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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尊名始 
 

崇拜水平之提高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会长，米尔萨·马思儒

尔·阿哈默德先生于 2005 年在肯尼亚伊斯兰教阿

哈默底会第 40 周年年会内罗毕之帕克兰兹初级学

校讲词。 

今天，赖安拉的慈惠肯尼亚伊斯兰教阿哈默底

亚会举行第 40 年周年大会。让我提醒那些参加这

次周年大会的人们。这些人宣称自己是阿哈默底穆

斯林，他们宣称安拉使他们能够信仰主许迈喜合

（祝他平安）。他们应当常常记着，只是信仰主许

迈喜合是不够的。信仰主许迈喜合，当然是为了这

个很大的目的尽责，而重要者是，我们应当达到这

个目的。你可有理由地问，什么是这个伟大目的？

这是一个神圣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全能的安拉派

遣他指定的人们作为他的使者和先知。就是为了这

个目的安拉派遣了主许迈喜合。主许迈喜合最好地

表达了这个目的。他说明： 

“ 先知（祝他们平安）来临的基本

目的与他们教义的和他们宣扬的光辉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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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人们应当发现他们的养主， 他们

应当从这个生命被解救出来。这个生命正

引导他们到火狱和灭亡，这个生命也称为

沉浸于罪恶中的生命。事实上，这是在所

有先知面前的重大目标。而在这个时候也

是如此，我来的目的和安拉之所以派我来

的目的以及全能的安拉建立了这个运动，

是所有先知分担的同一目的，换句话说，

我想告诉，事实上，我想显出什么是安

拉，我想领导你们杜绝罪恶的正道。”

（《马尔福扎特》卷 3 页 11） 

 所以这是很明显的，我们成为阿哈默底穆斯

林和被称为阿哈默底穆斯林之目的只有在这种情况

下才能达到：当我们采取主许迈喜合所教导的道

路。这道路实际上是由于他完美地热爱穆圣（祝安

拉赐他幸福与平安），而全能的主宰使其领会的伊

斯兰教的真正教义。 

让我们以另一方式解释这一点。伊斯兰教基本

的教义是建立与全能安拉的关系，崇拜他，力图杜

绝一切罪恶，实践他受造物的权利。 正如主许迈

喜合曾说：最重要者是，崇拜全能的安拉，正义地

归向他（这就是说，如此地爱他正像怕会招致安拉

不喜欢任何东西。）和认识他。如果这样的情况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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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每个阿哈默底之中，那么，你好好地知道，

你已经达到了目的。     

现在我们必须看，什么是崇拜。关于这方面，

安拉说： 

并要经常崇拜你的养主直到死期到来。 

（《古兰》15:100） 

换句话说，永不厌倦祈祷，永不让你们有这种

心情：我已祈祷如此长的时间，为了我所需要的这

样那样东西我已寻求了安拉的帮助，可是他没听我

的。这样祈祷和这样的崇拜有什么用处？一个阿哈

默底穆斯林永不应当做如此的想法。──这样的崇

拜没有什么用处 。祈祷是为了获得安拉对你们的

喜欢。当你们崇拜万能的安拉时，在你们的头脑中

要以 这种思想祈祷：如果安拉不接受我这样那样

的祈祷，那么，在我的愿望中一定有了什么，那愿

望对我是无益的，你们崇拜的观念不应该是，如果

安拉听我的祈祷，赐予我所祈求的每件东西，那

么，我将祈祷，否则，向他祈祷有什么用处。主许

迈喜合说：在你们的心中的思想不应和那些人一

样，即你们心中存着不同种类的思想去祈祷。你们

不能称为信仰者，除非被使用的每一刹那都是为了

弄清楚这个世界是空虚的，生命是无限的，没有与

全能的安拉的关系，新生命不能开始，你们不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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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直到这样的时候到来：你们已完全达到了安拉喜

