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尊名 

认主学-信仰与奇迹-第（36-32）课：责成的要

素：时间2-清廉的工作 

万赞归于安拉——调养众世界的养主，愿安拉的祝福和平安在我

们忠实可靠的领袖——穆罕默德上。主啊，求你让我们离开无知

愚昧的黑暗，进入认知的光明，从欲望的深渊转入临近的乐园吧

！ 

尊贵的兄弟们，信仰与奇迹课程中的第32课。 

每个人都被责成崇拜他尊严伟大的养主： 

在上节课我们讲到“时间”，它是被责成的要素之一，人确已被责

成崇拜他的养主，崇拜（功修）是自愿的服从，浸入到内心的喜

悦，它的基础是真正的认识，目的是导人于永久的幸福。 

安拉责成人崇拜他，他给予他责成的要素、宇宙，告诉他安拉的

存在，他的独一，他的完美；赋予他理智，借此认识尊严伟大的

安拉；赋予他天性，揭示他的错误；赋予他欲望，让他劳动；给

予他选择，衡量他的工作，然后给予他时间，它是他行为的器皿

。 

善功是信仰的天然果实： 

尊贵的兄弟们，信仰是有果实的，我信仰安拉和他的使者，他的

经典，及后世；我信仰安拉是创造者，是养育者，是制定者，我

信仰安拉是存在的、独一的、完美的，我信仰他的美名及他的高

贵属性，在信仰之后呢？如果你止步于心灵的信仰，那么中信仰

没有意义，也不会提高你在安拉御前的等级，因为被诅咒的义比

利斯信仰了： 

 



“以你的尊荣发誓” 

（萨德章 第82节） 

他说： 

“求你宽待我，直到人类复活

之日。” 

（高处章 第14节） 

他说： 

“你用火造我。” 

（高处章 第12节） 

他说： 

“你用火造了我，用泥造了他。” 

（高处章 第12节） 

信仰有果实，信仰折射出善功，善功是信仰的天然果实，或者只

要在一位信士的心里信仰坚定了，那么就会有相应的行动，信士

是有行动的，他有立场，为安拉而给，为安拉而拒绝，为安拉而

接续，为安拉而断绝，为安拉而喜，为安拉而怒，有行动，沉默

的信仰是消极的，尊大，没有意义，也没有行动，不援助，也没

有立场，不反对，也不赞同，消极的，这是穆斯林的消极立场，

要么你看到信士是退缩的，不参与任何事，要么你看到消极的信

士不做任何事。 

谁想会见尊严伟大的安拉，那么就让他干可以使他进入乐园的善

功： 

因此，只要在信士的心里信仰坚定了，就会有相应的行动，如：

探望了病人，给兄弟尽忠言，给饥饿的人食物，参加知识讲座，

给迷失者尽忠言，居中调解，用行动关怀孤儿，没有行动什么也

不是，即使你的信仰正确。 

假若一个人有皮肤病，治疗的唯一方法是让阳光照射，而他呆在



阴暗、潮湿的屋子里，他说：“多么灿烂的太阳啊！能治病的太

阳！”，所有的这些话都不起作用，即使你一直说太阳到复活日

，都不可能痊愈，除非你活动，从这里尊严伟大的安拉说： 

“你说：‘我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凡人，我奉到启示。’” 

（奉绥来特章 第6节） 

现在，尊贵的《古兰经》做一总结： 

“你说：‘我只是一个同你们一样的凡人，我奉的启示是：你们所

应当崇拜的，只是一个主宰，故谁希望与他的养主相会，就叫谁

力行善功。’” 

（山洞章 第110节） 

你希望与尊严伟大的安拉会见，那么你就力行善功，一个人临死

时，他最后悔什么事情？ 

“我的主啊！求你让我返回人间，以便我力行善功。” 

