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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教门书籍的杜瓦研读教门书籍的杜瓦研读教门书籍的杜瓦研读教门书籍的杜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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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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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安拉  ���� �! ��"�# 啊！求你为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和智慧的大门吧！

和你慈悯我们！至尊至贵的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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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意 ： 诵 念 此 杜 瓦 前 后 ， 皆 要 念 愿 主 赐 福 先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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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园大厦的交易 

即便恶魔会让你感到疲惫，但你一定要从头至尾阅读此小
册子。 ��������  	������� �  ��� � �! ��"�#  它将使你更加关心你的后世。 

诵念赞圣词的高贵 � 

仁 慈 的 先 知 ， 稳 麦 的 说 情 者 ， 天 堂 的 拥 有 者 ， 穆 圣           

 ٖ�� �% � �!  ��	 �� ��&  %'�����  (�  ��) �* ���� �+�! 曾说：那些因为真主  ���� �! ��"�# 而互相敬爱的人
们相遇并握手，然后赞颂穆圣  ٖ�� �% � �!  ��	 �� ��&  %'�����  (�  ��) �* ���� �+�! ，这样的话，
他们以前和以后的罪过都将在他们分离之前而被饶恕。
（艾比·亚拉圣训集，第 3 册，95 页，2951 段哈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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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士拉百士拉百士拉百士拉，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一次经过一座正
在建造的大厦。他走进大厦第一层，看到一个俊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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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忙着指导工人们施工。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让他的同伴，哲法尔•本•苏莱曼  / �.� 	, �-  ��	 �� ���# ��� ��� ��  ��3 �4�	 ����� ,  注意一下
这个对建造大厦非常有兴趣的小伙子。他说，他想求安拉 

 ���� �! ��"�# 把这个小伙子从这种状态中释放出来，这样的话，这
个小伙子就有可能进入天堂。然后，他与哲法尔•本•苏莱
曼  /�.� 	, �-  ��	 �� ���# ��� ��� ��  ��3 �4�	 ����� 一起来到这个小伙子跟前，说赛俩目。起
先，这个小伙子不知道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何
许人。他们自我介绍之后，小伙子对他显示出了敬意，客
气地询问了他们此行有何贵干。 

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问这个小伙子，打算花多
少钱来建造和装修这座大厦。他回复说：十万迪拉姆。马
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说：如果你把这十万给我的
话，我保证给你一座更漂亮和宽敞的大厦。而且大厦的土
地将会是麝香和藏红花，永不被拆除。此外，大厦里还会
有少女奴仆，镶嵌宝石的穹顶。大厦不是建造师建造的，
而是神圣的命令建造的。 

小伙子要求考虑一夜。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同
意了。交谈之后，他们返回了。这个小伙子让马利克•本•

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操了一夜的心，一直为他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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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清晨，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0��1�ۡ ��  来到大厦，发现
那个小伙子在等着他，张开双臂迎接了他，恭敬地说：您还
记得昨天你给我的承诺吗？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回答是。于是，小伙子便把十万迪拉姆递给了他，并说这
是他的全部积蓄。他又拿来了笔墨纸砚。 

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手拿笔和纸，写下了一份
合同，如下：�ۡ� �, ������  �5%.�,ۡ ������  � �6�  ���7ۡ��（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作为担保人，保证某某人
将被安拉  ���� �! ��"�# 赐予一座辉煌的大厦，以取代他今世的房屋。
如果大厦比想象的更加豪华，那么这是因为真主 ���� �! ��"�#的慷
慨。我与某某人达成了以十万迪拉姆换取天上大厦的交易。
这座天上大厦将比他今世的住所更加辉煌壮丽，它坐落在
真主 ���� �! ��"�#的慈悯之下。 

在与这个小伙子达成合约之后，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0��1�ۡ ��  

从他那里拿走了十万迪拉姆，当晚分散给了乞丐和穷人。
在差不多四十天之后，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在晨
礼后从清真寺走了出来而看到清真寺的祈祷壁龛靠近处有
一片纸。原来是他 �	�� ��&  %'�����  �(�  /� 	8 �- 跟那个小伙子签订的合约。
以下的文字出现在纸条的背后，上面显示着：这是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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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准予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关于奉安拉  ���� �! ��"�#.

的尊名而赏赐年轻人大厦和增加它七十倍。 

拿起来这张纸条后，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急匆
匆地来到了这个小伙子家中，并听到了有人在哭。问了之
后才知道，那个小伙子前一天就归主了。清洗尸体的人说：
依照他的遗愿，我给他清洗了尸身。他又叫我把一张纸条
放在他的尸衣下面。就这样，他如愿以偿了。当马利克•

本•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拿出他在清真寺的祈祷壁龛靠近捡
到的纸条，清洗尸身的人吃惊地说：指主发誓，这张纸条
跟我放在他手中的那张纸条一样。在事情原委清楚之后，另
一个人给了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二十万迪拉姆，
也想达成同样的合约，但他却低声说：一切皆前定，安拉  

