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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fr

主主你狐自一人行走，前面出現了兩奈道路:一奈通往高
SIfJ\ilfr,H
, HfrErtjrI,T N #ttrw; -#rE4]H
当你独自一人行走，前面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通往高

ilr, &il@ffi+f,diffiEnjF,,[+Ej&]U,#ljfifrA+,{ifrxRffi,
山，腕蜓曲折，崎山區不平，怪石遍地，荊棘M.生，行走
x~瓏，
山，蜿蜒曲折，崎岖不平，怪石遍地，荆棘丛生，行走艰难，
不易攀登，但路林上寫道:“述奈路是正道，可通往城市，談
Tn#H, {Effimt5rH' "这条路是正道，可通往城市，获
"j84ffi}8tr1H,trhE{iffifi, t*
不易攀登，但路标上写道:

|f+ffir)Jo"
得成功。"另一各則是林蘭大道，平坦易行，路迫奇花昇草令
fr-Afil|Ef ffitrE, +Enfi, WrLfr#,#H+
得成功。"另一条则是林荫大道，平坦易行，路边奇花异草令
人目不暇接;另有咖啡僧，俱法部，不吋伶未功昕的音辰，
A H4(EH&
t ftHttflqFfH,
人目不暇接:另有咖啡馆，俱乐部，不时传来动昕的音乐，
E5-,*[, 4rf,f+*ilJnfififgrr-,

. R[flFDrt'*l"J
令人心月1
神怡。而路綜上部穹者:“遠是一奈隘途，終成是深
+A,['Hl++tft
令人心旷神怡。而路标上却写者:
" itE-+F'tj6, 4,F.frm
E#, "这是一条险途，终点是深
Wl, ifrAJHlH#,frFLftffi.""
淵，淚入此道者，定死充疑。"
渊，误入此道者，定死无疑。"
ifrffi! ffiffifrw#.ww
斌想!你愿走哪奈路呢?
试想!你愿走哪条路呢?
里然，人的吋灰
x~ 准而向往容易:愿意享受而不愿意受
Ef*, A,flli'fffxRffi
显然，人们讨厌艰难而向往容易:愿意享受而不愿意受
m IfrJ'{fE
n, ffi,HSEmFffiiHE
罪:喜攻自由自在而民惡釣束限制:這便是人的天性。假如
#'
s8ftHH H&mF ffit+JHFRffll'
罪:喜欢自由自在而厌恶约束限制:这便是人的天性。假如
BffEAfitXf4 ",|Htu

A{flffi,f1
Hijh, lffilyrE e trJfiA'ffi.,
人們放任自流，順座自己的私欲，就必然金逃捧第三奈路去
人们放任自流，顺应自己的私欲，就必然会选择第二条路去
ffi,U,f+jftf+ffi_*W *
rHtrH7f"
逍遙自在。但是，理智控制了他，于是，他就在短暫的享受
逍遥自在。但是，理智控制了他，于是，他就在短暂的享受
{EE, EffffifrilT+#,,fE, i&Hi#.ffiEFt+E
后特遭永久的痛苦和在暫肘的痛苦后特荻永久的享受之伺遊
tr
ffi€rk A frtfffiHfr E g rf Htffi# tr )W#.rl<
后将遭永久的痛苦和在暂时的痛苦后将获永久的享受之间进
,.Ht+ E Z Hit

- #w
ftMffi
ffitr#, # Rft.f&d,+j6
行杖衡和抉擇，結果是他必金進捍第一各路。
行权衡和抉择，结果是他必会选择第一条路。
++ffi
"
遠便是原因之路和火獄之路的比喻。
aEE
fr ffiZWfrF
这便是乐园之路和火狱之路的比喻。
rLrff"
k\fr,i-,WFt
火獄之路美關而迷人:富有原趣而令人只奇:使人心馳
!<t^ZE#*EFffi
火狱之路美丽而迷人:富有乐趣而令人兴奋:使人心驰
trA' H HFiltsffi
4AX6,,fHA,t',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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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往星夜思?怒:可以漏足私欲，恩情享受:可以謀取錢財，
神往昼夜思恋:可以满足私欲，尽情享受:可以谋取钱财，
++ft8&,8",S;4DJiffirEfAAft
, /S'H+q; trJDJHry+JfrM,

不擇手段:可以自由自在，毫克限制。
不择手段:可以自由自在，毫无限制。

4i#+fr; 4Dt HH HE, HfrFRfrlJ"
示因之路則勻之相反:有濃濃困苦，有隘阻唯美:要受
乐园之路则与之相反:有艰难困苦，有险阻难关:要受
tr'ffiZP#flll5
ZTEE' fi'XRXft
EH, HTTFEXfi*;
EE

釣束限制，需止私欲邪念。但遠痛苦只不述是哲肘的，后世
约束限制，需止私欲邪念。但这痛苦只不过是暂时的，后世

nfrFEfi|J,ffirt'ffAfiftfl,A.
{.ErtIffi#R4iSEgr'Jffi
, Ftl

;時裝永久的原因。
将获永久的乐园。
W#xjz-ftiFE.

走火獄之路者，其享受也是暫肘的，后世特入永久的火
走火狱之路者，其享受也是暂时的，后世将入永久的火
fr.'/.ffij-tf#, S+Ee,fgr'JHt , ffitr*+Ar](h#J'/*

tril,[fr#friil."itf+t#Rftin-++Fnhrttfrt+H,rffi4Hfr

獄，痛苦元迪。遠神情景宛如一小考期|惦近的宇生，的考前
狱，痛苦无边。这种情景宛如一个考期临近的学生，
I陆考前

EIt))[ffiH
的那些夜里，家里的其他成員可以做自己愛做的事:看屯視，
的那些夜里，家里的其他成员可以做自己爱做的事:看电视，
filflF,&E, ^E,ftlH'fUE[E
eE.4ffiftl$,E Hil,
...ffi,fu*F4{FE,
4f[fr+..e
fifi,,il,rfrtH
H -LM-ft'XISE€fl, I{9.

聊天等...
...而他郁不能，他必須強自一人坐在那里看莉，做
聊天等……而他却不能，他必须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看书，做

作過，隻司自己的功課，述文才他未說且有些痛苦，但換末的
作业，复习自己的功课，这对他来说虽有些痛苦，但换来的
lE!I-, F-n fi E trlrhlF, itr'J{8,*ifE€'gtffi#, {Effi*ffl

trfift+ifr F'"rhftlt{F" fr#^-+tfrA,
&m E *.k?Wffi"
忍受著吃苦訪和有限菜者的痛苦。然而，此后荻得的咱是健
忍受着吃苦药和有限菜肴的痛苦。然而，此后获得的确是健
K.fr.EE#t\ffi€ fE#F fr'lrffiH.f*m, thF#.f+fr'tffi
Edg

硝是考試成功的快笨。或者象一小病人，按照區生的蠣托。
确是考试成功的快乐。或者象一个病人，按照医生的嘱托。

康的快乐。
康的快示。
HffitftF"
真主給我們指明了兩奈路，并給我們樹立了明星的粽志。
真主给我们指明了两条路，并给我们树立了明显的标志。
H+.hffifil+FqE
T ffi*W, +iAffiftlffinT Hfr.E
F0ffi,#.

f{llD)I))rIy,llFf
##. 4HE f.L4,1h,,HT,*HiF#lI'lHf+

我們可以以此分辨善惡。不管是大人小孩，有充知
i兵都懂得
我们可以以此分辨善恶。不管是大人小孩，有无知识都懂得

遠小道理。作了好事心安理得:作了訝:事便志志不安。甚至
这个道理。作了好事心安理得:作了坏事便忐忑不安。甚至
E+€rE, ffTlFS,D'*rF.rF_,
lETf4Str#E4i*. HE
畜生，也具有述一特性，不信清看:一只猶如果你喂它一抉
畜生，也具有这一特性，不信请看:一只猫如果你喂它一块
*., ft,f,HiE-+t,lt, 4{HiF€, _-R1ffifinRtt,:,rnEtr-4
A
肉。它就金安靜的，慢慢的吃:若是它自己拾到了一抉肉，
肉。它就会安静的，慢慢的吃:若足它自己抢到了一块肉，
E#i+*ffifi't, 'IE'IEVIW;
H.
#,Et fi EJTSIJT-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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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iS H iIEE, R[N.Efif+4R,F{,ruHR
tr7Frf }EfftE E i|B,

