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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心情舒畅，处之坦然，祥和如意，意境心恬

等人们常常以此来称谓一颗宁静的心。所有的人

都希望达到这种境界，都希望具有这种心恬；因

为忧愁苦闷，忧心忡忡，忐忑不安，恐惧万分等

一些不利于心情稳定的因素给人们的正常生活

带来了极大的捆扰；给自己的各项工作带来了极

不利的因素。那么，怎么才能有一颗宁静的心

呢？ 

对此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腰

缠万贯便能获得这种宁静；有人认为有了权势、

地位，便可得到这种宁静；有人认为每天吃着山

珍海味，共枕美貌婵娟便可获得这种宁静，有人

认为游天下名胜古迹，观名山大川，住宾馆楼阁

便可获得这种宁静，等等不以而足。由于人们的

爱好不同，天性互异，故没有一定的统一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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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物质的享受真的能给人带来内心的宁

静吗？切莫说丰衣足食，居住安逸，腰缠万贯，

权势，地位，有了这些便可获得内心极大宁静。

其实，这也正是造成内心不得安宁的因素之一。

相反，只有内心的宁静，心情才会舒畅，食物才

觉得美味可口，睡眼才觉得舒适安逸。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告诉我们：“人心处在普慈的主的二指之间，主

可任意改变之。”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在这段《圣训》中使用了形象话的比喻来说

明“怜悯”、“慈爱”只能来源于真主，只有他能

保护人，给人于满足，故在这段《圣训》中使用

了“普慈的主”一词。这就说明宁静的心通过金

钱、嗜欲、权势、地位、名利等今生及其中的一

切享受是不可能获得的，因为这一切只能满足身

体物质方面的需求；对于内心的这种宁静，这种

精神的需求是不能够给予满足的，换言之，内心

的宁静和快乐只有宇宙间真正的主宰才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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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真主外的任何人、物均无能为力。这就是穆圣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所说：“人心处在

普慈的主的二指之间”的含义。既然真主可以赋

予心灵慈爱和怜悯，当然也可以使其转忧为乐，

转怒为喜，由绝望变希望；由拮据变富裕；由不

安变为宁静。故此，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ذكْرِ اللَّه تطْمئن بِ تطْمئن قُلُوبهم بِذكْرِ اللَّه أَالَو ن آمنوايلَّذا

٢٨(: آية الرعد[القُلُوب([ 
 

【他们信道，他们的心境因记忆真主而安

静，真的，一切心境因记忆真主而安静。】P0F

①
P在这

里，真主特意指出：心灵只有通过记念他才能变

为宁静的，这就正如他在《古兰章》其它的经文

中所说的那样： 

يهكلَ السي أَنزالَّذ ون عاناً موا إِمياددزيل نِنيمي قُلُوبِ املُؤةَ ف
انِهِم٤(: ةالفتح آي[إِمي([ 

                             
①
《雷霆章》第٢٨节 



 - 6 - 

【他曾将镇静降在信士们的心中，以便他们

信念上加信念。】①故此，穆圣（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常做这样的祈祷：“主啊！让我们具

有一颗宁静的心吧。”试想！如果一个人被灾难

所捆扰，身处在内心极不安的情况下，那么，谁

能给他降下安宁呢？谁能了解他的处境，显然，

只有真主了解他的处境。这种情景曾在穆斯林的

身上常常体现。《古兰经》曾这样描述道： 

اوذَا مقَالُوا ه ابزونَ اَألحنمأَى املُؤا رلَم وا اللَّهندع وولُهسر 
واللَّه قدص وولُهسر ومهادا زاناً مإِالَّ إِمي يماًولس٢٢(: آية األحزاب [ ت([ 

 