欢你们的要求。 因此，主许迈喜合说： 

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人在崇

拜中直到这样的时候都不应当疲倦，也不

应当疏忽，这个空虚的生命被减少到没有

什么，并代之而有一个永久和圣灵的新生

命开始形成。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全能的安

拉在这里业已阐述，你们应当继续崇拜直

到绝对的信仰为你们所获得， 而黑暗的所

有覆盖和遮蔽都已被移开，并且一个人理

解我不是往常的我了，而现在，有一个新

的国家，新的世界， 新的天空，而我也是

新的受造物。 

（AL HAKM 卷 4，页 31，1900 年 8 月 31

日） 

所以要记着，如果想达到全能安拉的近处，成

为他喜悦的接受者，受赐一个充满吉庆和快乐的永

久生命，如果你们想愉快度过今世的人生，得以接

近安拉，死后生命中接近安拉，接受他的仁爱，那

么，你们就要成为安拉的真正崇拜者。 

主许迈喜合说，直至你们把今世的喜爱和唯物

主义丢在后面，你们的崇拜是没有用处的。所以要

把你们的崇拜也做成获得更接近真主的方法而常向

他祈祷。当你们的灵魂达到把今世的事务与崇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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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相较之下，似乎毫无意义的精神状态，于是这就

可以说，你们的信仰已达到了这样的标准：除了取

得安拉的喜悦，你们没有其他欲望。在那时，人的

内心开始感觉，我现在不是往常的我。由于这样的

崇拜，我感觉我有一个富于希望的新生。现在我好

像是另一世界的人。不像这个世界的其他的人们，

我没有眼睛每个时候都盯住这个世界。我存在于这

个世界的目的不仅是谋生，而且有尊重安拉权利的

义务。无论如何，安拉并不阻止任何人经商、打

工、务农或做其他工作谋生，安拉要禁止的，不过

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当作一个人唯一的人生目的，而

不关心崇拜安拉，甚至不考虑他是一个人的创造者

和养育者。 

安拉说，你们不能称为我的人，除非你们不断

地崇拜我，永不要成为倦于崇拜我的人。所以主许

迈喜合来临以便在我们中创造这些典范。如我已说

过，你们那些自称是阿哈默底者，不应当坐在椅上

向后靠着休息，仅仅思想至圣预示的言语业已实

现，你们业已接受了主许迈喜合，而且现在已加入

他的教体，这是不够的，而一个新的国家，新的世

界和新的天空将来一定要被你们建立起了。 

在这个时代里唯物主义遍布世界，罪恶不认为

是罪恶，当今世的自由自在和安逸被认为是人生的

一切，你们必将按照安拉命你们去做的安拉律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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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你们的工作和成就。只有当你们在这一点上已

经有了清楚的改变， 你们才将被给与进入新国家

或新领域的资格。在那里没住着寻求安拉的喜悦之

外的人，你们内心的世界将全在安拉律令的掌管之

下。 

每当你们播种种子在这样的土壤中，除了给风

吹来吹去的青饲料作物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生

长，在这些上方，应当有这样的天空，它供应它的

荫蔽，仅仅倾注安拉的赐福。所以这是在我们的内

心所必须创造的革新水准。 

如我在前面说过，仅仅遵守五时拜功，不能树

立这崇拜的标准，因为有些崇拜者，关于他们，

《古兰经》说，他们是取得毁灭的媒介。如《古

兰》记载： 

那些礼拜的人也将遭受惩罚：(107:5) 

现在，什么能是那些礼拜的人毁灭和安拉的降

祸的泉源? 这是因为他们的祈祷只是为了向人夸示

以便人们说某某哈吉（伊斯兰教对曾朝觐麦加的教

徒的一种荣誉称号）是一个很圣洁的人。人们说，

从他朝觐归来，他大量地祈祷。无论如何，为了安

拉而奉行的拜功至少应当带有痕迹或安拉命谕的结

果。是的，你完成了朝觐，奉行了拜功，但如果在

日常事务和商业中你们是欺骗人们的，那么，这样

的行为或这样的崇拜在安拉之前是没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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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表面上看来你们遵守拜功，但你们的邻

