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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的穹顶*
 

恶魔将会千方百计阻止你阅读此书，但你在读完此书之后，
将会心生十分的敬畏  �!  �"��#��$%�& '�� �()�*�+ �(,�-  . 

大声诵念“赞穆圣辞 .” 者已得到了饶恕 

一位虔敬的老者在梦里见到了已经归主的一个人，老者问
他：“安拉  �()�*�+ �(,�- 怎样对待你的？”此人说：“安拉  �()�*�+ �(,�- 饶恕
了我。”虔敬的 老者又问：“为何饶恕你？”此人答道：“我
曾与一位圣训学家一起写圣训，有一次，他向安拉的喜爱
者，穆罕默德 ��(' �/�+  ٖ� �1 � �+  � � ��  ع�' 13�����  �4�  �(5 �6 祝福。’尔后，我也大声诵念
了赞穆圣辞  �(5 �6��(' �/�+   ٖ� �1 � �+  � � ��  ع�' 13�����  �4�  。当大家听到它，他们也诵念

                                                           

*这个演讲，逊尼派领袖 � �� ��� ������� ��  ������������ �����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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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迪纳马迪纳马迪纳马迪纳（卡
拉奇），达瓦达瓦达瓦达瓦•特特特特•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的圣行启发的每周聚集之中，于 18 勒哲白勒哲白勒哲白勒哲白，
1431 回力年（2010 年 07 月 01 日）期间发表的。它被出版后必要的修
正。(马克塔巴•涂•麦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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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赞穆圣辞 ��(' �/�+   ٖ� �1 � �+  � � ��  ع�' 13�����  �4�  �(5 �6，因此，这种美德，安拉  �()�*�+ �(,�- 

饶恕了我们所有人。(阿扩录乐吧帝 Al-Qaul-ul-Badii 经，204 页) 

ب�ۡيب ح�

ل� �� �ۡو
 ع� ل� د   ص� م�� ٰ� م�ح� �ه� ت�ع�اٰ� ع�


ل�ل�ٰ � ��  ص�

安拉  �()�*�+ �(,�- 给赛义迪纳•苏莱曼 7 �8� �(9���  � �� �� '��- 降下了启示，令他去
观察海滨，以便见证安拉的大能。赛义迪纳苏莱曼 7 �8� �(9���  � �� �� '��- 

与其随从一道去到那里，但并未看见任何值得注意的事物。
后来，他 7 �8� �(9���  � �� �� '��- 命令 一个镇尼潜入海中，一探究竟。这
个镇尼从海里上来之后，说：“我 不能抵达海底，我也没
有看到任何（值得注意的）事情。”他 7 �8� �(9���  � �� �� '��- 又命令另外
一个更强大的镇尼潜入海中。这一个镇尼潜入海中的深度
是第一 个镇尼的两倍，但也未能带上来任何蛛丝马迹。后
来，他命令其博学，聪慧的大臣，谢赫，阿绥夫•本•巴尔
黑耶 (Asif bin Barkhiya)  ���  ع�' 13�����  �4� �:� �;�� 入海再探。 

不一会儿的功夫，阿绥夫•本•巴尔黑耶 (Asif Bin Barkhiya) 
 ���  ع�' 13�����  �4�  �:� �; �� 便带上来了一座宏伟壮丽的四门白色穹顶。其
中一门由珍珠所制，第二门 由红宝石所制，第三门由钻石
所制，第四门由翡翠所制。尽管四门敞开，但殿内滴水不
沾。这座海中穹顶内有一位长相俊朗、衣着整洁 的年轻男
子，正在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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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年轻男子拜功甫一礼毕，苏莱曼 7 �8� �(9���  � �� �� '��- 说赛俩目，
并询问这座海中白穹顶的奥秘。年轻人说道：“安拉  �()�*�+ �(,�-

的先知啊！我的父亲是残障和我的母亲是个盲人。 �()�*�+ �(,�- 

 � �� �� �< �=��  �� �� & '�   �() �*�+�(,�-  (赞颂全归安拉  �()�*�+ �(,�-)！我侍奉了他们七十年。我
的母亲归主前死曾祈祷说：‘安拉  �()�*�+ �(,�- 啊！求您赐予我的
儿子长寿、正直的一生吧。’我亲爱的父亲也在归主前死曾
祈祷说：‘安拉  �()�*�+ �(,�- 啊！求您赐予我的孩子能够在一处 恶
魔无从干涉的地方崇拜您吧。’ 

“在我亲爱的父亲的葬礼之后，待我来到这片海滨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这座海中白穹顶，并走了进来。同时，一个天
使降临于此， 把这座白穹顶放进了海底。”在赛义迪纳•苏
莱曼 7 �8� �(9���  � �� �� '��- 询问之际，这位年轻人说：“我是在赛义迪纳•
伊布拉欣  7 �8� �(9���  � �� �� '��- 的时代来到此处的。”这时，苏莱曼         

7 �8� �(9���  � �� �� '��- 才意识到，此人在这座海中白穹顶中已有两千年之
久了，但却依旧那么年轻。就连一根头发都没有发白。 

当问及这位年轻人的食物时，他说道：“每天都有一只绿
色的鸟儿用它的嘴叼来一些黄色的食物，让我食用。这些
食物包含了世界各地所有的美味，供我消除饥渴。而且，

 �& ' ���  ��� �< �=�� �� �  �() �* �+ �(,�- ，我始终不感觉到炎热，酷寒，不会觉得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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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来没有孤单，忧虑和恐惧。”之后， 在这位年轻人的
请求和苏莱曼 7 �8� �(9���  � �� �� '��- 的命令之下，谢赫，阿绥夫•本•巴尔
黑耶  � ��  ع�' 13�����  �4� �:� �; �� 提起这座海中白穹顶，放回到了海底。 

�ۡو  ل� ب� ص� ح�

ل� �� 
   بيۡ 
 ع� � �� �ه� ص�

د ل�ل�ٰ م�� ٰ� م�ح�  ت�ع�اٰ� ع�

 

后来，苏莱曼 7 �8� �(9���  � �� �� '��- 说：“人们啊！愿安拉  �()�*�+�(,�- 为你们洒 下
他的慈悯。你们注意到了吗？父母的祈祷是何等受用啊！你
们 要避免忤逆父母了。（茹都热日雅嗯 Raud-ur-Riyahin 经，233 页） 

愿安拉 �()�*�+ �(,�-的慈悯降于他们，也愿我们因为他们而得到饶恕！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我们知道了侍奉父母是莫大的荣耀。
倘若父母心情愉悦，为我们向安拉  �()�*�+�(,�- 祈祷，那么我们便
会成为成功的人。请听另一段类似的启蒙叙事，摆动着幸福！ 

受伤的手指 

赛义迪纳，白亚兹德•比斯塔米 (Bayazid Bistami)   �4�  �:� �; �� � ��  ع�' 13�����  

说：“在一个冬季的滴水成冰的寒夜，我的母亲向我要水
喝。我去舀了一杯水，回来时她已经入睡了。我当时认为
把她叫醒不太好，因此，我端着水杯，站在她旁边，等她



海底的穹顶 

 

