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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抉择 

    
 

当你独自一人行走，前面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通往

高山，蜿蜒曲折，崎岖不平，怪石遍地，荆棘丛生，行走

艰难，不易攀登，但路标上写道：“这条路是正道，可通往

城市，获得成功。”另一条则是林荫大道，平坦易行，路边

奇花异草令人目不暇接；另有咖啡馆，俱乐部，不时传来

动听的音乐，令人心旷神怡。而路标上却写者：“这是一条

险途，终点是深渊，误入此道者，定死无疑。” 

试想！你愿走哪条路呢？ 

显然，人们讨厌艰难而向往容易；愿意享受而不愿意

受罪；喜欢自由自在而厌恶约束限制；这便是人的天性。

假如人们放任自流，顺应自己的私欲，就必然会选择第二

条路去逍遥自在。但是，理智控制了他，于是，他就在短

暂的享受后将遭永久的痛苦和在暂时的痛苦后将获永久的

享受之间进行权衡和抉择，结果是他必会选择第一条路。 

这便是乐园之路和火狱之路的比喻。 

火狱之路美丽而迷人；富有乐趣而令人兴奋；使人心

驰神往昼夜思恋；可以满足私欲，尽情享受；可以谋取钱

财，不择手段；可以自由自在，毫无限制。 

乐园之路则与之相反：有艰难困苦，有险阻难关；要

受约束限制，需止私欲邪念。但这痛苦只不过是暂时的，

后世将获永久的乐园。 

走火狱之路者，其享受也是暂时的，后世将入永久的

火狱，痛苦无边。这种情景宛如一个考期临近的学生，临

考前的那些夜里，家里的其他成员可以做自己爱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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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聊天等……而他却不能，他必须独自一人坐在那

里看书，做作业，复习自己的功课，这对他来说虽有些痛

苦，但换来的确是考试成功的快乐。或者象一个病人，按

照医生的嘱托。忍受着吃苦药和有限菜肴的痛苦。然而，

此后获得的确是健康的快乐。 

真主给我们指明了两条路，并给我们树立了明显的标

志。我们可以以此分辨善恶。不管是大人小孩，有无知识

都懂得这个道理。作了好事心安理得；作了坏事便忐忑不

安。甚至畜生，也具有这一特性，不信请看：一只猫如果

你喂它一块肉。它就会安静的，慢慢的吃；若是它自己抢

到了一块肉，它就会迅速逃避，而且吃得很快，两眼还不

时地偷看着你，总怕你赶上它夺去似的。这就意味着：它

认为第一块肉确是属于自己的，而第二块肉则是偷来的。

难道这不是真理和虚伪，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明显区别吗？ 

一条狗，如果它做了件好事，总是依偎在主人的面前。

好像是向主子讨价还价似的。相反，它若做了坏事，就离

你而去。远远的站在那里，摇着尾巴，好像是在请求主人

的谅解或者在等待对它的惩罚，这便是《古兰经》所言:“我

确已给他(人类)指明了明显的道路”的真实写照！ 

在乐园的道路上，真主曾委派了许多号召者，他们召

人于乐园。并使其得以永生，这些人我们称他们为先知，

同样火狱的道路上也有一些召呼者，他们召人于火狱。并

使其永坠其中。这些我们把他们称为恶魔的党羽，真主把

学者作为众先知的继承人，圣女法图麦并没有从圣人那里

继任何金银财产，然而学者们却从先知那里继承了这个“召

唤”。故谁接受了这个召唤，谁便获得了这份珍贵的遗产，

不过响应这个号召是艰难的。因为人的私欲天性倾向于自

由放纵。而宗教的职责则是要对其约束限制。故若有人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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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淫荡，令其违法乱纪，这正符合了他的天性。其实，一