 ���� �! ��"�#,为所欲为。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哭着追忆了
这位归主的小伙子。（揉度日亚合尼 Raud-ur-riyahin，第 58—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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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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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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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里亚的光辉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 �� -���0��1�ۡ �� 是哈
桑•百士里  �#� ۡ�� � 	, �-  ��� �.���  /� � �� ۡ ��  ��� �1 �9 .的同时代人。他达成了一笔以今世
的房子换取天堂里的大厦的交易，明显显示出安拉 ���� �! ��"�#赐
予他的力量。毫无疑问，安拉  ���� �! ��"�# 的奥里亚奥里亚奥里亚奥里亚（友人）具有
安拉 ���� �! ��"�#赐予的力量。请阅读下列哈迪斯，看看奥里亚的光
辉和地位。贵圣  ٖ�� �% ��!  ��	 �� ��&  %'�����  (�  ��) �* ���� �+�!  说：即便是一丝的沽名钓誉，
也是什尔克什尔克什尔克什尔克，奥里亚的敌人也是安拉  ���� �! ��"�# 的敌人。虔诚的
人，苦修的人，谦卑的人，都是安拉  ���� �! ��"�# 的友人。他们要
是走失了，没人寻找他们；他们要是出现了，没人评价他们；
他们的心灵就是引导的明灯，他们远离一切黑暗和肮脏之事。
（米士克-图-马萨比 Mishkāt-ul-Maṣābīḥ， 第 2 册，269 页，5328 段哈迪斯） 

尊敬每位虔诚的人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显然，今世的名声和美誉并不是成

为安拉  ���� �! ��"�#.之友的条件。只有内心充满虔诚的人才能成

为安拉  ���� �! ��"�#.的友人，即使今世没人尊敬他。他们要是走

失了，没人会寻找他们；要是他们归主了，没人会为之动

容；要是他们出现在人群之中，没人会尊敬他们。但无论

如何，我们一定要尊重教法和圣行忠贞追随者。如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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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尊重他们，那么我们不应该小看他们，因为一个默默

无闻的小人物，也许就是隐藏的贤哲。我们也许不注意，

但这会让我们走上歧路。 

鲁莽之人的厄运 

雨点在滴着，寒风在刮着。一位虔诚的人衣衫褴褛，穿过

市场行走着，沉醉于纪念安拉  ���� �! ��"�#。当他经过一家糖果店，

老板满怀热爱和敬意地给他呈上一杯热牛奶。坐下，念了

�ۡ� �, ������  �5%.�,ۡ ������  � �6�  ���7ۡ��，喝了牛奶，感赞了安拉  ���� �! ��"�#，继续往前

走。一个妓女和皮条客坐在屋外面。街上到处是雨水导致的

泥巴。这位虔诚的人不小心踩到了泥巴上，溅了妓女一身。

皮条客掌掴他。但他却感赞了安拉  ���� �!��"�#，说道：主啊 ���� �!��"�#！

你绝对是明镜高悬的。有时，我得到热牛奶，有时，我则被

掌掴。总之，我诚心接受你的意欲。说完后，继续往前走了。 

过了一会，那个皮条客爬上屋顶，滑了一跤，跌下来，死了。
当这位虔诚的人再次路过这里时，一个人对他说：你诅咒了
他，他就死了。他回答说：指主  ���� �! ��"�# 发誓，我没有诅咒他。
他为他的爱人而掌掴我，安拉   ���� �!��"�#  也为他的爱人回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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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بيۡ بِ َصل د َصل� ا/�  ُمَم�

ٰ
(َ 

ٰ
 َتَعا3

在奥里亚眼中没有今世的地位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天园大厦的交易”这个名称不仅显
示出了奥里亚奥里亚奥里亚奥里亚的荣耀，也揭示了他们对今世的漠然无牵，
以及他们改善稳麦的决心。他们只会因为人们疏忽宗教而
沉迷于今世而感到焦虑。无疑，他们眼中是没有今世的地
位的；他们对有关斥责今世的哈迪斯是不会不留意的。让
我们看看下面十七段指责今世的哈迪斯。 

1. 小鸟的给养 

信士之埃米尔，奥马尔•法鲁克•阿扎姆  �#  %'�����  (�  � �:�-� �	3 说，他听
贵圣  ٖ�� �% ��!  ��	 �� ��&  %'�����  (�  ��) �* ���� �+�!  说：如果你真正相信真主 ���� �! ��"�#他应该被
相信，他将赐予你给养，就像他赐予小鸟一样。小鸟早上
空腹而出，晚上满腹而归。（提尔米兹圣训集集，第 4 册，154

页，2351 段哈迪斯） 

著名圣训注释家和经注学家，穆福提，艾哈默德•亚尔•汗
 /�.� 	, �-  ��	 �� ���# ��� ��� ��  ��3 �4�	 ����� 曾说：托靠的权利，就是相信安拉  ���� �! ��"�# 是给

养者。另一些学者说：努力奋斗，并把结果托靠给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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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正是托靠之义。我们应该行动，但同时要托靠真
主  ���� �! ��"�#，而且，托靠安拉  ���� �! ��"�# 的人不会饿死，这是有据
可考的。应该牢记，小鸟都会出巢寻食。但树不会动，却
照样有水和其它肥料给养。一只刚孵出的乌鸦是白色的，
其父母因此感到害怕而离开。由于真主  ���� �! ��"�# 的命令，某种
小昆虫聚集在雏鸦嘴中，以供喂养。在它后来变成黑色时，
其父母又返回来。(米热图满纳及 Mirāt-ul-Manājīḥ，第 7 册，113-

114 页) (米热克题 Mirqāt，第 9 册，156 页， 段哈迪斯 5299) 

何谓托靠 

艾俩•哈德拉特，伊玛目，艾哈默德•勒扎•汗  �#�  ��	 �� � � 	8 �- ��  / � ���5% 	8  曾
说：托靠不是放弃种种生活资料，而是不依赖于生活资料
(法塔瓦-勒扎伟亚 Fatāwā Razawiyyaĥ，第 24 册，379 页)。换言之，
我们应该使用生活资料，但不应对之依赖。 

2. 比全世界更好 

贵圣  ٖ�� �% ��!  ��	 �� ��&  %'�����  (�  ��) �* ���� �+�!  曾说：天园里比今世所有东西更好的
事物多如马鞭。(布哈里圣训集，第 2 册，392 页，3250 段哈迪斯) 

