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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的含义：
应该受到崇拜者是独一无二的真主，崇拜通常分为两种：
1.崇拜：就是服从伟大、强悍的真主的命令，远离他的禁止，喜爱并
敬重他。

2.崇拜的途径：包含了真主所喜爱的一切内、外言行举止的总称。如：
祈祷、记念、礼拜、喜爱等，礼拜类似崇拜，礼拜的做法就是崇拜真主，
我们以着服从、喜爱和敬重真主去崇拜他，我们只按照他所规定的方式去
崇拜他。
 创造精灵与人的哲理：
真主没有枉然或无意义地创造精灵与人，创造他们不是为了让他们
吃、让他们喝、让他们娱乐、让他们玩耍、让他们笑。
他们的主因伟大的事情而创造了他们，以便让他们崇拜强悍、伟大的
真主，让他们认主独一，让他们敬重真主，让他们赞主至大，让他们顺从
真主：根据真主的命令、远离他的禁止、不超越他的法度，放弃崇拜他之
外，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٥٦) : ]ﺍﻟﺬﺍﺭﻳﺎﺕ ﺁﻳﺔﻭﻥﺪﺒﻌﻴ ﺇﹺﻻﱠ ﻟﺍﻹِﻧﺲ ﻭﻦ ﺍﳉﻠﹶﻘﹾﺖﺎ ﺧﻣﻭ
【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是为了让他们崇拜我。
】①
P0F

 崇拜的途径：
崇拜伟大、强悍的真主是建立在两项伟大基础上的：完全地喜爱伟大
的真主和完全地服从他。
这两项基础也是建立在两项伟大基础上的：观察真主的各种恩典、仁
慈，它会导致人类喜爱真主；审视自身和行为的不足，可以导致仆人完全
地服从伟大的真主。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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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最接近养主的是需求之门，只有破产者才会认识自身，他无法认
识有关自身的状况、地位和因素，也不能认识恩赐它的媒介，然而，他见
证自己完全地需要养育者，如果他放弃了自己的主宰，他必亏折，必毁灭。
清高的真主说：
ﺮﹺﻛﹸﻮﻥﹶﺸ ﻳﻬﹺﻢﺑﻨﻜﹸﻢ ﺑﹺﺮ ﻣ ﺇﹺﺫﹶﺍ ﻓﹶﺮﹺﻳﻖﻨﻜﹸﻢ ﻋﺮ ﺍﻟﻀﻒ ﺇﹺﺫﹶﺍ ﻛﹶﺸﺛﹸﻢ

ﻭﻥﹶﺄﹶﺭﺠ ﺗﻪ ﻓﹶﺈﹺﻟﹶﻴﺮ ﺍﻟﻀﻜﹸﻢﺴ ﺇﹺﺫﹶﺍ ﻣ ﺛﹸﻢ ﺍﻟﻠﱠﻪﻦ ﻓﹶﻤﺔﻤﻌﻦ ﻧﺎ ﺑﹺﻜﹸﻢ ﻣﻣﻭ

[(٥٣-٥٥) :ﻮﻥﹶ ]ﺍﻟﻨﺤﻞ ﺁﻳﺔﻠﹶﻤﻌ ﺗﻑﻮﻮﺍ ﻓﹶﺴﻌﺘﻤ ﻓﹶﺘﻢﺎﻫﻨﻴﺎ ﺁﺗﻭﺍ ﺑﹺﻤﻜﹾﻔﹸﺮﻴﻟ
【凡你们所享受的恩惠都是从真主降下的。然后，当你们遭难的时候，
你们只向他祈祷。然后，当他解除你们的患难的时候，你们中有一部分人，
立刻以物配他们的主，以致辜负他所赏赐他们的恩惠，你们享受吧。不久
你们就要知道了。】 ①
P1F