5 

醒来，以便好给她递水喝。我这样站了好一会儿时间，杯
子里的水溅了出来，把我的手冻住了。 

“不管怎样，我母亲醒来时，我把水杯递给了她。由于结
冰的原因，那只冻在杯子上的手指，一离开杯子，手指上
的一块皮也就撕破了，旋即淌出了血。母亲看见后，问：
‘这是怎么了？’我便告知了她整个事情。之后，母亲抬起
双手，祈祷说：‘安拉 �()�*�+ �(,�-啊！他使我高兴，你也令他高
兴。’（努扎涂马匝里斯 Nuzha-tul-Majalis 经，第 1 册，261 页） 

愿安拉  �()�*�+ �(,�- 的慈悯降于他们，也愿我们因为他们而得到饶
恕！ 

ب�ۡيب ح�

ل� �� �ۡو
 ع� ل� د   ص� م�� ٰ� م�ح� �ه� ت�ع�اٰ� ع�


ل�ل�ٰ � ��  ص�

每日都亲吻天堂的门阶 

那些其父母尚在世的幸运者，应该至少每天亲吻父母的双
脚和双手一次。孝敬父母有莫大的回赐。圣洁的先知，穆

罕默德   13�����  �4�  �(5 �6��(' �/�+  ٖ� �1 � �+  � � �� ع�'  说： ة� ت�ۡحت�  � ن� ا!�  
�لۡج� ه� 
ۡال�م�� �$
 
�قۡد�  “天堂在母

亲的脚下。”故当善待父母，获得进入天堂的回赐。《巴哈

尔设热阿特 Bahar-e-Shari`at 第 16 册，88 页》经中说：可以亲吻
母亲的脚。有一段哈迪斯如此说：“亲吻母亲脚的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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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亲吻了天堂的门阶。（杜入力穆胡塔尔 Dur-ur-Mukhtars 经，第
9 册，606 页） 

由于在母亲面前高声回答而释放两个奴隶 

每当看到你的母亲或者父亲走来的时候，你要毕恭毕敬地
站起身来。在与他们谈话时，不要直视他们的双目。每当
他们叫你的时候， 你要立即回应说拉被克（我在）。要用
敬语同他们讲话（绝不能让你的声音压过他们的声音）。
赛义迪纳，阿卜杜拉•本•奥恩 (Abdullah bin Awn)  ���  ع�' 13�����  �4�  �:� �;�� 

的母亲有一次叫他，他  � ��  ع�' 13�����  �4�  �:� �;�� 回应她时，声音稍微有
点高。他  ���  ع�' 13�����  �4�  �:� �; �� 后来释放了两个奴隶，以作为补偿。 

（黑俩涂乐噢力雅 Hilyat-ul-Awliya 经，第 3 册，3103 ） 

�ۡو  ل� ب� ص� ح�

ل� �� 
   بيۡ 
 ع� � �� �ه� ص�

د ل�ل�ٰ م�� ٰ� م�ح�  ت�ع�اٰ� ع�

反复获得合吉·麦布鲁尔（受接纳的朝觐）的回赐 

 �/ � 1=� � ��  �>��#& '   �() �* �+ �(,�- ！我们的先贤们 ��  �����
�; ��� & '� ��  � � 13���  是多么得重视他们的

父母！他们的高尚思想有多么得伟大！在那里我们会得到
两个奴隶？唉！而我们呢？在这种事情，恐怕连为主道贡
献两只鸡蛋的勇气都没有。愿安拉  �()�*�+ �(,�- 使我们能够认识到
父母的重要性。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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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不花一分钱，完全免费地获得丰富的回赐。充满怜
恤和疼爱地端详你的父母。用满是仁慈的目光注视着你的
父 母 ， 这 是 多 么 得 美 好 啊 ！ 圣 洁 的 先 知 ， 穆 罕 默 德           

��(' �/�+   ٖ� �1 ��+  � � ��  ع�' 13�����  �4�  �(5 �6曾说过：“当孩子满眼慈爱地端详父母的时
候，安拉  �()�*�+ �(,�- 便会为他的每一眼记下一份合吉·麦布鲁尔
（受接纳的朝觐）的回赐。”圣门弟子  �-� �"��? �@ (����  ������� '  问：“即便一
天看了父母一百次就有一百份回赐？”贵圣 ��(' �/�+  ٖ� �1 ��+  � ���  ع�' 13�����  �4�  �(5 �6 说：
“是的，安拉  �()�*�+ �(,�- 是至大的，是至清的。(舒尔布里伊玛尼
Shuab-ul-Iman 经，第 6 册，186 页，8756) 

毋庸置疑，安拉  �()�*�+ �(,�- 是全能的。他   �()�*�+ �(,�-  愿意赐予多少，

就能赐予多少。他  �()�*�+ �(,�- 完全不受制于任何人，也绝对不受

任何事物强迫，所以，如果有人一天充满仁慈地端详了其

父母一百次，安拉  �()�*�+ �(,�- 便会赐他一百份被接受的朝觐回赐。 

ب�ۡيب ح�

ل� �� �ۡو
 ع� ل� د   ص� م�� ٰ� م�ح� �ه� ت�ع�اٰ� ع�


ل�ل�ٰ � ��  ص�

天堂里的伙伴 

一次，赛义迪纳，穆萨 7 �8� �(9���  � �� �� '��- 向安拉  �()�*�+ �(,�- 问道：“至赦的
主啊！请向我展示我在天堂里的伙伴吧。”安拉  �()�*�+ �(,�-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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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某某镇上。你将会发现那里有某某屠夫，他将成为
你在天堂里的伙伴。” 随后，穆萨 7 �8� �(9���  � �� �� '��- 便去到了那个屠
夫那里；（这位屠夫甚至都不认识穆萨 7 �8� �(9���  � �� �� '��-，只是把
他当作一个过客）就邀请了穆萨 7 �8� �(9���  � �� �� '��-。当他们两人入
席用食的时候，屠夫把一个非常大的篮子放在了他的身边。
他自己每吃一口，就往篮子里放入两口的食物。过了一会，
有人敲门。屠夫便起身出去了。穆萨 7 �8� �(9���  � �� �� '��- 向大篮子里
一看，发现里面有一对老夫妇。这两位老夫妇一看见穆萨
7 �8� �(9���  � �� �� '��-，笑容便浮现在了他们的脸上。他们亲眼见到了先
知，穆萨 7 �8� �(9���  � �� �� '��-，并在那一瞬间归主了。 

这位屠夫回来后，看到篮子里他已归主的父母，便明白了
所有的事情，亲吻了穆萨 7 �8� �(9���  � �� �� '��- 的双手，并说：“想必你
就是安拉的先知，穆萨  �8� �(9���  � �� �� '��-7 。”他 7 �8� �(9���  � �� �� '��- 问道：“你是
怎么看出来的？”屠夫说：“我父母以前每天都虔诚地祈祷
说：‘安拉  �()�*�+ �(,�- 啊！求你让我们在目睹穆萨 7 �8� �(9���  � �� �� '��- 的瞬间
归 主 吧 。 ’而 今 他们 骤然 归 主 ，我 就想 你 必定 是 穆萨         

