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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果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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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研研研读读读读教教教教门书门书门书门书籍的杜瓦籍的杜瓦籍的杜瓦籍的杜瓦 

在研读教门书籍或者学习教门课之前，先诵念下面的杜瓦，

 ��  	������������ ��  ��� � �! ��"�# ，你便会牢牢记住你所学习到的知识。 

 

�ر�  �ش�
�ن� 	
�ت	�ك	  م	

ك� �ن	ا ح� �ل	�ي�  ع	
�ت	�ح�

	 �ف� �م� �ه�
 �	ل�ل�ٰ

�� �ر	
ك� �
�ال� 	
��ال	 �  ج	

�ت	�ك	 ي	�ا #	��ل� �م	
ح� �ن	ا %	

�ل	�ي�  ع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安拉安拉安拉安拉  ���� �! ��"�# 啊啊啊啊！！！！求你求你求你求你为为为为我我我我们们们们打打打打开开开开你的知你的知你的知你的知识识识识和智慧的大和智慧的大和智慧的大和智慧的大门门门门吧吧吧吧！！！！和和和和

你慈你慈你慈你慈悯悯悯悯我我我我们们们们！！！！至尊至至尊至至尊至至尊至贵贵贵贵的主啊的主啊的主啊的主啊！！！！ 

（阿里•穆萨塔特热飞 Al-Mustatraf 经，第 1 册，40 页） 

 

 

注 意注 意注 意注 意 ：：：： 诵 念 此 杜 瓦 前 后 ， 皆 要 念 愿 主 赐 福 先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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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恶恶恶果的果的果的果的诱诱诱诱因因因因* 

恶魔将千方百计阻止你阅读此小册子。但务必小心恶魔攻

击的危险，从头至尾读完这个小册子。 

不不不不诵诵诵诵念念念念““““祝福先知祝福先知祝福先知祝福先知  $””””的的的的亏亏亏亏折折折折 

据传，一人有一次做了一个梦，梦里见到了一个已故者，

头上戴着拜火教徒的帽子。这位做梦者便询问原因。已故

者回答说：我在听到或者提到贵圣   ��	 �� ��%  &'�����  (�  ��) �* ٖ�� �& � �! ��� � �,�!  的名字

时，我没有诵念赞圣。这个罪过致使我丢失了伊玛尼和真

知。（萨巴伞纳比乐 Sab’a Sanabil，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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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演讲，转播从沙迦到 迈达迈达迈达迈达    尼尼尼尼•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巴布巴布巴布巴布•马马马马迪迪迪迪纳纳纳纳（卡拉奇），达达达达瓦瓦瓦瓦•特特特特•伊斯伊斯伊斯伊斯

拉米拉米拉米拉米的圣行启发的每周聚集之中，于 23 赖赖赖赖比比比比尔尔尔尔····古阿色古阿色古阿色古阿色，1419 回力年期间发表的。它被出

版后必要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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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无无人可因人可因人可因人可因梦梦梦梦而被判而被判而被判而被判为为为为不信道者不信道者不信道者不信道者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看见罪过的后果是多么可怕了吗？

人人都面临着因为犯罪而在死亡之时丧失伊玛尼的险境。

请牢记这个重要的原则：尽管关于某人的恶梦固然有所含

义，但先知之外者的梦并不能得到沙里尔的证实，也不可

能仅凭此而判一位穆斯林为卡菲尔（不信道者）。即便某

位已故穆斯林在梦中表现出不信道者的迹象，或者他亲自

告诉做梦者他失去了伊玛尼，也不能被判为不信道者。 

只只只只写写写写下字母下字母下字母下字母      而非而非而非而非赞赞赞赞圣圣圣圣是不允是不允是不允是不允许许许许的的的的 

教乘之领袖，道乘之先贤，阿俩马，穆夫提，穆罕默德·埃

姆扎德·阿里·阿扎米  �#� 	-�. ��	 �� �� �/ 0 �� ���� �� 1�2��3�ۡ �� 曾说：穆斯林一生中诵念一

次“祝福先知 �”是主命。在聚会上，不管自己提到还是

听到先知  ٖ�� �& ��!  ��	 �� ��%  &'����� (�  ��) �* ���� �,�!  的名字，诵念“祝福先知”是瓦基

布。 

就算在聚会上听到先知   ٖ�� �& ��!  ��	 �� ��%  &'����� (�  ��) �* ���� �,�!  的名字一百次，也应

该诵念一百次。如果提到或者听到先知   &'�����  (�  ��) �* ٖ�� �& ��!  ��	 �� ��% ��� � �,�! 的名

字，但当时没有诵念赞词的话，则应当择日再念。当有人

写下贵圣  ٖ�� �& � �!  ��	 �� ��%  &'�����  (�  ��) �* ��� � �,�!  的名字，根据一些学者，在贵名

之后写上赞词是瓦基布。近日来，许多人将“祝福先知 �”

缩写，只写下عم ,صلعم,   ,   或者  ٖ�� �& � �!  ��	 �� ��%  &'�����  (�  ��) �* ���� �,�!  或者 

