زِِِِٖ٤صِظِقِِثُِِـِزِدِؼِغِِثلِزِٞثٍِِ......
ِ
ِ
شػِٟصٓٞجِٓؽهٞـِ
ِ
ِ
صؼِضذؽ ِثُِـز ِثُٞقِ٤ز ِثَُّضِ ٢صظٞؽ ِثلكٌجؼ ِٝصؽقْ ِٓالٓسٜج ِٝصؤؽِؽ ُِٜج ِٝصؼ ِّؽفِ
د٘جؽوٜ٤جِِِِِِِِِِِِِِِِِِِِِِِِِِِِِِِِِِِِِِِِِِِِِِِِِِِِِِِِِِِِِِِِِِِِِِِِِِِِِِِِِِِِِِِِِ.
صوٍِٞثُِـزِِِِِِِِِِِِِِِِِِِِِِِِِِِِِِِِِِِِِِِِِِِِِِِِِِِِِِِِِِِِِِِِِِِِِِِِِِِِِِ..........
ِ
ثُدِؿِءِِثلِ َِِِِِِِِِِِِِِِِِِِِِِِِِِِِِِِِِِِِِِِِِِِِِِِِِِِِِِِِِِِِِِِِِِِِِِِِِِِِِِِِِّ:ٍِٝ
ِ
أِػِؿثةِِِٖٓ٢ثُوِجؼِةجسِ ِٝثُوِ َِّؽثءِِ،كٔ٤جِِ٢ِِ٣دِؼِغِ ِِِٞٛٝ،دِؼِغِ ِِِٖٓ ًِِ ِِّْ ِٓجِخِجظِسِ ِدِِِٚ
س ُِِِٞطِقِ ِزِجُِزِ ِثُضِٞثطَ ِٝثُضِالزِِْ ِٝثُضِٔجؾِجِ ِدِِِِٖ٤
لجظ ِِٓٝلِؽِظث ٍِ
هِؽِ٣سِزِ ِثُِِـِزِ ِِِٖٓ ِأُِِ ٍ
ِٝثُػًِؽ ِــ ِِ ،أِؼِخِِ ٞإِِٔ ِصِِوِٞث ِػِِِٜ٤ج ِِِٗ ُِِٞٝظِؽِر ِهِظِ٤ؽِر ِضِجؽِلِزِ
َِّ
ؽِؽِكِِ ِٖ٤ــ ِثلِِٗثِ٠
القِضِشِؼجؼِِثُؽِِٝػِزِِأِِِٝثُوِذِرِِكِِٗ٢لِٞقٌِِِْصِدجِٜٛجِِِِِِِِِِِِِِِِِِِِِِِِِِِِِِِِِِِِِِِِِِ.
ِ
ػِٖٓؼدُِْكجِٕثُؼؽحِِ:ــِِِِِِِِِِِِِِِِِِِِِِِِِِِِِِِِِِِِِِِِِِِِِِِِِِِِِِِِِِِ
ِ
ــٌِٗسٜجٌِِ٘٣سٜجٌِٗجزجًِِ:إغثِصؿٝخٜجِِ،دجػؼٜجِأ٣ؼجًًِٝػُيِظزٜٔجِٝضدأٛجِِِ.
ــِثُٔدجٓؼزِٝثُدٔجعًِِ٘:ج٣زِػِٖثٌُ٘جذِِِِِِِِِِِِِِِِِِِِِِِِِِِِِِِِِِِِِِِِِِِِِِ.
ــِِٝؽبِثُشَّ٢ءِ٣طؤِٝٙؽأًِِ:ظثقِِِِِِِِِِِِِِِِِِِِِِِِِِِِِِِِِِِِِِِِِِِِِِِِِِِِ.ِٚ
ــِٝكِ٢زع٣ثِٓكؽٝمِكِ٢ثُؽخَِصٌِٕٞصسضِٚثلٓزِك٤طِِّوٜجِثِْ٣شضؽٜ٣جِِِ......
ــِزطأِثُٔؽأرِزطأًٌِِٗ:سٜجِِِِِِِِِِِِِِِِِِِِِِِِِِِِِِِِِِِِِِِِِِِِِِِِِِِِِِِِِِِِِِ.
ــِٓكرِثُٔؽأرِٔ٣كسٜجِٓكسجًِٓٝضٜ٘جِٓض٘جًٌِِٗ:سٜجِِِِِِِِِِِِِِِِِِِِِِِِِِِِِِِِِ.
ــِٓسحِِثُٔؽأرِٔ٣سدٜجِٓسدجًٌِِٗ:سٜجًِٝػُيِٓطدٜجِِِِِِِِِِِِِِِِِِِِِِِِِِِِِِِ.
ــِٗدؽِثُٔؽأرِٗدؽثًٌِِِٗ:سٜجِِِِِِِِِِِِِِِِِِِِِِِِِِِِِِِِِِِِِِِِِِِِِِِِِِِِِِِِِِِِِِ.
ــِثُذؼغِِ:ثٌُِ٘جذِِِِِِِِِِِِِِِِِِِِِِِِِِِِِِِِِِِِِِِِِِِِِِِِِِِِِِِِِِِِِِِِِِِِِِِِِِ.
ــِثُٔذجػؼزِِ:ثُٔدجٓؼزِِِِِِِِِِِِِِِِِِِِِِِِِِِِِِِِِِِِِِِِِِِِِِِِِِِِِِِِِِِِِِِِِِِ.
ــِٗشَِثُٔؽأرِ٘٣شِٜجِٗشالًٌِِِٗ:سٜجِِِِِِِِِِِِِِِِِِِِِِِِِِِِِِِِِِِِِِِِِِِِِِِِِِِِِ.
ــًِجٜٓجًِِٓٞج ًٌِِِٗ:سٜجِِِِِِِِِِِِِِِِِِِِِِِِِِِِِِِِِِِِِِِِِِِِِِِِِِِِِِِِِِِِِِِِِِِِِ.
كِٜجِإغثِخجٓؼٜجِِِِِِِِِِِِِِِِِِِِِِِِِِِِِِِِِِِِِِِِِِِِِ.
ــِؿكَِثُؽخَِثٓؽأصِٝٚؿ َّ
ــِأؼٛجٌِِٗ:سٜجِِِِِِِِِِِِِِِِِِِِِِِِِِِِِِِِِِِِِِِِِِِِِِِِِِِِِِِِِِِِِِِِِِِِِِِِِِِِِ.
ــِثُٔذجشؽرِِ:ثُدٔجعِِِِِِِِِِِِِِِِِِِِِِِِِِِِِِِِِِِِِِِِِِِِِِِِِِِِِِِِِِِِِِِِِِِِِِ.