它就全迅速逃避，而且吃得很快，兩眼逆不肘地偷看看你，
它就会迅速逃避，而且吃得很快，两眼还不时地偷看着你，

忌怕你趕上它寺去似的。遠就意昧著:它主人去!第一抉肉咱是
总怕你赶上它夺去似的。这就意味着:它认为第一块肉确是
EtH{ftffitE+ *{Dtfr'l.i*#i;Hffi+f: Eil /,rffi-4 HfiftE

trT fi lEt, ffiffi -*HnllE{ft*Ft" xft€itr6EH}$.tr{ffi

屑于自己的，而第二抉肉則是偷末的。誰道遠不是真理和虛
属于自己的，而第二块肉则是偷来的。难道这不是真理和虚

q?
仿，合法勾非法之間的明星區別時?
lh, Ai*5 llltzfnl HtEE,EtrEtJ
伪，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明显区别吗?
- #lfrJ,ln Rtrlhfr.T
一祭狗，如果它做了件好事，且是依偎在主人的面前。
一条狗，如果它做了件好事，总是依偎在主人的面前。
l+kT+,,H,E fi {EE+A ffl.tr--Hf
.
好像是向主子吋
tTI&EE+ +it f介運份似的。相反，它若做了訝:事，就高你
好像是向主子讨价还价似的。相反，它若做了坏事，就离你
$tfifff,fH*il.fHtr, E#lfrLTr4;S,ffiHIB
而去。進逅的站在那里，搖著尾巴，好像是在清求主人的涼
frfl*" ]€j&trJtfi&frFE,
而去。远远的站在那里，摇着尾巴，好像是在请求主人的谅
I#EIEV., WI ElnTtr*tAEtiH
解或者在等待滑它的悠罰，迫使是《古三控》所吉:“我磷已
解或茜在等待对它的惩罚，这便是《古兰经》所言·
ffifr,88+f+xftrflf$fr, rEffirEKfr+4) EfH: "我确己
"frFfiil

給他(人笑)指明了明星的道路"的真安有照!
htfr,(A#)+ftHHT
给他(人类)指明了明显的道路"的真实写照!
U.'Eftl€ffi"H.lF+5ffir

在示固的道路上，其主曾委派了
i午多守召者，他們召人
在乐园的道路上，真主曾委派了许多号召苔，他们召人
#.frEfrt€Eft, H+g4y/RTi+
++HA, {t{fltrL

Tf* E " *1tfr.H++D)rt{+.,
rtabA+t{flfft{U
于乐园。并使其得以永生，这些人我们称他们为先知，同样
于示圈。并使其得以永生，送些人我們林他們方先知，岡祥
llJhtEfin,lEf+
/tt*,H'hEffi-t
&H - tjtrW'&,,ft,ffltr LT /ttrfr,
" /f.,ffHrk
q[H
E在其中。送些我們把他們林方惡魔的兌羽，其中把字者作方
+ " it,t3fr{f]ru"ft,,fflffihffiffi
坠其中。这些我们把他们称为恶魔的党习习，真丰.把学者作为
frtHXt,F+fl +#lEh

火獄的道路上也有一些召呼者，他們召人于火獄。并使其永
火狱的道路上也有一些召呼者，他们召人于火狱。并使其永

fxft,*ntrtffiffi
余先知的繼承人，三是女法圈菱并沒有以至人那里繼任何金偎
L, +fr*K # #e€'A+Aflt3Effi4+t4
众先知的继承人，圣女法图麦并没有从圣人那里继任何金银
hffi
財戶，然而掌者有]部狀先知那里繼承了送小“召喚"。故堆接
MF, f*m'+E-{ll*pAlE*nflFE
财产，然而学者们却从先知那里继承了这个"召唤"。故谁接
MffiTlx+,, EpR,,
" ffiiE&

l&{EfJrf+
受了送小召喚，堆便荻得了述份珍貴的遺戶，不
cl 日向庄送小
ETii!+E4,
受了这个召唤，谁便获得了这份珍贵的遗产，不过响应这个
T rLffibft ffiiEF, nilqtu&rxf
哥召是 x~ 瓏的。因方人的私欲天性傾向于自由放獄。而宗教
EAlExRxfi
frl. WfuAfr'lfAfift7t'Ef{tfr
号召是艰难的。因为人的私欲天性倾向于自由放纵。而宗教
HT HHrt!,r}" nfrfr#
的取責則是要討其約束限制。故若有人召人注蕩，令其通法
n'l4Rfin|l'e4xf
. ffi.#HLtr Litffi, +HjSr*
HnH,lJRfftJ
的职责则是要对其约束限制。故若有人召人淫荡，令其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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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L^t,jxEf+a7,feffi7t,l+"
s*, -+AXtftEHtrfrtfAtit

吉L 妃，述正符合了他的天性。其宴，一令人似座自己的私欲
乱纪，这正符合了他的夭性。其实，一个人顺应自己的私欲

#ilnldzK4{tTifi-f+ " bhiilrI lfifi^-zKj#, $FRffift-.+
-i5fE, #m]ttEFlHfL, 4
,J.fil,zjcffiA,€,iftH
小洞，水便全急流宜
一海千里，若想、吐它返問原赴，不
小洞，水便会急流直
OF
F,， 一泻千里，若想让它返问原处，不

就如同水要往下流一祥。比如山頂有一水庫，你只需挖一小
就如同水要往下流一样。比如山顶有一水库，你只需挖一个

但要功用水棄，而且逐要花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再如
頂
但要动用水泵，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再如
Tfi
IIr顶
EWTJJHIKfr,
trlMJ rtn+rJh"
m-H-ffF.frffX,,''E
FlfnIII

*e$ffifrr.

有換石失，你只需稍加推力，就金滾下山去，毫不費勁。同
有块石头，你只需稍加推力，就会滚下山去，毫不费劲。同
€'i*E*, IifrRffifHtrnffi)r,
#i+H t,il*,
lEl

-Ffrfi+fr

祥若想吐其重返，就得費九牛二虎之力。
样若想让其重返，就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ftBiLHEjE,
)t"#-R Zfi .
j主便是私欲的比喻。
:xtrEfA:ffi.#rbbm"
这便是私欲的比喻。

-+i4^FJ{fiifi,, ffir ixg€ -+#4ntHF, E#HF/E
一小杯人封你說:哎!這里有一小美貌女郎，在赤身跳
一个坏人对你说:哎!这里有一个美貌女郎，在赤身跳
舞。私欲就金促使你直身前往，一干小惡魔把你趕向她。不
舞。私欲就会促使你直身前往，一千个恶魔把你赶向她。不
ffi " fiL'ffi:8fr,+1ftffr{flfiH"9
Bfr{+,-++ffiffi+E{fiffi E iU. 7,(
知不賞你已站在她的面前，若有人劫辱你昕信忠告，勻私欲
知不觉你已站在她的面前，若有人劝导你昕信忠告，与私欲
*n^fr,lttEifrai&fitEBf, #H L$h+fitlntiffi
,B#, EfiLffi.

r }4Afiffi,f{H
rtE{q+fflxRxftrFq
lF++, +TiH:xf+ff|3A,

作斗爭，打消送科邪念，遠是何等的~~誰啊!那人充需付出
作斗争，打消这种邪念，这是何等的艰难啊!坏人无需付出

任何代份和努力便有人追隨:著人且苦口婆心，費尿心机竟
任何代价和努力便有人追随:善人虽苦口婆心，费尽心机竟
ttlq4\Ulfrn#htr€'ArBffi' #AE # I 4,[', fr/S,L,tltH
元人昕信，道理很筒羊，杯人那里有私欲所向往的家西一一
无人昕信，道理很简单，坏人那里有私欲所向往的东西一一
:ffi.ffitA'tL.trl
fr )tWl+", €4{Rffi +, fi LfrFEfi-ffA
fi Ef眼花撩亂的，悅耳功昕的，心目，神怡的等等...
...然而，這些
HR+E9HfrL
眼花缭乱的，悦耳动听的，心旷神怡的等等……然而，这些
it*-a
ftl, tfi,4alffifi'l, ,L'Hr,i+,lH
B!++---...f*ffi,

rfR€ trHffitr tuILE*-, #F;.?Eg#rh,+ Drrytff
ffl.

文才具有正常理智的人看末，都是座三5
禁止，予以取締的。
对具有正常理智的人看来，都是应当禁止，予以取缔的。

你看見一小姑娘露著羞体，而你正想注視她的美繭，遠
你看见一个姑娘露着羞体，而你正想注视她的美丽，这
ig
ffiE n-+ffiiHffi HE/6, Rf,fft
trffirtilfl,fum*n|l.,

FI+fi Ax+{ftifi
' " iFWI*,tfiY.1m*,,
E*R€lF+lfi+L,jtE
非法的。"一小商人因放高利貸，不費吹灰之力荻得一毫利祠，
非法的。"一个商人因放高利贷，不费吹灰之力获得一笔利润，
1F Bt" " - + f A E ft H +U
f , 4 f vf,f.2h lhl+- Hf Uitit,
吋全有人財你說:“清降低你的視錢，要知道非本L
充視，遠是
时会有人对你说: "请降低你的视线，要知道非礼无视，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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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fit
iM,*I,itr'j€'A+xf,ft,ifi
ru.,L'fiiff
, " i3Enxzfld,'I,
-tl
須放弄遠不中拳功。"一位取民看見自己的上司接受賄賄，一分
须放弃这种举动。"一位职员看见自己的上司接受贿赂，一分
" -'fi4RftE nH effit'-"1{tEtrffiR$,
",nfrtffi1frt'+dJ"
紳內便談得了自己半年的工資，他想:我何吋也能友述祥的
+fruffif*f+THE++ klIW, {&*F'fr{qr'fe,fiAHrtf+Ht
钟内便获得了自己半年的工资，他想:我何时也能发这样的
他的內心示磁滋的，遠吋有人金文才他說:“遠是不火之財，必
他的内心乐滋滋的，这时有人会对他说:
"这是不义之财，必