  ��	 �� ��%  &'����� (�  ��) �* ٖ�� �& � �! ��� � �,�! 。这是不允许的，接近非法的。同样，有些

人只写    和    来替代  �#  &'����� (�  � �5�.� �	6  和 �	 �� ��%  &'�����  �(� 0� 	7 �.。这也应该避免。

巴哈尔设热阿特 Baĥār-e-Sharī’at 经，第 3 册，101—102 页）在写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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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 �! ��"�# 的尊名之时，不要仅写 ج  来代替整个赞词。要完整

地写下 或者 。 

取得放松的优取得放松的优取得放松的优取得放松的优势势势势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上面的寓言所指的是关于亡人的梦

的解释，这个亡人在听到或者提到贵圣  ٖ�� �& � �!  ��	 �� ��%  &'�����  (�  ��) �* ���� �,�!  的
名字时没有诵念赞词。我们应该畏惧安拉  ���� �! ��"�# 隐秘的安排。

我们不应该疏忽诵念“祝福先知 �”。 

可能有人过去在听到或者提到贵圣  ٖ�� �& � �!  ��	 �� ��%  &'�����  (�  ��) �* ���� �,�!   的名字

时没有诵念赞圣。如果这样的话，他应该现在诵念，取得

放松的优势，以至于他可以事后诵念赞词。从此之后，他

应该及时诵念赞圣。否则，他应该时候补上。 

恶恶恶恶果的四果的四果的四果的四个诱个诱个诱个诱因因因因 

《啥喏哦苏读热》经中提到四个恶果的诱因： 

1. 拜功上的懒惰 

2. 喝酒 

3. 忤逆父母 

4. 危害穆斯林。（啥喏哦苏读热 Sharḥ-us-Ṣudūr，第 27 页） 

所有那些不礼拜或者不按时礼拜、晨礼时不起床、无故在

家单礼而不到清真寺跟随伊玛目礼拜的教胞，需要格外小

心。由于懒于礼拜而导致丢失伊玛尼的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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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喝酒、忤逆父母并以口舌或者双手危害穆斯林大众

的人皆应真诚忏悔。 

毛 拉 那 ， 赛 义 德 ， 穆 罕 默 德·那 伊 姆 丁·穆 拉 达 巴 迪 

 �% � � ��	 �  �. �7 �(�  0  ۡ ��� �� ���1  曾说：事实上，忏悔乃是复归安拉  ���� �! ��"�#。忏悔

有三大要素： 

1. 认罪 

2. 感到羞耻 

3. 决心放弃罪恶。 

如果所犯之罪是可以补偿的，则须补偿。比如，有人错过了

礼拜，他必须在悔过之余加以补礼。（卡栽怒-伊尔凡 Khazāin-

ul-‘Irfān，第 12 页）。如果有人侵害了他人的权利，他必须在

悔过之余加以补偿。比如，如果有人伤害了父母、兄弟姐妹、

妻子、朋友或者任何其他人，他必须向他们道歉，寻求原谅。

只说“对不起”是远远不够的。 

关关关关于三于三于三于三个错误个错误个错误个错误的事件的事件的事件的事件 

《民哈-局-阿比丁》经中说，赛义德那，傅代伊勒·本·伊

亚都  �#  &'�����  (�  � �5�.� �	6 有一次探访他的一个快要归主的学生。他坐

在此学生身边，开始诵念亚亚亚亚辛辛辛辛章，但这个学生说：不要念

亚亚亚亚辛辛辛辛章。赛义德那，傅代伊勒·本·伊亚都  �#  &'�����  (�  � �5�.� �	6 之后提

醒他诵念清真言，他回答说：我绝不诵念清真言，我跟它

毫无关系。说完之后，他便死了。赛义德那，傅代伊

勒·本·伊亚都  �#  &'�����  (�  � �5�.� �	6 为他学生的这种恶果感到极为悲伤，

在家整整哭了 40 天。第 40 天之后，他做了一个梦，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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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看到了这个学生被天使扔进火狱。他问：你为何要抛

弃你的真知？你在我的学生中曾有着非常高的地位。这个

学生回答说：这是因为三个坏习惯。第一个是诽谤。我曾

向我的朋友说一件事，而向你说另外一件事。第二个是嫉

妒。我曾妒忌我的朋友。第三个是喝酒。我听信一个医生

的建议，每年都喝一杯酒，以治病。（民哈-局-阿比丁 Minĥāj-

ul-‘Ābidīn，第 165 页）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在安拉 ���� �! ��"�#御前因畏惧而颤抖吧，

忠诚地跪下，向他祈祷吧！唉！伟大贤哲的学生竟在临死

之际说出库库库库弗弗弗弗尔尔尔尔（不信道）的话，完全因为诽谤、嫉妒和

喝酒。教乘之领袖，道乘之先贤，阿俩马，穆夫提，穆罕

默德·埃姆扎德·阿里·阿扎米  �#� 	-�.  ��	 �� �� �/ 0 �� ���� �� 1�2��3�ۡ �� 曾说，愿安拉  ���� �! ��"�# 
制止！如果有人在临死之际说出库库库库弗弗弗弗尔尔尔尔的话，库弗尔的判

法或许不适应于此人，因为他有可能由于死亡的痛苦而丧

失了理智，在无意识的状况下说出这些不信道的话的。

（巴哈尔设热阿特 Baĥār-e-Sharī’at 经，第 4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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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狗的外形而复生以狗的外形而复生以狗的外形而复生以狗的外形而复生 

