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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场合（
宗教场合（9）：
场合（ ）：舍
）：舍尔巴乃月中旬的夜晚-宁
尔巴乃月中旬的夜晚 宁静
Praise Be to Allah - we praise Him, we seek aid from Him, we seek guidance, and
we seek from Him refuge from the evils of ourselves, and our bad deeds. It is He
whom Allah guides that is on true guidance; but he whom He leaves astray, for
such wilts thou find no protector to lead him to the right way. And I profess that
there is no god but Allah alone, & He has no partners. And I admit His lordship,
compelling this truth for those who denied Him and disbelieved in Him. And I
Allah's Peace & Grace be upon him, is
profess that our master Muhammad,

五月

the messenger of Allah, the master of the created and the human race, and I keep
professing that for as long as sight can be seen with an eye, for as long as news
can be heard with an ear.
O Allah, our Lord, have peace and blessings upon our master Mohammed, upon
his folks, his companions, his descendants, and those who allied with him and
followed him until the Day of Judgment. O Allah our Lord, teach us what is useful
for us, and let us make use of what Thou hast taught us. O Allah and advance us
in knowledge. O Allah show us the righteousness as right as it is, and bless us with
following it. O Allah our lord make us amongst those who listen to the Word and
follow the best meaning of it, and admit us, by Thy Grace, to the ranks of Thy
righteous Servants. O Allah our Lord, lead us out from the depths of darkness and
illusion, unto the lights of erudition and knowledge, and from the muddy shallows
of lusts unto the heavens of Thy Vicinity.

前言：
前言：

宗教局局长穆罕默德•阿卜杜萨塔尔•安赛义德博士（愿安拉保护、看守他），叙利
亚总穆夫梯阁下和他俩尊贵的朋友，各位大学者，在座的穆民兄弟们，所有的观众
和听众，安拉的平安、慈悯与吉庆在你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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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尊贵先知的圣行，在

诚实的信士心中产生宁静
：

我们是在记念舍尔巴乃月的第
15日，由阿依舍（愿主喜悦之
）传来，她说：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先知（愿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先知（愿
主福安之）在除莱买丹月外的
月份封整个月的斋，我也从来
没有看到过先知在哪个月封的
斋比舍尔巴乃月封的斋多）
（布哈里和穆斯林由阿依舍的传述）

先知（愿主福安之）又说：
（人们会忽视在莱买丹和莱者卜之间的一个月，这个月各种工作被升高到化育众世
们会忽视在莱买丹和莱者卜之间的一个月，这个月各种工作被升高到化育众世
界的养主，我喜欢在我的工作被升高时，我封着斋。）
（艾哈迈德和乃萨伊由乌萨马•本•宰德的传述）

在各种功修的原理中有禁止，教律只以着断然的和肯定的证据规定功修。而对于许
可的事项的原则是：只以着断然的和肯定的证据禁止一件事，我们全部人落实先知

（愿主福安之）

的圣训，我们以他的生平得到慰藉。就像应该的那样，我们完成各种功修，其中有
斋戒，我们采摘它的果实就像尊贵的圣门弟子所采摘的那样，这些果实中最大的一
个就是被降至诚实的信士心中的宁静，这宁静使每一个人感到他在人们中的时候是
一个男人，的他在男人中时是一个英雄，当他在英雄中时是一个模范。只有信士才
具有的知识性、品德性、优美性是证明尊贵的古兰经奇迹的一个证据。
平安和幸福是世界上每个
平安和幸福是世界上每个

人的基本追求：

那是因为信士响应天性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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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向于他存在的秘密和目的，所以他的目的和道路明确了，他生活在安拉的陪伴
，众使者、众先知、敬畏者的陪伴下，使他摆脱困惑和疑虑的折磨，的确“宁静”在尊
贵的《古兰经》中，很多经文都提到了，最明显的就是清高的安拉说：
“他曾将宁
他曾将宁静降在信士们的心中，以便他们信念上加信念
静降在信士们的心中，以便他们信念上加信念”
（胜利章 第4节）

尊贵的兄弟们，没有宁静谈不上幸福，没有信仰就不可能有宁静，内心的宁静是幸
福的第一源泉。平安和幸福是世界上每个人最基本的两种需求，因为安拉会赐予很
多人健康、力量、聪明、钱财、漂亮，但是他只把宁静定量的给予他归信的挚友。
宁静是信士的第一个特征，这个宁静不因一个人钱财的多寡或者健康状况而兴旺。
一个人哪怕失去一切，他也会因拥有宁静而幸福；一个人哪怕拥有了一切，他也会
因失去宁静而不幸。这宁静不是一个人可以掌管或给予他人的，但是只要付出它的
代价，每个人都可以获得。
信仰安拉和后世是宁
信仰安拉和后世是宁静的
唯一源泉：
唯一源泉：