个人顺应自己的私欲就如同水要往下流一样。比如山顶有

一水库，你只需挖一个小洞，水便会急流直下，一泻千里，

若想让它返回原处，不但要动用水泵，而且还要花费大量

的人力和物力。再如山顶有块石头，你只需稍加推力，就

会滚下山去，毫不费劲。同样若想让其重返，就得费九牛

二虎之力。 

这便是私欲的比喻。 

一个坏人对你说：哎！这里有一个美貌女郎，在赤身

跳舞。私欲就会促使你直身前往，一千个恶魔把你赶向她。

不知不觉你已站在她的面前，若有人劝导你听信忠告，与

私欲作斗争，打消这种邪念，这是何等的艰难啊！坏人无

需付出任何代价和努力便有人追随；善人虽苦口婆心，费

尽心机竟无人听信，道理很简单，坏人那里有私欲所向往

的东西——眼花缭乱的，悦耳动听的，心旷神怡的等等……

然而，这些对具有正常理智的人看来，都是应当禁止，予

以取缔的。 

你看见一个姑娘露着羞体，而你正想注视她的美丽，

这时会有人对你说：“请降低你的视线，要知道非礼无视，

这是非法的。”一个商人因放高利贷，不费吹灰之力获得一

笔利润，他的内心乐滋滋的，这时有人会对他说：“这是不

义之财，必须放弃这种举动。”一位职员看见自己的上司接

受贿赂，一分钟内便获得了自己半年的工资，他想：我何

时也能发这样的一笔横财，用以解决自己的所需呢？这时

同样会有人对他说：“这钱不能用，以此享用是非法的”……

对人们的罪恶的行径，你常常会看到劝导者对其加以忠告：

“放弃眼前的暂时享受，追求后世永久的幸福吧！物质的

享受只是暂时的，精神的享受才是永恒的，要时刻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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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欲作斗争。”可是，人们感到这是沉重的。我这样说可

能有些人觉的奇怪，其实，毫不奇怪，真主曾这样称《古

兰经》为“沉重的”他说：“我把沉重的言辞启示给你”。

因此，我不妨这样说：凡是高尚的东西，对人们来说都是

沉重的；一个学生专心致志的独自学习克制着不去看电视，

这对他来说是沉重的；一个学者，专事阅读研究，撰写论

文而不去俱乐部玩耍，这对他来说也是沉重的；身在梦乡

的人，起来去做晨礼拜，履行善工，对他来说是沉重的；

男人抛妻撇子奔赴疆场对他来说也是沉重的，因此，你会

发现坏人比好人多；目无纲纪，无法无天的人比走正路，

循规蹈矩，记念真主的人多。故我们可以这样说：“盲目追

随者愈多，误入歧途愈多。”这正如《古兰经》所说：“如

果你们一味的追随大地上的多数人，那么，他们必会使你

迷失正道。”常言说的好：物以稀为贵。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宝石还有什么稀罕呢？伟人，天才，英雄人物又有什么值

得人们去敬仰的呢？先知及其追随者他们的使命是引人于

乐园；恶魔及其党羽——人们中作恶多端的腐败分子，他

们专事引导人们坠入火狱。两伙人中均有各自的助手，既

有和先知站在一起的；也有和恶魔同流合污的。站在先知

一边的人，利用自己的理智。而站在恶魔一边的人，却在

引人作恶的私欲中。 

也许有人会问：“理智是什么？私欲又是什么？”我并

不敢说我能在二者之间划分明显的界限。或作出明确的答

复。因为这些事情是比较茫然的。是无法用形象来表达的，

人们的知识还达不到。不过我们常常说这样的话，我心里

说。理智告诉我。那么，心灵和理智又是怎么告诉你的呢？

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个道理，在这里我并不想探求此事

的究竟，但我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以说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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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寒冷的夜里一个人躺在舒适温暖的被窝里，正当他

作着美梦的时候，突然催人礼拜的铃声惊醒了他，这时，

他感觉从内心深处发出一种声音对他说：“快来礼拜吧！”