7 �8� �(9���  � �� �� '��-。”这位屠夫进一步说：“每当我的母亲吃饭的时候，
她都会为我如此祈祷：安拉  �()�*�+ �(,�- 啊！让我的孩子成为穆萨
7 �8� �(9���  � �� �� '��- 在天堂里的伙伴吧。”穆萨 7 �8� �(9���  � �� �� '��- 说：“恭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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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  �()�*�+ �(,�- 已经让你成为我在乐园里的伙伴了。（努扎涂马匝
里斯 Nuzha-tul-Majalis 经，第 1 册，266 页） 

愿安拉 �()�*�+ �(,�-的慈悯降于他们，也愿我们因为他们而得到饶
恕！ 

忤逆父母即便在今世也要受到惩罚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难道你们没有看到父母为孩子所做
的祈祷有多少都被接受了吗？若是父母变得气愤，对孩子
做了坏杜瓦，这也是接受的。所以，应该始终保持让父母
高兴。先知，穆罕默德 ��(' �/�+  ٖ� �1 ��+  � � ��  ع�' 13�����  �4�  �(5 �6 说：“父母是你们的火
狱，也是你们的天堂。” 

在另外一个地方，先知，穆罕默德 ��(' �/�+  ٖ� �1 ��+  � � ��  ع�' 13����� �4�  �(5 �6 说：“如果
安拉  �()�*�+ �(,�- 意欲，他  �()�*�+ �(,�-可以推迟对任何罪行的惩罚，直至
审判日，但他  �()�*�+ �(,�- 却会就在今世惩罚忤逆父母的人。（阿-

穆斯塔达热克 Al-Mustadrak 经，第 5 册，216 页, 7345 段哈迪斯） 

不应答母亲者变成了哑巴 

据传，有一个人，他的母亲叫他，但他却不理睬。因此，
他的母亲诅咒了他，而他遂变成了哑巴。（必茹乐瓦力达恩
Bir-rul-Walidain Lit-Tartush 经，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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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最好克制不要诅咒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你们已经注意到了，对其父母的召
唤不予理睬的人随即便变成了哑巴！有许多针对忤逆父母
者的警世迈达尼珍珠，然而对于父母来说，也有一点需要
加以考虑。尤其那些母亲，诅咒说她的孩子们“但愿你被
毁灭，但愿你染上麻风病”等，应该克制自己的口舌。也
许这样的坏杜瓦被接受了，那么某些凶事就会发生在孩子
的身上。这时，母亲又该变得坐卧不宁了。所以，最好是
对您的孩子永远只有祝福。 

须回，即便身处海外 

随同爱慕穆圣者一道，旅行在达瓦达瓦达瓦达瓦••••特特特特••••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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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道宣教而旅行），以便学习逊乃，这无疑是
极大的荣耀。旅行在达瓦达瓦达瓦达瓦••••特特特特••••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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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工作工作工作工作（高尚的善功），哪怕漂洋过海，居留
异国他乡十二个月或者二十五个月，也是一种巨大的优待，
但倘若父母因此而动怒， 或者因此而必定遭受困难，那么
一步也不要离开。向全世界传播达瓦达瓦达瓦达瓦••••特特特特••••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的迈达迈达迈达迈达
尼尼尼尼••••工作工作工作工作，这项神圣事业的目的，不是得到自我的愉悦，
而是求得安拉 �()�*�+ �(,�-的喜悦，但安拉 �()�*�+ �(,�-的喜悦永远也不会
通过损害父母的感受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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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异乡或者异国工作或者做生意的人，也应该
在父母的服从之下远游。牢记这一点，正如《巴哈尔设热阿

特 Bahar-e-Shari`at 第 16 册，202 页》经写道“他（儿子）
身处海外，父母召他回来。 于是，他必须返回到他们身边。
仅仅写一封信是不够的。同样，如果父母要求他侍奉他们，
他也必须回来侍奉他们。” 

�ۡو  ل� ب� ص� ح�

ل� �� 
   بيۡ 
 ع� � �� �ه� ص�

د ل�ل�ٰ م�� ٰ� م�ح�  ت�ع�اٰ� ع�

孩子，大声应答！ 

每当父母召唤时，不要没有理由地延迟应答。有些人在这
件事上非常粗心大意，愿安拉  �()�*�+ �(,�- 禁绝此事的发生；他们
甚至根本不认为延迟应答是不对的。如果孩子的副功拜已
经开始，而父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唤了孩子，那么孩子
应当出拜，以应答父母。（但事后补礼副功拜是瓦吉布）。 

那些毫无理由地疏忽了父母的召唤，从而挫伤了父母感受
的人， 其罪过不小，应受火狱之焰的惩罚。但母亲毕竟是
母亲。有的时候， 由于迷乱，母亲口中难免说出某些对孩
子不好的话来，但倘若这个坏杜瓦坏杜瓦坏杜瓦坏杜瓦恰好被接受，那么孩子
就要遭受窘迫了。鉴于此，尊贵的布哈里布哈里布哈里布哈里提到了一个关于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后裔后裔后裔后裔中的老人的道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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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穆罕默德   �4�  �(5 �6��(' �/�+  ٖ� �1 � �+  � � ��  ع�' 13����� 曾述：“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后裔后裔后裔后裔中有一
个叫朱莱伊吉朱莱伊吉朱莱伊吉朱莱伊吉（Juraij）。他当时正在礼拜，与此同时，他
母亲走了过来叫他， 而他没有应答。他说：我是应该继续
礼拜，还是应该应答我母亲？他母亲再次走过来，（并因
没有得到他的应答，而诅咒他道）：‘安拉  �()�*�+ �(,�- 啊！不要
让他死去，直到他看到一个不谦虚女人的脸。 

有一天，朱莱伊吉朱莱伊吉朱莱伊吉朱莱伊吉正站在礼拜处。一个女人说：我要去诱
惑他。随后，她便走过来，开始与朱莱伊吉朱莱伊吉朱莱伊吉朱莱伊吉谈话，但他拒
绝了她。最后，她找了一个牧羊人，对之投怀送抱。结果
她产下了一个孩子，说是朱莱伊吉朱莱伊吉朱莱伊吉朱莱伊吉的孩子。 人们来到朱莱朱莱朱莱朱莱
伊吉伊吉伊吉伊吉这里，砸毁了他的礼拜处，将他踢了出来，辱骂一番。
而朱莱伊吉朱莱伊吉朱莱伊吉朱莱伊吉做了小净，礼了几拜，找到那个孩子，问：孩
子呀， 谁是你的父亲？孩子回答说：某某牧羊人。随之，
人们向朱莱伊吉朱莱伊吉朱莱伊吉朱莱伊吉提出：我们将用金子为你建造一座礼拜
殿。’他说：用不着。照旧就行（即泥土造的礼拜处）。(布
哈里圣训集 Sahih Bukhari 经，第 2 册，39 页, 2482 段哈迪斯：穆斯林
圣训集 Sahih Muslim 经，第 1380 页，2550 段哈迪斯) 

愿安拉  �()�*�+ �(,�- 的慈悯降于他们，也愿我们因为他们而得到饶
恕！ 

ب�ۡيب ح�

ل� �� �ۡو
 ع� ل� د   ص� م�� ٰ� م�ح� �ه� ت�ع�اٰ� ع�


ل�ل�ٰ � ��  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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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扛着扛着母亲在能磨出水泡的石头路上走六英里 