ــِثُٔؿ َّضزِدجٌُكؽِِ:ثُؿٝخزِِٝ،ؼِٓ١ٝؿ َّضزِِ،د٘ظخِثُِِِِِِِِِِِِِِِِِِِِِِِِٔ،ِْ٤
ًِأَّٜٗجِٓٞػغِثُ َّؿ ِّشِأِ١ثُعكغِكٜ٤جِلَّٗ٣ِٚؿضٜجِأ٣ِ١دجٓؼٜجِِِِِِِِِِِِِِِِِِِِِِِ،
ِٝقٔ٤شِثُٔؽأرِٓؿ َّضزِلَّٕ ِثُؽخَِ٣دجٓؼٜجِِِِِِِِِِِِِِِِِِِِِِِِِِِِِِِِِِِِِِِِِِِ.
ــِِ َّ
ؾشِثُٔؽأرِ٣ؿضٜجِؾضجًِٝؾضؿضٜجٌِِٗ:سٜجِِِِٖٓٞٛٝ،غُيِلِٗٚظكغِِِِِِِِِِِِ.
ضضِ:ِٚثٓؽأصِ،ِٚهجٍِثُِس٤جِِِٖٗٓٞٛ:ِ٢ثُ َِّؿ ِّشِثُػِِٞٛ١ثُعكغِِِِِِِِِِِِِِِِِِ.
ــِِٓؿ َِّ
ــِِشطأِثُٔؽأرِ٣شطؤٛجِشطأًٌِِٗ:سٜجِِِِِِِِِِِِِِِِِِِِِِِِِِِِِِِِِِِِِِِِِِِِِِِِِِِ.
ــِثُٞهجعِِٞٓ:ثهؼزِثُؽخَِثٓؽأصِٚإغثِدجػؼٜجِٝضجُطٜجِِِِِِِِِِِِِِِِِِِِِِِِِِِِِِِ.
ٝٝثهغِثُٔؽأرِٝٝهغِػِٜ٤جِِ:خجٓؼٜجِِِِِِِِِِِِِِِِِِِِِِِِِِِِِِِِِِِِِِِِِِِِِِِِِِ.
ِِِِ
ػِٖثُوجٓٞـِثُٔس٤ؾِِ:ــِِِِِِِِِِِِِِِِِِِِِِِِِِِِِِِِِِِِِِِِِِِِِِِِِِِِِِِِِِِِِِِِِِِ
ِ
ــِٗشَِثُٔؽأِرِِ:خجٓؼٜجِِِِِِِِِِِِِِِِِِِِِِِِِِِِِِِِِِِِِِِِِِِِِِِِِِِِِِِِِِِِِِِِِِِِ.
ــِثكِضِؽِلِِثُ َّؽخَِثُٔؽأرِِِِِِِِِِِِِِِِِِِِِِِِِِِِِِِِِِِِِِِِِِِِِِِِِِِِِِِِِِِِِِِِِِِِِ.
ــِِثٌُِّ٘جذِِ:ثُٞؽءِٝثُؼوعُِِِِِِِِِِِِِِِِِِِِِِِِِِِِِِِِِِِِِِِِِِِِِِِِِِِِِِِِِِِِِِِ.ِٚ
ــِِٝؽ٢ءِثُٔؽأرِِ:خجٓؼٜجِِِِِِِِِِِِِِِِِِِِِِِِِِِِِِِِِِِِِِِِِِِِِِِِِِِِِِِِِِِِِِِِِ.
ؼٜجِِ:ثكضؽػٜجِِِِِِِِِِِِِِِِِِِِِِِِِِِِِِِِِِِِِِِِِِِِِِِِِِِِِِِِِِِِِِِِِِِِِِِ.
ــِِثكض َّ
ــِِِ........لَِّٗٚضٞؽذشِدِٚثٓؽأرًِجٗشِصسشِِٓٞق ٍؽِِِِِِِِِِِِِِِِِِِِِِِِِِِِِِِِِِِ،
ِكٌؽٛضِٚكطَِّوٜجِِ،كضؿ َّٝخٜجِِٓٔنِِ.........إُصِِِِِِِِِِِِِِِِِِِِِِِِِِِِِِِِِِِِِ.
ــِِخِعِخجؼ٣ضِ:ِٚخجٓؼٜجِِِِِِِِِِِِِِِِِِِِِِِِِِِِِِِِِِِِِِِِِِِِِِِِِِِِِِِِِِِِِِِِِِِ.
ــِٝثهغِثُٔؽأرِِ:دجػؼٜجِٝضجُطٜجِِِِِِِِِِِِِِِِِِِِِِِِِِِِِِِِِِِِِِِِِِِِِِِِِِِِِِِِ.
ِِِِِ
ِػِٖٓؼدِْثُؼذجحِثُؿثضؽِِ:ـــِِِِِِِِِِِِِِِِِِِِِِِِِِِِِِِِِِِِِِِِِِِِِِِِِِِِِِِِِِِِِ
ِ
ــِظؼـِثُٔؽأرِِ:أِ١خجٓؼٜجِِِِِِِِِِِِِِِِِِِِِِِِِِِِِِِِِِِِِِِِِِِِِِِِِِِِِِِِِِِِِِِِ.
ــِٝؽتشِثُشَّ٢ءِدؽخِِٝ٢ؽأًِِ:ظثقِِٝٝ.ِٚؽ٢ءِثُ َّؽخَِثٓؽأص٣ِٚطأِكٜ٤جِِِِِِِِِِِِ.
ــِظثـِثُش٢ءِ٣عٝقِٝ:ِٚؽتِٚدؽخِِِِِِِِِِِِِِِِِِِِِِِِِِِِِِِِِِِِِِِِِِِِِِِِِِِِِ.ِٚ
ِٝظثـِِخجؼ٣ضِ:ِٚإغثِخجٓؼٜجِٝدجُؾِكِٝ٢ؽتٜجِِِِِِِِِِِِِِِِِِِِِِِِِِِِِِِِِِِِِِِِِِ.
ِ
ػِٖثُظسجذِكِ٢ثُِـزِِ:ــِِِِِِِِِِِِِِِِِِِِِِِِِِِِِِِِِِِِِِِِِِِِِِِِِِِِِِِِِِِِِِِِ
ِ
ــِثٌُِّ٘جذِِ:ثُٞؽءِٝهعٌِِٕٞ٣ثُؼوعِِِِِِِِِِِِِِِِِِِِِِِِِِِِِِِِِِِِِِِِِِِِِِِِِِِِِِِِِ.
ــِٝؽتشِثُشَّ٢ءِدؽخِِٝ٢ؽأًِِ:ظثقِٝٝ.ِٚؽ٢ءِثُ َّؽخَِثٓؽأص٣ِٚطأِكٜ٤جِِِِِِِِِِِِِ.
ِ

صِِ ِٞهَّلِِِ٘ٛ ٢ج ِػِؿِ٣ؿِصِِ ٢ثُوِجؼِةز ِِ ،صِِ ِٞهَّقِ ِِ٘ٛج ِػِؿِ٣ؿِِ ١ثُوِجؼِا ِِٝ ،صذِِ /ِ ٢َّ٘٤صذَِِِّٖ٤
ِٓشِجػِؽِىِزِ٤جٍِِٛػِٙثٌُِِٔجسِهِذَِِِإِِِٔصِٞثطِِِ/ِ٢صٞثطَِِِهِؽثءِرِثُظلِسِزِِِِِِِِِِِِِِ.