-€fftfld

一生產橫財，用以解決自己的所需呢?送肘同祥金有人封他說:
一笔横财，用以解决自己的所需昵?这时同样会有人对他说:
, Ht))ffii* H .flFfiffirE? rtrf Ef++€'Arf4Eifi,,

" jtfi 4iHEH,DIJH+H
ElFi*ff| " ......Xti^,fllFt+#F!{T

“這餓不能用，以此享用是非法的"
......滑人們的罪惡的行
"这钱不能用，以此享用是非法的"……对人们的罪恶的行

't4, 'fftHH+E4llDh+#r.fH
. " frfr#HRBfrflgr-.t+
ltsu),B#

徑，你常常合看到劫辱者文才其加以忠告:“放弄眼前的哲肘享
径，你常常会看到劝导者对其加以忠告"放弃眼前的暂时享

r MJIfr.frt+trR
ig4'frl#,iEng,
fr., iE>FEm
frffir.tHt,ffi++

受，追求后世永久的幸福吧!物庚的享受只是暫吋的，精神
受，追求后世永久的幸福吧!物质的享受只是暂时的，精神

w+-n;fErk,EFt,wwhirSH.ffiJfrLM.tF++"''
trrE,A

的享受才是永恆的，要吋刻勻自己的私欲作斗爭。"可是，人
的享受才是永恒的，要时刻与自己的私欲作斗争。"可是，人
們感到這是沉重的。我這祥說可能有些人賞的奇怪，其妾，
{flffi#tj]8EifiEftt
们感到这是沉重的。我这样说可能有些人觉的奇怪，其实，
" &IEf+ifiqHE€,tj^ffi fit6,8, H*,

€461.4, H+Hrtf+tI (fr:34) frr"ifiEfit" ,ft,iI,,"#^

毫不奇怪，其主曾述祥林《古主詮»
~句“沉重的"他說:“我
毫不奇怪，真主曾这样称《古兰经》为"沉重的"他说:
"我

把沉重的吉醉肩示拾你"。因此，我不妨述祥說:凡是高尚的
fignE fi'lHfi+triri1A
把沉重的言辞启示给你"。因此，我不妨这样说:凡是高尚的
$fi"" trJtr, ffiZ^frjrxf+ifi,'
I,E-Fi-f"1ffi

-++++,[,FIHffire E+
fi H, xt'A,ffl*ifi,#l3ErflEfit,
)l fifi{E Zi*€ €,il,, jgFf'ft*ifi,flR8fit, -4-#-8, €
耳克制若不去看屯視，述文才他未說是沉重的:一小字者，寺
习克制着不去看电视，这对他来说是沉重的:一个学者，专

家西，河人們來說都是沉重的:一小宇生寺心致志的強自竿
东西，对人们来说都是沉重的:一个学生专心致志的独自学

i支研究，撰有洽文而不去俱示部玩耍，這封他未說也是
lHi*{ff
s事岡
事阅读研究，撰写论文而不去俱乐部玩耍，这对他来说也是
fr , +ft5ialnfl 4*,fFfi *[fitr, jtrx'f,ft*ifi,rgr?

ifiEHt'
沉重的:身在梦乡的人，起来去做晨礼拜，履行善工，对他
沉重的:身在多多的人，起末去做晨札拜，履行荐工，文才他
HEM9*1L, rot*'fffiE+L++,
mjli#T, xt',fd
if Er[E kl' f )uii*f T# fgEIhxtft *if tg,gifE f1,
未說是沉重的:男人拋妻撇于奔赴疆場討他未說也是沉重的，
来说是沉重的:男人抛妻撇于奔赴疆场对他来说也是沉重的，
ltt, Itr+Hlfl,rfA EV,*l
tr
因此，你会发现坏人比好人多:目无纲纪，无法无天的人比
L#, trfr,rfl4!,fr{t fr,fr,fi.l
因此，你金友現杯人比好人多:目充銅妃，充法充天的人比
A tt
,.H
pJDjlgf+ifi,,
, lffitnffif;F,
走正路，循規蹈矩，氾念其主的人多。故我們可以追祥悅:“盲
frtrfl&
iEaE_+FtA* " frfr.+r,ffl
走正路，循规蹈矩，记念真主的人多。故我们可以这样说:
"盲
6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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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追隨者愈多，誤入歧途愈多。"述正如《古主經》所說:“如
目追随者愈多，误入歧途愈多。"这正如《古兰经》所说:
"如
HiEffi#'fu,#'i*Afi)&fu,&"'I$EIH(fi= #.>Ffrifu
"iE

jfr
果你們一味的追隨大地上的多數人，那么，他們必合使你迷
果你们一昧的追随大地上的多数人，那么，他们必会使你迷
d'+,fH,ffi
R{fi'fll- ffifitiEffit}Ut kI#trA, flF/a,,f&,{fl
失正道。"常言說的好:物以稀
:Jg 貴。如果不是述祥的活，室
失正道。"常言说的好:物以稀为贵。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宝

trEiE." HHiI,ffi*T,MJDJffi*fr"
inR4Eitf+kf ifr, H

石注有什么稀罕呢?侍人，天才，英雄人物又有什么值得人
石还有什么稀罕昵?伟人，天才，英雄人物又有什么值得人
E.frHit Affi+nfr?ffiA, Xt, H/IEAMJXHttAffilFL
們去敬仰的呢?先知及其追隨者他們的使命是引人于示因:
们去敬仰的呢?先知及其追随者他们的使命是引人于乐园:
{fl * ffi,fqr
E!sEr it ffi F'Hiaffi#,fu,ff
l fr'l,fF,rt
E 5|A T F E ;
惡魔及其先羽一一人的中作惡多端的腐敗分子，他們寺事引
恶魔及其党羽一一人们中作恶多端的腐败分子，他们专事引
ffiffiA H frll-A,ff l + lF#.#qfrftlItrFlil 7, fE,,fll
+ + 5|
辱人們墜入火獄。兩伙人中均有各自的助手，既有和先知站
导人们坠入火狱。两伙人中均有各自的助手，既有和先知站
SA'fll4A^{ft" ffi'f,kA+fiJHeHffiffi+, ffiHfintlf;nrf

-f fl' e,f'fEfHlEl'tAtHt, -r8f,*n-:tflA,

在一起的:也有和惡魔同流合污的。站在先知一迪的人，利
在一起的:也有和恶魔同流合污的。站在先知一边的人，利

fJ

用自己的理智。而站在惡魔一迪的人，部在引人作瑟的私欲
用自己的理智。而站在恶魔一边的人，却在引人作恶的私欲
H HE,ffiEH"MffrE#E_ftHlA, *F4.ll^,ffffitrIfAffi

+,

中。

也件有人合伺:“理智是什么?私欲又是什么?
也许有人会问:
"#-HEtt/a? frl^:ffiXfttttaz
""我并不
&,i+€A+lhl' "理智是什么?私欲又是什么?
ffi*$

敢說我能在二者之間划分明星的界限。或作出明嚼的答隻。
敢说我能在二者之间划分明显的界限。或作出明确的答复。
. *'fGS HX
triH,fiAE&-# Z.fslttJr| qE,E
H{F FH
ffikIEF-"

因均速些事情是比較茫然的。是充法用形象未表遠的，人們
因为这些事情是比较茫然的。是无法用形象来表达的，人们
ttH#f* Ft" rgfiit ffiM*X#jtftl' A{fi
Enftit EF'lHE
的知垠迋遮不到。不迫我們常常說述祥的活，我心里悅。現
. Zii$fr'fflHH'ifi,jtf+
的知识还达不到。不过我们常常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说。理
HtfniF,6rt4$il
Htjfr, *t,[,Eifi " H
智告訴我。那么，心史和理智又是怎么告訴你的呢?我們永
智告诉我。那么，心灵和理智又是怎么告诉你的呢?我们永
trgrFfi " flF/a,,L'fi.flXggXEF.AT=1frftfifrtrE?
ft'fflrl(

jE&,
活也不金明白遠小道理，在述里我并不想探求此事的究竟，
远也不会明白这个道理，在这里我并不想探求此事的究竟，
rt+ l"lEE
. E- ++7+
{EfftrIDl#-+EffiJ #-ffiEl+ VinEE
的夜里一小人躺在舒這溫暖的被窩里，正吉他作若美莎的吋
的夜里一个人躺在舒适温暖的被窝里，正当他作着美梦的时
Htfi lfl -+ Affi #ffi i6ffiEE
ffiAIHE, fr.g,fu,ff* #M frtr'I

但我可以掌一小最筒草的例子以說明送小何題。在一小寒冷
但我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以说明这个问题。在一个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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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fi-.f,,ft ffiffiJ
候，突然催人礼拜的铃声惊醒了他，这时，他感觉从内心深
lR, ftf-*{EA+Ll+
候，突然催人札拜的鈴戶掠醒了他，
A人內心深
frlfrFffiHE
T fU, :i主肘，他感賞
.6,hifr
-f+