父母享有许多权利，以至于我们永远也不能完全加以履行。
一位圣门弟子  �-  13����� �4�  � �A��� � ��  曾对先知，穆罕默德  ٖ � �1 ��+  � � ��  ع�' 13����� �4�  �(5 �6 ��( ' �/�+  

说：路上有一些异常酷热的石头，若一块生肉放在上面，
将会被烤熟！我肩扛着我的母亲在这条路上走了六英里地。
我这样是否完成了母亲的权利？贵圣 ��(' �/�+  ٖ� �1 ��+  � � ��  ع�' 13����� �4�  �(5 �6 说：这
只是她在生你的时候所忍受的分娩之痛的一分回报。(穆杰
姆刻比热 Mujam Kabir 经，第 10 册，96 页，652 段哈迪斯) 

愿安拉  �()�*�+ �(,�- 的慈悯降于他们，也愿我们因为他们而得到饶
恕！ 

�ۡو  ل� ب� ص� ح�

ل� �� �    بيۡ 
 ع� �� �ه� 
ص�

د ل�ل�ٰ م�� ٰ� م�ح�  ت�ع�اٰ� ع�

如果是男人而非女人生育孩子...！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毫无疑问，母亲为孩子而遭受了太
多磨难。只有母亲才能理解她生育过程中所忍受的疼痛。
相比之下，不必遭受这般磨难的男人有多么容易。 

伊玛目，艾哈迈德•热扎•汗 (Ahmed Raza Khan)  �� � ��  ع�' 13�����  �4�  �:� �;  

在《飞特万热扎伟业 Fatawa-e-Razaviyyah 经，第 27 册，
101 页》写道：男人只有喜悦，但女人却长期面对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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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胎九个月，行走、起床、坐卧等无不艰难重重，而且，
分娩期间的每次阵痛也都几乎要命得疼。然后，忍着产后
出血之苦的女人， 还因为各种各样的痛楚而难以休息。所
以安拉  �()�*�+ �(,�- 说： 

 ( # 12 3� �4 �� 35 �� �6 �� ��� # 12 3� �4 7� ��'�� �� 35�� �� �0 

( � 1�8ۡ �9 �:�ۡ �;ٰ��< 7=
�
>�ٰ�& �� 7=

�
> 3� �0 �� 

意思: ““““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他的母亲， 辛苦地怀他，辛苦地生他，他受胎和辛苦地怀他，辛苦地生他，他受胎和辛苦地怀他，辛苦地生他，他受胎和辛苦地怀他，辛苦地生他，他受胎和
断乳的时期，共计三十个月。断乳的时期，共计三十个月。断乳的时期，共计三十个月。断乳的时期，共计三十个月。”””” （古兰经，第 26 章，15 节） 

所以，每个孩子的出生，对于女人来说，至少要有三年之
久的“艰难的劳动”。要是男人即便必须生育一只老鼠， 他
终其一生也决不会再来第二次。(飞特万热扎伟业 Fatawa-e-
Razaviyyah 经，第 27 册，101 页) 

妻子应受同情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伊玛目，艾哈迈德•热扎•汗 (Ahmed 

Raza Khan)   ���  ع�' 13�����  �4�  �:� �; �� 的飞特瓦 (Fatawa) 不仅只凸现了母
亲的重要性，还强调了妻子的重要性。妻子怀孕期间，丈
夫应该更加善待她。他应该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不应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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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干任何粗活。不应该以呵斥或者任何途径让她感到紧张
不安。事实上，丈夫应该让她尽可能多地休息。在倾心孩
子时，丈夫也应该充满呵护之情地关心一下孩子的母亲为
了他的爱子经受了多少痛苦。 

解释哺乳幼儿的规定 

伊玛目，艾哈迈德•热扎•汗 (Ahmed Raza Khan)   � ��  ع�' 13�����  �4�  �:� �; ��  

的飞特瓦飞特瓦飞特瓦飞特瓦中所提到的那节经文“和断乳的时期，共计三十
个月”，便涉及到了喂奶和尼卡哈尼卡哈尼卡哈尼卡哈（婚姻）的规定。《巴哈

尔设热阿特 Bahar-e-Shari`at 经，第 2 册，36 页》 提到：婴儿应受
哺乳两年（伊斯兰历的年岁）。超过这个期限是不被准许
的，无论是男婴还是女婴； 在有些人中间十分流行的一个
看法是，女婴可以受两年哺乳，而男婴则可以受两年半哺
乳；这是不正确的。这种（两年）规定只针对哺乳， 而对
于尼卡哈尼卡哈尼卡哈尼卡哈则是非法的，后者的期限是两年半。这即是说，
尽管逾过两年期限的哺乳为非法，但倘若女士是在两年半
（伊斯兰历的年岁）的期限之内哺乳婴儿的，那么忽惹马忽惹马忽惹马忽惹马
特特特特••••尼卡哈尼卡哈尼卡哈尼卡哈（严禁结婚）将成为有效的（即婚姻被禁止与
那位女士和她的孩子），但若女士在这之后喂养，则忽惹忽惹忽惹忽惹
马特马特马特马特••••尼卡哈尼卡哈尼卡哈尼卡哈即失去有效性，即便这样做是不被准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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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对于暴烈的父母也有责任孝顺 

赛义迪纳，阿卜杜拉•本•阿巴斯  �-  13�����  �4�  � �A��� � ��  传述，贵圣        

��(' �/�+   ٖ� �1 � �+  � � ��  ع�' 13�����  �4�  �(5 �6 曾说：“如果一个人的清晨是在孝顺父母的
情况下的， 那么天堂里的两扇门在清晨便为他而开启，如
果他只有单亲在世，那么就有一扇天堂之门为他开启。如
果一个人的清晨是在忤逆父母的权利，从而违背安拉  �()�*�+ �(,�-

的情况下的，那么火狱中便有两扇大门在清晨为他而开启，
如果他只有单亲在世，那么就有一扇火狱之门为他开启。”
有人问：不管父母是否对他施暴？先知 ��(' �/�+  ٖ� �1 ��+  � � ��  ع�' 13����� �4�  �(5 �6 回答
说：“尽管他们施暴，尽管他们施暴，尽管他们施暴。（舒
尔布里伊玛尼 shuab-ul-iman 经，第 6 册，206 页，7916 段哈迪斯）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啊！始终保持父母愉悦的人，毫无疑
问是极为幸运的。而惹怒父母者，则除了毁灭，再无其它
结局。安拉  �()�*�+ �(,�- 在《古兰经，第 17 章，23-25 节》中说： 