٘ٛج ِدِؼِغِ ِثلِقِتِِز ِزِجِ /ِ ٢ُِٝزِجِ ٍِِٝثلِخجدِز ِػِِِٜ٤ج ُِِضِدِِٔؼُِِِ /ِ ٢ضِدِِٔغ ِ ِِٓشِجػِؽِىِ
إِؾثءِٛجِِِ:ــِِِِِِِِِِِِِِِِِِِِِِِِِِِِِِِِِِِِِِِِِِِِِِِِِِِِِِِِِِِِِِِِِِِِِِِِِِِِِِِِِِِِِِِ
َِِِِٛ.ِ1صِؼٌِِفِِٛػِٙثُِٔلِؽِظثسِثزِضِؽثٓجًُِِألٗثِِ٠دِشٌِِ ٍَِِٓجِ؟ِِِِِِِِِِِِِِِِِِِِِِِِِِِِِِِ
ِ٢َِِِِٛٛ.ِ2ؽِذِ٤ؼَِِّ٤زِٓوذُٞزِثُٞهغِكِ٢ثُ٘لفِِِ،أِِِّٓوِ ِِّؿؾِرِ؟ِِِِِِِِِِِِِِِِِِِِِِِِِِِِ
ِ َِِِٛ.ِ 3صِٞزِِ،ِ٢أِِ ِٝصِؼٌِِفِ ِِ،أِِ ِٝصِؽِِٓؿِ ُِِشٍِِ ِ٢ء ِِِٖٓثُؼِالهِزِ ِثُسَِِّٔ٤ِِٔ٤زِـِثُسِخِ ِـِدِِِِِِٖ٤
ثُػًِؽِِٝثلٗثِِ،ِ٠أُِٝدَِٔ٤ثُضٞثطَِدِٜٔ٘٤جِ؟ِِِِِِِِِِِِِِِِِِِِِِِِِِِِِِِِِِِِِِِِ
ِ٢َِِِِٛٛ.ِ4أُِِلجظِِخِِِِٔ٤زِالؿِذجؼِِػِِِٜ٤جِأِِِِّٓ٘ ِلِّؽِرِ؟ِِِِِِِِِِِِِِِِِِِِِِِِِِِِِِِِِِِِِِ
ِ.ِ5أِ١ثٌُِٔجسِأخَِٔٝأكِؼَِثقضؼٔجالًِِ؟ِِِِِِِِِِِِِِِِِِِِِِِِِِِِِِِِِِِِِِِِِِِِِِِِ
ِٜ٘ٓ١جِغِٝٝه ٍغِٓكضسخُِٝط٤قِػِِ٠ثلقٔجعِِ؟ِِِِِِِِِِِِِِِِِِِِِِِِِِِِِِِِ
ِ.ِ6أ ٌّ
ِ.ِ7أِِِ١ثٌُِِٔجسِِأِهِذِسِٜجِ؟ِِِِِِِِِِِِِِِِِِِِِِِِِِِِِِِِِِِِِِِِِِِِِِِِِِِِِِِِِِِِِِِِِِِِ
ِ
ِ
إػجكجسِأضؽُِٟإلؽالعِِِِِِِِِِِِِِِِِِِِِِِِِِِِِِِِِِِِِِِِِِِِِِِِِِِِِِِِِِِِِِِِِِِ:
ِ
ِػُِٖكجِٕثُؼؽحِِِِِِِِِِِِِِِِِِِِِِِِِِِِِِِِِِِِِِِِِِِِِِِِِِِِِِِِِِِِِِِِِِِِِِِِِ:
ــِٝثُٔؽأرِصكِٔ٠كؽثشجًِلَّٕ ِثُؽخَِ٣لضؽشٜجِِِِِِِِِِِِِِِِِِِِِِِِِِِِِِِِِِِِِِِِِِِِِِِ
ــِثكضؽلِثُؽخَِثُٔؽأرَُِِّ َّػرِِِِِِِِِِِِِِِِِِِِِِِِِِِِِِِِِِِِِِِِِِِِِِِِِِِِِِِِِِِِِِِِِِِ
ــِثُلؽلِٝثُٔلجؼلِِ:ثُِّ٘كجءِلٗ٣ِٖٜلضؽشِِِِِِِِِِِِِِِِِِِِِِِِِِِِِِِِِِِِِِِِِِِِٖ.
ِــِثُذؼَِِ:ق ِِّٔ٢ؾٝجِثُٔؽأرِدؼالًِلِٗٚق٤عٛجِٓٝجٌُٜجِِِِِِِِِِِِِِِِِِِِِِِِِِِِِ.......
ــِثُؼػؼرِِ:ثُذٌجؼرِِ،هجٍِثدِٖثلث٤ؽِِ:ثُؼػؼرِٓجُِذٌؽِِٖٓثالُضسجِّهذَِِِِِِِِِِِِِِِِِِ
ثالكضؼجعِِِِِِِِِِِِِِِِِِِِِِِِِِِِِِِِِِِِِِِِِِِِِِِِِِِِِِِِِِِِِِِِِِِِِِِِِِِِِِِِِِِِ.
ؼٜجِِٝ،أدِٞػػؼصٜجِِِِِِِِِِِِِِ.
٣ٝوجٍِكالِٕأدِٞػػؼِكالٗزِإغثًِجِٕثكضؽػٜجِٝثهض َّ
ــِثدِٖشِٔ:َِ٤ضجلُِؽخَِخجؼ٣ضِٚدأ٣ــِِ،ِ....هجٍِٝثُطٞلًِجُطؼًِٖٝػُيِِِِِِِِِِِ
خجكٜجِ٣دٞكٜجِٗٝشـٜجِٝؼكـٜجِِِِِِِِِِِِِِِِِِِِِِِِِِِِِِِِِِِِِِِِِِِِِِِِِِِِِِِِِِِ.
ــِِٝ......ثُشِّؼجؼِِٓ:جِ٢ُٝشؼؽ ِخكعِثلٗكجِٕظِٕٓٝجقٞثِِٖٓٙثُث٤جحِِٝ،ثُدٔغِ
أشؼؽرِٝشؼؽِِِِِِِِِِِِِِِِِِِِِِِِِِِِِِِِِِِِِِِِِِِِِِِِِِِِِِِِِِِِِِِِِِِِِِِِِِِِِِِِ.
ٝكِ٢ثُٔثَِِِْٛ:ثُشَّؼجؼِظِٕٝثُعِّثجؼِ؛ِ٣ظلِْٜدجُٔٞظرِٝثُوؽحِِِِِِِِِِِِِِِِِِِِِ.
ٝثُعثجؼِِ:ثُثٞحِثُػِ١كٞمِثُشؼجؼِِِِِِِِِِِِِِِِِِِِِِِِِِِِِِِِِِِِِِِِِِِِِِِِِِِِِِ.