很不幸，诽谤变得极为普遍，以至于很多人意识不到自己

的这种罪行。诽谤对于一个人的后世来说是极具毁灭性的。

安拉 ���� �! ��"�#的先知  ٖ�� �& � �!  ��	 �� ��%  &'�����  (�  ��) �* ���� �,�! 曾说：那些背谈、讽刺他人、

诽谤和诬陷清白的人，在审判日将被安拉 ���� �! ��"�#变成狗的外

形。（阿塔热各比-瓦-塔热和比 At-targhīb Wattarĥīb，第 3 册，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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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段哈迪斯说：诽谤者将不得进入天堂。（布哈里圣训实

录，第 4 册，115 页，6056 段哈迪斯） 

诽谤诽谤诽谤诽谤的定的定的定的定义义义义 

远离导致毁灭的罪过是至为关键的。远离它们的一种途径

是，求知并明白这些罪恶。这里是诽谤的定义：阿俩

马·艾尼  �#� 	- �.  ��	 �� �� �/ 0 �� ���� �� 1�2��3�ۡ �� 从伊玛目·那瓦维  �#� 	- �.  ��	 �� �� �/ 0 �� ���� �� 1 �2��3�ۡ �� 传来：将

一个人所说的话告诉另一个人，这样做的初衷是引发危害，

这就是诽谤。（欧姆戴图·噶里 Umda-tul-Qārī，第 2 册，594 页，

216 段哈迪斯） 

我我我我们远们远们远们远离离离离诽谤诽谤诽谤诽谤了了了了吗吗吗吗？？？？ 

很不幸，近日来，很多人的谈话都含有诽谤和背谈的成分。

不管是在有人圈中，还是在宗教聚会后、婚礼、葬礼、会

议或者电话上，人们往往沉溺于背谈和诽谤的罪过中。如

果以为比较敏感且具有一定宗教知识的人，即便仅仅对两

个人之间的谈话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他也将辨认出一堆

诽谤和其它恶语。 

唉！我们将会怎样？再一次读一读这段哈迪斯，“诽谤者

不得进入天堂。”我们只能求助于对我们口舌的迈达迈达迈达迈达尼尼尼尼····保保保保

护护护护1，远离废话。那些常处于狐朋狗友的废话连篇之中的人，

往往很难避免背谈和诽谤。下面是一段哈迪斯，讲的是言

                                                           

1口舌的迈达尼·保护系达瓦·特·伊斯拉米的专用术语，指避免干罪和废话的行为 



恶果的诱因 

 

7 

多必有失，有失者必干罪，最多干罪者必入火狱。（合里亚-

图-噢里亚 Ḥilya-tul-Auliyā，第 3 册，87-88 页， 3278 段哈迪斯） 

贵圣  ٖ�� �& ��!  ��	 �� ��%  &'�����  (�  ��) �* ���� �,�!  曾说：喜讯是给予克制多言且大量出

散其财富者的(阿穆杰姆刻比热 Al-Mu’jam-ul-Kabīr, 第 5 册, 71-72 页)。

一位圣门弟子  �#  &'�����  (�  � �5�.� �	6 曾说：人们有时对我说话，我很想

回复他，就像饥渴者对冷水的渴求还要强烈，但我由于害

怕我的回复没有意义，我便克制不语(伊题合福萨达-题-穆塔肯

Ittiḥāfussāda-til-Muttaqīn, 第 9 册, 159 页)。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那位圣门弟子  �#  &'�����  (�  � �5�.� �	6 由于害怕无

意义，甚至连许可的谈话都放弃了，而我们却沉溺于废话、

背谈、诽谤、挑刺、责备他人。唉！我们将变成什么？愿

安拉  ���� �! ��"�# 赐予我们美德，使我们能够远离有罪的谈话，得

到真正的口舌的迈达迈达迈达迈达尼尼尼尼····保保保保护护护护。 

 
ٓ
   ِبَاهِ ال�ِبِّ ۡي مِ ا

َ ۡ
ُ  ۡي مِ ا%  ا��

�
  َصل

َ
 َعل

ٰ
ِلِ  ۡيهِ َتَعا�

ٰ
م َوا

�
 َوَسل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前面的寓言还指出了妒忌的毁灭性

后果。妒忌病也已蔓延开来。哈迪斯曰：妒忌之焚毁善功，

犹如烈火之焚毁木头。（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4 册，473 页， 4210
段哈迪斯） 

嫉妒的定嫉妒的定嫉妒的定嫉妒的定义义义义 

在阿拉伯语，嫉妒叫哈哈哈哈萨萨萨萨德德德德和妒忌者叫马马马马哈哈哈哈苏苏苏苏德德德德。下面写

了嫉妒的定义，从丽萨努-阿拉伯，第 3 册，166 页片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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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د�	ۡ+ ت	ت	ف	 ل	ۡيك �	لۡح	س	 �� �/ و	 ۡجس� ة��لۡم	  ن�ۡعم	

哈萨德（嫉妒）指的是你渴望你所妒忌者的特有利益丢失，

并获得他的特有利益。 

用用用用浅显词语浅显词语浅显词语浅显词语界定嫉妒界定嫉妒界定嫉妒界定嫉妒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这个定义显示出，如果一个人渴望