的确“宁静”只有一个源泉，即
：信仰安拉
（服从他）和信仰
后世
（这个信仰阻止你伤害大地上
的被造物）这个深湛的信仰，
疑虑不会混淆它，伪信不能毁
坏它，工作以它来评判。生活
告诉我们：很多人都会紧张、
烦恼和不安，会有无聊和迷失
的感觉
（他们被禁止了信仰的恩典），他们意志消沉。这个宁静确是来自天上的馈赠，安
拉把它降在信士的心里，为了在人们不安时使信士们稳定，在人们烦恼时使信士们
喜悦，在人们怀疑时信士们坚信，在人们急躁时信士们坚忍，当人们犯错时信士们
包容。这个宁静是来自安拉的光辉、安宁，害怕者趋向它，紧张者在它跟前安定，
忧愁者以它得到慰藉，劳累者以它获得休息，弱者以它变强，困惑者以它获指引。
这个宁静是乐园的窗户，安拉为他仆人中的信士开启，从它中赐给他们乐园的气息
，为他们升起乐园的光亮，为他们散发乐园的芳香，安拉要他们尝试他们所行的善
报，要让他们看等待他们的恩典的范例，让他们舒服地、自在地、安全地、可靠地
享受这个气息。在今世有乐园，没有进入它中的人也进不了后世的乐园，的确，它
就是临近安拉的乐园，是宁静的乐园，清高的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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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他们进入已为他们说明的乐园
使他们进入已为他们说明的乐园”
（穆罕默德 章 第6节）

即：在今世他们就尝到乐园的滋味。
任何一种恩典只
任何一种恩典只要没有
种恩典只要没有宁
要没有宁静伴随，
静伴随，都会转为灾难：
都会转为灾难：

任何一种恩典只要没有宁静伴
随，都会转为灾难，任何一种
灾难，只要伴同宁静的话，它
都会转成一种恩典，只
要有宁静，一个人哪怕是睡在
荆棘上，也如睡柔软的床铺，
一个人要是没有宁静的话，他
即使睡在丝绸上，也入睡针毡
。一个人宁静地处理一些非常
棘手的事情，那么这些使也会
变得简单、容易，他处理一些
最简单的事情，如果没有宁静的话，那事情也会变得困难重重。他涉渡可怕、危险
的境地，如果他内心宁静的话，那么可怕、危险的境地也会安全、平安。他行走坦
途和大道，如果没有宁静的话，那么坦途和大道也会变成危险、毁灭之地。
这个宁静对于寻找它的人在任
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情
况和结局都不难发现它，易卜
拉欣（愿主平安之）在火中发
现它，优素福
（愿主平安之）在枯井里发现
它，尤努斯
（愿主平安之）在鲸鱼的肚腹
里发现它，穆萨
（愿主平安之）在海里发现它
，山洞的居民，当他们在家里和宫殿里失去它时，在山洞中发现它，我们的先知
（愿主福安之）和他的伙伴在山洞里发现它，而敌人们在后面追杀他。求庇于养主
的每一个信士都会发现它，无求于其他任何人，只渴望安拉之门，安拉赐给伴随宁
静的给养，那么它就是美好而丰富的享受，在今世舒适的生活，到后世更舒适。安
拉恩
赐给养而没给予宁静的话，那么它就是不安和害怕的原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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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和仇恨的原因，它或许会被吝啬和病症控制，它或许会因过分和放荡而变得腐
败。
安拉赐予孩子，如果伴同宁静的话，那么孩子就是今世生活的享受，因清廉的子嗣
而 他夜不能寐、日不能安。
安拉赐予健康和强壮，与此伴同宁静的话，那么健康和强壮就是生活中的恩典和美
好，如果没有宁静的话，那么健康和强壮就是灾难，安拉让它控制健康者的健康，
让他在损坏身体和毁坏灵魂中透支着健康和强壮，恶贯满盈地直到复活日。
安拉赐予地位和力量，与此伴同宁静的话，那么地位和力量就是改良的工具、安全
的源泉，是储存美好、清廉工作的媒介。如果没有宁静的话，地位和力量就是担心
失去它俩的源泉，残暴和迫害的源泉，仇恨和强迫的源泉。它不会让它的主人坚定
，他以此来为后世储备巨大的火焰。
对于信士宁静的原因：

信士宁静的第一个原因就是：
它被引导于被赋予他的天性，
和谐的天性，匀称的天性，与
存在意识相互应，伴随着伟大
的创造者的方针，因此信士与
他的天性生活在平安和和睦中
，而不是战争和争端中，与他
周围的人是透明的、互助的，
而不是野蛮的、仇视的。
在这里，涣散的心，只有面向
安拉才能聚集它；心中的寂寞只有接近安拉才能驱散，心中的忧愁；只有以着认识
安拉的高兴才能驱走；心中的不安只有倾听安拉的语言和趋向安拉才会平静；心中
悲哀的火焰只有以着满意安拉的命令、禁止、判决、前定才会熄灭，并且对此坚忍
直到与主会见之日。心中的贫困，只有对安拉的喜悦和回归及虔诚敬意才能阻挡它
。
因信仰和正直而强大的人是幸福的，因举伴安拉和偏斜而软弱的人是不幸
因信仰和正直而强大的人是幸福的，因举伴安拉和偏斜而软弱的人是不幸
的：

