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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以自己的大能

创造了万物，在其中体现了安拉哲理的各种

奇迹，以他的各种迹象确定了他的独一性，

他以惩罚判决违背的罪人，然后呼吁犯罪者

悔过自新，并接受他的忏悔。你们当响应安

拉的号召，当奔向安拉的乐园，安拉就会原

谅你们的罪孽，他就把他的恩惠加倍地赏赐

给你们，我赞美他伟大的、完美的属性。我

以他的援助和他赐予的恩典感谢他。 

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

拜的，他拥有独一无二的神性和养育性；我

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为众生派遣的使者

和仆人，他以安拉的乐园向众信士报喜，他

以火狱及其刑罚警告否认者。愿真主赐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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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民族的继承人艾布白克尔，英雄地战胜

否认者的欧麦尔，努力平息灾难的欧斯曼，

以及他的堂弟、他的女婿阿里，及其家属，

众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并赐福他们幸福

和平安！ 

亲爱的兄弟们！上一讲我们谈到了第一

种导人堕入火狱并永居其中的因素。求安拉

援助，在这一讲中我们将谈论第二种导人堕

入火狱但不永居其中的因素。 

第一：忤逆双亲，他俩是父亲和母亲。

忤逆他俩：就是中断对他俩应尽的孝顺，或

以言词或行为伤害他俩。清高的真主说： 

يِۡن { :اا  رعال ّّ  ِِيّاهُ َو�ِٱۡلَ�ِٰ�َ ِ إ ِ ّّ َعۡبُدُوو  
َ
َ �َ � َّ ََوََٰرٰ 

ُُ  َُّهَما   ََ َع َما ََ ُُ َ ِِ ۡو 
َ
َما  َ ُُ ُو ََ

َ
َ َ ََ ِِ ََ لۡل ِِدَو َنٰد اِ ِِّاا َبۡدغَُنّ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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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فٖ 
ُ
َّ َعدۡ  َ ّٗ َهرۡ َو َما َوُٰ  َُّهَما َٰۡو َجَداَح َولۡخفِۡض ََُهَما  ٢ا  َكرِ�مٗ ُُ

ّ�َياِ� َصنِ�ٗ  َّ ُۡهَما َكَما  ََ ّۡ ِ ل ّّ ّّ َ ِ َوُٰ   َۡ ّ ِ ِاَن لَّر  ّ   }٢� ل

٢٤ - ٢٣: ثرسثء
【[23]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只崇

拜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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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那么，你不要

对他俩说：“呸！”不要喝斥他俩，你应当对

他俩说有礼貌的话。[24]你应当必恭必敬地

服侍他俩，你应当说：“我的主啊！求您怜

悯他俩，就像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 0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يَۡ� {: قاا  رعال ۡر ِ� َولَِ�ِٰ�َ ُِ ِن لۡش
َ
 ١٤: لقمان } َ

                                                 
①《夜行章》第 23-2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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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当感谢我和你的父母】
①
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说： 

 ُّ  ٌ ةد اد ّّمَ  ثُهللا علي ا ثنّنَة مدِمُن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ا  ثو
ي ثلمِم  ِ

ّ
وّعُ  ثَ ُّ ََ ف سهِلدِ  قثلعاّد لعثُوِد قث رقثه  »وُِقّم ثلُا

 . سحُد قثلناائ
“三种人，安拉禁止他们进入乐园：酒

徒，忤逆双亲者，许可自己家人通奸的厚颜

无耻者。” 2F

②
 

第二：断绝血亲，就是某人中断与自己

亲戚的关系，拒绝为他们提供身体或财产方

面应尽的权利。朱拜尔·本·麦图阿姆（愿

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①《鲁格曼章》第 14节 

②《奈萨伊圣训集》第 2562，《艾哈默德圣训集》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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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عن ُجاَ� بن ُمطِعاٍ  ي ودوُ  ثنّنة «: ا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سّن ثو
متفق عليد »ااِطعد 

“断绝关系者不能进入乐园。” 3F

①
艾布

苏福杨说：“意思是断绝血亲关系的人。”艾

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عن سب هم�مَة  َا اامْت «: ا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سّن ثو ِّ َّن ثلّم
ّّ قجّ    ،نعا :هذث مقاُ  ثلعائِذ بَك من ثلقطيعِة اا : اقالت هللا ع