人对你们极其厌倦不满，那么，你们的拜功在安拉

之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安拉说：必要仁慈地对待

你们的邻人。至圣的同伴们对他们邻人的待遇是很

仁慈的。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自己常常

如此强调邻人的权利而致同伴们想到，邻人被指定

为他们的遗产继承人的命令快要颁发。 

安拉鉴定崇拜他的人们的特性是他们仁慈地对

待他们的双亲。他们也善待他们的亲戚，尊重他们

的权利，他们也关顾穷人和孤儿，不要以骄矜、自

大的态度轻视他们，所以崇拜并不限于遵守拜功、

朝觐天房，而真正的崇拜者是服从安拉的命令，不

违犯规章，也不超越限度，反对任何人。他尽最大

的努力永不侵占任何人的权利和夺取他们的所有

物。一个夺取别人的权利者，可能是富裕的人或普

通劳工。如果一个普通工人对他的工作不保持公

平，他也将被列入于侵占别人的权利的那些人们之

中。 

如果一个雇员不以公平正当的手段做他雇主的

工作，那么，他也将是犯罪者。这与富人以侵占穷

人的权利犯罪一样是坏的。或则如果一个公务人员

不把全部时间运用于他的工作，那么，他也正在犯

罪，他的崇拜行为和祈祷将无益于他的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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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件事情的真理是：直到一个人的处世

接物、言行举止的方式不适于获得安拉的喜悦，他

良好行为的目的不在于蒙受安拉的喜悦；他的崇拜

目的不在于蒙受安拉的喜悦；那么，他不能从全力

的安拉的慷慨和赐福得到益处，这就是我门从《古

兰》.圣训和主许迈喜合的教训所学习的。所以每

一个阿哈默底亚会会员应当努力提高他的崇拜到这

个水平，因为缺此，便不能有伊斯兰教阿哈默底运

动的概念。 

要理解这个目的并要按照此原则改善你们的生

活。我们所奉行的这些集会也是为了这同一目的。

我会并无藉集合群众而显示自己的力量或地位，而

这样的集会目的是，在一年内已发生了任何缺点的

那些少数的不坚强的人们，他们应受提醒：什么是

安拉所愿望的，什么是阿哈默底运动即真正的伊斯

兰教对他的要求。我们应当从而改正我们的生活，

所以大会的两天或三天的时间应当运用于祈祷和崇

拜之中。发誓清涤每一败坏的东西，好像婴儿啼哭

强烈地祈祷：“养主啊！你是唯一能致使我们的心

内发生虔诚的变化的。我们已经发现了每一人都正

在努力改善自己的这个纯洁的环境，我们已发现

了，所有阿哈默底都集聚在一起遵守拜功的环境。

我们发现了一个环境，凡是在那里来到一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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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听从好的事物以便在他们中有道德的改变。我

们所听到的这些事情都是有关安拉和他的使者的，  

所以养主啊！赐予我们机会去听从这些好的东

西吧，以便我们可以做这些好的事情，试使它们成

为我们人生所必需的一部分。安拉啊！不要让它是

我们中这两天内暂时的刺激，但当我们回家，我们

忘记你，我们成为不留心礼拜时间的，不要让我们

是忽视你的人民的权利。而且有些新的阿哈默底他

们参加本会，尚非很久。为了他们的锻炼和革新举

行集会，所以变化应开始发生于他们之中。不论他

们是新的成员，或是老的成员，如果他们以好的意

念来参加集会，那么，因为这样的会议和集会的宗

旨在于为善并制定为善的计划，安拉向参加的人们

降赐他的幸福。这些赐福如此之多为我们所不能完

全领悟的。 

有一段圣训叙述了这样的一个集会。阿布·胡

赖拉（原安拉喜欢他）传述，至圣穆罕默德（祝安

拉赐他幸福与平安）说： 

安拉的一些天使，四处走动，寻找忙于

记念安拉的集会。当他们发现一群人是很忙

碌的。他们坐在那里，他们伸展他们的翅

翼，整个环境受赐了丰富的福泽。当人群离

开，天使升天，虽然安拉知道每件事情，但

他还问他们，“你们从哪理来？”天使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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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我们从宣称你的圣洁和你的伟大的仆人