在对这段哈迪斯的注释中，阿拉玛，谢赫，阿卜杜勒•哈克
•德海莱维  �#� 	, �-  ��	 �� �� �. / �� ���� �� ;�<��=�ۡ �� 说：天园里的一小片地都比今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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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东西更好。这里之所以提到马鞭，是因为古时候的骑马
的人，如果想得到某个地方，就把马鞭丢在哪里，别人就
不再停留此地。(阿士亚-图-啦么哈题 Ashi’a-tul-Lam’āt，第 4 册， 

433 页) 

著名圣训注释家和经注学家，艾哈默德•亚尔•汗  /�.� 	, �-  ��	 �� ���# ������ ��  ��3 �4�	 �����  

曾说，那段圣训提到马鞭，表示天园里的一小块地方。天
园里是洪恩永久的，而今世则短暂的。今世是祸福相倚的，
而天园里则只有恩典。今世的事物是低下的，而天园里的
事物则是高贵的。因此，今世就无法与天园比较。(米热图
满纳及 Mirāt-ul-Manājīḥ，第 7 册，447 页) 

3. 为今世聚财者，不智 

 信士之母，阿伊莎•西迪克 ���	3�#  %'����� (�  � �:�-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  

曾说：今世是无房之人的房屋，是无财富之人的财富，为今
世聚财者，不智。(米士克-图-马萨比 Mishkāt-ul-Maṣābīḥ，第 2 册，
250页，5211段哈迪斯) 

4. 像过客一样生活在今世 

阿卜杜拉•本•奥马尔  � �:�-  (�   %'����� �.�	3�#�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有一次拉着我的手臂，说：像异乡人和过客一样生活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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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伊本•奥马尔  � �:�-  (�   %'����� �.�	3�#� 说：如果你早上活着，不要等
到晚上，在健康和活着的时候，为病症和死亡做准备。(布
哈里圣训，第 4 册， 223 页，6416 段哈迪斯) 

5. 敌人将不再害怕 

扫巴尼  �#  %'�����  (�  � �:�-� �	3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  曾说：很可能
其他民族将会拉拢人们来攻击你们，就像邀请别人共享美
味一样。有人恭敬地问道：我们那时的数量很小吗？贵圣

  %'�����  (�  ��) �* ٖ�� �% ��!  ��	 �� ��& ��� � �+�!  回答说：你们人数众多，但您将像小棒等
在洪水流。那即是，你们的勇气、胆量和力量将消失殆尽，
从你们的敌人的心，安拉  ���� �! ��"�# 将带出你们的害怕，将把懒
惰和软弱放入你们的心中。有人问：贵圣  ٖ�� �% � �!  ��	 �� ��&  %'�����  (�  ��) �* ���� �+�!  

啊！什么是沃汗沃汗沃汗沃汗？贵圣  ٖ�� �% � �!  ��	 �� ��&  %'����� (�  ��) �* ���� �+�!  说：贪生怕死。（艾
比·达伍德圣训集，第 4 册， 150 页，4297 段哈迪斯） 

著名圣训注释家和经注学家，艾哈默德•亚尔•汗  /�.� 	, �-  ��	 �� ���# ������ ��  ��3 �4�	 �����  

注释了这段哈迪斯，说：否认者、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印
度拜火教徒等不同敌对势力，将串联起来把你们消灭，他
们甚至会相互邀请，来镇压和消灭穆斯林。情况已经出现
了！看，犹太教徒和基督徒虽然相互抵抗，但在拔除穆斯
林上，却站在一起，还得到否认者的支持。贵圣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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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所说的每个字都是真实的。否认者之所以会变得如
此猖狂，对我们无所畏惧，是因为我们那时的人数少吗？
今天，我们数量巨大，对否认者造成了压力。换句话说，
你们相对人数不小，但却像一盘散沙，虚伪、分裂、急躁、
懒散、缺乏智慧、贪生怕死导致了这种状况。(米热克题
Mirqāt，第 9 册，232 页，5369 段哈迪斯)  

由于这种种缺点，敌人将不再对你们产生畏惧。沃汗沃汗沃汗沃汗指的
是懒惰，软弱，意志薄弱。这里，它表示懒惰和软弱。安
拉  ���� �! ��"�# 在鲁格曼章，第 14 节说： 

 �*4ۡ�� �� �3 % 567ۡ ��  8*��)��  9/7ۡ �� �ٰ�
�: 

他的母亲弱上加弱地怀着他。 

 (古兰经，鲁格曼章，第 14 节) 

同样，安拉  ���� �! ��"�# 在麦尔彦章，第 4 节说： 

 ;ۡ �
�< �= �2>ۡ ��ۡ�� �/ �7 �� ?ۡ�

�
@ �� ��� �� 

我的主啊！我的骨骼已软弱的。 

 (古兰经，麦尔彦章，第 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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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指，你将变得懒惰和软弱，畏惧奋斗。懒惰和软弱有
两个原因：一是贪婪尘世，二是畏惧死亡。民族遭受如此
缺点，是不能得到尊敬的活着的。记住！贪生怕死是紧密
相连的。(米热特 Mirāt，第 7 册，173-174 页) 

6. 贪恋尘世是罪恶的渊薮 

胡仔伊法  �#  %'�����  (�  � �:�-� �	3  传述，他有一次听贵圣  ٖ�� �% � �!  ��	 �� ��&  %'�����  (�  ��) �* ���� �+�!