، بََ� : سي رمَضَ� سن سِصَ  َمن قََصلَِك، قساطَع َمْن اطعِك؟ االت

َ�َهۡ  {: ثامؤقث َن شئْتُ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اذلَِك لِك،  ّا اا  ربع  ثهللا : اا 
اَاُ�ۡم  ََ ّۡ

َ
إ َ ُبو   ّطِ َُ �ِض َوُع

َ
إ ِ� لۡ� ن ُعۡفِسُوو 

َ
ُۡتۡم َ َّ ُۡۡتۡم ِِن َََو َس َِ٢ 

ۡم  ُُ بَۡ�َٰر
َ
َ ٰ ََ ۡۡ

َ
َصّمُهۡم َوَ

َ
ُ ََص ُّ ِيَن لََبَدُهُم ل ّّ ٰ َِ� ل َِ وإ

ُ
 :�مد }٢َ

 متفق عليد.  ٢٣ - ٢٢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563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556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909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696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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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亲站起来对伟大的真主说：‘这是

求您保佑免遭断绝亲戚关系的地位。’真主

说：‘是的，难道你不喜爱我联系与你联系

的人，断绝与你断绝的人吗？’它说：‘当

然喜爱。’真主说：‘你将如愿以偿。’”然后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当诵读：【[22]假若

你们执政，你们会不会在地方上作恶，并断

绝亲戚的关系呢？[23]这等人，是真主所弃

绝的，故他使他们变聋，使他们变瞎。】”
①
 

不幸的是，今天许多的穆斯林都疏忽了

履行父母和亲属应享有的权利，他们断绝联

系的纽带。有些人的证据是他的亲戚们不跟

                                                 
①《穆罕默德章》第 22-23 节，《布哈里圣训集》第 483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55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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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联系，这种说法毫无意义，因为如果他只

与联系自己的人联系，那么，他的联系就不

是为了安拉，那只是礼尚往来。阿布杜

拉·本·阿慕鲁（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ا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ثوُ عن عادثهللا بن عممق رض ثهللا عن ما عن 
ـُمُد « ِّ ي ََذث اُِطَعْت َر ِ

ّ
لَ َْل ثلَعثِصُ  باََفاِِ  َقلَِنِن ثلَعثِصُ  ثَ

 .خاريسومجد ثل. »قََصلَـَ ا

“联系亲戚者绝不是礼尚往来的，但真

正的联系者是当近亲与之断绝关系时，他主

动联系他们。” 5F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有一男子说：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5991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908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

集》第 1697段,《艾哈默德圣训集》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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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ا  وا ربع  ثهللا َن  ل امثبًة  عن سب هم�مَة  سّن رج
ِصلُ ا قَ�قُطععن� قسِّاُن َم ا قيا نعن َّل، قسّلا علي ا 

َ
س

 ، َّ ُ ا َن منَت مما اُلَت اأننما �ُِافّ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قا  ثوُ قَهَْ لعن 
 رقثه »ثَّ  قي وّثُ  َمَعَك من ثهللا � �د علي ا ما خمَت ع ذلك

 . مالا
 “主的使者啊！我有一些亲戚，我联

系他们，他们却跟我断绝往来；我善待他们

，他们却伤害我；我对他们宽容，他们却对

我无理冒犯。”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说：“如果事实如你所说，那么

，你就像使他们吞下热灰一样，只要你一直

坚持如此，那么，真主的援助会永远伴随你

。” 6F

①
 

如果他联系自己的近亲，而他们断绝与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558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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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往来，那么，他将获得良好的结果，如果

安拉意欲，他们将返回来与他联系，就像他

曾经联系他们一样。 

第三：吃利息。清高的真主说： 

َها { :رعال ثهللا اا  ب 
َ
َ ٰ إ َٓ  لَّرَِ�ٰو 

إ غُو  ُُ
ۡ
َّ ََص إ  ََ َاُدو  ِيَن  ّّ ل

ۡضَ�ٰفٗ 
َ
َ ۖ َ�َٰبَفٗ  َ َلَبّغُ�ۡم ُعۡفغُِحوَن  ا ا  ُّ إ ل و  ُُ َّ لّلِ�   ١َولّع إ لّّا و  ُُ َولّع

ِِّوۡت 
ُ
طِ  ١َِۡغَ�ٰفِِر�َن  َ

َ
ُوَن َوَ ََ وَ  لََبّغُ�ۡم َُۡر ُُ َ َولَّر ُّ إ ل  }١يُبو 

 ١٣٢ - ١٣٠: آ  عممثن
【[130]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吃重