ٝأشؼؽِٙق٘جٗجًِِ:ضجُطِٚدِِِِِِِِِِِِِِِِِِِِِِِِِِِِِِِِ..................ِِِٚ٘ٓٞٛٝ،ِٚ
٣ٝوجٍ ِِ :شجػؽس ِكالٗز ِإغث ِػجخؼضٜج ِكِ ٢ثٞح ِٝثزع ِٝشؼج ٍؼ ِٝثزع ِِ ،كٌ٘ش ُِٜجِ
شؼجؼثًًِٝجٗشُِيِشؼجؼثًِِِِِِِِِِِِِِِِِِِِِِِِِِِِِِِِِِِِِِِِِِِِِِِِِِِِِِِِِِِِِِِِِِ.
٣ٝوٍِٞثُؽخَِالٓؽأصِ:ِٚشجػؽِِِِِِِِِِِِِِِِِِِِِِِِِِِِِِِِِِِِِِِِِِِِِِِِِِِِِ.ِ٢٘٣

ِ
ِ
ثُدِؿِءِِثُثِجِِِِِِِِِِِِِِِِِِِِِِِِِِِِِِِِِِِِِِِِِِِِِِِِِِِِِِِِِِِِِِِِِِِِِِِِِِِِِِِِِِِِٗ:ِ٢
ِ
ِ٣وِقِ ِثلِِٗكِجِٕ ِِٓشِعِٛٝج ً ِأِٓجِّ ِٛػِ ٙثُِٔلِؽِظثسِ ِصِؼِدِذِج ً ِِ ،أِِ ِٝصِوِؿِؾثً ِِ ،أِِ ِٝالِٓذِجالرً ِِ ،أِِِٝ
ِ ..............إُص ِِ ٢ِٛٝ ،صِظِقِ ِػِالهِ ٍِز ِ( ِكؼَ ِِ ،زجُز ِ) َِِِّٓٔ٤ؿر ِ٣لِضِؽِعِ ِإِِٔ ِِ٣ضِِ ِٞكَّؽِِ
ػِِ٠أِقجقِٜجِِ ُِِٞٝهِعِؼثًِطِـِ٤ؽِثً ِِِٖٓثالقِضِِطجفِ ِثُِٔضِذجظٍِ ِِٗٝؿِؼِثًِِِٖٓثُشِؼِٞؼِ ِدج٥ضِؽِِ
ٝٝخٞظِ ِٙــ ِإِِٕ ِصِـِجػِِ٘٤ج ِػٖ ِثالزِضِؽثِّ ِٝثُضِوِعِ٣ؽِ ِثُالؾِِّ ِصِٞثخِعِٔٛج ِــ ِ؛ ِ٘ٛٝج ِِٗؼِ٘٢
ِ ١دِؼِ٤عثً ِػٖ ِزِجالسِ ِثالؿِضِظِجحِ
ف ِػِِِٜ٤ج ِكِ ٢ثُكِِٞىِ ِثُذِشِؽِ ِِّ
دجُوظع ِػِالهِز ِِٓضؼجؼِ ٍِ
ٝثلِخِذجؼِ ِٝثُؼِِ٘قِِ.......إُص ٌُِِِِ٘٘،جِزِِِٗ ِِٖ٤وِؽِأِ ِٛػِ ِٙثُِٔلِؽِظثسِِٗٝضِأِ ََِِّٓ ِكٜ٤جِِٗكِضِعٍِِِ
كِؽثؿِٜجِِِٖٓ ًِِ َِِّ ِٛػِ ِٙثُِِٞثؾِِّ ُِِلِؼَِِ ِثُضِٔجؾِجِ ٌِِِٗٝضِشِقِ ِكٜ٤جِؿِِ٤ؽِ ِٓجِ٣عٍِِ ِػِِ٠غُيِِ،
كلِٛ٢ػِ ٙثُِٔلِؽِظثسِثٌُِثِ٤ؽُِِِػًِؽِ ِٝالشِِ٢ءِ ُِِألِِٗثِِ،ِ ٠كِ٢ٜثِٗطِالهج ًٌِِٖٓٛػثِِٓلِؽِظثسِ
ن ِثُلِؼَِِ ِٝثُكِِ٤جظِرِ ِِ،
كِِِ٘ٓ٢ؿُِِزِ ِثُِٔلِؼِِ ٍِٞدِِ ِٚثلِظِِِٗٝ٠ثلِهَِِ ِِ،دِِِٔ٘٤جِثزِضِلِظِشِ ُِِِػًِؽِ ِدِسِ ِِّ
أِ َِّٓجِثلِِٗثِِ ٠كِ٢ٜصِجدغِِٝ،دِجُضِجُِِ٢كِِٓ٢ٜلِؽِظثسِصِِ٘جٍِ ِِِٖٓثلِِٗثِِ ٠أًِِثِؽِ ِِٓ َِّٔجِصِؼِطِٜ٤جِِ،
ٓثِجًٍِِِِِٔ:زِِٝؽِأِِِ،كجُِٞؽِأُِِِِِِٓٚؼِِِ٘٠ثُ َِّعِٝـِِِِِِِِِِِِِِِِِِِِِِِِِِِِِِِِِِِِِِِِِِِِِِِ.
قطٜجِ
ٌٛػثِصِِؼِخِِثُِِـِزِظِِٝؼِِثًِؿِِ٤ؽِِِٓسِِٔٞظِكِ٢زِلِعًِِِؽِثِٓزِِثلِِٗثٌِِِٓٝ٠جِٗضِٜجِِ،إَِِّٜٗجِصِِِّ ِٞ
زِٜجِأًِِثِؽِِٓ َِّٔجِصؼطٜ٤جِٝصسلظِٜجِٝصِسِضِؽِِٜٓجِِِِ.
ٝصِِِّ ِٞ
ِِِِِِِِِِِِِِِِِِِِِِِِِِِِِِِِِِِِِِِِ
ِِ٘٣ذِـِِ ٢ثلِشجؼِر ِإُِِ ٠إِٔ ِدِؼِغ ِثُِٔلِؽِظثس ِِٝؼِظِسِ ِِِٓٔثَِّز ِدِِٞػِغِ ِثُدِجؼِ٣ز ِِٛ ٌَُِِِِّٖ ،ػثِ
غ ِثُِ٘ظِؽِ ِػِٖ
ال٣ذ ِِّعٍ ِٖٓ ِثلٓؽ ِزجالً ِلَّٕ ِثُِٔلِؽِظثس ِِ ٌِِِِٖٔ٣ثقِضِؼِٔجُِٜج ٌُِِِ َِِّ ِأِِٗثِِ ٠دِـِ ِِّ
طِلِضِٜجِثالخِضِٔجػَِِّ٤زِِ٢ِٛٝ،صِ٘جٍِِِِِٖٓثُدِجؼِ٣زًِِئِِٗكِجِٗ ٍِزِٝأِِٗثِِ٠دِِ٘لِفِِثُوِعِؼِِثَُِّػِِ١صِ٘جٍِِ
ِِٖٓثلِِٗثِِ٠كِ٢طِلِ ٍِزِثخضٔجػَّ٤زِأِضِؽِِِِ.ِٟ
ِِِِِِِِِِِِِِِِِِِِِِِِِِِِِِِِِِِِِِِِِِِِِِِِِِِِ
ٌِِٗسِٜجٌِِِِ٘٣ِ.....سِٜجِِ،زِجُِٝشِ ِإِِٔ ِأِزِظِِ ُِِِٞٝ٢دِؼِؼج ً ِِِٖٓ ِدِػِٝؼِ ِثالزِضِؽثِّ ُِِألِِٗثِِ٠كِ٢
سِ
قق ِػِِٓ ٠لِؽِظث ٍِ
ٛػِ ٙثٌُِِٔز ِٝثٌُِِٔجسِ ِثلِضِؽِِ ُِْ ....ِ ٟأِػِثِؽِ ِػِِِٜ٤ج ِِ ،كٌِْ ِٖٓ ِأِ ٍِ
صٌِِ ِِّؽـِِالزِضِوجؼِِثلِِٗثِِٝ٠ظِكِؼِٜجِإُِِ٠أِقِلَِِِثُكَِِِِِِِِّْ.