在讲话中说：酒乃诸罪之母，女人是恶魔的绳索，贪生则
是诸罪之首。(米士克-图-马萨比 Mishkāt-ul-Maṣābīḥ，第 2 册，250

页，5212 段哈迪斯) 

7. 以后世判今世 

穆斯陶里德•本•沙达德  �#  %'����� (�  � �:�-� �	3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  

曾说：指主  ���� �! ��"�#发誓！相较于后世，今世极其短暂，就像
一个人的手指浸入海水，拿出来后，水在手指上停留一样。
（穆斯林圣训集，1529 页，段哈迪斯 2858） 

著名圣训注释家和经注学家，穆福提，艾哈默德•亚尔•汗
 /�.� 	, �-  ��	 �� ���# ��� ��� ��  ��3 �4�	 �����  注释这段哈迪斯，说：圣训中所提到的比较

只是为了说明起见，短暂和瞬间（的今世）甚至无法与永
恒和长久的后世进行比较，这就像浸入海水的手指那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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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请牢记，导致人们遗忘纪念安拉  ���� �! ��"�# 的今世生活是不
好的，而智者或者真知者的今世生活，则是为后世做耕耘
的。他的今世生活非常了不得，而由于懒惰即便礼拜都不
专心的人，则其今世占据一切。另一方面，智者的衣食住
行，甚至死亡，都是关乎宗教，因为这些行为都是贵圣  

 ٖ�� �% � �!  ��	 �� ��&  %'�����  (�  ��) �* ���� �+�!  的圣行。穆斯林应该以遵循圣行的心态去
行为。今世的生活，今世中的生活，和为了今世的生活，
这三者之间有明显的分界线。今世中的生活只是为了后世，
而不是为了今世。请看下面的对句： 

如果船舶在河流，则安全 

如果河水进入船，则危险 

8. 死的羊羔 

贾比尔  �#  %'�����  (�  � �:�-� �	3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 一次遇到一只
死的羊羔，并说：你们谁愿意以一个迪拉姆换取它？大家
回答说：我们不愿换取它。之后，贵圣  ٖ�� �% � �!  ��	 �� ��&  %'�����  (�  ��) �* ���� �+�! 说：
指主  ���� �! ��"�# 发誓！今世在安拉  ���� �! ��"�# 那里还不如它对你们的
价值。(米士克-图-马萨比 Mishkāt-ul-Maṣābīḥ，第 2 册，242 页，5157

段哈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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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福提，艾哈默德•亚尔•汗  /�.� 	, �-  ��	 �� ���#  ��3 �4�	 �����  注释这段哈迪斯，
说：没人愿意用即便二十五分来买它，因为它的皮便得无
用，肉也是非法的。我们应记住，其中提到的今世的意义。
苏菲们说，即使所有贤哲也不能改变一个贪生的人，即便
所有恶魔也不能迷误一个苦修的穆斯林。贪恋尘世的人会
为了今世做好事，而虔诚的人则所有的俗事都为了宗教。
（米喏 Mirāĥ 第 7 册，3 页） 

9. 今世连蚊子的翅膀都不如 

萨赫勒•本•萨阿德  �#  %'�����  (�  � �:�-� �	3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 �+�! 曾
说：如果今世在安拉  ���� �! ��"�# 那里与蚊子的翅膀有相同的重量
的话，那么他甚至连一口水也不赐予否认者喝。（提尔米兹
圣训集，第 4 册，143 页，2327 段哈迪斯） 

10. 远离崇拜 

马克力•本•亚西尔  �#  %'�����  (�  � �:�-� �	3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 曾

说：你们的创造主说：阿丹的子孙啊，主动崇拜我吧！我

将以悠闲和给养充满你们的内心和双手。你们不要远离崇

拜我，否则，我将以亏折和忙于俗世而充满你们的内心和

双手。（姆斯特德拉克 Al-Mustadrak，第 5 册，464 页，7996 段哈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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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贪恋尘世导致后世亏折 

阿布•穆萨•阿沙里  �#  %'�����  (�  � �:�-� �	3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 曾
说：贪恋尘世者有损其后世，渴慕后世者有损今世，因此，
（你们）要选择永恒（的后世），而轻视短暂（的今世）。
（姆斯特德拉克 Al-Mustadrak，第 5 册，454 页，7967 段哈迪斯） 

12. 一天的粮食 

欧贝杜拉•本•美伞•赫特米  �#  %'�����  (�  � �:�-� �	3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  

曾说：你们中谁在早上健健康康，内心满足，只有一天的

粮食，那么对他来说，就像为他已收集整个世界。（提尔米

兹圣训集，第 4 册，154 页，2353 段哈迪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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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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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今世是受诅咒的 

艾布•胡莱勒  �#  %'�����  (�  � �:�-� �	3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  曾说：
注意！今世一切都是受诅咒的，除非纪念安拉  ���� �! ��"�#，除非
接近真主  ���� �! ��"�#（宗教）学者和（宗教）求知者的人。（提
尔米兹圣训集，第 4 册，144 页，2329 段哈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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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拉  ���� �! ��"�# 使人避开今世 

马哈姆德•本•鲁拜伊德  �#  %'�����  (�  � �:�-� �	3  传述，慈悯全世界的贵圣，
稳麦的说情者，天园的拥有者  ٖ�� �% ��!  ��	 �� ��&  %'�����  (�  ��) �* ���� �+�!  曾说：安拉 

 ���� �! ��"�# 使他的仆人避开今世，就像你们使你们的病人远离吃
喝（有害）食物一样。 (书阿布-伊曼 Shu’ab-ul-Īmān，第 7 册，
321 页，10450 段哈迪斯) 

