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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之路结语

幸福之路结语

寻找幸福的人啊！！

这才是正途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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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之路结语

寻找幸福的人啊！！
在来到这个世上之前，你什么都不是，正如真主说的那样：“人忘

记了吗？他以前不是实有的，而我创造了他。”（麦尔彦章67）

然后真主以土、然后以精液创造了你，使你成为了耳聪目明的人，

真主说：“（1）人确实经历一个时期，不是一件可以纪念的事物。

（2）我确已用混合的精液创造人，并加以试验，将他创造成聪明

的。”（人-印萨尼章1,2）

然后你逐渐由弱变强，而你的结局却还是弱，真主说：“真主从

懦弱创造你们，在懦弱之后，又创造强壮，在强壮之后又创造懦弱和

白发，他要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他确是全知的，确是全能的。” 
（罗马章54）

然后死亡却是没有争议的结局。在生命的这些历程中，你由懦弱

又回归到懦弱，无法自己制止伤害，也无法给自己带来福祉，只有借

助于真主赐予你的给养，能力和才智，因为你天生就是赤贫的，依赖

人的。想想有多少生活中的必需，你无法得到，有时候得到一个，但

却在同时你又错失了另一个。有多少有益的事物，你想获得它，但是

你或许能得到，或许你得不到。有多少事物你唯恐避之不及，它会伤

害你，或者打破你的希望，有可能荒废你的努力，给你

带来灾难或者磨难，但你有可能会避开，有时候却不

能。难道你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懦弱，多么孤立无

援，有多么需求和依赖真主吗？清高的真主说：“人们

啊！你们才是需求真主的，真主确是无求的，确是可颂

的。”（创造者章15）

有时候你会感染某种微小的病菌,肉眼根本就看不到

的，但它却能让你病倒在床，无法自己解决，所以去找

另一个跟自己一样懦弱的人来医治你，有时候能药到病

除，有时候医生也无能为力，最后病人和医生也都是一

头雾水…人类啊！你真是软弱无能！如果一只苍蝇从你

手中夺走一点东西，你不可能从它那里追回来！真主的

言辞真实哉！他说：“众人啊！有一个譬喻，你们倾听

吧！你们舍真主而祈祷的【偶像】虽群策群力，绝不能

创造一只苍蝇，如果苍蝇从他们的身上夺取一点东西，他们也不能把

那点东西抢回来。祈祷者和被祈祷者，都是懦弱的！”（朝觐章73）

如果你连追回被苍蝇夺走的东西都无能为力的话，你还拥有什么

呢？你的生命，你的一切都在真主的掌握之中，你的心在掌握之中，

他可以随意的改变它；你的生活，你的死亡，你的幸福，你的痛苦全

由他掌控，你的一动，一静，一言一行全凭他的意愿和应允；只有他

意欲的话，你才可能行动或者做事，如果依赖自己的话，你将会依赖

无能，懦弱，消极怠慢，错误甚至罪孽；而如果依赖别人的话，他连

自己的生死福祸都无力以对，更不用说死后复生了，他对你没有丝毫

的益处；而且你还必须依赖真主提供的呼吸和空气，这是他公开和暗

地里对人类的洪恩，而你在全方位迫切需求他的同时，给他的回报却

是否认和孤恩，你忘却了他，可自己的结局却是回归于他，在他阙

前接受审查。人啊！为了照顾你的懦弱，照顾你对承受自己罪责的无

能：“真主欲减轻你们的负担，人是被造成懦弱的。”（妇女章28）

然后真主派遣了众使者，降示了经典，制定了法律，把正直的道路

摆在了你面前，列举了众多的证据、伦理和事实，甚至在每一样事物

中设置了迹象，来证明他的独一无偶，证明他对世界的创造和养育，

证明他的神圣；在这所有的一切面前，你会看到还是有些人以荒谬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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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真理，悖真主而以恶魔为依托：“在这《古兰经》里，

我确已为众人阐述了各种比喻，人是争辩最多的。”（山洞
章54）

难道你忘记了真主赐予你的那些恩惠吗？自始至终你都

沉湎于其中？难道你不记得自己是由一滴精液而创造的，

归宿是墓穴，复活后的结局不是乐园，就是火狱吗？真主

说：“（77）难道人还不知道吗？我曾用精液创造他，而

他忽然变成坦白的抗辩者。（78）他为我设了一个譬喻，

而他忘却了我曾创造他。他说：‘谁能使朽骨复活呢？’