ِِِِِِِِِِِِِِِِِِِِِِِِِِِِِِِِِِِِِِِِ
ثكِضِؽِشِٜج ِ ِِ٣ِ ِ ....لِضِؽِشِٜج ِِ َِِِٛ ،ق٤ؽصؼِ ٠كِ ٢ثُِِـِزِ ِإِِٔ ِ٣وجٍ ِِ :ثكِضِؽِشِضِِِ......ِ ِ ِٚ
صِلِضِؽِشِِ......ِِٚإُصِِ،أِِِّزِِِٜ٘٤جِقِ٤ـِؼِخِِثُذِؽًِجِِٕ٣ٝوِػِفِِدِسِِِِِٔٔٚإُِِٓ٠جِالِِٜٗجِ٣زِ؟ِِِِِ
ِٓجغث ِِ٣وِِ ٍِٞثُؽِخجٍِ ِكِٛ ٢ػِ ٙثُِٔلِؽِظثسِ ِٝثلُِِلجظ ِِ ،إِِٕ ًِِجٗش ِال ِصِطِ ِِّعلِ ِأِقِٔجػِِِْٜ
كِْ ِقِِطِجِٗ،ِِْٜ
ن ِؾِِٝخِجصِِْٜدِجػِضِذجؼِٛجِصِسٌِِِ٢ػِِْٜ٘ٝصدِ ِِّ
ٝظِٝثضِِِِْٜإِِٕ ِهِِِ٤شِ ِكِ٢زِ ِِّ
كِ٣ِ َِِٜضِوِِذَِّٜٗٞج ِِ٣ٝؽِػِ ِٕٞػٜ٘ج ِػِِ٘عِٓج ِصٌِِِِٝ ِٕٞطِلج ً ُِِسِجٍِ ِدِ٘جصِِٝ ْٜأِضِٞثصِِْٜ
خجٍِآضِؽِِٖ٣ؿِِ٤ؽِِِِِ.ِْٛ
ٝهِؽِ٣ذجصِِ٢ِْٜٛٝصِسٌِِِ٢ػِٖؼِ ٍِ
ِِِِِِِِِِِِِِِِِِِِِِِِِِِِِِِِِِِِِِ

ػِِذَّؽِ ِػِعِظِ ِِِٖٓثُِ٘كجءِ ِػِٖؼِظِٝظِ ِأِكِؼجُِِِٓٝ َِِّٖٜشِجػِؽِِ َِِّٖٛصِدجِٛ ِٙػِ ٙثُِٔلِؽِظثسِ ِِٝٝهِؼٜجِ
ؽثّ ُِِألِِٗثِِٝ ،ِ ٠إَِِّٜٗجِ
ِ ١ثزِضِ ٍِ
كِِٗ٢لِٞقِِ َِِّٖٜدِجُوِِ:ِ ٍِِٞإَِِّٕ ِخِِٔ٤غِ ِٛػِ ٙثُِٔلِؽِظثسِالصِؼٌِِفِ ِأِ َِّ
ِ١صِٞثطِ ٍَِِدِِِِٖ٤ثلِِٗثِِٝ٠ثُػًِِؽِِِ٢ٛٝأُِِلجظِِِٓ٘ ِلِّؽِرِِ٤ُِِ،فِِكٜ٤جُِِِِٞٝ
ِٓوِ ِِّؿؾِرِٝالِصِؼٌِِفِِأِ َِّ
ًِِِٔزِِٝثزِعِرِخِِِِٔ٤زِأِِِٝضِلِ٤لِزِأُِِِِٝطِ٤لِزِثُِٞهِغِػِِ٠ثلِقِٔجعِِِٝ،هِجُِشِإِزِعِِٟثُِ٘كجءِ
إَِِِّٕأًِِثِؽِٛجِدِشِجػِ ِزًًِِِِِٔ٢ٛزِِ:زِطِأِِثُِٔؽِأِرِزِطِِأ ًٌِِِِٗ:سِٜجِِِِِ.
ِِِِِِِِِِِِِِِِِِِِِِِِِِِِِ
سِ
ٞغج ِِٖٓإِخجدج ٍ
إِزِعِِٟثُِ٘كجءِِ٢ِٛٝ،أِ ٌِّّ ِٝؾِِٝخِزًِِِ،ضِذِشِ ِخِٞثدِج ًِــِأػؽػِ٘ٛ ٚجًِِ٘ٔ ٍ
أضؽًِ ٟث٤ؽر ِٓشجدٜز ِــ ِصِوِِ ٍِٞكِٛ [ِ :ِ ٚ٤ػِ ِٙثٌُِٔجس ُِ٤ف ُِٜج ِأِ ١ػالهز ِدجُسخِ
ٝثلزضؽثّ ِِ ،دَ ِِٓ ٢ٛوؽكز ِٝٝهسز ًِٝإٔ ِثُؽخَ ِ٣ؼجهخ ِثُٔؽأر ِ٣ٝكضؼِٜٔج ِِ،
ٝضظٞطج ًًِِٔزٌِٗسٜجِِ،كِ٢ٜضجُ٤زِِٖٓأِٓ١ؼُِِ٘ٔ٠سذزِأِٝثُِٜلزِػِِ٠ثُؿٝخزِ
ثِ ٝثُسذ٤ذزِِٛٝ،ػِٙثٌُِٔز ِكٜ٤ج ِدؼغِِٖٓزخِثُك٤طؽرِٝثُضٌذؽًِٝإِٔثُؽخَِهجظؼِ
ػِِ٠كؼَِٛػثِثُش٢ءِدجُٔؽأرًِؼوٞدزِأِٝصٞد٤صِ٤ُٝفًِسخِٓضذجظٍِدِٖ٤ثُطؽكِٖ٤
كِٓٚ٤شجػؽًِث٤ؽرِصؽٓؿُِِسخِٝثُشٞمِٝثُِٜلزِِ،إٜٗجًِِٔزِدؼ٤عرًَِِثُذؼعِػًَِِٖ
ٛػِ ٙثلش٤جء ِثُضِ ٢غًؽصٜج ِ٤ُٝف ِكٜ٤ج ِأِ ١ثزضؽثّ ُِِٔؽأر ِأِ ٝزذج ً ُِٜج ِٝدٜج ِِ،
ٝثٌُِٔجسِثُذجه٤زِدجُ٘كذزًُِِ٢ػُيِِِِِِ.
