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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篇

-在这一篇有关接近真主工作的优越中，引述
了部分成为鼓励、渴望、求多、竞争、快乐行善因素
的尊贵的《古兰经》文和正确的《圣训》。
提到每件工作的同时，阐明它的优越，使人内心
中产生渴望与惦记着行善，唤醒精神和肢的积极性，
驱逐无能与懒惰，使肢体为了顺从和功修而运动起
来。
清高的真主说：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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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你当向信道而且行善的人报喜，他们将
享有许多下临诸河的乐园，每当他们得以园里的一
种水果为给养的时候，他们都会说：“这是我们以
前所受赐的。”其实，他们所受赐的是相似的。他
们在乐园里享有纯洁的配偶，他们永居其中。】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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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和美好举意的优越性：
-清高的真主说：
q p o n m l k j i h)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٥/( ]ﺍﻟﺒﻴﻨﺔyxwvu tsr
【[5]他们只奉命崇拜真主，虔诚敬意，恪遵正
教，谨守拜功，完纳天课，这才是正教。】 ①
P1F

-欧麦尔·本·罕塔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ﻋﻤﺮ ﺑﻦ ﺍﳋﻄﺎ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٢ ﺎﻝﹸﻤﺎ ﺍﻟﹾﺄﹶﻋﻤ »ﺇﹺﻧ:ﻗﺎﻝ
ﻪﻮﻟﺳﺭ ﺇﹺﻟﹶﻰ ﺍﷲ ﻭﻪﺗﺮ ﻓﹶﻬﹺﺠﻪﻮﻟﺳﺭ ﺇﹺﻟﹶﻰ ﺍﷲ ﻭﻪﺗﺮﺠ ﻫﺖ ﻛﹶﺎﻧﻦﻯ ﻓﹶﻤﻮﺎ ﻧﺮﹺﺉﹴ ﻣﺎﻣﺎ ﻟﻤﺇﹺﻧ ﻭﺔﻴﺑﹺﺎﻟﻨ
 ﻣﺘﻔﻖ.«ﻪ ﺇﹺﻟﹶﻴﺮﺎﺟﺎ ﻫ ﺇﹺﻟﹶﻰ ﻣﻪﺗﺮﺎ ﻓﹶﻬﹺﺠﻬﺟﻭﺰﺘ ﻳﺃﹶﺓﺮ ﺍﻣﺎ ﺃﹶﻭﻬﻴﺒﺼﺎ ﻳﻴﻧ ﺇﹺﻟﹶﻰ ﺩﻪﺗﺠﺮ
  ﻫﺖ ﻛﹶﺎﻧﻦﻣﻭ
.ﻋﻠﻴﻪ
“一切工作全凭举意，每个人都将获得自己所
举意的。谁为了真主及其使者而迁徙，那么，他的
迁徙就是为了真主及其使者；谁为了今世的享受而
迁徙，那么，他将得到它；或者谁是为了某个女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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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迁徙，他将娉娶她；每个人都将获得自己为之所
① ”。迁徙的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ﺇﻥﱠ ﺍﷲ ﻻ ﻳﻨﻈﹸﺮ ﺇﻟﹶﻰ  -٣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ﻮﺭﹺﻛﹸﻢ ﻭﺃﹶﻣﻮﺍﻟﻜﹸﻢ ،ﻭﻟﹶﻜﻦ ﻳﻨﻈﹸﺮ ﺇﻟﹶﻰ ﻗﹸﻠﹸﻮﺑﹺﻜﹸﻢ ﻭﺃﹶﻋﻤﺎﻟﻜﹸﻢ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的确，真主不观看你们的外表和你们的钱
② ”。财，但他只观看你们的心和你们的工作
P3F