（信士章 第100节） 

你是会活动的生物，活动的意思是可以力行善功，时间是这一活

动的外壳，你行为的器皿是时间。 

善功源自动力，且有目的，信士们为此而互相合作： 

尊贵的兄弟们， 善功不是突然草率的决定，也不是随意的消遣

，也不是 间断的事件，它源自动力，且有目的，信士们为它而

互相合作，善功是生活中最伟大的事，你被造于今世，是为了力

行善功，成为你进乐园的因素，信仰安拉之后，再没有比力行善

功更高贵的事了，信仰的意义就像大家所见到的，有时候不是退

缩的，跟任何事没有关系，他不做任何事，不 提供任何东西，

绝对不管事，你有一个姐妹，她和丈夫闹矛盾，“和我没关系”。

你在她丈夫看来有分量，在她看来也有分量，你应该给他俩调解

。即使是离我们的主题很远的海湾国家的插手，为了解决黎巴嫩

的问题，我们所有人不是很惬意吗？假若我们很早就达成协议，



世界对我们的态度会是另一种了。 

行善不是退缩，信仰不是退缩，不是消极的，不是孤僻的，也不

是懒惰的，信仰是美好的、纯洁的行动，是积极的、有意义的工

作，建设和谐社会，像山一样巍峨的建筑面向安拉，符合安拉的

方针，愿安拉慈悯我们的领袖-欧麦尔•本•阿齐兹，他当时说：“

黑夜和白天，都在为你工作。” 

明确地说：没有工作的信士在安拉看来绝对没有分量，我们吃了

，我们喝了，我们看了连续剧，我们笑了，在这个座谈里很高兴

，我们的工作继续着,直到有个人感到身体不适,他对你说:在他的

左手刺疼,就到医院接受重症监护,现在他说： 

“我的主啊！求你让我返回人间，以便我力行善功。” 