ِِِِِِِِِِِِِِِِِِِِِِِِِِِِِِِِِِِِِِِِِِِِِِِِِِِِِ
ثُسخِثُػِِٞٛ١أزِِٓ٠جِكِ٢ثُٞخٞظِ٣ٝعٍِػِِ٠ثُؼالهزِثُسٔٔ٤ز ِؿجةخِٔٓٝكٞذِ
٘ٓٝلِِٖٛٓ٢ػِٙثُٔلؽظثسِِِِِِِِِِِِِِِِِِِِِِِِِِِِِِِِِِِِِِِِِِِِِِِِِِِِِِِِِِِِِِِِِِِِِ.
ًِٔجسِكظ٤ؼزِٓوؿؾرًِِٝ،إِٔثُٔؽأرِالزٍُِٜٞجِٝالهٞرِكِ٢ثُٔٞػٞعًِِِٓ،ِٚـِٞدزِ
ػِِ٠أٓؽٛجِكِ٢ثُس٤جرِِ،كِ٢ثُلؽثلِِٝ،ثُؽخَِِٞٛثٌَُِدجٌٌَُِ٘٣رِ٣ٝلؼَِٓجِ٣شجءِِ
ِ
ثٌُِٔزٌِٗسٜجٌِ٘٣سٜجًِٝأٗ٣ِٚؼِ٘٢أؿضظذٜجِِِِِِِِِِِِِِِِِِِِِِِِِِِِِِِِِِِِِِِِِِِ"]ِ.
ِِ
ثِٗضِِِِ٠ٜ
سظِِٓ٢شِجػِؽِىِػِؿِ٣ؿِصِ٢ثُوِجؼِةزِزِ٤جٍِٛػِٙثُِٔلِؽِظثسِِِِِِِِِِِِِِِِِِِِِِِ...........
صِلِ َِّ
سضِِِٓشِجػِؽِىِِػِؿِ٣ؿِ١ثُوِجؼِاِزِ٤جُٜجِ
ِصِلِ َِّ
ِ
ِٓلِؽِظِر ِ" ِثُِضَّٞثطَِ ِأِِ ِٝثالِصِّظجٍ ِ" ِهِعِ ِصٌِِِ ِٕٞثُِٔلِؽِظِر ِثُِٞزِ٤عِر ِثَُِّضِِ ٢الِِٔ٣فِ ِِِٜٓ٘جِ
ِِٝ ١خِِِِِٖٓ ٚ
ثِٗضِوجطج ًُِِألِِٗثِِ،ِ٠كٌِ ِلَّضجِِٓ٤ؿثٜٗجِِٓضؼجظُِزِ٣ِ ٌُِِِِٖ،ؼجحُِِٜجِإَِِّٜٗجِالصِؼٌِِفِ ِأِ َِّ
أِِٝخِِ ِٚثُِٔشِجػِؽِ ِثَُِّضِِ ٢صِأِضِػِ ِزِِِّ٤ؿثً ِِِٓٔضِ َِّعِثً ِكِ ٢كِؼَِِ ِثُضِٞثطَِِ ِٛػث ِدًِِِ ِِٖ٤جةِِ٘ ،ِ ٖ٤كِ٢ٜ
ِٓلِؽِظر ِؿ٤ؽ ِٝثقؼز ِِ ،صِطِذِؽِ ِػٖ ِثُلِؼَِِ ِِ٤ُِٝفِ ِػٖ ٌِِِِِٓ٘ ِِٚٗٞثلِِٗكِجِِٗ٣ِ ُِْٝ ،ِ ِ٢ضِِِْ
إِشِذجػٜجِٝقِوِٜ٤جًِِلجِ ِ٣زًِدِٔجءِِثُِٔؼِِِ٘٠ثُِٔؼِِذِّؽِػِٖٛػثِثُلِؼَِِِٝ،دجُضجُِ٢كدذِزِثُلٌؽرِ
ُِٜ٢ػثِثُلؼَِِِِِ.
كٜ٤جِالؾثُشِِهجطؽرِػِٖثزضؼجِٕثٌُِٕٔ٘ٞثلٗكجٗ ِِّ

ِِِِِِِِِِِِِِِِِِِ
ُِإلشجؼر ِِٓ :لؽظِر ِثُضَّٞثطَ ِأِ ٝثالصظجٍ ُِْ ِصٌِِٖ ِٓعِؼِخِز ِكِ ٢هِجةِٔزِ ِأِزِع ِثُٔؼجخِْ
أِػِالُِِِٙعِالُِزِِػِِ٠زِجُِزِِثُضِالزِِِْٝثُضِٔجؾِجِِدِِِِٖ٤ثُػًِِؽِِٝثلِِٗثِِ،ِ٠ػِِ٠هِعِؼِِٓجِدِسِثِثِِِ.
ؼِدَّٔج ِِٓلِؽِظِر ِ ِثُلِؼَ ِ" ِشِجػِؽ ِ" ِإٕ ِصِضَّظَ ِدِجُِٔشِجػِؽِ ِٝثَُِِّٔ ِٞظر ِٝثُوِؽِح ِِ ،صٌِِِِِٕٞ
ٓالةٔز ُِِِٞطِقِ ِزِجُِزِ ِثُضِٔجؾِجِ ِٝثُضِالزِِْ ِدِِ ِِٖ٤ثُػًِِؽِ ِٝثلِِٗثِِ ،ِ ٠كإِِٔ ِ٣وجٍ ِ" ِشِجػِؽِ
ثُ َِّؽخَِِِؾِِٝخِضِِٓ،ِ"ِٚكِضِكِجؿِزِِِِ.