赴友出一科青音滑他說:“快未札拜吧
造他正要起未肘，
flH H
处发出一种声音对他说:
"快来礼拜日巴
1"
nB
Fgr.J{tifi,,',R*+Lff
r" 当他正要起来时，
EfriEgru*r.f,

fifr,ffi
l#ffiSilfi-f+Fgr'j,f$,ifi,^,
"Fm-*ng ! " m'8, {EA

他彷佛昕到另一科青音滑他說:“再睡一金吧!"而后，催人
他仿佛昕到另一种声音对他说: "再睡一会吧!"而后，催人

札拜的宣札再回吶在他耳旁:“本L
拜比睡賞強。"第二科青音
+Lf+fitH+LFEqAft,fUqF
礼拜的宣礼声回响在他耳旁:
, "礼拜比睡觉强。"第二种声音
" ilLlFthffifftE
.,' ffi-#FB

&Fl^EqA, " jtrfffiffiF#fiHrHr rf Fttr+#rE r Fffi-+
,,fr
也不退。"兩神戶音在交替避行看，不吋的回吶。一小說:“起
&,4r8"'Ef+FtrEt#ttftE, 4trIftfEqA.-+iH, "起
也不迟。"两种声音在交替进行着，不时的回响。一个说:
' __+iH'"EEIB
rB!"一小說:“睡吧!"途就是理智和私欲的比喻。
吧!
t' EffitHgfrFfAaftfi'l
吧!
"一个说: "睡吧!"这就是理智和私欲的比喻。这种情景
thffi"i主神情景
rtfif'fHF
trIFE+KF-'Tffi
可能合長吋期的交叉出現，只要一小人心杯正信，具有正常
BITX il 4,, RS_+A,b,FFE{*, Rfi.EH,
可能会长时期的交叉出现，只要一个人心怀正信，具有正常
也再吹回吶:“遠吋睡賞多香甜啊!肘阿迪早著呢!再睡一金
也再次回响: "这时睡觉多香甜啊!时间还早着呢!再睡一会

的理智，造私欲作祟而使其陷入昏迷扶恣肘，便可化陸方夷。
fiTH€, EfAfift,ff
的理智，当私欲作祟而使其陷入昏迷状态时，便可化险为夷。
HM{fiHF&A
trfffi#r.f , trEI,{Tffi
*H.

4 trE6fEfitffTfAfift
, E{H[UEHH4]7:
"
jt#4(E ifi,EH H'Hq' DlSt Ft, R FFXftEffi
遠并不是說理智常常可以占上風，只要成方穆斯林就永
这并不是说理智常常可以占上风，只要成为穆斯林就永
ffi#t;k
jru4+,f€#" Fff:3E7tE ffJR#.,B€ ffJR#.,EF,lHiA
進不合作惑。伊斯主是天店的宗教，理智的宗教，它的理洽
远不会作恶。伊斯兰是天启的宗教，理智的宗教，它的理论
理智是否能晶姓私欲，正信則是其原功力。
理智是否能战胜私欲，正信则是其原动力。

和安踐絕不合相互脫咕，事宴上，除了人矣，真主所造的生
和实践绝不会相互脱节，事实上，除了人类，真主所造的生

-#€trH+,,mftnH,
物分方三笑:一笑寺侍真主，順命不背，他們就是真主跟前
ryJfifr=#,
物分为三类:一类专侍真主，顺命不背，他们就是真主跟前
4&,ffl#t€H+ERHf
-#fu1Fi.Ftr, iffA{fffi, 6i.IH#H_+,
F'tx,fH.
的天便。一美方非作歹，誘人作惑，否已人背叛真主，他們就
的天使。一类为非作歹，诱人作恶，否认背叛真主，他们就
{&,{nffi
EffiE,
是惡魔。另有一美真主沒有賦予理智，但是他們有感情，且
fr€ -#Ftefi'ffi+Htr,
是恶魔。另有一类真主没有赋予理智，但是他们有感情，虽
{EE,f&,{llfi-l$,l#,
.E
'ffiffi{E+&,68*fr
作惡犯罪也不受主罰:鼠波恩取恩責也不受仟何責成，它們
; E ?gRHtrfit^E{+{qfiFi, E,ffl
作恶犯罪也不受主罚:虽没尽职尽责也不受任何责成，它们
dtET+fit{+E'fiffB
就是下等的牲畜和野靜。真主沒有把我們造成天使:也沒有
就是下等的牲畜和野兽。真主没有把我们造成夭使:也没有
; e,#H
" H+&€ roft,ftl€FtX,ffr
E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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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們造成惡魔:更沒使我們成方禽善。
把我们造成恶魔:更没使我们成为禽兽。
#E r EYA'fHfr'ffl
fl ft'ffliEFfi
Ftft €H .

那么，我們人獎是什么呢?他具各那些特性呢?
那么，我们人类是什么呢?他具备那些特性呢?
?
flF/a, ft,ffl| #ft|t /arE?,fU,R&fl1I,!e++,|!LrE

AE-++tH{&ffi
#IEMJ,H +fi -X4Hffi
Fnt}, € BHkl

人是一神很強特的生物，其中有天使的成分，有惡魔的
人是一种很独特的生物，其中有天使的成分，有恶魔的

成分，也有禽善的成分。造一小人心勻主相連、盲勾主洶通、
成分，也有禽兽的成分。当一个人心与主相连、言与主沟通、
&€'€HH!FIfI =-+;\,[,5-tfflj$- H4;+i6iE..
Fy,+|,

"
獎日沉浸在敬拜真主之中，在真主呈現的那一瞬間他當到了
终日沉浸在敬拜真主之中，在真主显现的那一瞬间他尝到了
4 HniR#ffif+HtZ+ ' EH+.flIfl,fitflF-ffilul'fU*$[
T

正信的美味，此肘他升學了，具有了天使的特性，他能和天
正信的美昧，此时他升华了，具有了天使的特性，他能和天
E{HE'ltffi, ftr.J{Uf++7, HHTX,ftfi-t++,14,
fuHafrfr

'ff-f+xmtr'4(H'
#ritlnrI "

使一祥
}I頤命不背，執法如山 oo
使一样顺命不背，执法如山

g-+Ar€i*f;Ltd,
過一小人通法吉L
妃，元忍不作，以物配主，否令人、背叛
当一个人违法乱纪，无恶不作，以物配主，否认、背叛
, D)+trJglL,
tEffi7ii{f
6i ., Hffi
主施于他的恩典肘，他已具各了惡魔的特性了。
主施于他的恩典时，他己具备了恶魔的特性了。
+ffi+,fuffi,BRr.f, {uf, F6 T ffiHftlffi,f*T .

g-+A#-1,HH.. ffimi#ffi..ffi"HWfrK..
道一令人怒究沖沖、熱血沸勝、血管膨脹、肌肉緊縮，
当一个人怒气冲冲、热血沸腾、血管膨胀、肌肉紧缩，
flJt
HFffi ,
遠肘他元洽如何也充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要勻他的文才失拼
这时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要与他的对头拼
itr'f {ulEialE{Etfii*fafl Hefflffi,lF, ,fu454uF.lxf
)kf#

+{tfirBffiIfr
"'lfl4?+ffiffl,{U&r#. ffil},r.ffrtrJffi+, HZ
死地推消他心失之恨。他的善性投作了，此吋此刻他勾吃人
死地难消他心头之恨。他的兽性发作了，此时此刻他与吃人
tEixf iH4&,1.*Z'lR
H'ltt'ff T, MWrfhU4Uq
WL
" {UH!
的老虎，獅子沒有什么兩祥，造一小人飢渴送到被店、肘，一
r'I,
的老虎，狮子没有什么两样，当一个人饥渴达到极点时，一
ft\tffi,, Afr+lftH
4tAffif+, g -+AfILETdSIJ+&,F,

小你死我活。恨不得用牙把他咬碎。拖住財方的脖子，置之
个你死我活。恨不得用牙把他咬碎。掐住对方的脖子，置之

小悅，一杯水，只要能填飽肚子的他就心漏意足了。此后。
个饼，一杯水，只要能填饱肚子的他就心满意足了。此后。
ffi{Udi,['iffi,='e;r€.7
+ffi, -ffizlc, RFHEfHmEfT
" hE "
他斐得血究方咧，色欲就金充漪他的身心和:!k駒，這便是人
他变得血气方刚，色欲就会充满他的身心和头脑，这便是人
{Uf+f. f U E{''&ff Hi+f if fUf1H,L'fr )kXf' jEf /EA
的禽善之性。這舟、他勾人美以外的其它畜生是沒有兩祥的。
的禽兽之性。这点他与人类以外的其它畜生是没有两样的。
ftlAHZt4 " it,F,fE,5A#v)FlftlHEE'HE&€'Ef+frl"

遠就是人的本性，他既有向善的本性，也有作惡的本能。真
rt#tEAHt#{t, fiMEXH
这就是人的本性，他既有向善的本性，也有作恶的本能。真
H#ftl#'ru, &Hff#fit+6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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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A,fII Rfi']t ffif++.5
t't, +FmT A,fll iFfi|J# # Htrg,[L
fil'fH