 �ۡ��  
ۤ
# �� �2 �	 �0�� �@�A �BۡC� �D �	Eۡ �� ��,�F��Gۡ�H # ��' �� ( #1I# �"0ۡ �� �,ۡH

�	��� ��ۡ�#�$ ��    
ۤ
#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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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  � S   �� # �� �2�ۡ�8Eۡ� N  Lۡ�T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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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1 S�ۡ�T  �U # 1�ۡH �� VWX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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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应当孝敬父母。如果他俩中的一人或者两人在你的应当孝敬父母。如果他俩中的一人或者两人在你的应当孝敬父母。如果他俩中的一人或者两人在你的应当孝敬父母。如果他俩中的一人或者两人在你的
堂上达到老堂上达到老堂上达到老堂上达到老迈，那末，你不要对他俩说：迈，那末，你不要对他俩说：迈，那末，你不要对他俩说：迈，那末，你不要对他俩说：““““呸！呸！呸！呸！””””不要喝斥不要喝斥不要喝斥不要喝斥
他俩，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的话。他俩，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的话。他俩，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的话。他俩，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的话。(24) 你应当必恭必敬你应当必恭必敬你应当必恭必敬你应当必恭必敬
地服侍他俩，你应当说：地服侍他俩，你应当说：地服侍他俩，你应当说：地服侍他俩，你应当说：““““我的主啊！求你怜悯他俩，就我的主啊！求你怜悯他俩，就我的主啊！求你怜悯他俩，就我的主啊！求你怜悯他俩，就
象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象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象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象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25)你们的主是最知道你们你们的主是最知道你们你们的主是最知道你们你们的主是最知道你们
的心情的的心情的的心情的的心情的。”（古兰经，第 17 章，23-25 节） 

母亲为幼年时期的子女清理秽物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啊！安拉  �()�*�+ �(,�- 在上述经文中命令我们
要善待父母，尤其强调在父母年迈的时候要细心加以照料。
父母在老年时期， 对于子女来说确实是一种考验。年迈的
父母有的时候排泄在床铺上，令子女感到厌烦，但必须要
用心清理！即便在如此这般的状况下，侍奉父母也是义不
容辞的。 

毕竟，母亲也为幼年时期的子女清理过秽物。由于上了年
纪，再加上各种疾病，无论父母变得多么焦躁易怒，多么
固执，多么小题大做、没原因的喋喋不休，多么暴躁，甚
至使你的生活变得多么痛苦， 你都必须忍耐，忍耐，再忍
耐，必须孝敬他们。莫说忤逆父母，或者对之大吼大叫，
就连说声“呸”都不允许，否则你将亏折太多，两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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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你的命运，因为挫伤父母感受的人在今世必遭极大
的耻辱和诅咒，后世里也将受到应有的折磨。 

莫再伤父母的心 

便把乐园进 

（瓦赛类巴克士斯 Wasail-e-Bakhshish 经，第 377 页） 

驴脸亡人 

塞义迪纳，奥瓦米•本•郝舍卜（Awwam bin Hawshab）   

 ���  ع�' 13�����  �4�  �:� �; �� (此人为再传弟子的再传弟子，归主于回历 148

年) 说：有一次，我路过一片墓地，坐落在一个村郊。晡
礼后，其中一个墓穴被挖了开，一个尸体走了出来，它的
头就像驴头，而身子还是人身。它像驴一样叫了三声，又
返回墓穴里，坟墓随即又被封上。 

一位老妇人正在缝棉布。一个妇人告诉我说：你看见那位
老妇人了吗？我说：她怎么了？妇人说：这位老妇人就是
那个墓中人的母亲。这个墓中人生前是一个酒鬼；每当他
晚上酒醉回家，他母亲便劝他道：孩子呀！你要敬畏安拉
 �()�*�+ �(,�-。你什么时候才会改掉这最坏的习惯！而此人却常常
回答道：你叫的像驴一样。此人在晡礼之后死去，他的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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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常裂开，他常像驴一样叫三声，再返回墓穴，坟墓又原
样闭合。 （阿特热各巴瓦塔热合必 At-Targhib wat-Tarhib 经，第 2 册
，226 页，17 段哈迪斯） 

忤逆父母者的拜功不被接受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我们在至慈至赦的安拉  �()�*�+ �(,�- 御前忏
悔，乞求他赐予我们后世的安宁。 

挫伤父母的感受，是导致亏折的原因，还引发了一系列痛
苦折磨。一段哈迪斯这样说：“坟墓里的折磨是真实的。”
有时，这种折磨在今世也会偶尔出现，以使人们从中汲取
教训。 

伊玛目，艾哈迈德•热扎•汗 (Ahmed Raza Khan)  ���  ع�' 13�����  �4�  �:� �;�� 

在对一个关于忤逆父亲的问题所做的回答中说：忤逆父亲
即是忤逆安拉  �()�*�+ �(,�-，父亲的恼怒即是安拉  �- �()�*�+ �(,  的恼怒。
倘若一个人取悦其父母，那么父母便是他的天堂，倘若他
惹怒其父母，那么父母便是他的火狱。没有人的主命、副
功或者善行会被接受，直到他取悦于其父亲。 

除过后世的折磨之外，一些灾难在今世就将降临于他，而
且，还有一种危险，即在他弥留之际， �()�*�+ �(,�-  ��� ��� �B� �& '���  他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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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诵念清真言清真言清真言清真言。(飞特万热扎伟业 Fatawa-e-Razaviyyahj经，第 24 册，
383-385 页) 

愿安拉 �()�*�+ �(,�-禁绝此事，即便父母是不信道者，仍必须在教
法的规定之内善待父母。法学大贤，精神的向导之光，艾
穆洁德•阿里•阿扎米 (Amjad Ali Ajami)  �  �:� �; ��  � ۡ�� 4� ع�' �� �C �?�  在《巴
哈尔设热阿特 Bahar-e-Shari`at 经，第 2 册，452 页》中就
“阿拉嘛各日(Alamgiri)写道：“如果一位穆斯林的父母是不
信道者，这父母要求这个穆斯林孩子把他们送到崇拜偶像
的地方，那么他不应当答应，如果他们要求他把他们从崇
拜偶像的地方送回家，那么他可以将他们带回来。”（飞特
万阿拉嘛各日 Fatawah Alamghiri 经，第 6 测，350 页） 

辱骂父母者.... 

辱骂他人母亲者是非常可耻的。法学大贤，精神的向导之
光，艾穆洁德•阿里•阿扎米(Amjad Ali Ajami)  �  �:� �; ��  � ۡ�� 4� ع�' �� �C �?�  

在《巴哈尔设热阿特 Bahar-e-Shari`at 经，第 16 册，195 
页》中写道： 贵圣，穆罕默德 ��(' �/�+   ٖ� �1 � �+  � � ��  ع�' 13�����  �4�  �(5 �6 曾说：辱骂
父母的人居于犯大罪者之列。有人问：安拉的使者啊！  

��(' �/�+   ٖ� �1 � �+  � � ��  ع�' 13�����  �4�  �(5 �6 连辱骂父母这样的人都有吗？贵圣              

��(' �/�+   ٖ� �1 ��+  � � ��  ع�' 13�����  �4�  �(5 �6 说：“有。当他辱骂他人父亲时，他便也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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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了自己的父亲， 当他辱骂他人母亲时，他便也辱骂了自
己的母亲。” 

在叙述了这段哈迪斯之后，毛拉纳，艾穆洁德•阿里•阿扎
米 (Amjad Ali Ajami) �  �:� �;��  � ۡ�� 4� ع�' �� �C �?�  说：见过蒙昧时代的那些
尊贵的圣门弟子  � �A��  �4�   13�����������- ，不明白人们为何会辱骂自己的
父母（亦即竟然有人辱骂自己的父母！）；这是不可思议
的。贵圣，穆罕默德 ��(' �/�+   ٖ� �1 ��+  � � ��  ع�' 13�����  �4�  �(5 �6 解释说，这是指他们
由于辱骂别人父母，而自取其辱，但现在，有些人自己辱
骂自己父母，对父母没有丝毫敬意。 （巴哈尔设热阿 Bahar-e-
Shari`at 经） 