（79）你说：‘最初创造他的，将使他复活；他是全知一

切众生的。”（雅辛章77,78,79）

真主说：“（6）人啊！什么东西引诱你背离了你的仁

慈的主呢？（7）他曾创造了你，然后使你健全，然后使你

匀称；”（破裂章6,7）

人啊！为什么要让自己错失信仰真主，敬拜真主的福分

呢？立于真主面前向他倾诉，求他使你获得富足，使你摆

脱疾病和灾难，解决你的困难，饶恕你的罪恶，在你受到

欺辱的时候援助你，在你迷茫和无措的时候指引你，在你

无知的时候教导你，在你恐惧的时候使你安宁，怜悯懦弱

的你，替你抵挡敌人，为你安排给养！

人啊！除了信仰的福分之外，真主给予人类的最大的恩

惠就是理智，用它来辨别是非，区分福祸，用它来理解领

会真主的命令和禁戒，用它来认识人生最重大的目标，那

就是崇拜独一无偶的真主。

“ （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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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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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蜜蜂章53,54）

“《古兰经》这部尊贵的经典
强力的俘虏了我，控制了我的
心，使我顺从真主。《古兰
经》能把读者带到自己最远的
视野，它能让读者感受到自己
是独自站在造物主面前。如果
你认真的读《古兰经》，那么
你不可能随意的阅读它，因为
它会影响你，就好像你欠它的
似的！它会跟你辩论，批评
你，使你羞愧，向你挑衅…，
我本来在另一个极端，然后慢
慢地发现《古兰经》的降示者
了解我，比我了解自己还多。
《古兰经》一直在我思想上超
前于我，他和我的疑问对话，
每个夜晚，我都在寻找疑问和
反诘，但第二天我又会想通得
到相应的答复，在《古兰经》
的章节中，我能面对面地看到
自我。”

他了解我比我自己
了解自己更多

杰弗里•朗

美国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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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他们信仰真主，信仰真主所降示的一切的话，会有什么伤害

呢？假如他们信仰真主，指望真主为完美善功的人，所应许的在后世

中回赐，那末，他们能受到什么妨害呢？假如他们以真主所喜悦的方

式，付出和贡献真主所赐予他们的财务，能有什么害处呢？真主全知

他们心底的企图，无论善恶；彻知人们当中应受指示和机遇的人，然

后他就引导他，给他机遇，使他沉浸在他所喜悦的善功中；他彻知人

们中应受抛弃和驱逐的人，就使他远离伟大的正道，谁远离正道，那

末，他在今世后世中彻底亏折了！！

然后，伊斯兰绝不会阻止你享用真主所允许的所有事物，甚至，真

主会为你以真主的名义而做的所有的事物给予功价，那怕它是改善你

的今世生活，能增加你的财产，或者面子，或者荣誉等事项，甚至在

你抱着以合法的事物避免违法的事物的态度，而享用的普通事物也能

得到真主的回赐。

人啊！众使者确已带来了真理，他们传达了真主的旨意，而人类

要想在这生活中活得明白，成为复活之后的成功者，他就必须了解和

认识真主的法度。真主说：“众人啊！使者确已昭示你们从你们的主

降示的真理，故你们当确信他，这对于你们是有益的。如果你们不信

道，【那末，真主是不需求你们的】，因为天地万物确是真主的。真

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妇女章170）

高贵的真主说：“你说：‘众人啊！从你们的主发出的真理，确已

降临你们。谁遵循正道，谁自受其益；谁误入歧途，谁自受其害。我

不是监护你们的。’”（优努斯章108）

“人啊！如果你顺从真主，那么收益的只是你自己，如果你悖逆真

主，受害的也只是你自己，真主确是无求与众仆人的，悖逆者的悖逆

无伤于他，顺从者的顺从也无益与他；任何违逆的事都在他的监视之

下，任何的善事也在他的应允之下。真主说：

315314

人啊！理智 的人喜欢高尚的事物，讨厌下流的事，他喜欢效仿所

有的清廉人和使者，如果生不逢时的话，妄想追随他们。而追随使

者和贤人的方式只有一个，他就是清高伟大的真主指出的道路，他

说：“你说：‘如果你们喜爱真主，就当顺从我；【你们顺从我】真

主就喜爱你们，就赦宥你们的罪过。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仪姆兰的家属章31）

如果他听从了真主的指示，那末，真主就会让他接近众先知和使

者，以及众烈士和清廉人们。真主说：“凡服从真主和使者的人，都

与真主所祜祐的众先知，忠信的人，诚笃的人，善良的人同在。这等

人是很好的伙伴。”（妇女章69）

人啊！我只想忠告你，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降临你的真理，

考虑一下其所有的证据，仔细推敲一下；如果觉得是对的正确的话，

赶快追随它，而不要做风俗习惯的俘虏；你要知道，对自己来说，最

重要的不是你的同事，也不是同伴，更不是你祖上的遗产，而是你

自己结局。真主以此而劝告了否认者们的，鼓励他们趋向正道，他

说：“你说：‘我只以一件事劝导你们，你们应当为真主而双双地或

单独地站起来，然后思维。’你们的同乡，绝无疯病。在严厉的刑法

来临之前，他对你们只是一个警告者。”（赛伯邑章46）

人啊！信仰伊斯兰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真主说：“他们确信真主

和末日，并分舍真主所赐予他们的财物，这对于他们有什么妨害呢？

真主是全知他们的。”（妇女章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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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许多明证，