（信士章 第100节） 

清廉工作在复活日升高人的品级： 

尊贵的兄弟们，黑夜和白天

都在为你工作，因此，你应

该在它俩中力行善功，我希

望成为明白的，不论是和自

己或是和大家。大部分人所

干的成千上万的工作，最后

都是为了你的利益。你买了

衣服，你买了食物，你住在

家里，你收拾了家，假若你娶了妻子，生了孩子，这些所有的事

情都是司空见惯的，哪一样工作你是为安拉而做的？是为了寻求

安拉的喜悦的（工作），做它是为了安拉，在安拉御前贮蓄它，

这件善功它会在复活日提升你。我们所度过的时间是责成的要素

，它是你工作的器皿，你问一下你自己：“我做了什么？”，“我能

够拉着一个人的手到于安拉吗？”，你的朋友， 你重视他了吗？

你拜访了他了吗？你说服他去参加知识讲座了吗？给他磁带听了



吗？给他解决了麻烦了吗？你有说服人忏悔的行动吗？你有父母

，你孝敬他俩了吗？你有比你小的兄弟，你照顾这些兄弟了吗？

你做了什么？ 

指主发誓，尊贵的兄弟们，有时候一个人寻找善功，他发现自己

是无能的，他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他的利益，至于为了安拉的事

情则没有。 

拓宽善功的领域和延伸其时间会使它增值： 

尊贵的兄弟们，现在你的工作是给人食物吗？是宣教吗？是著书

立说吗？是居间调解吗？你工作的种类是什么？这工作我们使它

有价值，首要的增值是每当工作的领域拓宽。我们的领袖---穆罕

默德（愿主福安之）独自来到世上，在来去的可数的几年间号召

他的民族，然后去见养主。你去到中国，你会看到五千万穆斯林

，你去到非洲国家，在非洲有些国家，穆斯林占百分之九十，有

些百分之八十，南非也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穆斯林，

伊斯兰在发展，穆圣（愿主福安之）所做的工作的地域非常广，

覆盖了世界近四分之一的面积，穆斯林占世界总人口60亿的四分

之一，穆斯林有十五亿，一个人带来的宗教，它的地域囊括摩洛

哥到大西洋再到中国。当一个人要让善功有价值时，就拓宽它的

领域。还有一个让善功有价值就是延长它的时间。有些工作在一

小时后就结束了，你给一个人吃了一顿饭，他吃了，感谢了你，

然后就结束了，到晚上又饿了，一顿饭没有了；一个人教会了一

个人什么事，每当他做这事的时候，就会为你祈福。 

有一次，我们一个尊贵的兄弟归真了（愿主慈悯他），他有一个

甜点厂，有一个来自遥远地方的人进入他的商店，这人不是穆斯

林，这人问他：“你可以教我做蛋糕吗？”他说：“没问题。”然后

他让他进去，欢迎了他，并且在他面前完整地做了一次，还不够

，当然还写了，他有说：“你在我面前做一次。”他指主发誓，三

十年，这个人从叙利亚东南的哈萨克来大马士革感谢他。做一件



工作，指引了一个人谋生的职业，他没有问你来自哪里？崇拜尊

严伟大的安拉： 

“你们觉不要因为怨恨一伙人而不公道，你们当公道，公道是最

近於敬畏的。” 

（筵席章 第8节） 

有一个牙医给我谈到：有一个女病人来找他校正牙齿，她是一个

教师，收入非常少，每当她微笑的时候，她身边的人会笑她的牙

，可是费用在她的能力之外，由于费用庞大,她拒绝继续治疗,他

叫住了她说：“你接受我送给你这副牙套吗？”她说：“求安拉赐福

你。”他对我指伟大的主发誓，他过了六个月，就好像是在乐园

里一样，因为他做了没有工钱的工作，只是为了尊严伟大的安拉

。 

谁服务了别人，复活日这工作储存在安拉御前： 

你不求回报的工作，不求表扬，没有白的，也没有黑的，没有黄

的，也没有绿的，为了安拉，你为安拉服务人了吗？这件工作会

储存在安拉那里。 

最伟大的工作就是地域广阔

并持久的事情，来自中国的

一个人访问我们，因为陪同

他的人是我的一个兄弟，他

发现情况不平常，他对他说

：“你们这里放假吗？”他说：

“是的”他说：“什么假？”他对

他说：“我们尊贵的先知，今

天是他的诞辰。”他说：“从何时开始的？”他说：“自从一千五百

年”他震惊了，“一千五百年的人你们还记念他？”当然了，善功的

延伸是漫长的。 

 



现在拓宽地域，延伸，深入内心，你会发现一个人他参加知识讲

座，但是他不规范，他听说了一百次，玩骰子是非法的，他会对

你说：“现在我们精神紧张”,玩到夜里两点，这是非法的，他没有

问，影响不深刻。有时候，你给一个人尽忠言，你的影响达到他

内心深处，绝对的虔诚，我们想要善功延长时间，并且拓宽它的

领域，使它的影响深远，如果你有类似的工作，祝贺你，它的延

伸很漫长，它的地域广阔，它的影响深远。 

在末尾时光社会腐败，回赐会增加： 

现在,时代的特点，这个时代与善功的关系是什么？风暴以及阻

碍,我们在五十年代什么都没有，只有学校和家里，大街上都很

保守,现在那里有学校，有房子，路上到处是似穿非穿的女人，

网络，色情网站,卫星频道,色情杂志，所有的东西都有了，这些

所有的都是风暴，有各种障碍，有时候障碍是家人，有时候障碍

是工作，有些障碍改变你顺从安拉，？有些风暴会使你背离安拉

，因此，现在回赐非常大。 

“我想念我的‘亲人们’”，他们说：“我们不说你的亲人吗？”他说：“

不是，你们是我的同伴，我的亲人是在末尾时光来的一些人，他

们抓教门就像手拿火炭，他们的回赐就像七十个人的回赐”他们

说：“我们中的还是他们中的？”他说：“是你们中的，因为你们有

援助，而他们没有。” 

善功是仅次于信仰安拉的最伟大的事情： 

现在，说实话，兄弟们： 

“你们可避居山洞。” 