当他正要起来时，他仿佛听到另一种声音对他说：“再睡一

会吧！”而后，催人礼拜的宣礼声回响在他耳旁：“礼拜比

睡觉强。”第二种声音也再次回响：“这时睡觉多香甜啊！

时间还早着呢！再睡一会也不迟。”两种声音在交替进行着，

不时的回响。一个说：“起吧！”一个说：“睡吧！”这就是

理智和私欲的比喻。这种情景可能会长时期的交叉出现，

只要一个人心怀正信，具有正常的理智，当私欲作祟而使

其陷入昏迷状态时，便可化险为夷。理智是否能战胜私欲，

正信则是其原动力。 

这并不是说理智常常可以占上风，只要成为穆斯林就

永远不会作恶。伊斯兰是天启的宗教，理智的宗教，它的

理论和实践绝不会相互脱节，事实上，除了人类，真主所

造的生物分为三类：一类专侍真主，顺命不背，他们就是

真主跟前的天使。一类为非作歹，诱人作恶，否认背叛真

主，他们就是恶魔。另有一类真主没有赋予理智，但是他

们有感情，虽作恶犯罪也不受主罚；虽没尽职尽责也不受

任何责成，它们就是下等的牲畜和野兽。真主没有把我们

造成天使；也没有把我们造成恶魔；更没使我们成为禽兽。 

那么，我们人类是什么呢？他具备那些特性呢？ 

人是一种很独特的生物，其中有天使的成分，有恶魔

的成分，也有禽兽的成分。当一个人心与主相连、言与主

沟通、终日沉浸在敬拜真主之中，在真主显现的那一瞬间

他尝到了正信的美味，此时他升华了，具有了天使的特性，

他能和天使一样顺命不背，执法如山。 

当一个人违法乱纪，无恶不作，以物配主，否认、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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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主施于他的恩典时，他已具备了恶魔的特性了。 

当一个人怒气冲冲、热血沸腾、血管膨胀、肌肉紧缩，

这时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要与他的对头

拼个你死我活。恨不得用牙把他咬碎。掐住对方的脖子，

置之死地难消他心头之恨。他的兽性发作了，此时此刻他

与吃人的老虎，狮子没有什么两样，当一个人饥渴达到极

点时，一个饼，一杯水，只要能填饱肚子的他就心满意足

了。此后。他变得血气方刚，色欲就会充满他的身心和头

脑，这便是人的禽兽之性。这点他与人类以外的其它畜生

是没有两样的。这就是人的本性，他既有向善的本性，也

有作恶的本能。真主让人们具有这两种特性，并赋于人们

识别善恶的理性和情感，以便他在二者之间加以选择，如

果他善于利用自己的理智以识别善恶，真伪；利用自己的

情感来完成真主所赋于的各项任务和使命，向善的本性就

会增加，直到他常常具备这种美德而事事成功，后世必属

幸运人之列，相反，则属薄命的人，必遭主罚。 

每个人都向往自由，伊斯兰主张，人的自由应有一定

的限制，事实上，人不可能不受任何约束。假如人人都毫

无约束，任意妄为，那么，社会就会变得紊乱不堪。因为

只有疯子才会任意妄为，肆无忌惮。疯子可以无所顾忌赤

身在大街上行走；可能会抢取别人的财物；也可能会无原

无故殴打别人或对人无礼…… 

疯子是自由的，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因为他无理性。

然而有理智的人则应该用自己的理智控制这种妄为。理智

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理智就是约束，“理智”（阿格里）

一词在阿拉伯语里其意为缰绳，缰绳是用来拴烈马和其他

动物的。那么，智慧也是约束，“智慧”（黑可麦）一词在

阿拉伯语里原意为畜生的笼头。文明是约束，因为它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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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去尽职尽责，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和道德，阻止人们为

