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念死亡能够洁净我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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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 ِم َو َوا ِم ُف �وأْن ِم َن ُف ُف ْن ِم لم ِم ُف ْن ُف أْو َو ُف. ُف ُم ْن سْو ِن َوأو ُف َف ُمعْن سو ِن َوأو ُف ُف َو حون لم ُف َن اوحنو
ُف. َو َو ِم ا َو فواو ْن ِم ْن ُف ْن ِو َو ُف َو ْل ْم ِف فواو لف ُم ُم ْن ُْو ْن ِو اَمَوا. َو ْن �و ِم عميَوا َو
ا ُد َل ُفو َو ُو عمي َو ّل �و ُف ْو ُن َو�و ُف، َو َو ُمُن ُو او ُف ُو ْن َ لف َمال ُو َمَ ال ّن �و ُف ْو ُن َو�و
ُم آَم ِوى ْو َو ُد َل ُفو َو ُم عمي َو ِوى ْو ْن ِم ِو َو ْن ِمي َو َو ْمي َو ْل ْف ِل اَو ُف. َف ْن َف ِو َو ُف ُف ْن ْو

. و ْنوُمنن �و ُم اِم َو َن َو�و
، ُف ُن ِْو �وِلا

. ّو ْن ُف سْل َف اَن َو فوا ُن ُو فْو لم، ْوى ُن ِمسْو َو ّل َوام ْن ُف عن َم َن �ف لو ْا ُف َمَْل ل، ِو ْوا ْم فْوعوا

让我们大家一起坚定对安拉的虔诚敬意吧！服从安拉的一切命令，远离安

拉所禁止的一切吧！我们期盼在今世与后世都能够得到安拉的吉庆。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世俗的忙碌让我们经常忽略甚至忘记我们作为安拉的仆人在大地上的责任。

随着我们的年龄逐渐增长，我们之中有人的心灵越来越硬，越来越远离真

理的光明。感觉好像安拉没有在监视着我们的言行。也失去了作为仆人所

应有的臣服精神。最后导致生活中充满了恶劣的罪行和悖逆安拉的事情。

最后生活在不道德甚至邪恶之中。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众先知”

章，第 1节里说道：



“对众人的清算已经临近了，他们却在疏忽之中，不加以思维。”

因此，我们必须要驯服我们的心灵，并且要加强我们与至高无尚的安拉之

间的关系。我们要意识到，软化我们心灵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多记念死亡。

这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的，据 Imam al-Tirmizi传述，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说：

( َت ْو َت اْو ِن (َيتعو َن ا ّذ اْلذ ِنِن ا َت َت ْو ِن ِنَروا ْو َت

“你们常记幸福欢乐的摧毁者——死亡。”

在其他的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也教导我们：

“聪明人是克制自己并为死后工作的人。”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的这一则劝告让我们的心灵感到十分震撼。

因为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顺服我们的私欲，并且我们对后世所

做的准备是多么的微乎其微，也许根本不在乎死亡。

让我们大家来多多反省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都

一个个离我们而去，这个意味着，我们的死亡也确实是越来越近了。

有的时候我们忙碌于工作，直到身心疲倦，然后我们就忽略了我们的主命

功修，比如说去清真寺里履行集体礼拜。有的时候我们兴高采烈地囤积财



物，但是我们不缴纳天课，也不舍散钱财。有的时候我们很努力地要出名，

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却不在乎安拉是怎样看我们的。

而死亡的天使是每分每秒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有多少次，他都经过我们

面前，而我们也是在等待我们的时刻。我们要记得，到时候轮到我们去世

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也会被抽离我们的身体。一秒都不会提早，一秒也不

会延迟。

而当我们的灵魂被抽到咽喉的时候，忏悔的大门就对我们关闭了。从那个

时候起，我们就是有再多的钱，再大的房子，再多的家人，再有影响力的

熟人朋友，都没有用。与我们在一起的只有我们的善功。

这就是时刻记念死亡的重要性，因为这样做会净化我们的心灵，并且激励

我们去做更多的善功。据 Imam al-Tirmizi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

平安）教导我们：

َت َتا لن. ُرَْت َت َت ُر لر َن سيتعو َتيو َت ْو ْت َت ْ
َتِن . ُر لت َت سيتعو ُو ا خترويا ٍد ِنعتْو لر َت َتَتا َذا ِإ

َن ْو َت اْو َت َيتْو ٍد
َتاْن َد َت ْنعت ُر َنفِر َيرْت

“安拉如果善待一个仆人，就让他力行善事，有人说：安拉的使者啊! 怎

样让他力行善事？使者说：安拉恩赐他在死亡之前正在力行一件善事。”



چ چ ڃ ڃ ڃ
ۉۉېېېېىىائائەئەئوئ

ۈئۈئ وئۇئۇئۆئۆئ

“你说：‘你们所逃避的死亡，必定与你们会面，然后你们将被送到全知

幽明的主那里，他将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

——《古兰经》“聚礼”章，第 8节

َن ااَت َت ِن ُن َنْو منتا ْو ْر َنف
وتان وتَيتفتعتِن . ْن ْو ِن اْوعت ِن َوآ ِر اْو ِن ْو ُر وتْت ِن لر َت َت َت

َر ْو ََير ْر. اْوعتلنْو ُر ْو َن اْيذ ْت َر ُر َذ
ان ُر َت َنلوت ْو ُر ْو ِن وت ِنف ِن لر َت ِتْذ وتَيت . ْن ُنْو احوت َن ْو ف

ّن وتاْ
َن ا َت لن َريو وتاْو ت َننو لن َريو اْو اِنَن يت

وتْن ْو ُر وتْت و ِن ْت ْو ِن اْوعت لت ْوفنَر سيت ُو وَت ّا َت ْوِن َيت

ْر ْو ِن اَْذ َر ْو ْتفر اْو ْت َر ُر َذ ّ ُر َروو ْوفن سيت ُو َتا َن ْتا ِن ْو َر وتاْو ت ْننو ِن ْو َر وتاْ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