复加倍的利息，你们当敬畏真主，以便你们

成功。[131]你们当防备那已为不信道的人

而预备了的火狱。[132]你们当服从真主及

其使者，以便你们蒙主的怜恤。】 7F

①
在清高安

                                                 
①《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31-13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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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的训诫和警告之后，他确以永居火狱的刑

罚警告那些再次吃利息的人。超绝万物的安

拉说： 

غُ {: باحاندثُهللا  اا  ُُ
ۡ
ِيَن يَص ّّ ّّ ل ِ وَن ِ ُُ و ُُ َّ َب إ  وَن لَّرَِ�ٰو 

َما  َّ ِ إ ِ ُهۡم َٰاَُو   َّ
َ
ََِٰ� بَِ َٰ  ِ ِ ِّ ُٰن ِاَن لََۡم َٰ ّدُطُٱ لَّيۡي َّ ِت َبَت ّّ َُ ل و ُُ َكَما َب

إِ  ََ لَّرَِ�ٰو  ّر ََ ََ َو َۡي
ۡۡ ُ ل ُّ ّ  ل ََ

َ
إَ َوَ ُُۡ  لَّرَِ�ٰو  َُ ِا َۡي

ۡۡ َِِظ ٞ  ل ۡو َُ ََهُۥ   َ�َمن َجا 
ّّ اِّ  ٰ َِ� ن  َِ وإ

ُ
ََ ََص ََ ِۖ َوَاۡن  ُّ ۥ  َِِ� ل ُرُه ُۡ

َ
غََ  َوَ َُ ٰ ََغَُٱۥ َاا  َٰ ّ�ِٱِف ََٱََت
وَن  ۡم �ِيَها َ�ِٰ�ُ ُُ  �ِّ ُُ لّّا ٰ ََ ۡص

َ
  ٢٧٥: ثلقمة }٢َ

【[275]吃利息的人，要象中了魔的人

一样，疯疯癫癫地站起来。这是因为他们

说：“买卖恰象利息。”真主准许买卖，而禁

止利息。奉到主的教训后，就遵守禁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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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已往不咎，他的事归真主判决。再犯的

人，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 8F

① 

第四：侵吞和营私孤儿的财产，无论男

女。清高的真主说： 

ا ِِّن { :اا  ثهللا رعال ٰ ُظۡغم  ََ ٰ�ََ َۡ ۡاَ�َٰ  ل
َ
غُوَن َ ُُ

ۡ
ِيَن يَص ّّ ل

 ّٗ غُوَن ِ� ُ�ُطوَِِهۡم ََا ُُ
ۡ
ََّما يَص ِ بِ�ٗ ِ َُ َيۡصغَۡوَن  َُ  ١٠: ثلنااء }١� ۖ� َو

【[10]侵吞孤儿的财产的人，只是把火

吞在自己的肚腹里，他们将入烈火之中。】 9F

②

孤儿：就是其父亲在他成年之前就去世了的

儿童。 

第五：作伪证。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

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①《黄牛章》第 275节 

②《妇女章》第 1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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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说： 

ُ   عن ثبن عمم رض ثهللا عن ما قَ  «: ا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سن ثو ُّ لَْن رَ
ُ ثّوارِ 

َ
قر ّي  وُعِجَا ثُهللا ُ ّّ رقثه ثبن ماجد »اََدَما َشاِهِد ثل

“作伪证者的双脚一直站立不动，直到

安拉把他抛入火狱之中。” 10F

①
伪证就是证人作

证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或故意作虚假证明。

因为证人只能作证自己知道的事情。 

在圣训中提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曾对一男子说： 

ع مثِل ا «: اا  َ�َعا،: اا  »رََمى ثلشمل؟«: اا  لمج ٍ 
 . »ااْشَ ْد سق َخ ْ 

“你能看见太阳吗？。”他说：“可

以。”使者说：“你应像它一样作证，或者是

你放弃作证。” 

                                                 
①《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3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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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行贿。阿布都拉·本·欧麦尔

（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 ا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سن ثوُ عن عاِدثهللا بن عْممق رض ثهللا عن ما 
ممذي قسحدسومجد ثل »قثَم�ِ  ف ثو ارثلمثِش «