他人的特有利益丢失并将之占有，那么他的这种渴求便是

嫉妒。比如，如果一个人因为怨恨而希望某某名人或者受

尊重的人受到耻辱，并将之名分占为己有，那么这种愿望

便是嫉妒。同样，如果有人心怀嫉妒地希望某某富人变成

穷人，并自己成为富人，那么此类愿望也是嫉妒的一个典

型。 

愿安拉  ���� �! ��"�# 制止，这种心病越来越普遍。近日来，许多人

绞尽脑汁想让别的商人生意冷淡。人们相互算计，对他人

的产品吹毛求疵。因为嫉妒的驱使，他们还犯下了说谎、

背谈、诽谤、侮辱和其它种种罪行。唉！近日来，许多穆

斯林都丧失了伊斯兰的教胞精神。从下面的寓言中可以读

出穆斯林前辈们是多么得善良。 

古土布古土布古土布古土布·麦麦麦麦地那地那地那地那的寓言的寓言的寓言的寓言 

艾艾艾艾俩俩俩俩····哈德拉特哈德拉特哈德拉特哈德拉特的哈里发，古土布·麦地那，赛义德，兹亚

乌丁·艾哈麦德·噶底里·勒扎维  �#� 	- �. ��	 �� �� �/ 0 �� ���� �� 1�2��3�ۡ �� 在奥斯曼时代

住在麦地那。他   �(� 0� 	7 �.�	 �� ��%  &'����� 在这座光辉之城居住了 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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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陵墓也位于占乃占乃占乃占乃图图图图·白白白白给给给给。有一次，一个人问古土古土古土古土

布布布布····麦麦麦麦地那地那地那地那�	�� ��%  &'�����  �(� 0� 	7�. 道：先生! 麦地那的人在以前时代是怎

么样的？他�	�� ��%  &'�����  �(� 0� 	7�.回答说：一位富有的哈吉有一次去到

衣服店，想买大量衣服，分发给穷人。店员却说：我有你

要的这个数量，但我认为你当去我对面那家商店买。  	 �� �� 	/ �8�  9

� �� � �� � ��� � �! ��"�#  我今天的生意很好，但对面那个店员还没卖出多少。

然后，这位伟大的贤人�	�� ��%  &'�����  �(� 0� 	7�.说：麦地那人以前就是这

样的。愿安拉  ���� �! ��"�# 慈悯他们，也愿我们因为他们而得到饶

恕！。 

迷迷迷迷恋无须恋无须恋无须恋无须男童的宣男童的宣男童的宣男童的宣礼员礼员礼员礼员的的的的毁灭毁灭毁灭毁灭 

阿卜杜拉·本·艾哈麦德·穆阿兹尼�	�� ��%  &'�����  �(�  0� 	7�.曾说：我当时

正在环绕天房，我的眼睛偶然落到了一个人身上，他在掗

天房套的时候不停地念着这一祷词：安拉  ���� �! ��"�# 啊！求你让

我作为一个穆斯林而离开这个世界吧。我问他：你为何不

做其它祈祷呀？他说：我曾有两个兄弟。大哥免费在一所

清真寺当了 40 年宣礼员。但在他归主之时，他要给他拿

来《古兰经》。我们拿给了他，心想他可以从中得到慈悯。

但他拿着《古兰经》却说：你们全都作证：我不相信所有

《古兰经》的信条和命令。说完后，便归主了。我另一个

兄弟也在一所清真寺免费当了 30 年宣礼员，但也是作为

一个非穆斯林归主的。因此，我极为担心我的归宿，才一

直做能够带着伊玛尼归主的祈祷。阿卜杜拉·本·艾哈麦

德·穆阿兹尼  ����  �(�  0� 	7�.�	 �� ��%  &'�  问：你的两个兄弟干了什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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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过？此人回答说：他们迷恋无亲缘女子，常带着猥亵之

意看没有胡须的男孩。（肉度发伊克 Roud-ul-Faiq，17 页） 

盖头盖头盖头盖头的的的的规规规规定定定定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这是多么不幸啊！难道我们还不丢

弃与无亲缘女子单处和交谈吗？难道我们还不把眼睛从无

亲缘女子和我们的嫂嫂婶婶身上移开吗？（根据伊斯兰教

义，他们也是无亲缘女子） 

同样，堂/表兄妹必须相互盖头。叔嫂之间也须相互盖头。

男筛赫与女学生之间也须注意相互盖头。女学生不能亲吻

男筛赫的手。 

带带带带性欲地看性欲地看性欲地看性欲地看阿阿阿阿姆拉德姆拉德姆拉德姆拉德是非法的是非法的是非法的是非法的 

注意！阿阿阿阿姆拉德姆拉德姆拉德姆拉德（外表俊美的无须男童）就像火焰。接近他

与之建立友谊，与之玩耍，搂抱他和依附在他身上，都是能

令人下火狱的行为。尽管他没有任何错误，但远离他是安全

的。也不要因为他是阿阿阿阿姆拉德姆拉德姆拉德姆拉德而伤害他。 

然而，一定要与他保持距离。骑摩托时，不要坐在他后面，

也不要让他坐在你后面，因为火焰吞噬其前后两面。即使

未带性欲，搂抱他亦能带来灾难。如果带有性欲地搂抱他、

与之握手，按照某些学者，甚至带着性欲地看他们都是罪

过。（塔飞斯热-艾哈马迪亚 Tafsīr-e-Aḥmadīyyaĥ，5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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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你的眼睛， 不要看他任何身体部位，甚至衣服。如果