们那里来。他们正忙于拜你，他们正在重复

地赞美你，颂扬你，向你祈祷。紧接着安拉

问，他们向我求得什么？天使回答说：“他

们求得你的天园”安拉问：“他们曾看见我

的天园？”天使回答：“他们未曾见过你的

天园。”安拉又问，“如果他们见到天

园？”于是天使们说，“他们祈求你的保

护。”紧接着安拉问：“从什么东西他们祈

求保护？”天使回答，他们从你的火狱祈求

保护。安拉问：“他们见到我的火狱了？”

天使回答“没有，他们没有看见它。” 安

拉问，“如果他们看见它？”天使说，“他

们祈求你的宽恕。”安拉说，“我宽恕他

们，我赐予他们所祈求我的每一事物，我从

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保护他们。”紧接着，天

使说，“养主啊！在他们中有一个迷路者，

偶然路过而看见忙于记念安拉的集会，作为

旁观者坐在那里。”紧接着安拉说，“我也

宽恕他，因为参加这个集会的是这样的人

们，即使他坐在他们中间的，也将永不会常

遭不幸而丧失恩惠的 。 

（《圣训穆斯林》：记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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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吧！在记念安拉的这种集会中有多少恩典和

赐福，那里安排有接近安拉的进程；那里也有体贴

人们的人道计划。所以，如果你们以这种思想来参

加这种集会，那么，你们就是天使在其上面展开保

护之翼的幸福的人。天使将不断的为你们祈祷。 

同样地，安拉说，他也将喜悦他的这些凡人，

尽管他们受恶魔诱惑，他们并没成为恶魔诱惑的牺

牲品，却宁愿坐在献身于记念我的集会中。在这个

年代里，当恶魔策划一切阴谋，而恶魔的追随者们

潜伏隐藏在每个角落预备着引导人们走上迷途时，

这种集会便都成为更有大意义的了。 

为了纪念安拉而聚集的人们，安拉给予他们丰

富的恩惠。安拉说，即使他们未曾看过我的天园，

但他们业已信仰我，他们渴望地进入天园，他们虽

然没有看过火狱，但是他们因为信仰我，他们寻求

我对火狱的保护。安拉又说，这些人们正在纪念

我，他们前途有希望地倾向于我，因为关于我，他

们保持这个信念：我赐予他们所请求我的每一东

西。 

于是安拉宽恕顺便坐在他们集会中的恶人。但

是我们应当记着：惩罚罪恶也是全力的安拉的律

令。这就是为什么要力行善功，尽管有宽恕途径的

存在，保持坚毅总是重要的，因为真正的忏悔是这

样的：在有了一个人这样认识之后他应当让任何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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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事情的思想都被摧毁，尽管看到邪恶，却不是

向邪恶进发，他应当朝安拉走上 一部，常常寻求

他的拯救。 

所以当你离开这个集会时，你们的虔诚应有增

进，你们的心中应产生正义，把这些东西造成你生

命的永久部份。有这样的改变：在你们的心中将见

证如此这般改进后，甚至你们将来的子孙也将成为

圣洁的。你们的许多道德品质将是这样崇高以致没

有和它们相比的。 

我很久就常引导我会人们注意这事，但直接向

你们讲述还是第一次，所以我重复申说。不管你是

交易人或小商人，不管你是雇员，或是劳工，不管

你是业主或是办事员，在每一地方和每一时候别的

人们都应当知道，这个人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阿哈

默底亚运动， 已经使自己作了特别的改善。他上

面有阿哈默底亚会的标志，如果他工作在政府机关

中，那么，他永不接受贿赂；如果他是商人，他永

不搀合商品， 也不卖有瑕疵的商品，如果他是一

个雇员或工人，那么，没有一个人工作较他勤奋，

他对他的工作完全公平对待。藉着勤奋工作和真诚

精神你有能力和本领创造你自己的美名。而所需要

的唯一东西是注意力，一个阿哈默底亚会会员必须

专心于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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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非常注意的另一重要事情是妇女的培养或