 最完美地崇拜真主的人：
最完美地崇拜真主的人是众先知和使者们，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加认
识、知道和敬重真主，然后真主增加了对他们的恩典，把他们派遣到人们
之间，使其拥有使命的贵重，以及特殊崇拜的贵重。
在他们之后是那些忠信者，他们信任真主及其使者，并且遵守命令；
然后是诚笃的人，最后是善良的人。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ﻚﻟﹶﺌ ﺃﹸﻭﻦﺴﺣ ﻭﲔﺤﺎﻟﺍﻟﺼﺍﺀِ ﻭﺪﻬﺍﻟﺸ ﻭﲔﻳﻘﺪﺍﻟﺼ ﻭﲔﺒﹺﻴ ﺍﻟﻨﻦﻬﹺﻢ ﻣﻠﹶﻴ ﻋ ﺍﻟﻠﱠﻪﻢﻌ ﺃﹶﻧﻳﻦ ﺍﻟﱠﺬﻊ ﻣﻚﻟﹶﺌﻮﻝﹶ ﻓﹶﺄﹸﻭﺳﺍﻟﺮ ﻭﻊﹺ ﺍﻟﻠﱠﻪﻄﻦ ﻳﻣﻭ
[(٦٩) :]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

ﻴﻘﺎﹰﻓﺭ

【凡服从真主和使者的人，教与真主所护佑的众先知，忠信的人，诚
笃的人，善良的人同在。这等人，是很好的伙伴。
】②
P2F

 仆人对真主应尽的义务：
生活在天上和地上者对真主应尽的义务就是崇拜他，不要以任何事物
举伴他；顺从他的命令，不要违背他；记念他的恩典，不要忘记他；感谢
他的恩惠，不要否认他。谁没有突出自己与其他被造物之间的区别，要么
是因为他无能，要么是因为他无知，要么是因为他过渡，要么是因为他怠
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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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若真主要惩罚生活在天上和地上者，他一定可以惩罚他们，
因为真主不会亏待他们；假若真主慈悯他们，真主的仁慈比他们的工作更
优越。

穆阿兹·本·杰百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我曾经与先知
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同乘一头被叫做‘欧法尔’的毛驴，
他说：‘穆阿兹！你知道人类对真主应尽的义务是什么吗？在真主阙前人
类享有的权力又是什么吗？’我说：‘真主及其使者最知道。’他说：‘真
主对仆人享有的权力就是他们崇拜真主，不举伴他。仆人在真主跟前享有
的权力就是：没有举办真主的人不会受到惩罚。
’我说：
‘主的使者啊！我
告诉人们这一喜讯好吗？’他说：‘你不要告诉他们，否则，他们就会有
所依赖’。
”①
 完善的崇拜：
1.每个人都是周游在三种状况之间：连续不断地获得来自于真主的恩
惠者，要求他必须赞颂和感谢真主；犯罪者，他必须因为自己的罪行而向
真主求饶；遭到来自于真主的考验者，要求他必须对所遭受的考验坚忍。
谁遵循了这三项义务，那么，他在今后两世都必定属于幸福的人。
2.伟大的真主考验仆人的目的是为了考验他们坚忍和崇拜，并不是毁
灭他们，也不是为了惩罚他们。仆人在逆境中应当崇拜真主，就像他在安
乐时崇拜真主一样。在憎恶的状况下应该像在喜悦的情况下一样崇拜真
主。大多数人都提供在喜爱的状况下崇拜真主，而不喜爱在憎恶的情况下
崇拜真主，人们是互不相同的。在炎热的夏季用凉水洗小净属于对真主崇
拜，选择善良的女子结婚属于崇拜，寒冬腊月用冰冷的水洗小净属于崇拜，
并不是因为害怕人而放弃内心渴望的犯罪属于崇拜，坚忍饥饿与遭受的伤
害属于崇拜，但是，当区别这两种崇拜。
谁在安乐与患难、在苦难与幸福的状况下为了真主而履行这两种崇
拜，那么，他就属于真主那些无忧无愁的仆人中的一员，真主保护他，任
何敌人都无法战胜他。但有时他也许会遭到恶魔的伤害，的确，仆人会遭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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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疏忽、欲望和恼怒，恶魔通过这三道门进入人类。真主确已制服了每
个仆人的自身、欲望和恶魔的诱惑，然后考验他，看他是顺从自身、欲望
和恶魔，还是顺从他的养主。
伟大超绝的真主对人类规定了各项命令，人类的自身也为其规定了各
项命令；真主欲使人类完美信仰和行善，人的自身欲使人类拥有丰厚的财
产和欲望；伟大超绝的真主意欲我们为后世而工作，自身则欲使人为今世
而奔忙。信仰是成功的道路，是辨明真伪的明灯，这就是考验所在。
1. 清高的真主说：
ﻳﻦ ﺍﻟﱠﺬ ﺍﻟﻠﱠﻪﻦﻠﹶﻤﻌ ﻓﹶﻠﹶﻴﻬﹺﻢﻠﻦ ﻗﹶﺒ ﻣﻳﻦﺎ ﺍﻟﱠﺬﻨ ﻓﹶﺘﻟﹶﻘﹶﺪﻭ