“行贿者和受贿者都在火狱之中。” 11F

①在《渴

望和警告》一书中提到：“这段圣训的传述

人均属于可靠的人。”在《结束》一书中提

到：“行贿者就是给予帮助他作假的人，受

贿者就是接受的人。至于为了获得真理，消

除不义，则不属于这个范畴之内。” 

第七：伪誓。哈里斯·本·马力克（愿

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朝觐期间，我听

                                                 
①《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336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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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两石柱

之间说： 

ُّ اا  بمعت  عن ثلارِ  بن مالٍك  ِّ بَ� ف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ثو  ثلَ
يَََاَّعس «: ثنْمَمرَ� قهع وقعُ  

ْ
مَن ثاتطَع ماَ  سوِيد بيم� ااجمٍة ال

 رقثه »)ممرّ� سق  ٌ اً (مقعَده من ثواِر ِمُاَلّغ شاِهُدمْا غئَانا 
سحُد قثلامُا 

“为侵吞自己兄弟的财物而发伪誓者，

让他准备好自己在火狱中的座位吧！你们在

场者当向不在场者传达（他说了两遍或三

遍）。” 12F

①
被称为虚假，那是因为它使发誓者

沉浸在罪恶里，然后使其陷入火狱之中。控

告方发伪誓，然后以他的誓言判决，或者被

告方发伪誓，然后以他的誓言判其无罪，这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700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38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996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243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323 段，《艾哈默

德圣训集》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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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伪誓是没有区别的。 

第八：无知或暴虐与歪曲地在人们之间

判决。布莱德·本·哈绥德（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ثلقضاُة «: ا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سّن ثوُ  عن بم�دَة بِن ثلصيا 
ِي ف ثننِة امج  

ّ
 ٌ ةد قثّدد ف ثنَن ة قث نان ف ثواِر، انّما ثَ

قرج د عمَ  ثلّق اَاَر ف ثلنِا ا ع ف . قاَض بد َعَمَ  ثلّق 
 رقثه سبع خثقخ »قرج د اَض للناِل ع ج ٍ  ا َع ف ثوارِ . ثوارِ 

 . قثلممذّي قثبُن ماجة
“法官分为三种：一种在乐园里，两种

在火狱中；至于在乐园里的人，他就是知道

真理并以此裁决者。知道真理，然后专横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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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地为人裁决者，他是在火狱中；无知地为

人裁决者，他也是在火狱中。”
①
 

第九：欺骗人民，不忠于他们，其行为

既不利于人民，也不利于工作。穆阿古

鲁·本·耶萨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我听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 بمعت : اا  عن معق  بن ياار  َما «: وقعُ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ثو
 ٌّ ِمْن عاٍد ياْمِهِيد ثهللا ع رعيٍة ومعُو وع  ومعو قهع غ

 ّّمَ  ثهللا عليد ثنّنةَ 
ّ
.متفق عليد »لِمَعّيتد َي

“如果真主让某个仆人管理一方，他至

死都没有尽忠职守，那么，真主就禁止他进

                                                 
①《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322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573 段，《伊本马哲圣训

集》第 23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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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乐园。” 14F

①
这包含了男子对家人，国王对人

民的管理等等。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

俩）的传述，他说：我听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ربع  ثهللا بمعت : عمم رض ثهللا عن ما اا  ثبن عن
ُُق د َهْن َرِهّيِتـدِ «: وقع  ُنْا َمْا

ّ ُُ ُّنْا َرثٍ ، َق ثرَماُ  َرثٍ  : ُّ
ْهِلـِد قَ 

َ
ُُق د َهْن َرِهّيِتـِد، َقثلمُّجُ  َرثٍ  ِف س ُُق د َهْن َقَمْا ُهَع َمْا

ُُقلَةد َهْن َرِهّيِتـَ ا،  ََقِْجَ ا َقَمْا ََيِْت  َرِهّيِتـِد، َقثَمسُة َرثِهيَةد ِف 
ُُق د َهْن َرِهّيِتـدِ   .متفق عليد. »َقثلَاِخُ  َرثٍ  ِف َماِ  َبيِّدهِ َقَمْا

“你们每个人都是掌管者，每个人都要

对自己所管辖的负责；领袖是掌管者，他要

对自己所管辖的负责；男人是家庭的掌管

者，他要对自己所管辖的负责；女人是她丈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715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42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