主吐人們具有述兩科特性，并賦于人的浪別著惡的理性和情
主让人们具有这两种特性，并赋于人们识别善恶的理性和情

ffi, UfntilE-Ezfs]rnDti&#,
lnR{b'#TfUH
Haftl4

感，以便他在二者之間加以逃擇，如果他菁于利用自己的理
感，以便他在二者之间加以选择，如果他善于利用自己的理

EDJiRSil##,
H{ft' flJffiHEffi'Hffi*ftFIH+ffinfiTFt

智以根則善惡，真的:利用自己的情感未完成真主所賦于的
智以识别善恶，真伪:利用自己的情感来完成真主所赋于的

, rfu
&rnf+#fn'fHft
# ftl+,1+Hu*1Hrs,
HSil4eHH'E6it

各項任勞和使命，向善的本性就金增加，直到他常常具各述
各项任务和使命，向善的本性就会增加，直到他常常具备这

f+tffimssFlr/:, Eur)t'l#+E^zril, ffitr., flilI4i€1ft

科美德而事事成功，后世必厲幸逗人之列，相反，則層薄命
种美德而事事成功，后世必属幸运人之列，相反，则属薄命

fit^, d'iH+fr,

的人，必遭主罚。
的人，必遭主罰。

€+AAFHftHH, ffiffi-+-I+K,
AHtHfiE€._fr f,]

每令人都向往自由，伊斯主主張，人的自由座有一定的
每个人都向往自由，伊斯兰主张，人的自由应有一定的

限制，事宴上，人不可能不受任何約束。假如人人都毫克釣
限制，事实上，人不可能不受任何约束。假如人人都毫无约
Bnfl, S*t, A4El frEZrfr.fl{,ntrtJfr
.,Fnfu
AA #li]+frt-tJ

H, 'ft;Htft, A$/a,it+#t+Ef+*fr14'i#"ElftRHffi

束，任意妄;句，那么，社金就金交得紊亂不堪。因方只有瘋
束，任意妄为，那么，社会就会变得紊乱不堪。因为只有疯

U),T,ffi8fr,E.#g
, ff7EF.,H
#X:ffi
" mTEl上行走:可能合拾取別人的財物:也可能舍克原充故毆打別
JfTfr, NJ
上行走:可能会抢取别人的财物:也可能会无原无故殴打别
HE++ftry.ElJA
fu\fiT+'J,
& PJHE+fr,1F.'EffiEqfTNil
+t+[rH*fr

子才合任意妄方，肆元忌悼。瘋子可以充所厥忌赤身在大街
子才会任意妄为，肆无忌惮。疯子可以无所顾忌赤身在大街

A*r'JAtE+l.'....

人或封人充札... •••.
人或对人无礼…..

瘋子是自由的，是不受任何約束的，因方他充理性。然
疯子是自由的，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因为他无理性。然
ffi,+
FEH H Ht, ft4nE.4+{E
LlJfr.kl,E XrfE,filf.,|It, f^
而有理智的人則座核用自己的理智控制逗科妄方
理智是什
I-Etrfr'lAflUfiy,fr,ffi
而有理智的人则应该用自己的理智控制这种妄为
理智是什
nf€
H E,fit4H+ftffllrsfrf
+t "oo lflHrEfl-

么?我們可以遠祥說理智就是釣束，“理智"
At
么?我们可以这样说理智就是约束，"理智"
(阿格里)一词
+t'flltrIDtrxf+iflgH#i ftt-4Jfr.,
" HE " ((阿格里)一河
) -ifl
lsrJf#E

在阿拉伯
i吾里其意7'J鍾蠅，續繩是用未挂烈司和其他功物的。
iE
在阿拉伯语里其意为缰绳，缰绳是用来拴烈马和其他动物的。
F4+n,fH
&
EH ;Hft tF.tfr, tE.tE--EH
*++ f,J{4 fnH hbdrv{Jtl
"
那么，智意也是約束，“智慧"
(黑可妾)一切在阿投伯塔里
那么，智慧也是约束，"智慧"
fl$/a,
Hffi&,ErAfr"," Hffi " ((黑可麦)一词在阿拉伯语堕
R trI#) --i"l#F'ltil,fHiEE

原意方畜牛的建失。文明是約束，因方它址人們去足取恩責，
原意为畜牛的笼头。文明是约束，因为它让人们去尽职尽责，
frrffi+.ffitEjk" I U ftnfr , tr ft titA,fll */$HH,l$fr,
tr;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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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奇~社舍的公共秩序和道德，阻止人的方非作歹，公正是釣
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和道德，阻止人们为非作歹，公正是约
\FIFF, A E"Fg,9'tJ
WF+T+fIA]T#,Ffl €TH, FE.fA,fI]ft
束，因方它合使每小人都能享有一定的自由。
束，因为它会使每个人都能享有一定的自由。
}F, EftE+,fH€+A#fiHE+H_8ffiHH.

故凡屆罪惡財人都是一神眾趣。因方它順皮了人的本性
故凡属罪恶对人都是一种乐趣。因为它顺应了人的本性
ft I'ttr + #x{A#FE-f+ F ftts.EIt E ltmfj7 A Ft+'l'+

( t|'ffi) " E Jtffi+ H f+H ifr.E- ffiF frE,+ tr E A,fII H i4F'f,
(私欲)。因此你合賞得背談是一科示趣，于是造人們背淡肘，
(私欲)。因此你会觉得背谈是一种乐趣，于是当人们背谈时，
就有人，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因为背谈者认为只有贬低他
就有人，人云亦云，隨戶附和。因方背淡者主人均只有貶低他
f;Jtfr'A'Ae'XiA' mFFftff. ElhHift-Et'ftRfiffi{ft{U
人才能抬高自己。偷盜的人賞得偷盜是一科月1
趣，因方它能
人才能抬高自己。偷盗的人觉得偷盗是一种乐趣，因为它能
ElbEAZ
LtAE+frHHe" lfrffifrtAtrfSffrKE--f+f-ru8,

'lfiHFHm#, 4+HFt. HE#Hf+ffii*tr-f+fiil8' E
使其不旁而扶，坐享其成。奸淫者賞得奸淫是一村去長趣，因
使其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奸淫者觉得奸淫是一种乐趣，因
方他能漏足自己的私欲，掌生在考試中作弊封他未說是一科
为他能满足自己的私欲，学生在考试中作弊对他来说是一种
,e He ffJffi:ffi.,
fr {&BEiffi
+ HE+ifr + {f #xf{U*ifi,E*tr
示趣，因方他沒有付出任何努力便荻得了成功，旦成績忱弄。
乐趣，因为他没有付出任何努力便获得了成功，且成绩优异。
S,f1'fE
fi ilts,EIX,fBiqfi',f-J
* JJE#:ET Fnrh,g-FfrffiftF"

, fl13
Wrk{tfi+tiln, Z^E&ryFE,xf gffiElttki$finDJilEffi
/A, UEffi&,E-ffi
么，逃避也是一神尿趣，因方人的天性喜悅舒這安逸。
么，逃避也是一种乐趣，因为人的天性喜悦舒适安逸。
6ft8, Efr AHtXttgffi,ffii6*&.
因此你金投現，不管在哪里，河道行可止的事加以逃避，那
因此你会发现，不管在哪里，对当行可止的事加以逃避，那

但是，只要人的主人真的功脂筋想一想，就金明白送祥一
但是，只要人们认真的动脑筋想一想，就会明白这样一

ffi+qEEi*f+{EE, RFA'flli.,\FffiAnfrffifrH-,tR,

小道理:荻得有限的自由，此后特造入永久的火獄:取得非
个道理:获得有限的自由，此后将进入永久的火狱:取得非
+rEH, #ltF.HFRkl
HH , tfrffiWitArkAfrlrklfi;HtSiF

EHt+E, tk=^KrHtrtffiffljfr. HH frr'/.ffi,,+EfiilJfi
_#6ETEE#iA,
q.HHiFE?
二者能相提并拾，勻日同活嗎?
二者能相提并论，与日同语吗?

法的享受，此后特遭巨大的刑訝。自由和火獄，享受和刑吋
法的享受，此后将遭巨大的刑罚。自由和火狱，享受和刑罚

iE# EH, ft'ffl4ffiEtU#.i.TrEf++#n,

堆若同意，我們不妨勻他鑫訂這祥一令奈釣
;:J;J 期一年。
谁若同意 F 我们不妨与他签订这样→个条约:为期一年。

h#l-+.

在述一年之內，財物可以任其享用，宅周可以任其掠逸，大
在这→年之内，财物可以任其享用，宅园可以任其拣选，大
地可以任其賞玩，可以聘娶美貌嬋娟而毫充局限。不足他得
地可以任其赏玩，可以聘娶美貌蝉娟而毫无局限。不过他得
, EIDJ
flFI D}tTHH,fr
W*#ffiffi TEffi€fiE FR.4J1,f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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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座這祥一↑奈件:年底把他送上絞刑架。他能答座送小余
答应这样一个条件:年底把他送上绞刑架。他能答应这个条
件時?他肯定金說:仗此一年的享受，隨之而末的就是死亡，
件吗?他肯定会说:仅此一年的享受，随之而来的就是死亡，
Ht+E' mZfl[*fi'l HtEtEt'
+iI,
Q t f&,H'fr
{t
"fXrtr-+
這不是在玩命時?
!述哪里是享受
i呀!筒宜太可怕了!
r ffiH/rEI'lHT !
这不是在玩命吗?
i*rnFEE+Eqf
1E4i
ftfrfr,ftnqz r!这哪里是享受呀!简直太可怕了!