（山洞章 第16节） 

山洞是你的家，山洞是你的清真寺，你可避居山洞，你回到家里

，你的家是被管理的，其中没有丑陋的景象，没有激发欲望的事

，你进入你的清真寺。 



兄弟们，阻碍非常多，风暴很多，回赐非常大，阻碍非常多，风

暴很多，现在，当社会放荡，局势动荡，掌权者荒淫，强者欺凌

，富人奢侈，学者阴奉阳违，丑事传播，罪恶显现，正义被隐藏

的时候，就增加了回赐。 

（（在混乱中的功修，就好像是向我迁移。）） 

【穆斯林由穆阿嘎木本•亚萨尔的传述】 

在灾难的时代，兄弟们，我希望尽可能地增加善功的影响力，你

在信仰安拉之后，在你的生活中，再没有比你以之会见安拉的善

功更伟大的事情，善功应该远离你的利益的，清高的安拉说： 

“并使我常常做你所喜悦的善功。” 

（蜜蜂章第19节） 

什么是他喜悦的善功呢？他说：当这事是忠诚的、正确的。忠诚

的就为了寻求安拉的喜悦的事，正确的就是符合圣行的事，你每

天晚上问你自己：“我今天做了什么？”，“我给饥饿者食物了吗？

”，“我给赤裸者衣服穿了吗？”，“我探望病人了吗？”，“我为安拉

拜访了朋友了吗？”，“我施费了钱财了吗？”，“我干善功了吗？”