5/27，《达尔米圣训集》第 2796 段 



20 

 

夫家中的掌管者，她要对自己所管辖的负

责；奴仆是主人财产的负责人，他也要对自

己所管辖的负责。”
①
 

第十：画有灵魂的人或动物的肖像。伊

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我听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بمعُت : عن ثبن عااٍل رض ثهللا عن ما ا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ثو
ّو ُمصّعٍر ف ثواِر َهَْعُ  ُ بنّ  صعرٍة صّعرَها َ�ْفااً «: وقع 

ه مالاد رقث »اتَْعّذبُد ف ج نا

“每个塑像（画像）者都将进入火狱之

中，安拉给他所画的每一个像注入灵魂，然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89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829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705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928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2/121 



21 

 

后在火狱之中惩罚他。”
①
 

َمْن صّعر صعرًة ا ن ثهللا ُمعّذبُد ّي ونفخ اي ا ثلمقَح «
رقثه ثلخاري .»قل ل بنااٍخ اي ا سبدثً 

“画像的人，定将受到真主的惩罚，直

到他为其注入灵魂，但他绝不是为其注入灵

魂者。” 17F

②
根据众法学家的主张：画安拉创造

的树木，植物和水果之类的图片，是没有关

系的。根据《布哈里圣训集》中的传述，有

些法学家禁止画这些。艾布胡莱赖（愿主喜

悦他）的传述，他说：我听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211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10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751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5358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024 段，《艾哈默德

圣训集》1/308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222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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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معت : اا  عن سب هم�مَة  ّّ : وقع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ثو اا  ثهللا ع
يَْخلُقعث ذّرًة سْق «: قجّ  

ْ
ِِ ال قَمْن س�لُا ّنن ذهَا قلُق مخل

 رقثه ثلخاري .»ِمخلقعث ّاًة سق َشِع�ةً 
“伟大的安拉说：‘有谁能比模仿我的

创造而创造的人更不义呢？让他们去创造一

只蚂蚁吧！或让他们去创造一粒种子或一粒

大麦吧！’” 18F

①
 

第十一：粗暴、吝啬和狂妄自大者。根

据两大部圣训记载，哈里塞·本·沃海布的

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  عن ّار َة بِن قْهٍا سن سي سوبُ�ا بنه  «: ا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ثو
ٍٍ ماتأبٍ  متفق عليد »ثواِر؟ ّو ُهتُ  َجّعث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712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11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

2/232 



23 

 

“我告诉你们火狱的居民好吗？就是那

些粗暴的、吝啬的和狂妄自大的人。”
①
 粗

暴的：就是对真理与众生都无情的人。吝啬

的：就是守财奴，聚集财产的吝啬鬼。狂妄

自大的：就是不接受真理，对众生也不谦

虚，认为自身比别人更高尚，认为自己的观

点比真理更正确。 

第十二：使用金银器皿吃喝的男女。温

姆赛来麦（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عن سّ  بلمة رض ثهللا عن ا ثَي َن «: ا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سن ثو
متفق عليد »يُُ  ف آنية ثلفضِة َنما همجُم ف بطِند ناَر ج نا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463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53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605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4116段，《艾哈默德圣训集》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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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银器皿喝水的人，只是把火狱里

的火咕嘟咕嘟地喝入自己的肚子里。” 

ي ون�  « ِ
ّ
سق يَُ  ف آنيِة ثَها قثلفضِة َنما َن ثَ

 مالا رقثه .»همجُم ف بطِند ناَر ج ناَ 
“使用金银器皿吃喝的人，只是把火狱

里的火咕嘟咕嘟地吃喝进自己的肚子里。” 20F

①
 

亲爱的兄弟们！你们当警惕堕入火狱的

因素，你们当做远离这些因素的工作，以便

你们成功地进入乐园。你们当知道：今世的

享受是稍纵即逝的、毁灭的。你们当向养主

祈求使你们至死坚守正道！把你们与那些获

得安拉特此的男女信士们集合在一起。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531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65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413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6/301，《马立克圣训集》第 1717 段，《达尔米圣训

集》第 21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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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求您使我们坚守正道，死于正道

吧！最仁慈的至慈主啊！求您以您的仁慈饶

恕我们和我们的父母，以及所有的穆斯林

吧！愿真主赐予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

家属，以及众圣门弟子和以正道追随他们的

再传弟子们幸福与平安，直到判决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