-决意行善的优越性：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叙述了清高无上的真
主说：
ﻓﻴﻤﺎ ﻳﺮﻭﻱ ﻋﻦ ﺭﺑﻪ ﺗﺒﺎﺭﻙ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ﺗﻌﺎﱃ ،ﻗﺎﻝ» :ﺇﻥﱠ ﺍﷲ ﻛﹶﺘـﺐ ﺍﳊﹶﺴﻨﺎﺕ ﻭﺍﻟﺴـﻴﺌﹶﺎﺕ ﺛﹸﻢ ﺑﻴﻦ ﺫﹶﻟﻚ ،ﻓﹶﻤﻦ ﻫـﻢ
ﺑﹺـﺤﺴﻨﺔ ﻓﹶﻠﹶـﻢ ﻳـﻌﻤﻠﹾـﻬﺎ ﻛﹶﺘـﺒـﻬﺎ ﺍﷲ ﻋﻨﺪﻩ ﺣﺴﻨﺔﹰ ﻛﹶﺎﻣﻠﹶﺔﹰ ،ﻭﺇﻥﹾ ﻫـﻢ ﺑﹺـﻬﺎ
ﻓﹶﻌﻤﻠﹶـﻬﺎ ﻛﹶﺘـﺒـﻬﺎ ﺍﷲ ﻋﺰ ﻭﺟﻞﱠ ﻋﻨﺪﻩ ﻋﺸﺮ ﺣﺴﻨﺎﺕ ﺇﻟﹶﻰ ﺳﺒﻌﻤﺎﺋﹶﺔ ﺿﻌﻒ ،ﺇﻟﹶ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68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907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56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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ﻠﹶﺔﹰﺔﹰ ﻛﹶﺎﻣﻨﺴ ﺣﻩﺪﻨﺎ ﺍﷲ ﻋـﻬـﺒﺎ ﻛﹶﺘﻠﹾـﻬﻤـﻌ ﻳ ﻓﹶﻠﹶـﻢﺌﹶﺔﻴ ﺑﹺﺴـﻢﺇﻥﹾ ﻫ ﻭ،ﺓﲑ ﻛﹶﺜﺎﻑﻌﺃﹶﺿ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ﺓﹰﺪﺍﺣﺌﹶﺔﹰ ﻭﻴﺎ ﺍﷲ ﺳـﻬـﺒﺎ ﻛﹶﺘﻠﹶـﻬﻤﺎ ﻓﹶﻌ ﺑﹺـﻬـﻢﺇﻥﹾ ﻫﻭ
“真主确已制定了善与恶，并加以阐明；谁想
做一件善事而没有做，那么，真主为其记录一件完
美的善功；如果他想做并且做了，那么，伟大尊严
的真主为其记录十倍、七百倍、乃至更多的善功；
如果他想去做一件坏事而没有做，那么，真主为他
记下一件完美的善行；如果他做了，那么，真主只
为他记下一件恶行。” ①
P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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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kjihgfedc)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 z y x w v u t s r q p o n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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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应当争取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赦宥，和与
天地一样广阔的乐园——为信仰真主和众使者的人
们而准备的乐园——那是真主的恩典，他将它赏赐
他所意欲者。真主是有宏恩的。】 ①
-清高的真主说：
º ¹ ¸ ¶ µ ´³ ²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١٠٧/»( ]ﺍﻟﻜﻬﻒ
【信仰而且行善者，得以费尔道斯天堂的居
所。】 ②
P6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有人询
问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哪一项工作
是最优越的？
ﻮﻝﹶ ﺍﷲﺳﺎﻥ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ﹶﻥﱠ ﺭ »ﺇﳝ:ﻞﹸ؟ ﻗﹶﺎﻝﹶﻞﹺ ﺃﹶﻓﹾﻀﻤ ﺍﻟﻌ ﺃﹶﻱ:ﻞﹶﺌﺳ
ﺞ »ﺣ:ﺎﺫﹶﺍ؟ ﻗﹶﺎﻝﹶ ﻣﻴﻞﹶ ﺛﹸﻢﺒﹺﻴﻞﹺ ﺍﷲ« ﻗﻲ ﺳ ﻓﺎﺩﻬ »ﺍﳉ:ﺎﺫﹶﺍ؟ ﻗﹶﺎﻝﹶ ﻣﻞﹶ ﺛﹸﻢﻴ« ﻗـﻪﻮﻟﺳﺭﺑﹺﺎﷲ ﻭ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ﻭﺭﺮﺒ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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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说：“信仰真主及其使者。”有人说：“其
次呢？”使者说：“为主道奋斗。”又问：“再其次
呢？”使者说：“被接受的朝觐。” ①
-欧斯曼（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ﻋﺜﻤﺎﻥ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٤ ﻠﹶـﻢـﻌ ﻳﻮﻫ ﻭﺎﺕ ﻣﻦ »ﻣ: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ﺔﹶﻞﹶ ﺍﳉﹶﻨﺧ ﺇﻟﱠﺎ ﺍﷲ ﺩﻪ ﻻ ﺇﻟﹶـﻪﺃﹶﻧ
“谁在明白‘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
的’时去世了，那么，他确已进入了天堂。” ②
P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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