，“我接续骨肉了吗？”，“我写了传播了号召人到于认识安拉的文

章了吗？”，这是工作。 

一个人的卓越是在他死后有持续的善功： 

兄弟们，我应该 转到严重的

事实，伟大的善功就是在你

死之后还存在的事情，，有

很多学者，尊严伟大的安拉

让他们归真，他们的讲座每

天都在传播，就好像他们活

着一样，我相信他们的身体

已经腐朽，他们的讲座每天



在大部分的媒体上传播。  

相对的，有些唱歌的，他们死后，在黄土之下，他们的歌每天都

在传播，第一种人，他们讲座的传播是川流不息的施舍；而另一

些人，他们歌曲的传播是持续不断的罪恶，因此，卓越是你有善

功在你死后持续，从这里，穆圣（愿主福安之）说： 

（（当一个人死后，他的工作都停止了，除非三件事：川流不息

的施舍，或者益人的知识，或者清廉的孩子为他的祈祷。）） 

【穆斯林由艾比乎莱勒的传述】 

大部分人都生孩子，你想过要让这个孩子成为一名学者？一名宣

教员吗？你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了吗？你关心他的信仰、他的品德

、他的宗教、他的学习了吗？你为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了吗？他 

有清廉的孩子在他之后招人到于安拉，这种感受是无法比的。 

（（当一个人死后，他的工作都停止了，除非三件事：川流不息

的施舍，或者益人的知识，或者清廉的孩子为他的祈祷。）） 

【穆斯林由艾比乎莱勒的传述】 

最不幸的人是在他死后他的工作终止的人： 

当一个人有工作，在他死时中断了，谁是最不幸的人？是那个干

工作，而他的工作在他死时中断的人非常痛苦，卓越是你在死后

有持续的工作。有一次，我做了非常成功的演讲，我引用《古尔

图比》经注的内容，这部经注是在一千年前著的。在演讲完后，

一个兄弟给了很高的评价，很受感染，我说：赞主超绝，这是在

编著了经注的古尔图比的善功簿里的，我在这次演讲是依靠这部

经注。 

意思是，我留下了著作，我留下了宣教，我留下了企业，我留下

了宗教院校，我留下了孤儿院，我留下了门诊，我留下了善功吗

？兄弟们，善功是你在世上存在的秘密，在另一段圣训里解明： 



（（在信士死后，能赶上他的工作和善事有：他教授和传播了的

知识，或者他留下的清廉的孩子，孩子他建立的清真寺，或者为

旅客建盖的房子，或者他清理的河道，或者在他健康或者活着时

的施舍，在他死后会附于他。）） 

【伊本哈则迈由艾比乎莱勒的传述】 

每个人都应该思考他死后可以持续的善功： 

在你死后会持续任何工作，都是最大的善功，我真心希望每个尊

贵的兄弟思考可以持续的善功，在他死后可以持续的善功。当然

了，这一持续的工作多数情况是宣传性工作，意思是你参与引导

一些人，他们的工作在你的功过薄里，你子嗣的工作也在你的功

过薄里，追随他们的人的工作也在你的功过薄里。因此，兄弟们

： 

（（谁在伊斯兰中兴起一件善事，他有做这件善事的回赐和在他

之后做这件事的人的回赐，而他们的回赐不减少一丝毫；谁在伊

斯兰中兴起了一件坏事，那么他要承担着坏事的罪责和在他之后

干这件事的人的罪责，他们的罪责不会减少一丝毫。）） 

【穆斯林由扎哩尔本•阿布定拉扎百里的传述】 

当你醒来时你思考一下： 

（（忧愁后世的人，安拉使他心富，并且给他积聚所有的事，今

世被迫地来于他；忧愁今世的人，安拉使他眼穷，所有事情都离

他而去，今世的东西只有被规定的来于他。）） 

【铁密集由艾奈斯∙本∙马力克的传述】 

当你醒来首先想到“今天早餐吃什么？”，例如：晨礼拜的宣礼念

了，你就想好了。当我们的领袖---欧麦尔遇刺时，他当时在死亡

的边缘，他问了一个问题：“穆斯林礼了晨礼了吗？”，他是在最

高的视野，有些人是在最高的视野，他的考虑就是顺从尊严伟大

的安拉，他考虑传播真理，他考虑肯定伊斯兰的价值观。 



重要的是善功而不是时间： 

兄弟们，可悲啊真可悲，对于他们的寿命过去了，他们的迷误和

罪恶在他们之后留下了人，你著了一本书，所有都是迷误， 人

会死，每个读了这本书的人，受了他迷误思想的影响并且偏斜的

人的罪责都在作者的功过薄里，因此成为或者掌管一个出版社，

出版任何一本书，假若你干了大罪，你可以忏悔，但是如果你出

版一本让人迷误的书，这本书已经发行了，就没有办法了。 

对那个已在地下而人们遵循他的引导，并因他的工作幸福的人说

：“祝贺你”，伊本•阿塔拉伊斯坎德里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他说

：“或许寿长而延续短，或许寿短而延续长，谁的寿岁被赋予吉

庆，他就可以在短时间里抓住虽不惊天动地的恩惠。” 