【当信士见同盟军的时候，他们说：“这是

真主及其使者所应许我们的，真主及其使者说对

了。”这件事只能使他们更加确信，更加顺从。】P2F

② 
أَلْزمهم كَلمةَ و علَى املُؤمنِنيو سكينته علَى رسوله هفَأَنزلَ اللَّ

: آية الفتح[كَانَ اللَّه بِكُلِّ شيٍء عليماًو أَهلَهاو كَانوا أَحق بِهاو التقْوى
                             
①
《胜利章》第 4节 

②
《同盟军章》第 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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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٢٦([ 
 

【真主曾降镇静给使者和信士们，使他们坚

持敬畏辞。他们是更宜于敬畏辞的，是应受敬辞

的。真主对于万事是全知的。】 P3F

① 

نِني إِذْ يبايِعونك تحت الشجرة فَعلم ما في نِ املُؤمقَد رضي اللَّه علَ 
هِملَيةَ عينكلَ السفَأَنز قُلُوبِهِم حاً قَرِيباًوفَت مه١٨(: آية الفتح[ أَثَاب([ 

 

【真主确已喜悦信士们。当时，他们在那棵

树下与你订约，他已知道他们的心事，故降镇静

于他们，并报酬他们临近的胜利。】P4F

② 

 موَيحش نكُمنِ عغت فَلَم كُمتكَثْر كُمتبجنٍ إِذْ أَعيئاًني و اقَتض
ثُم تبحا ربِم ضاَألر كُملَيع وبِرِيندم متلَى ثُلَّيع هتينكس لَ اللَّهأَنز م

هولسر ونِنيملَى املُؤع ولَ جأَنزانهورت وداً لَّم واوكَفَر ينالَّذ ذَّبع و كذَل
رِيناُء الكَافز٢٦-٢٥(: آية التوبة[ج([ 

 

                             
①
《胜利章》第 26节 

②
《胜利章》第 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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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侯奈因战役那天，当时，你们自夸人众，

但人数虽众，对你们却无裨益；地面虽广，但你

们觉得无地自容，终于败北。后来，真主把宁静

降于其使者和信士们，并降下你们所未见的军

队，他惩治了不信道者，那是不信道者的报酬。】P5F

① 
是的，在那战火纷飞，灾难重重，人们身处

困境，忧心忡忡，焦急不安的时候，显然只有真

主才能降下安宁，事情也只有真主才能掌握。因

为他了解人们的心情并给予指引；在人们失意、

心灰意冷的时候，只有真主才能赐给他信心，赐

给他力量，赐给他宁静。因此，我们说：“内心

的宁静才是人生的最大恩惠。”这种恩惠只有在

失去它的时候，人们才能认识到它存在的真正含

义和价值。不是这样吗？只是在漆黑的夜晚人们

才能真正认识到圆月的价值。我们常常处于这种

恩惠中，难道不应该对恩惠的赋予者——真主表

                             
①
《忏悔章》第 25-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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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感恩吗？其感恩的方式就是认识对真主应尽

的义务；对真主应尽的义务就是远离他的禁令，

遵循他的命令，对他绝对服从，镇静降临的程度

是取决于他对真主顺从的限量来决定的。真主

说： 

يهكلَ السي أَنزالَّذ وننِنيمي قُلُوبِ املُؤ٤(: الفتح آية[ةَ ف([ 
【他曾将镇静降在信士们的心中……。】P6F

①
P那

么，正信就是镇静降下的先决条件，故真主才说

他降镇静于有正信的心中。至于不信者、伪信者、

信而背叛者、作恶多端者、私欲作崇者，他们的

内心永无宁静之日，他们会永远生活在不安之

中。 
让我们祝福所有有正信的人，永保正信，常

具一颗宁静的、安定的心！（阿米乃） 

 الَإِنَّ اللَّها بِأَنفُِسهِموا مريغى يتمٍ حا بِقَوم ريغآية الرعد[ ي :
)١١([ 

                             
①
《胜利章》第 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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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必定不变更任何民众的情况，直到他

们变更自己的情况。】① 

摘自：科威特伊斯兰中心 

                             
①
《雷霆章》第٢٨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