15. 财主是受诅咒的 

艾布•胡莱勒  (�  � �:�- �#  %'������ �	3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说：迪拉姆
和第纳尔的主人是受诅咒的。（提尔米兹圣训集，第 4 册，166 页，

2382 段哈迪斯） 

16. 贪恋名利导致的毁灭 

克阿布•本•马利克  �#  %'�����  (�  � �:�-� �	3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 �+�!  曾
说：两匹饿狼放过一群羊羔所造成的亏折，也比不上贪婪
名利对宗教造成的亏折。（提尔米兹圣训集，第 4 册，166 页，

2383 段哈迪斯） 

17. 今世—穆斯林的监牢 

艾布•胡莱勒  �#  %'�����  (�  � �:�-� �	3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曾说：
今世是穆斯林的监牢和否认者的天园。（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1582 页，2956 段哈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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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ال

َ
ۡوا َ)

*
ُ            بيۡ بِ َصل د َصل� ا/�  ُمَم�

ٰ
(َ 

ٰ
 َتَعا3

个人奋斗乃是圣行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通过阅读第一个寓言故事，你们也许
已经注意到，马利克•本•第纳尔  ۡ��� ���# ��  �.�,ۡ �- / �� ���� �� -����0��1�ۡ ��  是如何卓越
地做出他个人奋斗的。他转变了一个忙碌于建造今世房屋
的年轻人的心态，并与之达成了一笔天园大厦的交易。个
人的奋斗在劝人行善中确是具有巨大作用的。列圣  �#� � �� 	 ����  ����> �? ��7 ，
包括贵圣 ��  ��) �*� � �� ��  �� �#  %'���� � �% � �!  ��	 �� �� ٖ�  �+�!���� �  都曾为劝人行善而做出巨大的
个人奋斗。 

个人的奋斗的重要性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达瓦达瓦达瓦达瓦•特特特特•伊斯伊斯伊斯伊斯拉米拉米拉米拉米几乎百分之九十
九的善功都依赖于个人的奋斗。个人的奋斗已经证明比集
体的奋斗更有效用。可以经常看到，那些多年来一直参与
周会的伊斯兰兄弟们，由于对讲道被回复，而意图种种善
功，如跟随伊玛目礼五番拜功，封斋月的斋戒，佩戴头巾，
蓄胡须，根据圣行，有发型，穿白色衣服，每天自省并填
写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伊纳马特伊纳马特伊纳马特伊纳马特，参加迈达尼•素质培养课，如 63 天
的课程，41 天的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咔沷拉咔沷拉咔沷拉咔沷拉课程，并旅行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咔沷咔沷咔沷咔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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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拉拉 12 个月，30 天，12 天，或者 3 天，但许多未能行动他
们的意图。另一方面，如果达瓦•特•伊斯拉米的一位宣教
士，通过个人的奋斗，而对一个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那么此人很可能就会回复地开始做迈达尼•活动。换句话
说，集体的奋斗只能把铁暖融，而个人的奋斗则使铁变形。 

请牢记，个人的奋斗相较于集体的奋斗容易很多，因为并
不是所有人都能当着上千人的场合进行宣讲，而每个人都
能够做个人的奋斗，即便不懂怎样发表演说。请以个人的
奋斗召人行善，从而获得巨大的回赐吧！ 

召人行善的回赐 

《古兰经》说： 

 /ۡ �) �� "5 A�ۡ�B  �/ �$3ۡ��    /ۡ�� C ��D   
ۤ
% �: �F  ?

�
G ��   ��

ٰ����    %5H �I% �J  
�K �� � ��  ;ۡ �<

��L ��  �M%�B ���  �/ �)   ��ۡ� ����$ۡ ��ۡ��   NOOP 

召人走向安拉，力行善功，并说：我确是穆斯林的人，在
言语方面，有谁比他更优美呢？（古兰经，奉绥来特章，第 33 节） 

贵圣  ٖ�� �% ��!  ��	 �� ��&  %'�����  (�  ��) �* ���� �+�!  曾说：指主 ���� �! ��"�#发誓！如果安拉  ���� �! ��"�# 通
过你的原因而引导一个人，那么这比给你一峰红驼还要好。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1311 页，2406 段哈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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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斯•本•马利克  �#  %'�����  (�  � �:�-� �	3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 曾
说：引人行善的人，就像自己行善。（提尔米兹圣训集，第 4

册，305页，2679 段哈迪斯） 

艾布•胡莱勒  �#  %'����� (�  � �:�-� �	3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曾说：召
人走上正路和行善的人，将获与其所召之人相同的回赐。
将不会有减少那些（走上正路的人）的回赐。召人走向偏
路的人，将犯与此人相同的罪过。（穆斯林圣训实录，第 1438

页，2674 段哈迪斯） 

一年拜功的回赐 

一次，穆萨•凯利穆拉 > �? ��7����!   @<% � ��A���  ���	 �� ���#  �!  ��3�� ����B� C  %)��# 谦卑地问安拉  ���� �! ��"�#：
安拉  ���� �! ��"�# 啊！一个人命人行善，止人作恶，他的回赐是什
么？安拉  ���� �! ��"�# 说：我对他每一句话都加以一年拜功的回赐，
我羞于以火狱惩罚他。（穆克啥发-度-库录布 Mukāshafa-tul-Qulūb，
第 48 页） 

个人奋斗的著名事迹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个人奋斗在达瓦•特•伊斯拉米的运
行中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请看看逊尼派之埃米尔     