一个人因想起或者想象他而引起性欲，那么这也是应当避

免的。同样，如果一个人因为看他的笔迹、房屋、父亲、

哥哥或者任何属于他的东西，而引起性欲，那么应该统统

避免看到这些人和事物。 

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个恶个恶个恶个恶魔伴魔伴魔伴魔伴随着随着随着随着阿阿阿阿姆拉德姆拉德姆拉德姆拉德 

在使我们注意到恶魔通过阿阿阿阿姆拉德姆拉德姆拉德姆拉德发起的攻击之后，艾艾艾艾

俩俩俩俩····哈德拉特哈德拉特哈德拉特哈德拉特�	�� ��%  &'�����  �(�  0� 	7�.说：据传，一个妇女伴随两个恶魔，

而一个阿阿阿阿姆拉德姆拉德姆拉德姆拉德伴随七十个恶魔(飞特万-热扎伟业 Fatāwā-e-

Razavīyyaĥ, 第 23 册, 721 页)。不管怎样，远离无亲缘女子和阿阿阿阿

姆拉德姆拉德姆拉德姆拉德，不看他们，是极为必要的。否则，你们已经读过

那两兄弟归主时的悲剧了。 

不履行朝不履行朝不履行朝不履行朝觐觐觐觐是是是是诱发恶诱发恶诱发恶诱发恶果的一果的一果的一果的一个个个个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贵圣  ٖ�� �& ��!  ��	 �� ��%  &'�����  (�  ��) �* ���� �,�!  曾警告：具备朝觐能力且没有任何障碍

的人，没有暴虐的统治者或者任何疾病防止他，归主之前

还未朝觐的话，他是作为犹太教徒或者基督徒而归主的。

（达里米逊乃 Sunan Dārimī，第 2 册，45 页，1785 段哈迪斯）这说明，

一个人死前仍未履行主命朝觐，这是极易获得恶果的。 

因因因因为为为为在宣在宣在宣在宣礼礼礼礼期期期期间说话间说话间说话间说话而而而而带来带来带来带来的的的的恶恶恶恶果果果果 

法学大贤，阿拉麦，穆夫提，穆罕默德•艾姆扎德•阿里

•艾尔扎米  �#� 	- �.  ��	 �� �� �/ 0 �� ���� �� 1 �2��3�ۡ �� 参考飞飞飞飞特万特万特万特万----热热热热扎扎扎扎伟业伟业伟业伟业书之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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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礼期间，无论谁还在讲话，都处于得到恶果的险境。愿

安拉  ���� �!��"�# 制止。（《巴哈尔设热阿特 Baĥār-e-Sharī’at，第 3 册，41 页） 

回复宣回复宣回复宣回复宣礼礼礼礼者者者者进进进进入天堂入天堂入天堂入天堂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当宣礼响起之时，应该放下手中的

一切活计，并回复。但是，如果有人正在走向清真寺或者

做小净，他可以继续进行，及其回复。如果许多宣礼响起，

只回复首个即可。但回复所有更好。 

那些回复宣礼的人是非常幸运的。《大马士革史》书，第

40 册，412 页说：艾布•胡赖伊莱  �#  &'�����  (�  � �5�.� �	6  传述，一个默

默无闻的人归主了。贵圣  ٖ�� �& ��!  ��	 �� ��%  &'����� (�  ��) �* ���� �,�!  对圣门弟子  &'����� (�  � �5�.
 �#� �	6 �ۡ 说：你们知道吗，安拉 ���� �! ��"�#使他进入天堂了？圣门弟子

 � �5�.  (�   &'�������	6�#  对此大为惊讶，因为此人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善

行。后来，有一位圣门弟子  �#  &'����� (�  � �5�.� �	6  去到死者家中，问了

他的妻子。她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特殊品德，但我

知道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管什么时候宣礼响起，他总

是回复。(塔热克-大马士革 Tārīkh-e-Dimishq, 第 40 册, 412 页) 

愿安拉  ���� �! ��"�# 慈悯他们，也愿我们因为他们而得到饶恕！。 

关于宣礼规定的详情及其回复，请购买马马马马克塔巴克塔巴克塔巴克塔巴••••图图图图••••麦麦麦麦

地那地那地那地那出版的小册子《宣礼的恩典》 

烈火的山烈火的山烈火的山烈火的山 

马立克•本•第纳尔  ۡ ��� ���# ��  �/�-ۡ �. 0 �� ���� �� .����:��;�ۡ �� 有一次去探望一个濒临死

亡的人。这位伟大的贤人�	�� ��%  &'�����  �(�  0� 	7�◌不断地提醒他念清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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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却一直念：十，十一！当他被问及为何不停如此念，