文住道他沒有想泣呵?送上絞刑架也只不述一小肘而已。
难道他没有想过吗?送上绞刑架也只不过一小时而已。
&,R 6it _-rJ.F'ff,fE,
xft
€{u?ftfi',r$Ifrq? ix _L&frlJ#

他看到自己赤手空拳一充所有，絞刑的痛苦只不述數分紳而
他看到白己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绞刑的痛苦只不过数分钟而
ftEafilHtr,f+ E#-fr,rfiH , -ftfriJfrtfffiHF,nitffi')++ffi

DJ++-]Fi*trl
hffi t flF/a,'fU[B;Hi
fr FtJErI(
E, ffifi HHnilJ

已，而末日的刑胡則是永久的!那么，他愿意以今生非法的
己，而末日的刑罚则是永久的!那么，他愿意以今生非法的
享受未換取末日永久的刑呵呵?
享受来换取末日永久的刑罚吗?
+E*ffiryfrEtkAHtFJfrnqt

Bt' nf,'ft$ -E&',H''Bfl# # {f t
AHEt IkHFtffi$SS
-ffi+E, +f|J*iH, iHE, j+*A#llfjtiHHEffiiEfrlH+ffi
一耕享受，拳例未說，清晨，件多人都于進溫暖舒遁的床鋪，
'
一种享受，举例来说，清晨，许多人都宁选温暖舒适的床铺，
人生在世沒有不做錯事的，而作惡者也，且是把罪惡作方
人生在世没有不做错事的，而作恶者也总是把罪恶作为

{E++i$F, FlFnis*, r'JflFfff;fi6,
f,[zim*+LE+Lf+"

而不愿去札展札拜。但十年述后，回帥、 i立去，又才那手中舒迢，
而不愿去礼展礼拜。但十年过后，回顾过去，对那种舒适，
安逸的享受逐能回味出未嗎?
安逸的享受还能回味出来吗?
*J6Ht+86H8trffifi*[+?

i午多人都不想行善，且主人均行善必受辛苦，拳小
lrl 向啦
许多人都不想行善，且认为行善必受辛苦，举个战简啦
ifil,F
i+#A#F4lrS
ft #, IL?/'itt1#'I'E+#' ++j{i

的例子。在“未妾丹"月，人們要忍受仇渴，堆道速滑人們
的例子。在"来麦丹"月，人们要忍受饥渴，难道这对人们
vlFtJ+ ft " *#.fr " .8, A'fllF #.*.',ilLtB'x&€j*r.l^'fll

"

未說不是一耕痛苦悶?可十年述后，
t几渴的痛苦， JJ]r!,#
且在
来说不是一种痛苦吗?可十年过后，这种饥渴的痛苦，川在
rtf+ffiiEfitffi#,
*iH,4iE-++fffi#n4rol++i:Itr, J主科
逐有所感賞問?
还有所感觉吗?
6€'Ffitrfiq?

i午多罪惡所藐得的短暫的享受都迫去了，
1n.惡
j盡留下了;
许多罪恶所获得的短暂的享受都过去了，
i+++#ff#++ffJf*Effi+E#l3it*T , 1日恶迹留下了;
T'
{ntr'fiffiT

行善所忍受的被辛都迂去了，
{同美名和荐賞留下了。斌悶，
行善所忍受的艰辛都过去了，
' {同美名和荠赏留下了。试问，
{q#.bfl#*dffiTf . i,tlE'
ft#FnKfr.HtxR+fi|-1il*T

-ffifrfsJ,x{DJ
在死亡降
rhiHtfl13
在死亡降临的那一瞬间，对以前我们获得的享受和忍受的痛
ffifrnl t)i++fl+ trff K.*trl fffi
r|r-ffil惰的那一瞬間，妨以前我們荻緝的享受和忍受的痛
12
l 2 tl8
rtE

苦，注能感受到多少呢?
苦，还能感受到多少呢?
#, i6frEffiEItJ&,)nE7

-iitf

-/iAFi tr ~E 忏悔
信仰真主的人，且犯迂緒，
他咚有一)::.合向J.'[
仟悔
信仰真主的人，虽犯过错，
{B. 他终有→)::.会向J.'[
tfu
{H'fqrHttrlA,E dEi$+#,{n4E4.,Fi
的，只不迫他，且是拖延仟悔的吋間，且是視我特來怎祥怎祥，
的，只不过他总是拖延忏悔的时间，总是说我将来怎样怎样，
fl r'tlHl, ,H,EinfW* 6.f+ff+ '
ft , R i$4&,B,EffEt'16

,frbBlxf+iff,,
"*rF[ t fr##Tffi'

"
#[€,r]'f4+'lff#iliffi"

他曾送祥說:“主啊!我若朝了觀，就寺心向主悔罪求債。"
他曾这样说: "主啊!我若朝了筒，就专心向主悔罪求饶。"

堆知朝觀后仍充悔改之意，于是又再吹立意。四十，五十，
谁知朝银后仍无悔改之意，于是又再次立意。四十，五十，
iftfnsff;f,
, T€XFIAt;H;. E+, 5+,
trLIIfrWEtZffi
六十都注去了，仍在渾渾噩噩的枉度人生，甚至到了老志兌
六十都过去了，仍在浑浑噩噩的枉度人生，甚至到了老态龙
^+#l3i$*7, lft#wiFffiffiH!ffiHAH, E6S|JT E#Jr,
帥，白皮爸爸混在一推再推，我并不是說這手中人整日方非作
钟，白发苍苍还在一推再推，我并不是说这种人整日为非作
++, HHddtrA-ffiFffi ' fr#FEifi,gf+ LME N lFlF
歹，以不記念真主，死不悔改，但我是說人有吋且有向善之
歹，从不记念真主，死不悔改，但我是说人有时虽有向善之
LHr-fE€'H#Z
{Efr}Eifi,
F , ,l.6iE,AHt, FEZtrffi#.,

,t', 4,H.E-f&Ff€' il't HBHEifr
心，可且是一拖再拖，主人均自己能活千年方載。堆知取命天
心，可总是一拖再拖，认为自己能活千年万载。谁知取命天
++H#* r#*gry.#7t'
,fHf;f*FpqaT fifi,Httlt , fi g.n i$i+#ffiEftfr,vl L, ffiT
使突然叩吶了他的大汀，我曾見迂許多病在垂危的人，我了
使突然叩响了他的大门，我曾见过许多病在垂危的人，我了
解他們的赴境，每對他們病入膏育的吋候，他們，且是說:“主
解他们的处境，每当他们病入膏育的时候，他们总是说"主
, €E{&',ffl,frABH'Htr-'I{R,{U{fl,Hflifi,'" t
HtALffi
ft+{u{fl

啊!我真心向您仟悔，我充功
7日惠，虛度一生，以主盟誓，
啊!我真心向您忏悔，我无功无德，虚度一生，以主盟誓，
W! frH,L'Hr$fft6,ffiftrhft:ffi,
ffiH.-+.,t))+Hg,
我若痊愈必狀新做人。"遠神感賞持鎮數日之后，他又再改陷
我若痊愈必从新做人。"这种感觉持续数日之后，他又再次陷
fr#Etrd',! .ff'ffiAo" It#ffitrffi*# HZtr' {UXFIRFfi
入到生活的困就中，他忘記了死亡一一完全的忘記了。
入到生活的困扰中，他忘记了死亡一一完全的忘记了。

支票管死亡的事詮常友生，可
i午多人并未想到自己也特死
尽管死亡的事经常发生，可许多人并未想到自己也将死
Ha&WFE
FHrEiffiS4H F.+., F{i++A#*fiRf!J
亡:息管我們常常送碟，但
b人沒想有朝一日我們也特步其后
亡:尽管我们常常送殡，但从没想有朝一日我们也将步其后
t; l3€fr{flHHiEH' {Er[iAltFHfrfr*E
fr'fl]eWfrHtr

A " # Btt{r{*ffi fu+ +r[F, *tr6fn,f&,&,ffi
H #lt+U}T,

生。整日忙忙碌碌克今生工作，郁不知他也;時寓卉送小世界，
尘。整日忙忙碌碌为今生工作，却不知他也将离开这个世界，

勻之決則，豈不怪哉!每小人都想死亡只金降幅別人，而給
与之诀别，岂不怪哉!每个人都想死亡只会降临别人，而轮
MYT
EZi*frlJ, H,4,8ffiI €+A#FMfIE--J{,+F#I]fi5|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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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臼已.
不到臼
LJH
fi J.
4iFlJ

-tr, IF.Kfr,ltfi
人，不管活多大一一六十，七十...
{§.全冬究):f:些
人，不管活多大一一六十，七十……一百，
{§.终究足;监~
h+"r"'...一百，
4iHifr*fr-^+,
A,
死亡的。白古及今有見迫或昕說泣長生不死的嗎?人不管活
死亡的。白古及今有见过或听说过长生不死的吗?人不管活
. Hfi e,+fi-,nit4ffi iI,uK H6rvtrlrq?A4(Hifi
wi:tl
多大，終有一死。先知努哈
:h 了伶播主道曾在他的民成中生
多大，终有一死。先知努晗为了传播主道曾在他的民众中生
RA+H
e
k, *E -_hE"ftffi#wtuT{++#t€H4'feffi
-FE,
活了九百五十年，現在哪里去了呢?既然每令人都准逃一死，
活了九百五十年，现在哪里去了呢?既然每个人都难逃一死，
* T Efr?ffifaE+A#l3x&uE
ifi
7 )LHE++, rn&ryFE
死后特受到真主的清算，那么我們怎能不方死亡而作准各
死后将受到真主的清算，那么我们怎能不为死亡而作准备
{f ffi&
H+ fflffiH, flFra#,lllEfET /rEllr..ffi
,Lffi)H
F SlJ
呢?
FE?