ِِِِِِِِِِِِِِِِِِِِِِِِِِِِِِِِِِِِِِِِِِِِِِِِِِِِِِِِِِِِِ
إَِِِّٕٓلِؽِظثسًِـِِٓ:ضِِٖٓ،طحِِٗ،شَِِ،أؼٛجِِٝ،ؽ٢ءِِ،خِعِِ،ظؼـِِٝ.......ؿِِ٤ؽٛجِِ،
ُِٓ٢ٜلِؽِظثسِصِظِخِِكِ٢شِؼِٞؼِِثُِٔضِِ ِوِِّ٢ثٗظذجحِثُسع٣ثِػِٖزِجالسِِثُؼِِ٘قِِٝثلِخِذجؼِِ
س ِٓؼِِذِّؽرِػِٖزِجالسِ ِصِٞثطِ ٍَِ ِؽِذِ٤ؼَِِّ٤زِٝشِلجكِزِدِِ ِِٖ٤ؽِؽِكِِِٖ٤هٞثٜٓجِ
٤ُِٝ،ف ًِِٔلِؽِظث ٍِ
ثُ ِِّؽػِ٠ثُِضَّجِّ ِدِ ٖ٤ثُشؽِٝ،ِِٖ٤ٌ٣هع ِِ٣ؼِِِٖ ِثُ َِّؿِِٖٓ ِث٥صِِٗ٢لٞؼِِِٜ٘ٓ ِٙج ِِِٓٞ٣ج ًِٓجِكضؼِ َِّؽفِِ
خُِِٚألِِٗثِِِِِِ.ِ٠
ِ٢ثَُِِّٔ ِٞ
ًشٌِِ ٍَِِِِِٖٓأِشٌِجٍِِثُؼِِ٘قِِثُِِلِظِ ِِّ
ِِِِِِِِِِِِِِِِِِِِِِِِِِِِِِِِِِِِِِ
ِزًِِِِِٖ٘٤شِأِخِِٔغِِٛػِٙثُِٔلِؽِظثسِِٓ َِّؽِدِطِجؽِؽِ١قِؤِثٍِِِ٣ضٌِ َِّؽؼِِِٓعِؼِثؼِثًِِ:أُِِِْ٣ذِؾِثُِٞهِشِ
سًِِثِ٤ؽِرِِ،أِهَِِِٓجِصِٞطِقِِدِِ،ِِٚإَِِّٜٗجِؿِِ٤ؽِِِٓالةِِٔزِِ،أِٝ
ٓعثُِِٙضِِ٘ظِ٤قِِثُِِـِزِِِِِٖٓٓلِؽِظث ٍِ
الِصضؽثكنِٓغِٓكضدعثسِِثُؼظؽِثُسجُِٝ،ِ٢الِصِضٔجشِٓ٠غِؽجدؼِِِ.ِٚ
ِ
كٔجءِِصِِ٘طِنِِغِِٛذجًِٝظؼِؼِثًِكُِِ٢ـجصِٜجِِٓٝلِؽِظثصِٜجِِِ،
دِؼِغِِثلِِِِْٓٝثُشِؼِٞحِِصِؼِضِوِعِِإَِِِّٕثُ َِّ
ٔغ ِدِأًِِِِِٔ،ِ ِٚ
ٝصِـِلَِِ ِإَِِّٕ ًِِ َِّٔج ً ِِِٖٓ ِِٓلِؽِظثصِٜج ِصِوِطِؽِ ِق َِّٔج ً ِؾػِجكج ً ِٝصِكِِذِّخِ ِثُشَِِِ ُِِِٔدِضِ ٍِ
ظَّزِ
س ِكِ ِ
طَِ ِِٗظِلِِ ِٚصِٔجٓج ً ِٝصِسِدِؽِ ِػِِِ ِِٚ٤كِ ٢هِلِضِ ًِِِٔج ٍِ
ٝصِوِٞظِِ ِٙإُِِ ٠زِضِلِِ ِٚزِِ ِِٖ٤صؼِ ِِّ
ٝؿِِ٤ؽ ِٓعَُِّز ِِ٘ٓ ِٖٓ ،طِن ًِِ ٕٞثُِِـِز ِِ ٢ٛثُٞقِ٤ز ِثَُّضِ ٢صظٞؽ ِثلكٌجؼ ِٝصؽقِِْ
ٓالٓسِٜجِٝصؤؽؽُِٜجِٝصؼ ِِّؽفِد٘جؽوٜ٤جِِِِِ.
ِِِِِِِِِِِِِِِِِِِِِِِِِِِِِِِِِِِِِِِِِِِِِِِِِِ
ًَِِ ِثلِزِٞثٍِصِضِـَِِّ٤ؽِِ ًَِِِٝ،ثُعِِٗ٤جِصِضِذِ َِّعٍِإِ ِالَّ ِدِؼِغِ ِثلِِِْٓ ِٝثُشِؼِٞحِ ِزِِ ِِٖ٤صِؽِِٟثُوِعِِْ٣ـِ
ثُِٔجػِِ٣ِ ٢سِثِ ِثُططِِِٛ ٠جؼِدِج ً ِإُِِِٓ ٠ثِِٞثِ٤ُِِ ٙكِضِؽِ٣ر ِِِٖٓ ِؿِذجؼِ ِثُكِِ٘ ،ِ ٖ٤صِضِكجؼِعِِ
قِِ ِٚإِِٔ ِِ٣ذِوِِ،ِ٠ؼِؿِِْ ِأَِِِّٗ ِٚكِوِعِ ًِِ ََِّ ِأِقِِ٘جِِِٗٚ
دِِٜكِضِ٤ؽ٣جُِِِسجمِ ِدِِ ِٚصِدِؽِ ِأِغِِ٣جُِِ ِٚثُ َِّؽِثَّزِ ِِ،صِضَِِّ ِٞ
طَّؼِشِِِٓؼِعِصِِ٣ُِِِْٝٚؼِعِِهِجظِؼثًِػِِِٓ٠ؼِؾِِثُدِعِ٣عِِِِِِِِِِِِِِِِِِِِِِِِِِِِِِِِِِِِِِِِِِِ.
ٝصِوِ ِ
إَِِّٗٓ ْٜظِؽِِ ٕٝػِِ ٠ثلِؿِلجءِر ِكِ ٢أِِٝػِ٤ز ِثُِٔجػِِ ٢ثُؼِضِ٤ن ِِ ،كالخِعِ٣ع ِِٝ ،الضِطِٞثسِ
ِٗسِِِٞثُِٔكِضِوِذَِِِِِِِِِِ.
ِِِِِِِِِِِِِِِِِِِِِِِِِِِِِِِِِِِِِِِِِِِِِِِِِِِِِِِِِِِِِِِِِِِِِِِِِِِِ
ٌِِٗسِٜجٌِِِِ٘٣ِ....سِٜجِ٣ِ َِِِٛ.....ؽثظِ ُِِٜجِإِِٔ ِصِذِوِِ٠لَّٜٗجِٖٓ ِِأث٤ؽ ِِ،أِ ٝضظ٤ضِ ِِ،أِٝ
فِٓجِكٜ٤جًِِِٔ،جِثُذِؼِغِِدٜػثِثُوِ٣ٍِٞوطِؼِِِِِِِِِِِِِِِِِِِِِ.ِٕٞ
ثُِٖٔ٤ـزًِال٣دجؾِٓ َّ
ػِِ٠ظِؼِحِِثُضِٞثطَِِ ِِ،أِهٌُِِِِِْ ٍِٞػِؿِ٣ؿثصِ٢أِػِ َِّؿثةِِِٖٓ٢ثُوِجؼِةجسِ ِٝثُوِ َِّؽثءِظِِٓضِِْدِطٍِِ ِ٤ؽِ
الِّٝأَِِِِِِِِِِِِِِِِِِِِِِِِِِِِِِِِِِِِِِِِِِِِِِِِِِِِِِِِِِِِِِِِِِِِِِِِِِِِِِِِِِِِِِِٓ.