他回答说：我面前有一座烈火的山；每当我试图念清真言

时，这座烈火的山就要烧我。这位伟大的贤人�	�� ��%  &'�����  �(�  0� 	7�◌后
来问人们这个将死之人曾经做了什么事。他们回答说：他

以前是一个吃利息的人，并称量不公。（塔匝卡热-图-奥利亚

Tażkiraĥ-tul-Auliyā，第 52—53 页） 

称称称称量不公的磨量不公的磨量不公的磨量不公的磨难难难难 

哎！毁灭正等着那些吃利息和称量不公的人！哎！那些仅

为些微钱财而将自身投入火狱的人，听着！《鲁哈•拜亚

尼》中说：称量不公者在审判日将被投入到火狱的底层，

并被迫坐在两座烈火的山之间，称量它们。当他走进烈火

的山，火焰将他烧毁。(鲁哈•拜亚尼 Rūḥ-ul-Bayān, 第 10 册, 364 页) 

谢谢谢谢赫的赫的赫的赫的恶恶恶恶果果果果 

据传，苏福亚尼•扫里和沙伊巴尼•拉伊 ��  ���
�7 �.� � �� ��  �� &'���  有一天

遇见了。苏福亚尼•扫里�	�� ��%  &'�����  �(�  0� 	7 �.已经持续哭了一个晚上。

当沙伊巴尼•拉伊�	�� ��%  &'�����  �(�  0� 	7 �.问他原因时，他说：我正在为

担忧我归主之时的恶果而痛哭。我从一位谢赫那里接受伊

斯兰教育 40 年。他在禁寺礼乐 60 年拜，但他却在背信的

情况下死去。沙伊巴尼•拉伊�	�� ��%  &'�����  �(�  0� 	7 �.说：苏福亚尼呀，

这是他罪恶的结局；你不要悖逆安拉  ���� �! ��"�#。(萨巴-萨纳比例

Sab’a Sanābil, 第 34 页) 

天使的前任老天使的前任老天使的前任老天使的前任老师师师师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安拉  ���� �! ��"�# 的确是严厉的。没有人知

道安拉  ���� �! ��"�# 的隐秘计划。没有人应该以其知识和功修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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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恶魔干了几千年功修，还因其知识和功修而成为天使

的老师，但却最终被他的傲慢毁灭，变成了不信道者。他

现在却千方百计误导世人。当一个人接近死亡，恶魔不仅

误导其生前一世，还竭尽所能地使此人丧失信仰。 

恶恶恶恶魔魔魔魔伪装伪装伪装伪装成父母成父母成父母成父母 

据说，当一个人接近死亡的时候，两个恶魔便走来，坐在

他左右两侧。通过伪装成他父亲，右侧的恶魔说：孩子啊，

看，我是你慈祥和蔼的父亲。我劝你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在

归主，因为它是最好的宗教。坐在左侧的恶魔说：我的爱

子啊，我怀你九月。我以我的奶喂养你在怀抱里。爱子啊，

我劝你皈依犹太教之后归主，因为那是最好的宗教。（伊

玛目古尔图壁的提醒 Tażkiraĥ by Imām Qurṭubī，第 38 页） 

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死亡的痛苦死亡的痛苦死亡的痛苦死亡的痛苦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这确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境况。当一

个人头疼发烧，他便很难分清事实。死亡的折磨是极度严

重的。《设热户-苏度尔》中说：如果一滴死亡的折磨落在

天地间一切生命之上，他们都要死亡。(设热户-苏度尔 Sharḥ-

us-Ṣudūr, 第 32 页)那么如果恶魔伪装成为将死者的父母来误

导他，他在这种处境下坚信伊斯兰是多么得困难！《克米

亚-萨达特》中说，艾布•达尔大  �#  &'�����  (�  � �5�.� �	6 曾说：指安拉 

 ���� �! ��"�# 发誓！没有人可以保证他是否能够带着伊斯兰归主。

(克米亚-萨达特 Kīmīyā-e-Sa’ādat, 第 2 册, 8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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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朋友形式出以朋友形式出以朋友形式出以朋友形式出现现现现的的的的恶恶恶恶魔魔魔魔 

伊斯兰明证，伊玛目，穆罕默德•安萨里  �#� � �� ۡ�� 	- �.  ��� �/� 0 �� ���� ��  ۡ �� � �'��2 曾

说：在死亡之际，恶魔与其党羽一起以亲友的形式来到将

死者跟前。他们将告诉他：兄弟！我们在你之前已经尝过

死亡的滋味。我们清楚死亡之后所发生的一切。现在到你

了。 

我们建议你归信犹太教，因为那是安拉  ���� �! ��"�# 唯独接受的宗

教。如果此人不接受他们所说的，这些恶魔将以其他朋友

的形式出现，并劝他：皈依基督教，因为那是废除穆萨宗

教的一个宗教。就这样，恶魔以不同亲友形式的伪装来建

议此人皈依谬误的派别。因此，无论谁被注定背离真理，

都会在那个时候皈依错误的宗教，并与伊斯兰断绝关系。 

我我我我们将会们将会们将会们将会怎怎怎怎样样样样？？？？ 

愿安拉  ���� �! ��"�# 慈悯我们这样的可怜境况。我们不知道死亡之

际将会发生什么。我们干了太多罪过。安拉  ���� �! ��"�# 啊！我们

求你不要让恶魔在我们死亡之际接近我们，求你慈悯我们

在那时见到贵圣  ٖ�� �& � �!  ��	 �� ��%  &'����� (�  ��) �* ���� �,�! 的影象。 

控制你的口舌控制你的口舌控制你的口舌控制你的口舌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每一位穆斯林都应该担心安拉 ���� �! ��"�#