'ffilFffi6'
r'tEffie,+EBfr
* -+iUF' /3H4 f;n'f4
Itfif..
以便于隨肘起程。去年夏天，在阿曼得知釣旦的教師勻沙特
以便于随时起程。去年夏天，在阿曼得知约旦的教师与沙特
5i4ffi
DJffi
T ffir'IEfg" *+H-X, 4F{E{+*nf'JEt\#t)ffi
你要去一小地方，應管不知何肘店程也舍提前做好准各，
你要去→个地方，尽管不知何时启程也会提前做好准备，

I 4#H rtF, V}frEffifu'fll'
4{u,fllftL//}

盤訂了一份合間，要他們赴沙航事教育工作，沙方告訴他們，
签订了一份合同，要他们赴沙从事教育工作，沙方告诉他们，

s rrr-#l+H,

在近段肘間內，;悔金派一已机未接他們，注他們吋刻做好出友
在近段时间内，将会派飞机来接他们，让他们时刻做好出发
SH
' it'f&,'fllr'f
Alj'fffiif
6, :ffi*/rrnilL*H4&4fl
EltBftr.lfsl
的准各一一亦理l
iP照及笠旺。打成行袋，帶上隨身穿看的衣
的准备一一办理护照及签证。打点行装，带上随身穿着的衣
+Tfr.:4j#-,ffitffi9 trEf'l&
fitlft&-fi'4Fffi&.SiE.
服等事宜。唯合充功于衷，提前不做准各，等到要起程了他
服等事宜。谁会无动于衷，提前不做准备，等到要起程了他
EE++H W+frilrTH' ffiEfr4lffiiF&' +Sl|HEfET lfi'

"
才說:“清等我一下，我注有許多手續要去亦理。"送吋人們
才说:
"请等我一下，我还有许多手续要去办理。"这时人们
iF#fr -T, fr6€' i'+#+*ry*#E " " itF'IA'ffl
f,ifr,"'
注金等他呵?在人
i陷死的那一剎那，取命天便決不合寓他而
iA4i+H,fuffi
还会等他吗?在人临死的那一刹那，取命天使决不会离他而
FEHtiltI- #ilXIJ,ryft fr ,fH
tr+ +4Ung? & Ailfi
去。他合強迫的寺去他的性命。可那肘他己身不由己。取命
HIflFr't'fU
去。他会强迫的夺去他的性命。可那时他己身不由己。取命
eHT H tr. ryft
*. 'fts,+t&Efit+*{Uftl{!1tr'"

天使決不合等他一吋一刻。一分一秒。他何吋降的，我們笙
天使决不会等他一时一刻。一分一秒。他何时降临，我们丝
f rlf, fllJtL
/i,ftn++,ft,_ ft _h\. _f _fj,,fU,,frlnf
毫不能知其奧底，我們怎能不吋刻方其作准各呢?
毫不能知其奥底，我们怎能不时刻为其作准备呢?
!
?/IH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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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人合|曰:“死亡意昧著什么?其真啼又是什么?
也许有人会|曰:
t i+€^A+tE, "死亡意味着什么?其真谛又是什么?
" tEt-,H:WE4t/az
S;HiftXFe4trat""

lfrfls,AH4r4fr.lL+rtfE,
- : flft/LF/fft
一:胎
JL 附段。此吋他生活在母腹中。
一:胎儿阶段。此时他生活在母腹中。
" JtFl{Ufrffi#€ffi+ "
.--中天M-段。它就是扒出生到死亡的整小今生。
-,
.--中夭阶段。它就是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今生。
+7iF/i-ft"E#i'EAH+flJn1i--fitg+++.
j: H^F/f&. Ellj FU]-.EtJF-+.frlitHFfi"
三:墓穴F介段。即狀死亡到隻生的泣度期。
三:墓穴阶段。即从死亡到复生的过度期。

須知，人生要經泣几小泣程:
须知，人生要经过几个过程:

四:永生的末日，即后天盼段。每小附段之間都有相互
四:永生的末日，即后天阶段。每个阶段之间都有相互
E ' i(+ fit* B , Bl]trttMlEft"
€+Bt Fkilht#t3fi'+Hq

美系:今生和母腹:技墓勻今生:末日句技墓。星然，每小
关系:今生和母腹:坟墓与今生:末日与坟墓。显然，每个
XF.,,#HfnEffi' flH5+H; fiBEIXH" -flf*, €+

-EHt E#, ,fE+.if;A€fiF+
~段之間狀吋向上有一定的差昇，但牛泊在母腹中的胎
JL 同
阶段之间从时间上有一定的差异，但生活在母腹中的胎儿同
.r.tr'HlL€
WW.zlFl,l
fitflfi/LlE
祥金主人均母腹就說他是今生。假若他有理智，能思維，人肉
样会认为母腹就说他是今生。假若他有理智，能思维，人问
f++i,AftEffi#iifififr,ft.++.",|H#{u€'Htr,
fr?$ffi,A tE

Bp6
即答，他必定金說:“高卉母腹便金死亡"。假若母腹中是一
即答，他必定会说;
" HlfEffiffi +FEt" . lH#Effi + E+ifi,; "离开母腹便会死亡"。假若母腹中是一

"ft!'d"fr
-+rE+fi-+HH,
攻胞胎。一小先于另一小出生，后出生者必定金說:“他已銓
双胞胎。一个先于另一个出生，后出生者必定会说"他已经
ryEEEft
ffi#,H#rhft+ifi,," ftEar+
"
死了，且被埋在了深淵。"因
他倆原在一起，而現在他竟勻
死了，且被埋在了深渊。"因为他俩原在一起，而现在他竟与
,ET, B.+fif4&TffiiH" " Elj;
, ffirnafeH5
hfiEfffilil&-.fr
ZlfrfiJT" HflA-H 4Lie.fiffiffiEnTH*tr!flftffi,,ft+ifr
誠先是自己原來的胞弟。可能合像母奈封待死去的嬰
JL 那祥
i.I)b,CE rtr*fitFE# " trfA?,*ffie*x{t+tE*ft,]g/tflsf+
认为是白己原来的胞弟。可能会像母亲对待死去的婴儿那样
之訣別了。有朝一日他在垃圾堆看見了原末的胎盎，他含淚
之诀别了。有朝一日他在垃圾堆看见了原来的胎盘，他会误

痛哭流涕。忌怕嬰凡被埋葬似的，然而，他哪里知道，身体
痛哭流涕。总怕婴儿被埋葬似的，然而，他哪里知道，身体
rffiJ€*'ny#
4/ L&.rEWlDItrJ,
ffiilT, {E,HFgf[rE,
h r+
",H,lH
和胎盆是怎么一回事，他就像航舵、檻矮的衣服隨著吋肉的
,, +#ryffi
和胎盘是怎么一回事，他就像肮脏、槛缕的衣服随着时间的
fi
Ffr#tr E,/a- ElS, {trdi'f#flfi,Hfi
tflRffi# r.tfslFt

推移被淘汰，被扔弄一祥。
推移被淘汰，被扔弃一样。
+EffiMWtJ\,
rfr+n#-t+.
死亡只不i1是新生活的汗端，是通向永生世界的拼梁。
死亡只不过是新生活的开端，是通向永生世界的桥梁。
R4ii:LE#fi+ifr F']llv#, iELE
,Lf
Efi Hfr fr-trJff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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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fl+ HHi^ErE
Hr*+tr I ffi,r,#.Lw. +fr iE{itr u#t?EiE
向遠小地方的必經之路。今生通往后世的情境，如一小迂向
IArt+i& fr ffJ,I,4.i-,Ef.
向这个地方的必经之路。今生通往后世的情境，如一个迁向
++iif,.aiLtrU
fit,t#H,ir -+tr f"r

而今生就是通向遠小地方的必徑之路。今生通往后世就是通
而今生就是通向这个地方的必经之路。今生通往后世就是通

美園去住的人一祥，在漂洋迂海的船上，他已進捧好了自己
美国去住的人一样，在漂洋过海的船上，他己选择好了自己
的民肉，作好了充分的准各，考慮怎祥才能生活的更舒心。
ff'tElul, TFITT
的房间，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考虑怎样才能生活的更舒心。
fr,hfrf}ft6, +EF.f+7j-FE
+.tfrftiEffi,h,

ifrH, 4tffi.,Htllz(ffi, 4^rc+*E}ft&ffi
HEHfr{+-t
tr n4r
有遠么一則新聞，可供大家參考。遠則新伺刊登在美國
HrXA-I|.|ffiH,trI#*tX8+. iSfllJff
有这么一则新闻，可供大家参考。这则新闻刊登在美国
tHT{H&ttr

i式肉，他愿意分文不帝，不作任何准各就能前往美園時?
试间，他愿意分文不带，不作任何准备就能前往美国吗?