 ������ ��  	
 � �� ��� ��� �� 	 ��  �� ��� � ��� � ���   关于个人奋斗所亲口说的两个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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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达瓦•特•伊斯拉米初建之时，我常去人们的家中、
办公室中和店铺中进行个人的奋斗。那时，我是在卡
拉奇，纸业市场，努尔努尔努尔努尔•清真寺清真寺清真寺清真寺教长。一天，一个不蓄
胡须的年轻人因为一些误会而与我发生不快，甚至放
弃了在这个清真寺礼拜。一天，我遇到了这个人，他
正站在他朋友旁边。我向他说赛俩目，但他不但没有
回我，甚至还转过脸去。之后，我喊他的名字，说：
你很不高兴啊。说完后，我拥抱了他。他的愤怒减轻
和他表达了他的反对，我礼貌地回答。然后，他与他
朋友一起离开了。 

过了几天，我遇见了这个人的朋友，他告诉我，这个
人曾做这样的评论：伊利亚斯伊利亚斯伊利亚斯伊利亚斯是个不错的人；他第一
次说赛俩目，但我却转过脸去。但他不但没有怒色，
反而拥抱了我，我当时感到对他的气愤已经消失，转
变成了爱慕。现在，我只想成为他的穆里德穆里德穆里德穆里德。于是，

��� � ���  D� 	. �4�	 �� �  ��� � �! ��"�#  !这 个 人 不 仅 成 为 了 逊 尼 派 之埃 米 尔          

 ������ ��  	
 � �� ��� ��� �� 	 ��  �� ��� � ��� � ���   的追随者和阿塔里阿塔里阿塔里阿塔里，还蓄起了胡须。 

 َ
ۡ
 ال

َ
ۡوا َ)

*
ُ            بيۡ بِ َصل د َصل� ا/�  ُمَم�

ٰ
(َ 

ٰ
 َتَع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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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些时候，我是卡拉奇，沙黑德•清真寺的伊玛目，为
了向人们介绍达瓦•特•伊斯拉米，而辗转于各地。由
于安拉   ���� �! ��"�#,的恩典，达瓦•特•伊斯拉米的活动逐渐展
开，但仍只是柔弱的幼苗而已。 

我曾住在卡拉奇，穆萨巷。有一位邻居，对有点误会，
产生了不快。他来到了沙黑德•清真寺。我当时不在寺
里，而在别处进行讲演。他当着众人的面，说我的坏
话。我得知此事之后，并未进行任何报复；这不是因
为我不敢，而是因为我像往常一样忙于迈达尼•活动，
无暇顾及此事。 

过了几天，在回家路上，我遇到了这个人，正与其他
人站在路旁。那时确实是对我的考验。我鼓足勇气，
向他说了赛俩目，但他扭过脸去。 ��� � ���  D� 	. �4�	 �� �  ��� � �! ��"�# !我没有
生气。反而，我拥抱了他，亲切地叫了他的名字。然后，
我说：你很生气呀！此话一出，他的怒气顿时消失，并
亲和地说：兄弟伊利亚斯伊利亚斯伊利亚斯伊利亚斯，我已经不生你的气了。他握
着我的手，说：走，去我家喝点东西。 ��� � ���  D� 	. �4�	 �� �  ��� � �! ��"�# ! 他
把我带到他家，善待了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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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ا َ)

*
ُ            بيۡ بِ َصل د َصل� ا/�  ُمَ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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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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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敌为友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请牢记，冤冤相报，永无休止，除
非以德报怨。因此，即使有人对你不敬，你也要以礼待人。
那样的话， ��������  	����  ��� � ��� � �! ��"�# 你便会看到好的回应，心生愉悦。
指主  ���� �! ��"�# 发誓，那些以德报怨之人是非常幸运的。有关以
德报怨，《古兰经》说： 

 �/ �$3ۡ��  �; �Q  ;ۡ �R
�� �%�&  Sۡ

�(Fۡ �� �� �T �6�ۡ�& Uۡ �V
�� �� ��' �%

�(  8*��L
�
%�W X� ��� �� �   8* �6�ۡ�&  X,-ۡ �� �3 X�?� G ��    NOYP 

你应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付恶劣的品行，那末，与你相
仇者，间会变得亲如密友 

 (古兰经，奉绥来特章，第 34 节) 

我上面为伊斯兰兄弟们提到了两个相关于此的事件。   

���� ���  D� 	. �4�	 �� �  ��� � �! ��"�#  ,这样事件非常多。的确，善于做个人奋斗者，
实乃达瓦•特•伊斯拉米的完全成熟的宣教者。 

个人的奋斗激发了司机 

达瓦•特•伊斯拉米的宣教员也遵循个人奋斗的圣行，把贵
圣  ٖ�� �% � �!  ��	 �� ��&  %'�����  (�  ��) �* ���� �+�!  爱慕之光带到人们心中。有时，这些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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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也会写信告诉我他们个人奋斗的情况。这里是对一位
爱慕贵圣者给我写的信的概括。为了参加每周四举办的达
瓦•特•伊斯拉米的圣行启迪周会，数千伊斯兰兄弟们来到
卡拉奇达瓦•特•伊斯拉米的迈达尼•中心，由车辆接来，
停在一个特定地方。 

经过停车场时，我看到一位司机正在他的车里听着歌曲，
吸食鸦片。我温和地与他进行一番交谈。 ��� � ���  D� 	. �4�	 �� �  ��� � �! ��"�# ,由于
这番交谈，他立刻把歌曲磁带退出来，把烟袋丢开。我带
着微笑，给他一盘圣行启迪讲演的磁带，名为坟墓里的第
一夜。他听了又听。我也像往常和别人坐在一起一样，和
他坐在一起听了讲演。 ��� � ���  D� 	. �4�	 �� �  ��� � �! ��"�# ,听了之后，他悔过自新，
和我一起去参加了周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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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你们看到个人奋斗是多么有效果了
吗？我们应该向每位穆斯林进行这种个人性的劝善戒恶。
每当你乘车去参加这样的聚会，要邀请司机和他人一起去
参加聚会。如果他们不方便去，那就给他们讲演的磁带，
让他们听听。他们听完之后，再把磁带给别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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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把他们的歌曲磁带拿走，让他们听讲演的磁带，然后
再还给他们歌曲磁带。这样的话，至少一些会减少一些不
好的事。我们不要对个人奋斗气馁。安拉  ���� �! ��"�# 在《古兰经》
27 章 55 节说： 