的不可预知和隐秘的计划。我们不知道什么恶行可以导致

安拉 ���� �! ��"�#的恼怒，从而危及我们的信仰。我们应该总是对

安拉 ���� �! ��"�#显示出崇敬和忠诚。控制你的口舌，因为过分的

说话有时也许会使一个人说出悖逆的话来，尽管他并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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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始终关心对信仰的保护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艾艾艾艾俩俩俩俩••••哈哈哈哈

德拉特德拉特德拉特德拉特�	�� ��%  &'�����  �(�  0� 	7�.曾说：伊斯兰学者曾说：不害怕失去信仰

的人，是非常容易在死亡之际失去信仰的。（麽乐福兹-啥日

飞 Malfūẓ Sharīf，第 4 册，390 页） 

善果的善果的善果的善果的迈达迈达迈达迈达尼尼尼尼••••珍珠珍珠珍珠珍珠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有一个需要我们大家都关注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知道安拉 ���� �! ��"�#对我们的隐秘安排是什么，也不知

道我们的结局将是什么。伊斯兰明证，伊玛目，穆罕默德

•安萨里  �#� � �� ۡ�� 	- �.  ��� �/� 0 �� ���� ��  ۡ �� � �'��2 曾说：如果你希望一直安详，没有恶

果，那么就用你的一生顺服安拉 ���� �! ��"�#，不要犯任何罪过。你

必须要像真知者那样敬畏，以至于整日忧伤哭泣。他  �(�  0� 	7 �.
�	 �� ��%  &'�����进一步说：你应该始终为善果努力。始终沉浸于纪念

安拉  ���� �!��"�#。将对今世的爱恋驱除出你的心灵。保护你的身心

不犯罪。甚至对恶人连一眼都不要看，因为心灵会受到影响，

你的心智慧变恶。（伊合亚-噢录么 Iḥyā-ul-‘Ulūm，第 4 册，219 页） 

四四四四个个个个带着带着带着带着伊伊伊伊玛玛玛玛尼尼尼尼死亡死亡死亡死亡的的的的祷词祷词祷词祷词 

有一天，一人来到了艾艾艾艾俩俩俩俩••••哈德拉特哈德拉特哈德拉特哈德拉特�	�� ��%  &'�����  �(� 0� 	7�. 跟前，要求

这位贤人为他做祈祷，以便可以带着信仰归主。艾艾艾艾俩俩俩俩••••哈哈哈哈

德拉特德拉特德拉特德拉特�	�� ��%  &'�����  �(� 0� 	7�. 便做了祈祷，并给此人四个忠告： 

1. 诵念：  � �  �	نۡت	 ي	ا 3	
ٓ 	 6ٰ	 ��ال� ��ٓ �ۡو�� ال	 ي	ا ق	ي�

1
每天早上 41 遍，并在此前

后诵念赞圣各一次。 

                                                           
1 翻翻翻翻译译译译: 永活者啊！永存者啊！除你之外别无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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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睡觉时，在念完所有其他祷词之后，诵念《古兰经》

“不信道者”章。之后便入睡，不与他人言语。但必

要时可以讲话，讲完后，重念此章经文。这样的话，  	���
 ��������� ��� � ���� �! ��"�# ,便可以带着信仰归主。 

3. 每天早晚各念三遍： 

	 �	لل�ٰ  � �8 �# ن�	ا ن	ع�و� ;	 ب�ك	 ش	   �� ر�
�ش� � ن� �	+� > ل	م� ي� ب�ك	 م� ا ن�	ع� ;	   هٗ �ئ? ر� ف�

ت	غ� 	س� < 	
هٗ   ا ال	 ن	ۡعل	م� ل�م	
1 

（麽乐福兹-啥日飞 Malfūẓ Sharīf，第 2 册， 234 页） 

4. 早晚各念三遍： م� �هللا�  �E  �/ Fٰس� م� �هللا�  يۡ'� ع	 س�  �Eس� Fٰ ن	ف� 
	 ۡي ع	 	
 � 	H Iۡ  	� 	
 ۡ �Fۡه  �Kا	م 	

2ۡL  那

么便可以获得你的宗教、信仰、生命、财产和家人的保

护 。 ( 啥 及 热 - 噶 迪 里 亚 • 热 扎 维 亚 Shajaraĥ-e-Qādiriyyaĥ 

Razavīyyaĥ)（从午夜到太阳光初射这一期间称之为早晨，

晌礼初始到太阳西下期间称之为下午。） 

火盒火盒火盒火盒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死在库库库库弗弗弗弗尔尔尔尔状态上的不幸者，他两