fl-fiffi,ffi,L, flFE+fi+Hfr
HtST, +=trE#fr+i+ft-

的一家撤紙上，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美國特在太平洋的一
的一家报纸上，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美国将在太平洋的一

t,J. HLtFffi,Et+Sifr&,
*frf'J',S_h€'trtr
nE ftffiWftffi"

小小島上作核武器武墟，道肘小島上有數 E 口居民需要迂移。
个小岛上作核武器试验，当时小岛上有数百口居民需要迁移。

#{I ft , ffiiftr FIER€trIf+$rJ-_HiA6#AHI&,F,
TF*I

奈件是:搬迂后的居民均可得到一套設各芥全的住房，作方
条件是:搬迁后的居民均可得到一套设备齐全的住房，作为

x{,fu{llfrt+|-.{*,{&,,fflEl
DJ,ff
Hjft#f&,fflf.H
* ftiffift', {E,ft,ffl
,r,",fr&ffiffitr,
必須按期搬迂，做好一切准各，一已机一到便可以把他們送牲
必须按期搬迁，做好一切准备，飞机-_.到便可以把他们送往
4ffiIF-tultr&,1 *tl--$lJffiq
uru{&,flllE{+

文才他們的朴僧，他們可以任意進揮他們想去的城市，但他們
对他们的补偿，他们可以任意选择他们想去的城市，但他们

6flb.

各地。
各地。

rtrfr
i主項公告友出后，有的人立即做好了充分的准各:有的
^a.H.iltr, €'FlAtBplffiWT
这项公告发出后，有的人立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有的
fr,{i-ffJtL&,H ff{
AflU{iA
人則行功援慢，半信半疑，約期的近才作准各。途有」些人
人则行动缓慢，半信半疑，约期临近才作准备。还有」些人
#8, +,fF+St, nlifrffi)ftt fftF&" tr€---{qA
ifi,'
1Lffi4trIHE,+R4efi^*trr:{+ futj, t?fr ,E+ffi
""这绝不可能，根本没有美国这个地左，肯定是个骗
說:“遠絕不可能，根本沒有美闡述小地方，肯定是小騙
说:
局
ft"'"'ll
i主豈不是今生和后世最恰逅的比喻呵?今于如何這令島
lx
H4E+H ffiffifrffi,Hg fi'lLtffinq? +!l' lnF,lit+,ft
这岂不是今生和后世最恰当的比喻吗?今生如同这个岛

rUllffirtf
tf6,
的，人們不愿舍它而去，不愿
道送小
A,ffl4{,|8#Em*, fffi1Iji 之分寓，可他哪
屿，人们不愿合它而去，不愿与之分离，可他哪
IH~II 道这个
;--ll$, trI,fil,rrjli
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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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IEffi
品的將被夷方平地，將被化方一片康境。
岛屿将被夷为平地，将被化为一片废墟。
#;,fr.h+tr, WryLlL,h
fr tlFr,l?r

"
島上的第一科人是有正信者的情景，他們
-j"'，;甘心行前阱，
,Bl, trlH - ffiAE€' E fa-Efit'l#fr ' {U{fJUtl'J'rit'
岛上的第一种人是有正信者的情景，他们川省
fDJi:
F tft'
ftl,i"i后耐，

堅信勾主相舍，故在今生祺級行善，方后世作好了充分的准
坚信与主相会，故在今生积极行善，为后世作好了充分的准
E{H5 ++H+, ffi#+hfrFtrft11#,h trftIF*tT fr,fiffiru

ffi
&, H f+AnilEdBfi'##,r,JFtfrtft +*fiE,l$4H,l.{ff
人，第三手中人則是忘恩負叉的，否主人真才有者的情景。他們說:
人，第二种人则是忘恩负义的，否认真主者的情景。他们说:
A, ffi- ffi /'[lJEH,BftXF!,6i.J'H+.EFttHft" {E'{fliI,'
生活只是今世的生活，人一死就一了百了，好消云散了。人
生活只是今世的生活，人一死就一了百了，灯消云散了。人
, L-EE#i-TET,,XTiHeffiT.A
Hifi,R,E+UHtHif;
各。第二科人則是犯有罪惡，財真主的命令未能~眼球責的
备。第二种人则是犯有罪恶，对真主的命令未能尽职尽责的

死后怎能造有愛生呢?
死后怎能还有复生昵?
rutrffiHEtr€.F.+Nft?

伊斯竺并非要求每令穆斯林撇奔紅金，遊入寺院，勾世
伊斯兰并非要求每个穆斯林撇弃红尘，进入寺院，与世
Fffiv #IFF*€ +ffiWTffiffi#gt+,ifiA+lfi , 5m
隔絕，出家修行，相反他要求每小穆斯林在各小肘期都能成
隔绝，出家修行，相反他要求每个穆斯林在各个时期都能成
ffi#., fr ^1b11,fHF,f&F*€+ffiffitfr&&+r.ftrfiF6EFt
方肘代的精英和人笑的典范，不但要調有大量的物廣財富，
为时代的精英和人类的典范，不但要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
IftiM
H,
ft r'f,ftHttffi
H#A# Ftfr-fi, 6{Egffi€ tE ffJMJ

r'JE
ffi'-H-EHffi
Hffi Htf++ffi^, Ffrft Fj,ftftlf++ Etr . IEI

而且要掌握高新的科學技朮，成方肘代的科掌巨匠。同吋它
而且要掌握高新的科学技术，成为时代的科学巨匠。同时它

trE*€ +ffiffiffi-EFt \i.FSUf&,r.J
EHEFHIX +-*

注要求每小穆斯林一定要說俱到他肘自身座慰的文努一一安
还要求每个穆斯林一定要认识到他对自身应尽的义务一一安

Ef'{\tt. EH'9,['&fHf[ H #' il'iF,S[Affi,i+fm&,€Etr

居原迎。注意身心健康和蕾莽:主人俱到在精神方面也有座慰
居乐业。注意身心健康和营养:认识到在精神方面也有应尽

的文努一一半司、娛示、休息、只要合法的均可享用:主人俱
的义务→一学习、娱乐、休息、只要合法的均可享用:认识
BtX#.-+A,
Rfr. ft,H..RgAitffi€nIF,Hr iAiR

Hffi
#H'. mF'tt,fu{i1ffifi

到財家層皮慰的){努一一指辱、教育。隨肘方他們提供生活
到对家属应尽的义务一一指导、教育。随时为他们提供生活

f|JxffitrEf$F1x#-fF+.,

'L'1fr
必須品:主人浪到封社金座惡的火努一一凡是財國家，討社舍，
必须品:认识到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一一凡是对国家，对社会，
Fv i i.F,$[r'f
+i+E/S FtX #'-,FLEF'JHX' tr'f+i+'
r'fA#;lrAfi"filjfrtS, #F*/*t,5,13
rt ffJ*fiffi.;
EEE Bt^EF

又才人美大余有利的事，都至~J.拉心尿力的去做:更重要的是要
对人类大众有利的事，都当尽心尽力的去做:更重要的是要

主人浪到文才真主的又努一一崇拜真主而不以任何物作他的匹
认识到对真主的义务一一崇拜真主而不以任何物作他的匹
ftlE
i[i,F,+{r'JH+fitx#-- #f+H *nT4(tilffIqwJl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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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敌。

ffi,
忌之，穆斯林座虫以合法的方式謀取財物，正道合理享
总之，穆斯林应当以合法的方式谋取财物，正当合理享
DIA*flFfrHry W*ht,rE564+
BZ, ffiffitt',ME

HtffrFF
H, tl eFffiffiE{Htrl4iH{t " HitH* -L{f{"-I
ryH.fl

用，切忌要保持正信的純治性。莫吐其染上任何明星的和暗
用，切忌要保持正信的纯洁性。莫让其染上任何明显的和暗

ffiA#fr $E"
ffiFt+{+Ht Vlfth " E+ +.Ftt 6}-E #|3{firu
伊斯主的目的是吐人們通寓非法的事物。共同未遵守真主的
伊斯兰的目的是让人们远离非法的事物。共同来道守真主的
Fff :3B'iHFtE *A'fll jEHiFEEt4 VJ.lt 14*i€ + H t Ht
藏的拳伴真主的行方。在今生成 jj 各方面都忱越的人美先驅。
藏的举伴真主的行为。在今生成为各方面都优越的人类先驱。

r*H, itffif/rfr-ft+L, Hm-('['+, +=FfE#H+,H{&

法度，注錢財放在手上，莫放在心中，事事托靠真主，莫依
法度，让钱财放在手上，莫放在心中，事事托靠真主，莫依
敕錢財，把真主的喜悅作方自己人生的目的和愿望。
赖钱财，把真主的喜悦作为自己人生的目的和愿望。
ffi+int,flF+fioEffi,,{f
ft Ha^4fft HHtfr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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