被火焰吊起来的人 

赛伊迪纳，·伊玛目，艾哈迈德•本•哈吉尔•麦凯•沙非仪   

（Ahmed bin Hajr Makki Shafi） ���  ع�' 13�����  �4�  �:� �; �� 传述：贵圣，穆

罕默德 ��(' �/�+   ٖ� �1 � �+  � � ��  ع�' 13�����  �4�  �(5 �6 曾说： ا ه� 
�م�� ۡم &� ۡو+� ٰ
ب�ا(� ه� �ۡشت�م� يۡن� . � � �1�
 ۡ ا ت��2 �نۡي� �4
يف�   

在登宵登宵登宵登宵之夜，我看到一些被火焰吊起来的人。因此，我问
道：吉卜里莱 (Jibreel) 呀，这是什么人？他回答说：这是
那些在今世辱骂其父母的人。（Azzawaji‘Aniqtiraf-il-Kabair 经，
第 2 册，139 页） 

�ۡو  ل� ب� ص� ح�

ل� �� 
   بيۡ 
 ع� � �� �ه� ص�

د ل�ل�ٰ م�� ٰ� م�ح�  ت�ع�اٰ� 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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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点一样多的火苗 

据传：就像天上降下的雨点一样多的火苗，要降入辱骂父

母者的坟墓。（Azzawajir ‘Aniqtiraf-il-Kabair 经，第 2 册，140 页） 

坟墓挤碎肋骨 

据说：忤逆父母者被埋葬之后，坟墓会重重挤压他，使他
的肋骨（在被挤碎之后）混合在一起。（Azzawajir ‘Aniqtiraf-

il-Kabair 经，第 2 册，140 页） 

难登天堂 

据赛伊迪纳，·阿卜杜拉•本•欧麦尔  �-  13�����  �4�  � �A��� � ��  传，贵圣，
穆罕默德 ��(' �/�+  ٖ� �1 � �+  � � ��  ع�' 13����� �4�  �(5 �6 曾说：三种人将不能进入天堂： 

1. 忤逆父母者 

2. 单尤斯单尤斯单尤斯单尤斯（即不令其妻子遮蔽羞体的人） 

3. 女扮男装者（阿-穆斯塔达热克 Al-Mustadrak 经，第 1 册，525 

页，252 段哈迪斯）  

�ۡو  ل� ب� ص� ح�

ل� �� 
   بيۡ 
 ع� � �� �ه� ص�

د ل�ل�ٰ م�� ٰ� م�ح�  ت�ع�اٰ� 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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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父母吵架，孩子应怎样做？ 

伊玛目，艾哈迈德•热扎•汗 (Ahmed Raza Khan)    � ��  ع�' 13�����  �4�  �:� �; ��

说：要是父母之间发生争执，孩子既不应支持父亲，也不
当支持母亲。孩子不应该出于对母亲的感情，而冲撞父亲。
伤害父亲的感情，粗暴地应答父亲，或者怒目直视地与父
亲讲话，都是非法的，都是悖逆安拉  �()�*�+ �(,�-。孩子以这样的
方式支持父亲或者母亲任何一方，都是不被允许的。父母
双方都是孩子的天堂和火狱。孩子无论伤害了哪一方，都
应受火狱的惩罚。 

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听从任何人，从而造成对安拉  �()�*�+ �(,�- 的悖
逆。比方说，如果母亲要求孩子以任何手段伤害父亲，若
孩子不同意这样做， 即不愿冲撞父亲，而母亲却因此动怒，
那么孩子即便不予理睬，也不应该听从母亲。同样，对父
亲也是如此。 

学者们如此做出了区分：就需要照料而言，母亲应受优先
对待；就需要尊重而言，父亲应受优先考虑，因为父亲亦
是母亲的领导。（飞特万热扎伟业 Fatawa Razawiyyah 经，第 24 册，
390 页） 

�ۡو  ل� ب� ص� ح�

ل� �� 
   بيۡ 
 ع� � �� �ه� ص�

د ل�ل�ٰ م�� ٰ� م�ح�  ت�ع�اٰ� 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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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父母命令剃光胡须，不要听从 

我们知道，如果父母要求我们做非法的（违背沙里尔的）
事，不要答应。在非法的事上顺从父母是罪过。比如，父
母要我们说谎，剃光胡须，或者只留下不到一把的胡须，
那么不要听从他们，不管他们变得多么生气。这不会被当
做忤逆。但如果你听从了他们（做了非法 的事），那么你
绝对被认为是违背安拉  �()�*�+ �(,�- 的人。 

同样，如果父母离异，不管母亲哭得何等悲痛，命令你不
要与父亲见面，那么这个命令不必遵循。你必须探望父亲，
必须侍奉他。虽然父母离异，但孩子与他们的关系却并未
破裂。孩子对父母必须同样看待。 

如果父母在不满孩子的情况下归主，孩子当如何做？ 

一个人的父母在对其不满的情况下归主，此人应该不断为
父母祈求宽恕，因为对亡人来说，最大的礼物就是为他们
求饶，并为他们行善求回赐。如果此人连续不断地把行善
的回赐带给亡人，那么已故父母便会喜悦此人了。《巴哈
尔设热阿特 Bahar-e-Shari`at 经，第 16 册，197 页》写道： 

贵圣，穆罕默德 ��(' �/�+   ٖ� �1 � �+  � � ��  ع�' 13�����  �4�  �(5 �6 曾说：“一个人的父母或者
其中之一在此人忤逆他们的情况下归主了，那么此人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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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父母祈求饶恕，以至于安拉  �()�*�+ �(,�- 把此人的名字记录在敬
畏者之列。”  （舒尔布里伊玛尼 Shuab-ul-Iman 经，第 6 册，202 页，
7902 段哈迪斯） 

倘若可能的话，尽量多从马克塔巴马克塔巴马克塔巴马克塔巴••••涂涂涂涂••••麦地那麦地那麦地那麦地那购买一些小册
子和书籍，分发它们，举意将此举的回赐归于已归主的父
母。如果你想使你父母的名字或者你的地址印在这些书籍
和小册子上，以求获得回赐，请联系马克塔巴马克塔巴马克塔巴马克塔巴••••涂涂涂涂••••麦地那麦地那麦地那麦地那。 

ب�ۡيب ح�

ل� �� �ۡو
 ع� ل� د   ص� م�� ٰ� م�ح� �ه� ت�ع�اٰ� ع�


ل�ل�ٰ � ��  ص�

偿还父母的债务 

贵圣，穆罕默德 ��(' �/�+   ٖ� �1 � �+  � � ��  ع�' 13�����  �4�  �(5 �6 曾说：完成已故父母的誓
约，偿还已故父母的债务，并不要因为辱骂他人父母而使
自己父母受辱的人，将被记录在善待父母者之列，即便此
人（在他们生前）有过忤逆之举；不完成已故父母的誓约，
不偿还已故父母的债务，并因为辱骂他人父母而使自己父
母受辱的人，将被记录在忤逆父母者之列，即便此人在父
母在世之时善待他们。（穆级目乐阿瓦萨特 Muj`am-ul- Awsat 经，
第 4 卷，232 页，5819 段哈迪斯） 