侧的肋骨将被坟墓挤压，相互交叉。还有许多针对不信道

者的酷刑。他们将在极端恐怖的状态下度过五万年期限的

审判日。他们之后会被抓着脸扔进火狱。 

进入火狱的那些干过罪的穆斯林将被释放出来，只剩下库库库库

弗弗弗弗尔尔尔尔在火狱。最终，每个不信道者都将被锁在用火制成的

身体大小的盒子中。盒子将充满烈火。一把火锁将锁在这

                                                           
1    翻翻翻翻译译译译: 安拉  ��� � �! ��" �# 啊！我们求你保护我们不以我们所知的任何物配你，求你饶恕我们所不知

的以物配主行为。 

2    翻翻翻翻译译译译: 奉安拉  ��� � �!��"�# 之名，我的宗教、生命、子嗣、亲人和财产将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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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盒子上。这个火盒又被放在另一个火盒里面，这两个火

盒之间，将燃着烈火。另一把火锁也将锁在这个盒子之上。

而这又被放进另一个带火锁的火盒里面。死亡将被以羊的

外形带出来，在天堂与火狱之间被屠宰。 

之后，没有人会死亡。天堂里的人将永远活在天堂里，火

狱里的人也将永远囚禁于火狱中。天堂的居民将幸福美满，

火狱的囚犯将无限痛苦。（巴哈尔设热阿特 Baĥār-e-Sharī’at，第

1 册， 88，91，92 页） 

安拉  ���� �! ��"�# 啊！我们乞求你以安详和带着伊伊伊伊玛玛玛玛尼尼尼尼的死亡赐予

我们吧！让我们死在圣城麦麦麦麦地那地那地那地那的烈士之地吧！让我们埋

葬在占乃占乃占乃占乃图图图图••••白白白白给给给给吧！让我们成为贵圣  ٖ�� �& ��!  ��	 �� ��%  &'�����  (�  ��) �* ���� �,�!  在
菲菲菲菲尔尔尔尔道斯道斯道斯道斯天堂里的邻居吧！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不要对安拉  ���� �! ��"�# 的慈悯失望。如果

你常常与达达达达瓦瓦瓦瓦····特特特特····伊斯伊斯伊斯伊斯拉米拉米拉米拉米的圣行启迪迈达迈达迈达迈达尼尼尼尼••••咔咔咔咔沷拉沷拉沷拉沷拉一起

出行，你将增强保护信仰的心态，   	������ ����������  ��� � �! ��"�# .。当你产生

了保护信仰的心态，你将会认真关心它，向安拉  ���� �! ��"�# 祈祷，

并求助于贵圣  ٖ�� �& � �!  ��	 �� ��%  &'����� (�  ��) �* ���� �,�! 。 

贵贵贵贵圣圣圣圣 $ 的的的的谦谦谦谦恭恭恭恭 

洗耳恭听贵圣  ٖ�� �& � �!  ��	 �� ��%  &'�����  (�  ��) �* ���� �,�!  在保护信仰方面是多么伟大。

《鲁哈•拜亚尼》第 10 册，315 页上记载，一次，恶魔伪

装带着一瓶水来到贵圣   ��) �* ٖ�� �& � �!  ��	 �� ��%  &'�����  (� ��� � �,�!  跟前，说：我在人

们死亡之际用这瓶水换取他们的信仰。听到此话之后，贵

圣  ٖ�� �& ��!  ��	 �� ��%  &'����� (�  ��) �* ���� �,�!  哭泣了，以至于圣人家属  � �5�.  (�   &'�������	6�#  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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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哭泣。安拉  ���� �! ��"�# 降下启示：我的亲密（的先知）啊！不

要忧伤。我在我的仆人死亡之际保护他们免遭恶魔的欺骗。 

 َ
ۡ
 ال

َ َ
ۡوا �

�
ُ            بيۡ بِ َصل  ا��

�
د َصل َم�

ُ
 م

ٰ َ
� 

ٰ
 َتَعا�

 
 

 

 

 

 

 

  

请请请请在在在在读毕读毕读毕读毕此此此此册册册册子之后子之后子之后子之后，，，，将将将将其其其其传阅传阅传阅传阅他人他人他人他人    

在婚礼上、忧伤时、聚会时以及其它类似场合，分送

马马马马克塔巴克塔巴克塔巴克塔巴••••图图图图••••麦麦麦麦地那地那地那地那出版的小册子，以获得回赐。

把这些小册子放在自己的店恩里，免费送给客户，养

成如此习惯。把这些小册子给送报人或者小孩子，使

他们帮助送给邻居。每送一次新小册子，都能获得导

人向善的回赐。 

 َ
ۡ
 ال

َ َ
ۡوا �

�
ُ            بيۡ بِ َصل  ا��

�
د َصل َم�

ُ
 م

ٰ َ
� 

ٰ
 َتَع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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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the Worst Person 

Sayyidunā ‘Ušmān al-Ghanī  �	6�#  &'����� (�  � �5�. stated that there are 
five signs of a pious person: 

1. He remains in good company. 

2. He protects his tongue and private parts. 

3. He considers the pleasures of the world as a nuisance 

and the religious blessing as a divine mercy. 

4. He does not fill his stomach even with Ḥalāl food for 

fear that perhaps a little Ḥarām may have been 

included in it. 

5. Besides himself, he considers every Muslim absolved 

in the Hereafter while he considers only himself as a 

sinner and fears from torment. 

 (Al Munabihāt,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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