已降临你们；谁重视那些明证，谁

自受其益；谁忽视那些明证，谁

自受其害；我不是监护你们的。” 
（牲畜章104）

使者（真主赐福他）古嘟斯的圣

训中（就是圣训中使者转述的真主

的言辞）真主说：“众仆人啊！我

确以不亏枉而为自己的定制，也为

你们之间的定制，所以你们不能相

互之间亏枉不义。众仆人啊！你们

全都是迷误者，除非我所引导者，

你们趋向于我的指导，我会引导你

们。你们都是饥饿的， 除非我给

与他给养的人，那么你们向我祈求

给养，我就供给你们。你们全是赤

裸的，除非我赐予他衣物的人，你

们向我祈求衣物，我会赐予你们衣

物。众仆人啊！你们在白天，在夜

晚都在犯罪，而我会饶恕所有的罪

过。那末，你们向我祈求饶恕，我

会饶恕你们。众仆人啊！你们绝不

能妨碍我，或者给我带来益处。众

仆人啊！假如你们前人，后人，所

有的人类，精灵都达到了你们中最

敬畏的人最虔诚的程度，那末这对

于我的国权没有丝毫的益处；假如

你们前人，后人，所有的人类和精

灵都堕落，达到了你们中最悖逆的

人，最恶劣的程度，那末对于我的

国权没有丝毫的妨碍。众仆人啊！

假设你们的前人，后人，所有的人

“一个人要是深入到了
西方文明，了解了其实
质，并仔细地作了学术
研究的话，它必然会自
发地，以不可抗拒的
渴望，扑向伊斯兰的源
泉，从中汲取沁入肺腑
的甘露。”

西方文明的究竟

奈希姆•苏萨

伊拉克犹太裔教授

类和精灵都集合到了一起，向我乞讨，然后我给于每个人他所要求

的，这对我来说就像是扔一支针在大海里一样。众仆人啊！这是你们

的所作所为，我为你们而统计它，然后给你们报酬，如果谁发现自己

的报酬是好的，就让他赞颂真主，如果谁发现自己的结果不好，那他

绝不要埋怨别人，要埋怨就埋怨他自己。”（穆斯林的传述）。

人啊！这才是正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方式和道路能带给人两世

的幸福。除此之外的， 全是纷乱的，带给人不幸，苦闷和荒废的道

路。真主说：“这确是我的正路，故你们当遵循它；你们不要遵循邪

路，以免那些邪路使你们离开真主的大道。他将这些事嘱咐你们，以

便你们敬畏。”（牲畜章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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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欧洲开始感受到穆罕默德的智慧，开始趋向
他的宗教，开始纠正中世纪时期欧洲人编造的那些流
言蜚语，以还伊斯兰信仰的清白。而且穆罕默德的宗
教将会成为一种支撑着和平和幸福基础的社会制度，
其哲学思想将会在解决社会问题，开阔心灵烦恼和困
惑方面独领风骚。”

