慕斯，这水池就是大马士革所饮的，这水是谁储存在的？是谁是这泉水大面积的蔓延在这座城市？在旺季，一秒钟三十六立方米的矿泉水，这水库在山里，山它本身就有许多作用，其中一个就是作水库。 叙利亚有个非常小的岛，它莅临于托尔图斯旁边，其中有淡水源，你瞧岛上的雨水足够形成这水源吗？不足够。那它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托尔图斯山的水库，这个水库与海底的水脉相连，一直到这个岛。要知道，没有哪个岛是没有淡水源的，在印度尼西亚有一万三千岛屿，每个岛上都有淡水。按照任何一个岛的面积，光靠雨水是不足以一年不断的充盈这水源的，所以必需要有来自其它地方的水库。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山顶有些水源，羚羊及其它生活在山上的动物从中饮用，这些水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是从一些更高的山来的，这是水的特点——水往低处流，城市用水只是从比它高的水库来的，世界上所有的地区，有时你会看到在一些农村，水库是非常高的，距离是必须要有的。是谁将灌水之地和饮水之地区分开的？任何一个岛上都有水源，而它的水库却在更高、更宽的地方，至尊至大的安拉说：  

“你你你你们绝不是们绝不是们绝不是们绝不是雨水雨水雨水雨水的的的的蓄藏蓄藏蓄藏蓄藏者。者。者。者。” （石谷章 第22节） 

至尊至大的安拉把水至尊至大的安拉把水至尊至大的安拉把水至尊至大的安拉把水储存在山里，从而使人们免去了储存水的辛苦：储存在山里，从而使人们免去了储存水的辛苦：储存在山里，从而使人们免去了储存水的辛苦：储存在山里，从而使人们免去了储存水的辛苦： 储存水：假若每个人都需要储存一年的水，那每个人都需要相当于他的房子的空间，你消费的水相当于你所需的住房的空间，至尊至大的安拉说：  

“你你你你们绝不是们绝不是们绝不是们绝不是雨水雨水雨水雨水的的的的蓄藏蓄藏蓄藏蓄藏者。者。者。者。” （石谷章 第22节） 没有让你储存水，而是为你把它安置在山里，你看每座城市都有来自山中水库的水源，在高山上是为了距离，以便水从一个地方流到了一个地方，因此，至尊至大的安拉就这样做了。  

思考安拉的宇宙中的迹象思考安拉的宇宙中的迹象思考安拉的宇宙中的迹象思考安拉的宇宙中的迹象，，，，会会会会为人揭示超绝的造物主的伟大：为人揭示超绝的造物主的伟大：为人揭示超绝的造物主的伟大：为人揭示超绝的造物主的伟大： 尊贵的兄弟们啊，当至尊至大的安拉说：  

“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创造创造创造创造，，，，昼夜昼夜昼夜昼夜的的的的轮流轮流轮流轮流，，，，再再再再有有有有理智理智理智理智的人看来，此中确有的人看来，此中确有的人看来，此中确有的人看来，此中确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的的的迹象迹象迹象迹象。他们。他们。他们。他们站着站着站着站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躺着躺着躺着躺着记念安拉，记念安拉，记念安拉，记念安拉，并思维天并思维天并思维天并思维天地的地的地的地的创造创造创造创造，（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我我我我们的主啊！你们的主啊！你们的主啊！你们的主啊！你没没没没有有有有徒徒徒徒然然然然地地地地创造创造创造创造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世界世界世界世界。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赞赞赞赞你你你你超超超超绝绝绝绝万万万万物，求你物，求你物，求你物，求你保护保护保护保护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免免免免受受受受火狱火狱火狱火狱的刑罚。的刑罚。的刑罚。的刑罚。’” （仪姆兰家属章 第190-19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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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思考性题目数不胜数：  处处彰显处处彰显处处彰显处处彰显他的他的他的他的独独独独一一一一 但是至尊至大的安拉在尊贵的《古兰经》提到了非常多的有关宇宙的经文，如果我们把这些有关宇宙的《古兰经》经文作为我们的大纲，就像至尊至大的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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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创造两创造两创造两只只只只眼睛眼睛眼睛眼睛、、、、” （地方章 第8节） 泉源就是一个思考的题目，清高的安拉说：  

“你你你你们绝不是们绝不是们绝不是们绝不是雨水雨水雨水雨水的的的的蓄藏蓄藏蓄藏蓄藏者。者。者。者。” （石谷章 第22节） 水和储存水就是个思考的题目，假若我们每个人读尊贵的《古兰经》时，在有关宇宙的经文前停留一下，将它作为思考的题目，就会发现至尊至大的安拉的伟大。  