ب�ۡيب ح�

ل� �� �ۡو
 ع� ل� د   ص� م�� ٰ� م�ح� �ه� ت�ع�اٰ� ع�


ل�ل�ٰ � ��  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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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麻日（星期五）探望父母坟墓的回赐 

贵圣，穆罕默德 ��(' �/�+  ٖ� �1 � �+  � � ��  ع�' 13����� �4�  �(5 �6 曾说过：每个主麻主麻主麻主麻日探望

父母或者其中之一的坟墓的人，安拉  �()�*�+ �(,�- 便会饶恕此人的

罪过，此人也将被记录在善待父母者之列。（提尔米兹圣训

集 Jami Tirmizi 经，第 97 页，130 段哈迪斯） 

迈达尼••••频道将把迈达尼••••改革带进家家户户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为了使你脱离忤逆父母的罪行，为
了使你获得孝顺父母的热情，更为了在你心中点亮对贵圣
��(' �/�+   ٖ� �1 � �+  � � ��  ع�' 13�����  �4�  �(5 �6 的热爱， 为了使你的心灵成为热爱贵圣    

��(' �/�+   ٖ� �1 � �+  � � ��  ع�' 13�����  �4�  �(5 �6 的场所，请紧随达瓦达瓦达瓦达瓦••••特特特特••••····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的迈达迈达迈达迈达

尼尼尼尼••••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  �"��#��$%�& '��   �()�*�+ �(,�- （安拉  �()�*�+ �(,�- 意欲）！由于这种迈迈迈迈
达尼达尼达尼达尼••••环境环境环境环境的吉庆，我们将获得特权，行施圣行，做善事
，制止罪恶，捍卫我们的信仰。 

为了学习圣行，应该每月抽出三天时间，同那些爱慕圣人
者一起在圣行所启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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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道宣教而旅
行）进行旅行，并应该倾向于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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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为达到安拉  �()�*�+ �(,�- 的乐趣）。此外，每夜都做至少 12 分钟
的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沉思沉思沉思沉思，并填写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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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你将得

到两世的成功，  �& '����$%#�!  �"��  �()�*�+ �(,�- （安拉  �() �* �+ �(,�- 意欲）！现在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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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下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奇迹，以了解达瓦达瓦达瓦达瓦••••特特特特••••····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的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的吉庆。 

达瓦达瓦达瓦达瓦••••特特特特••••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的一位来自米尔普尔米尔普尔米尔普尔米尔普尔（孟加拉，达卡）
的宣教员描述：一天，我去往某处时，碰到了一个人。他
看到我说：你知道我跟我的妻子和孩子要去什么地方吗？
他自己回答说：实际上，我和我父母并不和睦。但由于观
看了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频道频道频道频道所办的“父母的权利”的讲解，我才明白，
我忤逆父母是多么大的罪过。因此，我和妻子、孩子一起
去父母家道歉认错。 

愿安拉  �()�*�+ �(,�- 赐予达瓦达瓦达瓦达瓦••••特特特特••••····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和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频道频道频道频道以飞跃
性的成功。 

ۡني  ا
ۤم� ۡني �8 
هب�ج� �م�

ال� �� �  لن���9 �� ل�ۡيه�  ت�ع�اٰ�  
هللا�  ص� ٖ  ع� �<
ٰ �م &� ل� س� �&    

ب�ۡيب ح�

ل� �� �ۡو
 ع� ل� د   ص� م�� ٰ� م�ح� �ه� ت�ع�اٰ� ع�


ل�ل�ٰ � ��  ص�

由于母亲的诅咒，折了一条腿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从这个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奇迹奇迹奇迹奇迹中，我们看到了
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频道频道频道频道的好处。这个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奇迹奇迹奇迹奇迹中，“父母的权利”得
到了探讨，而且，毫无疑问， 完全履行这些权利是一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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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艰难的事。我们应尽平生之力完成这些权利，力图避免惹
怒父母。那些伤害父母的人即便在今世也会得到可怕的结局。 

因此，谢赫，阿拉麦，凯马伦•丁•达麦里 (Kamal-ud-Din 
Damairi)  ���  ع�' 13�����  �4�  �:� �;�� 写道：“扎马赫沙里（一位著名的穆尔太穆尔太穆尔太穆尔太
齐里齐里齐里齐里派学者）折了一条腿。面对人们的询问，他说出了真
相：这是因为我母亲的诅咒。那次事故发生的时候，我还
是一个孩子，捉到了一只鸟，在鸟腿上系了一根线。忽然，
这只鸟从我手中飞跑了，落在某处墙壁上，但那根线仍旧
系着。我便用力一拉，于是那只鸟就痛得抽搐起来，可怜
的鸟儿由于线的缘故断了一只爪子。我母亲看到了这残忍
的一幕，伤痛不已，并诅咒我道：愿安拉  �()�*�+ �(,�-  使你也像这
只无辜的鸟儿一样断掉一条腿。 

于是，这便随之发生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旅行去布哈拉布哈拉布哈拉布哈拉，
学习宗教知识，我从马上摔了下来，一条腿严重摔伤。当
我到达布哈拉布哈拉布哈拉布哈拉时，我做了许多治疗，但疼痛丝毫没有减少。
最终，我只能把这条伤腿锯掉。（这样，我母亲的诅咒实
现了）。（ Hayat-ul-Haywan-ul-Kubra 经，第 2 册，163 页） 

ب�ۡيب ح�

ل� �� �ۡو
 ع� ل� د   ص� م�� ٰ� م�ح� �ه� ت�ع�اٰ� ع�


ل�ل�ٰ � ��  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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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于其脚下，以向父母道歉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如果你的父母，或者其中之一生气
了，那么当即以哭泣、在他们面前双手合并以及俯于他们
脚下，请求宽恕。满足他们的一切合法要求，因为两世的
成功皆在于此。有关父母权利的详情，请看这两张光碟： 

1. 父母的权利 

2. “忤逆父母的后果”的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木扎卡热木扎卡热木扎卡热木扎卡热于回历 1430 年，
斋月期间制作，马克塔巴马克塔巴马克塔巴马克塔巴••••涂涂涂涂••••麦地那麦地那麦地那麦地那出品。 

ب�ۡيب ح�

ل� �� �ۡو
 ع� ل� د   ص� م�� ٰ� م�ح� �ه� ت�ع�اٰ� ع�


ل�ل�ٰ � ��  ص�

亲爱的教胞门！最后，请允许我提及圣行的尊贵以及某些
圣行和伊斯兰的风格。贵圣，穆罕默德 ��(' �/�+   ٖ� �1 ��+  � � ��  ع�' 13�����  �4�  �(5 �6 说：
“喜爱我的圣行者，也就是喜爱我，而喜爱我的人将在天
堂里和我在一起。 