 ��  U�ٰ
ۡ
Z �
�
V��  � �[ �%

�( �ۡ
�
�Z�' �S�\6ۡ�]   ��ۡ� �6 �= ۡ̂ ��ۡ�� N__P 

你们教诲众人，因为教诲对于穆斯林是有益的。 

(古兰经，播种者章，第 5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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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圣的两段警世名言 

那 些 常 常 忙 于 其 房 舍 或 者 生 意 的 人 ， 应 该 听 听 贵 圣           

 ٖ�� �% ��!  ��	 �� ��&  %'�����  (�  ��) �* ���� �+�! 下面这两段话，并拿起训诫的迈达尼•珍珠。 

1. 不要欣赏没有必要的建筑 

克巴布  �#  %'�����  (�  � �:�-� �	3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 曾说：穆斯林
的每样花费都有回赐，除非这样的土地。(米士克-图-马萨比
Mishkāt-ul-Maṣābīḥ，第 2 册，246 页，5182 段哈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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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圣训注释家和经注学家，穆福提，艾哈默德•亚尔•汗 

 �#� 	, �-  ��	 �� �� 	 ��  / �.�����3�.  注释这段圣训，说：要是一个穆斯林将钱用于
吃喝穿等(有好的意图)，他会得到回赐，因为这些是为了
崇拜真主  ���� �! ��"�#，而用于没有必要的房屋建造，则无回赐。
因此，不要沉迷于建造奢侈的房舍，这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 

切记，建造没有必要的俗世房舍在这里受到了斥责。至于
清真寺和学校的建造(有好的意图)，则是做功修的地方，
有回赐。同样，抱着善意建造必要的房舍，比如为了在一
处安静和不受打扰的地方崇拜安拉  ���� �! ��"�# 而建造房舍，本身
便是善功。一些人总是没有必要地再三翻修房屋，这是受
到斥责的。（米喏克题 Mirqāt，第 7 册，19 页） 

2. 无用的建造毫无益处 

阿纳斯  �#  %'�����  (�  � �:�-� �	3   传述，贵圣  ٖ�� �% � �!  ��	 �� ��&  %'�����  (�  ��) �* ���� �+�!  曾说：所有花
费都是为主 ���� �! ��"�#道的，除了用以建造毫无益处的建筑物的花
费。（提尔米兹圣训集，第 4 册，218 页，2490 段哈迪斯） 

穆福提，艾哈默德•亚尔•汗  �#� 	, �-  ��	 �� �� /�. �� ���� ��  	 �������3�.  说：兴建无益的
俗世建筑物，是浪费钱财。（米喏克题 Mirqāt，第 7 册，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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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里亚之王的告诫对句 

化育主的密友、无双的谢赫，艾布•穆罕默德•阿卜杜•卡
迪尔•吉拉尼  E� �+  �F� �D � ہ  ��  �H� �-<ۡ� �3��� ，一次路过一座正在建造的房屋。
他吟诵了下面的对句： 

وۡ 
َ
ـَت قَلِۡيـٌل  َمَقاُمَك فِۡيَها ل

ۡ
 َعَقل

 

ــاِلِۡيَن وَ  َ
ۡ
ــاَء ال ــِنَ بَِن تَۡب

َٔ ــا ا َم  اِن�
 

َِمـنۡ 
ّ
ُقَتفِۡيـ ل َن يَۡوًمـا ي�

َ
 هِ رَِحۡيــٌل ك

 

َراِك كَِفايَـةً 
َ ۡ
َن ِفۡ ِظـّلِ ا!

َ
َقۡد ك

َ
 ل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你感觉你将居住在你的房屋是好吗？事实为旅行者，
一树荫是足够的。谁停留只有一天，第二天离开的。（谈
比户-穆各塔人 Tanbih-ul-mughtarin，第 110 页） 

房屋的建造与奥里亚 

如果阿里•克瓦斯  �#� ۡ�� �, �-  �� 	� /�. �� ���� ��  ��I���J ���  看到一个正直的人在修建
房屋，便会加以斥责道：你永远也不会得到满足和内心的
安宁，即便你花费巨资建造此房。（谈比户-穆各塔人 Tanbih-

ul-mughtarin，第 111 页） 

生前广厦前倾，死后窄墓一座，人不久存，大厦会塌，连
名字也会消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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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告诫的事件 

木尔坦的一个年轻人来到了外国，在这里赚得了许多钱财，
寄回家去，建造一座惊人的房屋。这个年轻人这样寄钱回
去有几年了。最终，这座房屋造好了。在他回乡时，房子
就剩下装顶了；可不幸的是，他却在要搬进新房之前一个
星期去世了。他最终被送进了坟墓，而不是新房。 