水是水是水是水是证明安拉伟大的迹象证明安拉伟大的迹象证明安拉伟大的迹象证明安拉伟大的迹象之一之一之一之一：：：： 

 就像这水有其特性，它的温度是四度，如果我们把它冰冻起来，它的体积就会增加。如果不是这一现象，地球上就不会有生命，水是在宇宙中唯一在冰冻时不缩小，而是膨胀的元素，如果不是这一现象，就不会有生命存在，这个我们在上节课解释过了，这是水的特性，无色、无味，会蒸发、会流动，流经最细微的缝隙，在十四摄氏度时会蒸发，假若你学了水的特性，（你就会知道），如果有哪个特性失效，那人的生活如同人间炼狱。假若它是在一百摄氏度的时候才蒸发，那就不会有干的地方了。而它在十四摄氏度时就干了。假若它有颜色，那我们吃的食物都会是这种颜色；假若它有气味，我们所吃的有水份的食物都会这种气味，那我们就会从我们的肌肤就会有这气味。它无色无味，渗透力强，在十四摄氏度时会蒸发，这水就是我们生命的维系：  

“我用水我用水我用水我用水创造创造创造创造一一一一切切切切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众先知章 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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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为我们储存了它？至尊至大的安拉说：  

“你你你你们绝不是们绝不是们绝不是们绝不是雨水雨水雨水雨水的的的的蓄藏蓄藏蓄藏蓄藏者。者。者。者。” （石谷章 第22节） 

我我我我们应该深思那数不胜数的思考性课题：们应该深思那数不胜数的思考性课题：们应该深思那数不胜数的思考性课题：们应该深思那数不胜数的思考性课题： 如果我们对大马士革的水库做个估量，它有多深？你们想象一下，地下四百米，我们继承这个纯天然的水库，它在山中，避免了腐坏，大马士革所饮用的水库在地下四百米，这是个非常庞大的范围，也就是说：这个水库以这种特点才能持续饮用，从而不腐坏、不长水藓，不会成为伤害人的液体。所以当我们读《古兰经》经文时要深思，也许至尊至大的安拉会使这些经文使我们受益，因为至尊至大的的安拉说：  

“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天地的创造创造创造创造，，，，昼夜昼夜昼夜昼夜的的的的轮流轮流轮流轮流，，，，再再再再有有有有理智理智理智理智的人看来，此中确有的人看来，此中确有的人看来，此中确有的人看来，此中确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的的的迹象迹象迹象迹象。他们。他们。他们。他们站着站着站着站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躺着躺着躺着躺着记念安拉，记念安拉，记念安拉，记念安拉，并思维天并思维天并思维天并思维天地的地的地的地的创造创造创造创造，（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我我我我们的主啊！你们的主啊！你们的主啊！你们的主啊！你没没没没有有有有徒徒徒徒然然然然地地地地创造创造创造创造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世界世界世界世界。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赞赞赞赞你你你你超超超超绝绝绝绝万万万万物，求你物，求你物，求你物，求你保护保护保护保护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免免免免受受受受火狱火狱火狱火狱的刑罚。的刑罚。的刑罚。的刑罚。’” （仪姆兰家属章 第190-191节） 

思考可以思考可以思考可以思考可以帮帮帮帮人人人人获得令他顺从安拉和亲近他的认知：获得令他顺从安拉和亲近他的认知：获得令他顺从安拉和亲近他的认知：获得令他顺从安拉和亲近他的认知： 每当你在安拉的经典中碰到有关宇宙的经文，如食物、饮料：  

“教人教人教人教人观察观察观察观察自己自己自己自己的的的的食食食食物吧！物吧！物吧！物吧！” （皱眉章 第24节） 

“人人人人应当想一想，他是应当想一想，他是应当想一想，他是应当想一想，他是用什用什用什用什么么么么造成造成造成造成的，他是的，他是的，他是的，他是射出射出射出射出的的的的精液造成精液造成精液造成精液造成的。的。的。的。” （启明星章 第5-6节） 让人观察他的周围：  

“你你你你说：说：说：说：‘你你你你们要观察们要观察们要观察们要观察天天天天地的地的地的地的森罗万象森罗万象森罗万象森罗万象’。。。。” （尤努斯章 第101节） 让他把这经文作为思考的题目，进行深思，或许至尊至大的安拉会给养他认知，援助他顺从他，亲近他。 翻翻翻翻译译译译 : Mohammed,Umda 校校校校对对对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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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责成的事项：选择-3-人的被动和主动-3-对判决和前定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