说白了，我们说时间性年龄只是六十、七十、八十、四十岁，我

们将比喻时间性年龄为一整天开商店，如果一个人开12个小时，

收入是五百里拉，一个人开一个小时，收入是五千里拉，他俩谁

赚钱？ 时间没有价值，重要的是你的收入是多少？有时候，一

笔买卖一刻钟赚八百万，有时候上一天班，十个小时，一天收入

还不到五百里拉， 整整十个小时的叫卖。重要的不是根据时间

，而是根据工作。因此所有“愿安拉增加你的寿数”的话，寿数不

会增加，但是或许会充满善功，或许不会。就像阿尔及利亚的一

位学者-伊本∙巴迪斯，他活了不到50岁，伊玛目沙菲尔活了不到

50岁，他当时的食物少得不可想象，他每天睡两个小时，他可以

叫醒整个阿尔及利亚，用宗教的明文，宗教的价值观，反对殖民

主义者取得胜利，你不管去到阿尔及利亚的任何一个地方，大家

都说“伊本•巴迪斯”这个词，他传播信仰，他当时是对待欧洲的榜

样、学者。因此，有时候一个人有开始而没有完结。 

或许寿岁长而延续短。 

他会对你说，他活了89岁，什么也没干，伊玛目脑威活了不到



50岁，他留下了数不清的书籍， 《利亚德圣训》、《穆斯林》

圣训注解，非常大的教法书籍《白诶叶穆哈塔止》。 

最贵的善功是安拉借你的手引导一个人： 

兄弟们，善功是我们存在的秘密和我们存在的目的，最贵的善功

是安拉借你的手引导一个人。 

穆圣（愿主福安之）说：阿里啊： 

（（指主发誓，一个人因你获得引导，对于你来说比红骆驼更好

。）） 

【两大圣训集由瑟赫里•本赛阿德】 

（（对于他来说，胜于太阳照耀的所有东西。）） 

【泰白里由艾比拉斐尔】 

（（对于你来说，胜于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 

【阿拉给注释的《以哈雅》中圣训之一】 

但是引导需要努力，需要行善，你应该对你所宣教的人以着行善

而敞开心扉，直到他对你的阐明敞开他的理智，你以行善打开他

的心扉，他才会为你的阐明打开他的理智，行善是在阐明之前，

榜样是在号召之前， 你所有具有的最大影响力就是你成为榜样

，榜样是在号召之前的，你具备完美的行为，你就会看到人们被

你影响，即使你没有说一句话，这是绝对的，我这里有很多论证

，即使你没有说一句话，你的可靠是榜样，你的诚实是榜样，你

敬业是榜样，你的贞洁是榜样，你的虔诚是榜样。所以，榜样是

在号召之前的，行善是在阐明之前，总纲是在细节之前， 是原

则而不是人，是内涵而不是标题，是教养而不是风化，这些所有

的都是定律，当你看到一个人因为你的原因而坚持真理，你会感

觉到无法形容的幸福，这是宣传性善功，它将在你死后留下，当

然了，尊严伟大的安拉的话是什么意思： 

 



“伊布拉欣原来是一个表率。” 

（蜜蜂章 第120节） 

他曾经是干善功的表率，意思是，你应该成为影响所有人内心的

人。 

今世是责成的家园，后世是光荣的家园： 

兄弟们，生活是工作之地，而不是希望之地，生活是责成之地，

而不是光荣之地，生活是要付出努力的： 

“人啊！你必定勉励工作，直到会见你的主，你将看到自己的劳

绩。” 

（绽裂章 第6节） 

生活是付出努力，因此，我们应该从这节课得出：在信仰安拉之

后，再没有比善功更贵的工作了，它的时间延续，地域拓宽，影

响深远。的确，这一善功，每当它接近招人到于安拉时，那么它

就接近他死后的持续。祝贺在黄土之下，人们因他们的号召而遵

循正道，受他们生前的工作影响的人。这是安拉的洪恩。 

兄弟们，在下节课，（如安拉意欲）我们将继续“善功”的主题，

我们继续各主题，增加对它的清楚和稳固，如安拉意欲。 

科学性话题： 

人的身体属于证明至尊至大的安拉伟大的一种迹象： 

我们转到科学性话题，兄弟们，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我们的身体，

证据是： 

“你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

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 

（血块章 第1-4节） 

 