ب�ۡيب ح�

ل� �� �ۡو
 ع� ل� د   ص� م�� ٰ� م�ح� �ه� ت�ع�اٰ� ع�


ل�ل�ٰ � ��  ص�

15 颗走路的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迈达尼••••珍珠珍珠珍珠珍珠 

1. 安拉 �()�*�+ �(,�-在第 17 章 37 节经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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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 m # 10�n�o �p�ۡ� ۡS� i� j �q�ۡ�N  � S ��   �� �p�ۡ� ۡS� �r ��sۡ
�
t ,ۡ� � V  1 S�ۡ �u �Z# �G�v

ۡ
w� �x��Gۡ�N ,ۡ� �XyY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你不要骄傲自满地在大地上行走；你绝不能把大地你不要骄傲自满地在大地上行走；你绝不能把大地你不要骄傲自满地在大地上行走；你绝不能把大地你不要骄傲自满地在大地上行走；你绝不能把大地
踏穿，绝不能与山比高。踏穿，绝不能与山比高。踏穿，绝不能与山比高。踏穿，绝不能与山比高。”””” 

2. 《巴哈尔设热阿特 Bahar-e-Shari`at 经，第 16 册，78 
页》传述：贵圣，穆罕默德 ��(' �/�+   ٖ� �1 � �+  � � ��  ع�' 13�����  �4�  �(5 �6 说：一个
人因穿两件衣服而傲慢地走在大地上，并为此感到骄
傲；大地将把他陷进地下，直到审判日。（穆斯林圣训
实录 Sahih Muslim 经，5465 页） 

3. 贵圣，穆罕默德    ٖ� �1 � �+  � � ��  ع�' 13�����  �4�  �(5 �6��(' �/�+  有时以他尊贵的手牵
着圣门弟子的手行走。（穆杰姆刻比热 Mujam-ul- Kabir 经，

第 7 册，162 页）不要拉着任何爱穆拉德爱穆拉德爱穆拉德爱穆拉德（诱人的男子）
的手走路。牵着他的手，或者与他握手，或者与他拥
抱以至产生性欲，皆为非法，将导致火狱的刑罚。 

4. 当贵圣，穆罕默德 ��(' �/�+   ٖ� �1 ��+  � � ��  ع�' 13�����  �4�  �(5 �6 行走之时，他        

 ٖ � �1 � �+  � � ��  ع�' 13�����  �4�  �(5 �6 ��(' �/�+  会稍微前倾，就像他 ��(' �/�+  ٖ� �1 � �+  � � ��  ع�' 13�����  �4�  �(5 �6 是
从高处降下一样。（束麦类题尔米兹 Shamail-e-Tirmizi 经，
87 页，118 段哈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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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永远也不要佩戴着金饰高傲地行走，不要敞开胸前的
衣服扣子。这是愚昧、傲慢、过分之人的德行。佩戴
金项链对于男子是非法的，戴其它金属制的链子也是
不允许的。 

6. 如果没有障碍物的话，要以适中的步子行走。不要太
匆忙，以致人们猜想你如此急匆匆得要去哪里，也不
要过慢，否则人们也许就会认为你生病了。 

7. 行走时（没有必要的）东张西望，这不是圣行。要庄
重地行走，放低目光。赛伊迪纳，哈桑•本•艾比•西纳
尼（Hassan bin Abi Sinan） ���  ع�' 13�����  �4�  �:� �;�� 去礼尔德尔德尔德尔德拜。当
他  ���  ع�' 13�����  �4�  �:� �; �� 放回到家中时，他妻子问他： 你看了几
个女人？他  ���  ع�' 13�����  �4�  �:� �; ��  沉默不语。在她再三追问之下，
他  ���  ع�' 13�����  �4�  �:� �; �� 说： 我一路上都在看我的脚趾，直到见
到你。（Kitab-ul-Wara¡ ma Mawsu`ah Imam Ibn Abi Dunya 经，
第 1 册，205 页） 

��  �>� 1=� �� �/� #&'  �() �* �+ �(,�- ！爱慕安拉  �()�*�+ �(,�- 者从不在走路时做不必要
的东张西望，尤其在出现教法不允许观看的人事的人
群中。这是我们先贤  13������  � �& '���  �����

�; ��  的虔敬行为。裁定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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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如果你不是故意看女人，并且迅速转移目光的
话，你便没有犯罪。 

8. 没有必要地窥视他人的庭院或者窗户，是不佳的。 

9. 走路时，或者上下楼梯时，要确保鞋子不会制造噪音。
我们的贵圣，穆罕默德 ��(' �/�+   ٖ� �1 � �+  � � ��  ع�' 13�����  �4�  �(5 �6 不喜欢鞋子产
生的回音。 

10. 如果路上站着两个女子，或者正走在路上，那么不要
插到她们中间。有一段哈迪斯禁止我们这样做。 

11. 走路、坐卧、站立在别人面前时，吐痰，擤鼻涕，抠
鼻子， 掏耳朵，拍打衣服上的污垢，挠私处，皆为不
雅的行为。 

12. 有些人喜欢在路上乱踢东西。这是一种极为病态的行
为方式。而且，踢报纸或者印有字的盒子和空矿泉水
瓶子，也是极为失礼的行为。 

13. 走路时，要遵守不违背沙里尔的交通规则。比如，过
马路时，要试着从斑马线或者天桥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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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过马路时要注意交通方向。如果你在马路中间，而车
正在驶过来，那么与其跑过去，不如等在那里。而且，
在火车经常驶过来的时间穿过铁道，这就像死亡在向
你招手。认为火车离得还很远的人应注意，卷进一些
电线从而绊倒被火车轧到的危险，而且，铁路上还有
一些地方是禁止经过的。切记遵循这些法则，尤其身
处火车站的时候。 

15. 每天步行 45 分钟，以纪念主圣，获得礼拜的力量。  

 �!  �"��#��$%���& '   �() �* �+ �(,�- ，这样的话，你将一直健康。最好的行走
方法是，前 15 分钟快走，中间 15 分钟速度适中，后
15 分钟速度加快。 这样的话，  �!  �"��#��$%���& '   �() �* �+ �(,�- ，整个身
体都将得到锻炼。  �!  �"��#��$%���&'   �() �* �+ �(,�- ，消化系统也会变得更
好。而且，你将避免患上心脏病和其它疾病。 

欲学习穆圣   13�����  �4�  �(5 �6 ٖ � �1 � �+  � � �� � ع�'�( ' �/�+  的圣行，请购买《巴哈尔•设热阿

特 Bahar-e-Shariat 经，第 16 册》和《圣行而礼节 Sunnatayn aur 
Adab》认真阅读。以上两本书均为《马克塔巴马克塔巴马克塔巴马克塔巴••••涂涂涂涂••••麦地那麦地那麦地那麦地那》
（达瓦达瓦达瓦达瓦••••特特特特••••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的出版机构）出版。另一种学习圣行
的最佳方式是旅行在达瓦达瓦达瓦达瓦••••特特特特••••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伊斯兰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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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主道宣教而旅行），与喜爱穆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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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读毕此册子之后，将其传阅他人 

在婚礼上、忧伤时、聚会时以及其它类似场合，分
送马克塔巴•涂•麦地那出版的小册子，以获得回赐。
把这些小册子放在自己的店面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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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  ل� ب� ص� ح�

ل� �� 
   بيۡ 
 ع� � �� �ه� ص�

د ل�ل�ٰ م�� ٰ� م�ح�  ت�ع�اٰ� 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