平安和幸福的基础

萧伯纳

英国作家

这才是正途
每一位具有客观理智的人都了解它，即使表面上不承认也罢，他从

心底知道这是通往永恒的幸福之路。他就像真主在描述穆萨先知（真

主赐福他）带给他们许多奇迹之后，还否认穆萨的使命的那些人，真

主说：“他们内心承认那些迹象，但他们为不义和傲慢而放任它。你

看摆弄是非者的结局是怎样的。”（蚂蚁章14）

许多有客观理智的人都知道，这才是唯一一条，能带给全人类两世

之幸福的道路——即使他们并未信仰也罢——。

这才是正途，每一位自由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只要他有勇气面对自

己，面对多方的阻力和压力，他有勇气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缺乏自

信，害怕人们，或者害怕新事物，或者心底遗留的，针对这个宗教的

前期影响和成见都阻挡不了他。多少人由于他们自己的懦弱，或者社

会结构的影响和亲戚关系的束缚，或者对坚持幸福之路的不自信，阻

挡了他们获得幸福的脚步。真主说：“你们不要畏惧他们，你们当畏

惧我，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仪姆兰的家属章175）

这才是正途，是啊！它才是幸

福之路，尊严之路，怜悯之路，科

学之路，文明之路，道德之路；但

同时这条路包含有部分考验，象生

活的常道一样，其中有部分考验，

以辨别诚实者和说谎者。真主说： 

“他曾创造了死生，以便他考验你

们谁的作为是最优美的。他是万能

的，是至赦的。”（国权章2）

这才是正途，它是以前所有的使

者和先知走过的路，先前所有圣门弟子，

他们之后来自各个民族，各个人种，各种

语言的行善的追随者们都走过的路。在不

远的将来，它将会引导和引领世界。真主

的使者（真主赐福他）说：“这个宗教确

能普及到，白昼和夜间所能及的所有区

域，到时在整个陆地海洋，真主不会留下

任何一所房屋，除非真主就会使这个宗教

进入这所房屋，高贵的人收获高贵，低贱

的人收获低贱；真主以伊斯兰使贵人高

贵，以否认使贱人更低贱。”（艾哈迈德

的传述），所以你该加入这条道路的行人

之间，去追求永远的幸福。

这才是正途，这就是成功，这是真正

的幸福，任何人只要踏上这条路，那末幸

福就会充满他空虚的心；所以，不要亏待

自己了，不要放弃自己的幸福，赶紧踏上

这条幸福之路吧！真主说：“凡行善的男

女信士，我誓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

活，我誓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报酬

他们。”（蜜蜂章97）

美国诗人

“了解了世界上不同宗教之
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伊斯
兰是唯一一个在影响那些皈
依者的同时，也影响着那些
否认者的宗教，伊斯兰最伟
大的特征是，人类的心灵会
不由自主的受到它的影响，
为此你会看到伊斯兰拥有奇
特的魅力，强大的吸引力，
能把非穆斯林中有客观思维
的人吸引过来。”

它能俘虏心灵

玛丽•奥利弗

请加入真理的团队

“伊斯兰自然性的传播就是
其在历史长河中的一大特色
之一，那是因为它是天性的
宗教，被降示于受选拔的使
者。”

德国驻外大使
穆拉德•霍夫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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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正途，抓住机遇，努

力奋斗，让自己在生活中沉浸在

幸福，安宁和祥和之中，同时别

忘了在真主那里的报酬是更优良

的，更长久的；而后世的幸福才

是永久的幸福，我们的主宰，我

们的养主给我们为此而设定的道

路是统一的，它既能带人走向今

世的幸福，还能带人进入永远的

幸福乐园。但是其他纷乱的旁门

左道中，只有今世的不幸，后世

的刑罚。真主说：“（124）谁

违背我的教诲，谁必过窘迫的生

活，复活日我使他在盲目的情况

下被集合。（125）他将说：‘

我的主啊！我本来不是盲目的，

你为什么使我在盲目的情况下被

集合呢？’”（塔哈章124,125）

“伊斯兰社会的是在
永恒不朽的法律治理
之下的社会，它永远
不会过时，如果有些
人觉得它很古老的
话，同时它又是现实
的，瞻前的不受时代
和地区的影响；因为伊斯兰不是一种思
想潮流或者一种时尚，它是值得期待
的。不久东方将重新引导世界的文化潮
流，“光明来自于东方”这句话仍然是
正确的。”

永恒的法理

德国驻外大使

穆拉德•霍夫曼博士

美国数学家

填补灵魂的空虚

杰弗里•朗

“在我生命中特殊的
一刻，真主通过他的
知识和怜悯赐福于
我，在我遭受了惩罚
和痛苦之后，使我有
机遇去填补内心深处
灵魂的空虚，然后我就成为了一位穆斯
林。在皈依伊斯兰之前，我不知道生命
中爱的意义，但是当我阅读了《古兰
经》之后，我感觉疼慈和怜悯环绕着
我，我开始感受到心里爱的荡漾，就是
这种对真主无可比拟的爱引导我加入了
伊斯兰。”

真主说：“主将说：‘事实是这样的，我的迹象降临你，而你遗弃

它，你今天也同样的被遗弃了’”（塔哈章126）

所以不要忘记，或者装作忘记这条道路，因为只有这才是幸福的正

途。

这才是正途，这条道路起始于心底的信主独一，身体行动的证实，

以及信仰所有的先知和使者，它的终点结束于后世中永久的幸福；这

条路的起点是两个作证词，就是：“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

罕默德是他的使者，而终点是进入乐园，觐见真主，陪伴使者的幸

福。现在你是不是该跟我们一起作证了：“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

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然后幸福地生活，幸福地死亡，幸福地

获得死后的复生并进入永恒的，幸福的乐园。这就是正道，如果有人

拒绝的话，那末使者的使命只是传达。真主说：“如果你们违背正

道，那末，我确已把我所奉的使命传达给你们了，我的主将以别的

民众代替你们，你们一点也不能伤害他。我的主确是监护万物的。” 
（呼德章57）

“如果你认识了真主，信仰了他的存在，那末，伊斯兰就会告诉你，真主距离你
比你自己的动脉还近，所以在你和造物主之间不需要任何媒介，更不需要巫师来
替真主接受你的忏悔，也不需要一种特定的形式和场地来崇拜他。”

美国诗人

唐纳德•拉克维尔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
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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