非作歹，公正是约束，因为它会使每个人都能享有一定的

自由。 

故凡属罪恶对人都是一种乐趣。因为它顺应了人的本

性（私欲）。因此你会觉得背谈是一种乐趣，于是当人们背

谈时，就有人，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因为背谈者认为只

有贬低他人才能抬高自己。偷盗的人觉得偷盗是一种乐趣，

因为它能使其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奸淫者觉得奸淫是一

种乐趣，因为他能满足自己的私欲，学生在考试中作弊对

他来说是一种乐趣，因为他没有付出任何努力便获得了成

功，且成绩优异。因此你会发现，不管在哪里，对当行可

止的事加以逃避，那么，逃避也是一种乐趣，因为人的天

性喜悦舒适安逸。 

但是，只要人们认真的动脑筋想一想，就会明白这样

一个道理；获得有限的自由，此后将进入永久的火狱；取

得非法的享受，此后将遭巨大的刑罚。自由和火狱，享受

和刑罚二者能相提并论，与日同语吗？ 

谁若同意，我们不妨与他签订这样一个条约；为期一

年。在这一年之内，财物可以任其享用，宅园可以任其拣

选，大地可以任其赏玩，可以聘娶美貌婵娟而毫无局限。

不过他得答应这样一个条件：年底把他送上绞刑架。他能

答应这个条件吗？他肯定会说：仅此一年的享受，随之而

来的就是死亡，这不是在玩命吗？！这哪里是享受呀！简

直太可怕了！ 

难道他没有想过吗？送上绞刑架也只不过一小时而已。

他看到自己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绞刑的痛苦只不过数分钟

而已，而末日的刑罚则是永久的！那么，他愿意以今生非

法的享受来换取末日永久的刑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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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没有不做错事的，而作恶者也总是把罪恶作

为一种享受，举例来说，清晨，许多人都宁选温暖舒适的

床铺，而不愿去礼晨礼拜。但十年过后，回顾过去，对那

种舒适，安逸的享受还能回味出来吗？ 

许多人都不想行善，且认为行善必受辛苦，举个最简

单的例子。在“来麦丹”月，人们要忍受饥渴，难道这对

人们来说不是一种痛苦吗？可十年过后，这种饥渴的痛苦，

现在还有所感觉吗？ 

许多罪恶所获得的短暂的享受都过去了，但恶迹留下

了；行善所忍受的艰辛都过去了，但美名和善赏留下了。

试问，在死亡降临的那一瞬间，对以前我们获得的享受和

忍受的痛苦，还能感受到多少呢？ 

信仰真主的人，虽犯过错，但他终有一天会向真主忏

悔的，只不过他总是拖延忏悔的时间，总是说我将来怎样

怎样，他曾这样说：“主啊！我若朝了観，就专心向主悔罪

求饶。”谁知朝観后仍无悔改之意，于是又再次立意。四十，

五十，六十都过去了，仍在浑浑噩噩的枉度人生，甚至到

了老态龙钟，白发苍苍还在一推再推，我并不是说这种人

整日为非作歹，从不记念真主，死不悔改，但我是说人有

时虽有向善之心，可总是一拖再拖，认为自己能活千年万

载。谁知取命天使突然叩响了他的大门，我曾见过许多病

在垂危的人，我了解他们的处境，每当他们病入膏肓的时

候，他们总是说：“主啊！我真心向您忏悔，我无功无德，

虚度一生，以主盟誓，我若痊愈必从新做人。”这种感觉持

续数日之后，他又再次陷入到生活的困扰中，他忘记了死

亡——完全的忘记了。 

尽管死亡的事经常发生，可许多人并未想到自己也将

死亡；尽管我们常常送殡，但从没想有朝一日我们也将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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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尘。整日忙忙碌碌为今生工作，却不知他也将离开这

个世界，与之诀别，岂不怪哉！每个人都想死亡只会降临

别人，而轮不到自己. 

人，不管活多大——六十，七十……一百，但终究是

要死亡的。自古及今有见过或听说过长生不死的吗？人不

管活多大，终有一死。先知努哈为了传播主道曾在他的民

众中生活了九百五十年，现在哪里去了呢？既然每个人都

难逃一死，死后将受到真主的清算，那么我们怎能不为死

亡而作准备呢？ 

你要去一个地方，尽管不知何时启程也会提前做好准

备，以便于随时起程。去年夏天，在阿曼得知约旦的教师

与沙特签订了一份合同，要他们赴沙从事教育工作，沙方

告诉他们，在近段时间内，将会派飞机来接他们，让他们

时刻做好出发的准备——办理护照及签证。打点行装，带

上随身穿着的衣服等事宜。谁会无动于衷，提前不做准备，

等到要起程了他才说：“请等我一下，我还有许多手续要去

办理。”这时人们还会等他吗？在人临死的那一刹那，取命

天使决不会离他而去。他会强迫的夺去他的性命。可那时

他已身不由己。取命天使决不会等他一时一刻。一分一秒。

他何时降临，我们丝毫不能知其奥底，我们怎能不时刻为

其作准备呢？！ 

也许有人会问：“死亡意味着什么？其真谛又是什么？”