意思是每个人都肯定知道他曾经是在他母亲的卵巢里的卵子和他

父亲的精子，精子和卵子结合，然后分裂，九个月之后，他成了

婴儿，他有头、脑子、头发、两只眼睛，两只耳朵，有鼻子、嘴

、舌头、食管、气管、胃、肠子、肺、胰腺、肝、胆、肌肉、骨

头、皮肤，什么时候造了这些？卵子就跟盐粒大小，或许肉眼都

看不见，在九个月之后，突然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孩子，会哭、会

笑、会看、会听、会吃、会饿。 

1- 安拉在婴儿的消化系统里创造的脂肪属于证明安拉伟大的迹象

： 

例如：消化系统就相当于一

些管子，食管是管子，然后

是胃，然后是小肠，再到大

肠，所有都管子，假若这些

管子粘起来就变成带子，孩

子绝对活不了，是什么保证

了它是管子而不是带子的呢

？尊严伟大的安拉在其中创

造了黑色的油性物质，以免管子 粘在一起，其中有油性物质。

现在，婴儿出生，他吸允他母亲的乳房，他母亲的乳房在起初的

四十八小时内给他什么呢？是一种跟奶绝对没有关系的物质，这

种物质融化在他的消化系统里的油脂，因此，小孩在出生后的很

多天，都会拉出黑色的物质，这就是安拉在他的消化系统里创造

的油脂，这是什么哲理？以免这些管子粘起来，就充满油脂，然

后在出生后必须融化油脂，故母亲的乳房分泌融化这些油脂的物

质，以便在他吸允他母亲的乳房的时候，在他的嘴和出口之间畅

通无阻。 

 

 



2- 尊严伟大的安拉的能力，赋予婴儿吸允反应： 

第二种迹象吸允母亲的乳房

是非常复杂的行为，是不可

能学会的，当尊严伟大的养

主在一些情况下，这个婴儿

不会吸允，他必会死去，我

们中每个人在出生时，安拉

都给他赋予了科学家称之为

的“吸允反应”。现在婴儿从母

腹中出来，在给他清洗时，或许护士的手指经过他的嘴唇，他会

吸允她的手指头。吸允的意思是闭住他的嘴唇吸气，在世界上没

有一种力量教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吸允他母亲的乳房。孩子啊，愿

主喜悦你，为了你吃，为了你不死去，理解你，你在大地上学会

的一种能力是给人创造的复杂的可以自己吸允母亲乳房的能力，

必须要把乳头控制在嘴唇里，然后必须要吸空气，以便乳汁随空

气吸入。科学家称之为“吸允反应”。 

首先母亲的乳房分泌的物质和乳汁根本没有关系，融化油脂的物

质，以便消化系统成为畅通无阻的管子，然后安拉赋予这个孩子

吸允反应，只需把他母亲的乳房放在嘴唇控制在乳头上，吸空气

，以便吸到乳汁。 

 

 

 

 

 

 

 



3- 在人出生后，以尊严伟大的安拉的能力关闭了两心房之间的卵

圆孔： 

 

在母亲的子宫里没有空气，肺是不工作的，为了血液循环，安拉

在两心房之间开了一个孔，血从一个心房流向另一个心房，在他

出生时，一个血栓来堵住这个孔，谁的手？尊严伟大的安拉的手

，假若这个孔没有堵住的话，那么这节课不会有一个人的，每个

人的卵圆孔没有堵住，在他生活几年后就会死于青光病，因为血

液就不会流到肺里，更简单的，不会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

，这难道不是谁的手堵住了这个孔吗？一些迹象证明着尊严伟大

的安拉的伟大。 

4- 子宫在生孩子时柔和地、有节奏地收缩： 

因此兄弟们，离你最近的是你的身体，卵圆孔，吸允反应，融化

消化系统里油脂的物质，尊严伟大的安拉赋予人这些事实，有很

多东西，假若没有的话，人是不会活的。 

在生孩子时子宫柔和地、有节奏地收缩，意思是开始时每小时一

次，之后是没五十分钟一次，每四十分钟，每十分钟，每五分钟

，每分钟，直到孩子生出来，之后子宫缩拢就像石头一样，他说

：假若子宫在生孩子前后的收缩颠倒了的话，婴儿就会窒息而亡

，母亲就会失血而亡： 

 



“然后，他使他道路平易。” 

（皱眉章 第20节） 

子宫渐渐收缩，收缩只是阻挡，生产之后收缩阻挡几千破裂的血

管。因此，医生或者是接生的人当看到子宫硬得像石头一样，她

就会说：“一切平安”当她看到子宫是松弛的，那么母亲就会有失

血的危险，谁掌管呢？ 

“然后，他使他的道路平易，然后他使他死，并安葬他。然后，

当他意欲的时候，他使他复活，绝不然，他还没有奉行他命令他

的事务。” 

（皱眉章 第20-23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