尊贵的兄弟们，这些是诚实的
穆斯林社会应该有的幸福、和
睦、喜爱、平安，这些是信士
应该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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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伊斯兰第二大功修斋戒的前几天，但是穆斯林的现状让人心痛，尊贵的兄弟们，力量是信士人格的基
本特征，先知（愿主福安之）说：
（在安拉看来，
在安拉看来，强的信士比弱的信士更好、更受喜）
（穆斯林由艾布胡来勒的传述）

因此，我们应该对信士们说，就在斋月的前几天，我们对他们说：“你成为强壮的团
体中的一员，你不要成为母羊群中的领头羊，你看起来柔软，是因为你接受了成为
弱者，因此你像你想要的样子生活，但你必须知道，你可以因对安拉的信仰和坚信
成为强者，并且从感觉它的原因是暗藏举伴的软弱上痊愈。
的确，强者有他们的信仰和正直，所以他们是幸福的，而弱者由于他们的举伴和偏
斜而不幸 。
兄弟啊！你当知道，你坚信一件不能够的事情，
实际上是你不想去做的事情，信仰的力量是主要问题，否则生活中教门的力量就没
有价值。因为力量源自坚信，而只有信士的心中才具有坚信，如果你想要寻找真正
的力量，你就在你所在的这个斋月里寻找，而不需要其它的，的确，它就是尊严、
伟大的安拉的力量。
当安拉与你同在时，谁能伤害你，当安拉要伤害你时，谁能阻挡，主啊！如果失去
你，还会有什么呢？有了你还会失去什么？
诉苦、乞求、 攀附不会为我们实现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强者的世界：
攀附不会为我们实现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强者的世界：

的确，胆怯、气馁、自卑、屈服、失败、低贱这些在软弱字典里的这些单词，在信
士的生活中是不被接受的，沉思一下使者（愿主福安之）的祈祷词：
（主啊！我从无能和懒惰、吝啬和胆小、债台高筑和人的凄厉求你护佑）
我从无能和懒惰、吝啬和胆小、债台高筑和人的凄厉求你护佑）
（ 阿布达伍德由艾比赛诶德•胡德里的传述）
我们是一些弱者时我们怎

样寻找力量呢？？？

但是，兄弟们，我们怎样寻找
力量呢？而我们是一些弱者？
谈论出自弱小的力量并不是号
召满意软弱或是对软弱沉默，
而它是号召要意识到力量，甚
至是在软弱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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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研究所有具有潜力的软弱迹象，假若穆斯林专心致志的寻找，就会
找到了，软弱会变得强大，因为软弱覆盖了安拉所支持的——
在他的看管下的潜力，因此软弱的力量可以击溃大山，可以摧毁堡垒，就像你们所
看到和听到的那样，你强壮，这是你软弱的秘密，你软弱，这也是你软弱的秘密。
因此我们能够以原子弹对原子弹，也就是以着教育后代、觉醒、严格遵守教门，复
兴这个民族，重新领导众民族。
一个皈依伊斯兰的西方学者说：我不相信伊斯兰世界在最近几年内能赶上西方，但
是我坚信，整个世界将对穆斯林俯首称臣，不是因为他们强大，而是因为世界的出
路在伊斯兰中，但是一方面要以他们很好地理解，而另一方面很好地落实并且完美
的展现他们的宗教为条件。
尊严伟大的安拉让残暴者残暴是
严伟大的安拉让残暴者残暴是为了服务穆斯林和他们的教门：
暴是为了服务穆斯林和他们的教门：

我们转到热门话题巴勒斯坦问题上，我们要对这
些试图捣毁我们圣地的人说：
“残暴者们啊！假若你们知道
你们对安拉的教门做了什么，
而信士们有你们所想要的福利
，你们一定会非常后悔，我们
因你们的残暴而大大地觉醒，
更加的团结，更加统一，更加
紧抓我们的教门，更加接近我
们的养主，更加抵抗你们我们的敌人，假若我们花费千百万，我们一定不能指责你们就像你们在加沙战争自
己指责一样，因此要感谢你们，
你们确已宣布世界上的人否定你们，你们确已为我们复活了圣战的含义，因此我们
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你们残暴的棍子，残暴者们啊！你们不要忘记，所有的期限都
是被规定好的，你们已经接近了你们的期限，你们组织的报告已经肯定你们呆在巴
勒斯坦的时间不会超过未来的二十年，你们听一下尊严、伟大的安拉天地的创造者的言辞：
“ 我要把恩典赏赐给大地上受欺负的人，我要以他们为表率，我要以他们为继承者
我要把恩典赏赐给大地上受欺负的人，我要以他们为表率，我要以他们为继承者”
（故事章 第5节）

清高的安拉的慈悯、吉庆在你们上。
翻译 : Mohammed,U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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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8
舍尔巴乃月中旬的夜晚-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