百年的准备却不敌一瞬间 

唉！有时，人们一不留心，就注意不到什么在等着他。
《棍亚-图-塔里宾》记载：“人们的裹尸布已经洗好晾干，
他们却还在好奇商场的洋货。许多人的坟墓已经挖好，但
却还在沉迷于享乐。一些人还在大笑，不料死亡已经来到。
新屋的竣工恰赶上了死亡的来临。”（滚亚图-塔里彬 Ghunya-

tuṭ-Ṭālibīn，第 1 册，251 页）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我们能在今世疏忽大意地生活多久
呢？切记，人们说不好马上就会离去。美妙的花园，让人
羡慕的大厦，高达的宫殿，财富，钻石，金银珠宝，名望
地位，并不能使你多留一秒钟。僵硬的尸身在坟墓里连枕
头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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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诫的地方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为了纪念死亡，请看报纸上登的三
个事件。别人的死亡就是自己的告诫。 

1.  据报道，住在拉哈尔的一个 16 岁年轻姑娘在煮牛奶

时，围巾着火，导致当场身亡。 

2.  火炉爆炸导致一妇女在做饭时身亡。 

3.   一支政治党派的队伍在一座城市；两人为了看到领袖，

而爬上火车顶，导致其头撞桥当场死亡。 

她进入电梯，却掉了下去 

一个伊斯兰兄弟说：在卡拉奇的一个城市，一个妇女一边
在四楼等着电梯，一边忙着和别人讲话。电梯门开了，她
和别人说着话，没有往里看就一只脚踏进电梯，但电梯还
没有上来，她便从四楼摔了下去，当场死亡。 

告诫的箴言 

世上没有不死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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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乞丐都要离世 

亚历山大想要占领全世界， 

却必须双手空空地离开 

鲜花会凋谢， 

美景不常在 

你能闻见幸福的芳香多久？ 

你在这个世界上能活多久？ 

不要奔波于今世的财富 

于后世毫无益处 

今世的财富是两世的麻烦 

在安拉御前无济于事 

人人疲于活命 

纷纷遗忘善行， 

做了罪，怎样能进天园呢？ 

只有后悔莫及， 

从你的心里驱走世界的�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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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贵圣的光点亮你的心灵 

不要为今世掉眼泪， 

只有贵圣值得泪珠的晶莹 

主啊！赐予我们比拉勒的爱吧！ 

愿我们挣脱今世的桎梏 

全能的主啊！慈悯阿塔尔吧！ 

请把今世的贪恋从他心中驱走吧！ 

广厦今何在？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很遗憾，我们大多数似乎沉迷于今世，
但丝毫没有对后世的爱。人人都贪慕今世的财富地位。只有
少数人追寻着永恒的善行、宽恕、爱慕贵圣  ٖ�� �% ��!  ��	 �� ��&  %'�����  (�  ��) �* ���� �+�!   

以及天园的财富，这是真主  ���� �! ��"�# 的恩赐。追寻今世高楼大
厦的人，请看看《古兰经》在 44 章 25—29 节是怎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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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抛下若干园圃和泉源，庄稼和美宅，以及他们所享
受的福泽！结局是这样的：我曾使别的民众继承他们，天
地没有哭他们，他们也没有获得缓刑。 

(古兰经，烟雾章，第 25-29 节) 

安拉  ���� �! ��"�# 在创造者章第 5 节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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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啊！安拉的� � ，确是真� 的，所以� 不要� 今世的

生活欺� �你 ， � 不要� 猾� 以安拉的� 容欺� �你 。 

(古兰经，创造者章，第 5 节) 

考虑你们的后世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深思之！我们为何来到此世？我们
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怎样生活的？死亡时，坟墓中，
审判日，天平上，以及在随拉特桥上，将会发生什么？先
于我们进入坟墓的亲友们现在是什么样？ 

如果我们这样来深思，我们便会摆脱今世的羁绊，并因纪
念死亡而投向善行， ��������  	��������  ��� � �! ��"�#   获得回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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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于六十年的拜功 

贵圣  ٖ�� �% ��!  ��	 �� ��&  %'�����  (�  ��) �* ���� �+�!  曾说：深思（后世）一分钟，强于六
十年的拜功。（阿贾米-呜-萨各喏 Al-Jāmi’-uṣ-Ṣaghīr，第 365 页，
5897 段哈迪斯） 

七十天的尸体 

���� ���  D� 	. �4�	 �� �  ��� � �! ��"�#  达瓦•特•伊斯拉米，一个全球性非政治的宗教运
动，旨在宣传《古兰经》和圣行，提供了一次机会，与穆斯
林一起感受今后两世生活的吉庆。上百万曾深溺罪海的人被
救出达瓦•特•伊斯拉米，一个正确引导人的迈达尼•运动。 

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关于达瓦•特•伊斯拉米改变人心的迈达
尼•环境的事迹：伊历 1426 年斋月 3 号（2005 年 10 月 8

号），巴基斯坦东部发生了强烈的地震。成千上万人死于
这场灾难。在克什米尔穆扎法拉巴德，受害人中，有一个
19 岁的女烈士，叫娜斯林•阿塔里� 。她生前常参加达瓦•

特•伊斯拉米圣行启迪周会。由于一些无法避免的原因，她
的父亲和其他亲人，不得不在两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十点
挖开她的墓穴。在坟墓打开之后，在场的人都闻到了从坟



天园大厦的交易 

 

33 

墓中发出的香味。她的裹尸布丝毫未变，她的尸体依旧如
初，尽管她已经埋葬了七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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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ال

َ
ۡوا َ)

*
ُ            بيۡ بِ َصل د َصل� ا/�  ُمَم�

ٰ
(َ 

ٰ
 َتَعا3

所有伊斯兰兄弟们们都被劝告去填写迈达尼•伊纳马特，
并在每月十号交予当地相关负责人。而且，每月抽出三天
随迈达尼•咔沷拉旅行，做个人奋斗，鼓励他人一起跟随
爱慕贵圣的人旅行， ��������  	��������  ��� � �! ��"�#   将获得回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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