训练。如果不训练妇女，不努力使她们理解她们的

信仰像男子努力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一样，那么，不

能有后代训练的保证。所以在这方面需要予以很多

的注意。他在第三世界或为现在所称的发展中的国

家， 因为知识的缺乏，男子中生长一种趋势：没

有教育妇女有关宗教信仰任何东西的必要或她们不

需要获得今世的教育。富裕家庭的一些妇女确获得

今世的教育但她们完全没有关于宗教信仰的知识。

如果这种情况也存在于阿哈默底穆斯林之中，那

么，你们将来的子孙在精神和道德事物中永不能受

到训练，他们的信仰将是无用的，他们对于国家也

将没有任何用处。所以，如果你们希望有基本的进

步并想领导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那么，你们就要

教育你们的妇女宗教和世俗的事物。她们的职责不

只是到市场上去买些东西、供给家庭食物、照顾你

们的子女。照顾和养育子女的确是她们的责任，但

她们也有一个社会地位，所以，在关怀妇女和宗教

事务中使她与你保持一致，是男人的职责。因此，

不要忘记你们的妇女。 

同样地，我告诉妇女们，一个阿哈默底亚会妇

女的地位是很高的。你们要特别留心抚养和训练你

们的儿女。为你们的子女创造这样的环境：他们获

得宗教教育，也要注意他们的一般教育。每个阿哈



 14 

默底亚会的儿童不论男孩或女孩，都应当在教育中

前进。教育不应当由于贫穷而放弃。会方应当予以

安排、关心。如果安拉乐意，会方将如此做去。 

如果妇女自己逐步升高她们的崇拜高度，留心

行好和祈祷，不忘她们是阿哈默底，那么，她们必

须改善自己，她们成为阿哈默底不仅仅由于她们的

丈夫是阿哈默底，于是，肯定地，她们的将来的后

代将有益于世界，同样也有益于国家和民族。妇女

势须如此奋进：我们信仰唯一的真主，我们惟向他

低头跪拜，我们将没有朝向世界的视觉，我们的民

族将不能继续不断地乞求其他人民和国家。在我们

心中应有这样的思想：我们崇拜的养主的命令是采

纳一切好的价值的。 

所以我再劝促你们，为了挽救你们自己和你们

的民族，你们必须恢复你们自己到这个地位，你们

享受了过去时代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非常强的乐

趣，为了恢复你们国家的标准和在世界人的眼中博

得重视，你们将来必须采取那些优美的价值。关于

那些优美价值，全能的安拉业已指导了你们，并已

被清楚地陈述于《神圣的古兰经》中。你们必须杜

绝安拉业已禁止并已被陈述于《古兰》之中，为了

聚集安拉的一切赐福，你们最须注意对他的崇拜，

这是他的权利。家中的每一个人，会中的每一个成

员，无论男女、儿童，当你们下跪于安拉之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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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最肯定地，你们在自己的生命中和自己家中将

带来改革，这个世界将作证我们所认为的那些无价

值的人是与我们同等的。 

安拉使你们能够认识你们的地位，祝愿你们都

成为参加这次年会中主许迈喜合祈祷的受惠者。祈

求安拉使这次年会在每一方面都是成功的，蒙他赐

福的，当你们回家时，你们带着新的精神回去。 

最后，我想要感谢所有尊敬的贵宾，你们消费

你们宝贵的时间参加这次大会，提供了你们兄弟般

友爱的证据，祈求安拉以他的恩惠回赐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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