须知，人生要经过几个过程： 

一：胎儿阶段。此时他生活在母腹中。 

二：中天阶段。它就是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今生。 

三：墓穴阶段。即从死亡到复生的过度期。 

四：永生的末日，即后天阶段。每个阶段之间都有相

互关系：今生和母腹；坟墓与今生；末日与坟墓。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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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阶段之间从时间上有一定的差异，但生活在母腹中的

胎儿同样会认为母腹就说他是今生。假若他有理智，能思

维，人问即答，他必定会说；“离开母腹便会死亡”。假若

母腹中是一双胞胎。一个先于另一个出生，后出生者必定

会说：“他已经死了，且被埋在了深渊。”因为他俩原在一

起，而现在他竟与之诀别了。有朝一日他在垃圾堆看见了

原来的胎盘，他会误认为是自己原来的胞弟。可能会像母

亲对待死去的婴儿那样痛哭流涕。总怕婴儿被埋葬似的，

然而，他哪里知道，身体和胎盘是怎么一回事，他就像肮

脏、褴缕的衣服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淘汰，被扔弃一样。 

死亡只不过是新生活的开端，是通向永生世界的桥梁。

而今生就是通向这个地方的必经之路。今生通往后世就是

通向这个地方的必经之路。今生通往后世的情境，如一个

迁向美国去住的人一样，在漂洋过海的船上，他已选择好

了自己的房间，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考虑怎样才能生活的

更舒心。试问，他愿意分文不带，不作任何准备就能前往

美国吗？ 

有这么一则新闻，可供大家参考。这则新闻刊登在美

国的一家报纸上，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美国将在太平洋

的一个小岛上作核武器试验，当时小岛上有数百口居民需

要迁移。条件是：搬迁后的居民均可得到一套设备齐全的

住房，作为对他们的补偿，他们可以任意选择他们想去的

城市，但他们必须按期搬迁，做好一切准备，飞机一到便

可以把他们送往各地。 

这项公告发出后，有的人立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有

的人则行动缓慢，半信半疑，约期临近才作准备。还有一

些人说：“这绝不可能，根本没有美国这个地方，肯定是个

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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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岂不是今生和后世最恰当的比喻吗？今生如同这个

岛屿，人们不愿舍它而去，不愿与之分离，可他哪里知道

这个岛屿将被夷为平地，将被化为一片废墟。 

岛上的第一种人是有正信者的情景，他们时常想着后

世，坚信与主相会，故在今生积极行善，为后世作好了充

分的准备。第二种人则是犯有罪恶，对真主的命令未能尽

职尽责的人，第三种人则是忘恩负义的，否认真主者的情

景。他们说：生活只是今世的生活，人一死就一了百了，

灯消云散了。人死后怎能还有复生呢？ 

伊斯兰并非要求每个穆斯林撇弃红尘，进入寺院，与

世隔绝，出家修行，相反他要求每个穆斯林在各个时期都

能成为时代的精英和人类的典范，不但要拥有大量的物质

财富，而且要掌握高新的科学技术，成为时代的科学巨匠。

同时它还要求每个穆斯林一定要认识到他对自身应尽的义

务——安居乐业。注意身心健康和营养：认识到在精神方

面也有应尽的义务——学习、娱乐、休息、只要合法的均

可享用；认识到对家属应尽的义务——指导、教育。随时

为他们提供生活必须品；认识到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凡

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大众有利的事，都当尽心尽力

的去做；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对真主的义务——崇拜真主

而不以任何物作他的匹敌。 

总之，穆斯林应当以合法的方式谋取财物，正当合理

享用，切忌要保持正信的纯洁性。莫让其染上任何明显的

和暗藏的举伴真主的行为。在今生成为各方面都优越的人

类先驱。伊斯兰的目的是让人们远离非法的事物。共同来

遵守真主的法度，让钱财放在手上，莫放在心中，事事托

靠真主，莫依赖钱财，把真主的喜悦作为自己人生的目的

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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