ﻮﻥﹶﻨﻔﹾﺘ ﻻﹶ ﻳﻢﻫﺎ ﻭﻨﻘﹸﻮﻟﹸﻮﺍ ﺁﻣﻛﹸﻮﺍ ﺃﹶﻥ ﻳﺮﺘ ﺃﹶﻥ ﻳﺎﺱ ﺍﻟﻨﺴِﺐﺃﹶﺣ
[(٢-٣) : ]ﺍﻟﻌﻨﻜﺒﻮﺕ ﺁﻳﺔﺑﹺﲔ ﺍﻟﻜﹶﺎﺫﻦﻠﹶﻤﻌﻟﹶﻴﻗﹸﻮﺍ ﻭﺪﺻ

【众人以为他们可自由地说：“我们已信道了”而不受考验吗？我确
已考验在他们之前的人。真主必定要知道说实话者，必定要知道说谎者。
】①
P4F

2. 清高的真主说：
[(٥٣) : ] ﻳﻮﺳﻒ ﺁﻳﺔﻴﻢﺣ ﺭﻲ ﻏﹶﻔﹸﻮﺭﺑﻲ ﺇﹺﻥﱠ ﺭﺑ ﺭﻢﺣﺎ ﺭﻮﺀِ ﺇﹺﻻﱠ ﻣﺓﹲ ﺑﹺﺎﻟﺴﺎﺭ ﻷَﻣﻔﹾﺲﻔﹾﺴِﻲ ﺇﹺﻥﱠ ﺍﻟﻨ ﻧﺉﺮﺎ ﺃﹸﺑﻣﻭ
【（优素福说）：“我不自称清白；人性的确是怂恿人作恶的，除非我
的主所怜悯的人。我的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
】②
P5F

3. 清高的真主说：
 ﻻﹶ ﺇﹺﻥﱠ ﺍﻟﻠﱠﻪ ﺍﻟﻠﱠﻪﻦﻯ ﻣﺪﺮﹺ ﻫﻴ ﺑﹺﻐﺍﻩﻮ ﻫﻊﺒﻦﹺ ﺍﺗﻤﻞﱡ ﻣ ﺃﹶﺿﻦﻣ ﻭﻢﺍﺀَﻫﻮﻮﻥﹶ ﺃﹶﻫﺒﹺﻌﺘﺎ ﻳﻤ ﺃﹶﻧﻠﹶﻢ ﻓﹶﺎﻋﻮﺍ ﻟﹶﻚﺠﹺﻴﺒﺘﺴ ﻳﻓﹶﺈﹺﻥ ﻟﱠﻢ
[(٥٠) : ] ﺍﻟﻘﺼﺺ ﺁﻳﺔﲔﻤ ﺍﻟﻈﱠﺎﻟﻡﻱ ﺍﻟﻘﹶﻮﺪﻬﻳ
【如果他们不答应你，那么，你应当知道他们只是顺从自己的私欲。
舍真主所启示的正道，而顺从自己的私欲者，有谁比他更迷误呢？真主必
定不引导不义的民众。】 ③
P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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