ٝقِ ٍِ

ِ
ِِِِِِِِِِِِ
ِ
ٓؼِٓٞجسِِِِِِِِِِِِِِِِِِِِِِِِِِِِِِِِِِِِِِِِِِِِِِِِِِِِِِِِِِِِِِِِِِِِِِِِِِِِِِِِِِِِِِ:
ــُِكجِٕثُؼؽحِِِِٞٛ:أزعِٓؼجخِْثُِـزِثُؼؽد٤زِِ،أًذؽٛجِٝأشِٜٔجِِ،خٔغِٓجظصِٚثدِٖ
ٓ٘ظٞؼِِِِِِِِِِِِِِِِِِِِِِِِِِِِِِِِِِِِِِِِِِِِِِِِِِِِِِِِِِِِِِِِِِِِِِِِِِِِِِِِِِِِِِِِ.
ــِثُظسجذِكِ٢ثُِـزِِِٞٛ:أزعِٓؼجخِْثُِـزِثُؼؽد٤زِ٣ِٝ،ؼضذؽِِٖٓأِْٛثٌُضخِثُضِ٢
أُلشِكِ٢ثُِـزِِٓ،ؤُلِ:ِٚثُدٛٞؽِِِِِِِِِِِِِِِِِِِِِِِِِِِِِِِِِِِِِِِِِِِِِِِِِِِِِ.ِ١
ــِثُوجٓٞـِثُٔس٤ؾُِِِ:ل٤ؽٝؾِآدجظِِِِِِِِِِِِِِِِِِِِِِِِِِِِِِِِِِِِِِِِِِِِِِِِِِِِِِِ.ِ١
ــ ِثُؼذجح ِثُؿثضؽ ِِ ِٞٛ :أزع ِٓؼجخْ ِثُِـز ِثُؼؽد٤ز ِِٓ ،ؤُلِ :ِ ٚثُسكٖ ِدٖ ِٓسٔعِ
ثُظلجِِِٗ.ِ٢
ِِِِ
ِثُٔظعؼِِ:ــِِ
www.baheth.info

ِ
ِ
ِ
ـــ ِثُوجٓٞـ ُِـز ِِ :هؼؽ ِثُذسؽ ِٝأدؼع ِٗوطز ِؿٞؼثً ِكِٓ ِٖٓ ،ِ ٚ٤جظر ِهٔف ِِ ،دٔؼِ٘٠
ؿطفِٝؿجصِدجُٔجءِِِِِ.
ِِِِِِِِِِِِِِِِِِِِِِِِِِِِِِِِِِِِِِِِِِِِِِِِِِِِِِِِِِِِِِِِ
ٝػ٘عٓجِأُقِ(ِثُل٤ؽٝؾثدجظِٓ)ِ١ؼدِٔٚأؽِنِػِِٚ٤ثقِْثُوجٓٞـِثُٔس٤ؾِِِِِِِ.
ٌُٝثؽرِصعثُِٚٝدِٖ٤ثُ٘جـِأؽِوٞثِػًَِِِٓ٠ؼدِْكِ٢ثُِـزِثقِْثُوجٓٞـِِِِِِِِ.
ثُٔظعؼِِ:ــِِِِِِِِِِِِِِِِِِِِِِِِِِِِِِِِِِِِِِِِِِِِِِِِِِِِِِِِِِِِِِِِِِِِِِِِِِِِِِِِِ
http://ejabat.google.com/ejabat/thread?tid=467d012458f50246

ِ
ِ
ِِِـــِثُٔؼدِْ٣ِٝ(ِ:دٔغِػِِٓ٠ؼجخِْ)ًِِٞٛضجحِ٣ؼِْٓلؽظثسُِـ٣ٞزِٓؽصذزِزكخِ
ٓظعؼِثٌُِٔزِِ:ثالثِ٢أِٝؼدجػِٝ،ِ٢شؽزجًُِٜػِٙثُٔلؽظثسِ٣ِٝ.دخِػعِّثُطِؾِدِٖ٤
ثُٔؼدْ ِٝثُوجٓٞـ ِِ ،ثُٔؼدْ ِٞ٣ػر ِٓؼِ٘ ٠ثٌُِٔز ِثُؼؽد٤ز ِدجُِـز ِثُؼؽد٤ز ِِ ،دٔ٘٤جِ
ثُوجٓٞـِ٣ضؽخِْدِٖ٤ثُؼؽد٤زُِٝـجسِأضؽِِِِِِِ.ِٟ
ِ
٘ٛجىِػعرِٓؼجخِْغثعِط٤ضٜجِِِِِِِِِِِِِِِِِِِِِِِِِِِِِِِِِِِِِِِِِِِِِِِِِِِِِِِِِِِِِِِِ:
ثُٔؼدِْثُٞق٤ؾِ(ِثطعثؼِٓدٔغِثُِـزِثُؼؽد٤زِدجُوجٛؽرِ)ِِِِِِِِِِِِِِِِِِِِِِِِِِِِِِِِ

ٓطضجؼِثُظسجذِِِِِِِِِِِِِِِِِِِِِِِِِِِِِِِِِِِِِِِِِِِِِِِِِِِِِِِِِِِِِِِِِِِِِِِِِِِِِِِِِ
ُكجِٕثُؼؽحِِِِِِِِِِِِِِِِِِِِِِِِِِِِِِِِِِِِِِِِِِِِِِِِِِِِِِِِِِِِِِِِِِِِِِِِِِِِِِِِِِِِِ
صججِثُؼؽٝـِِِِِِِِِِِِِِِِِِِِِِِِِِِِِِِِِِِِِِِِِِِِِِِِِِِِِِِِِِِِِِِِِِِِِِِِِِِِِِِِِِِِ
ثُٔظذجذِثُٔ٘٤ؽِِِِِِِِِِِِِِِِِِِِِِِِِِِِِِِِِِِِِِِِِِِِِِِِِِِِِِِِِِِِِِِِِِِِِِِِِِِِِِِِِ
ٓؼدِْثُؼِِِِِِِِِِِِِِِِِِِِِِِِِِِِِِِِِِِِِِِِِِِِِِِِِِِِِِِِِِِِِِِِِِِِِِِِِِِِِِِِِِِِِِٖ٤
ٓؼدِْثُـِِِِِِِِِِِِِِِِِِِِِِِِِِِِِِِِِِِِِِِِِِِِِِِِِِِِِِِِِِِِِِِِِِِِِِِِِِِِِِِِِِِِِِ٘٢
ثُٔؼدْ ِثُؼؽدِ ٢ثلقجقِ (ِ ٢ثُٔ٘ظٔز ِثُؼؽد٤ز ُِِضؽد٤ز ِٝثُثوجكز ِٝثُؼِِ ّٞــ ِؽذؼزِ
الؼٝـِِِٞٛٝ)ِ1989إخٔجعِٓدجٓغِثُِـزِثُؼؽد٤زِثُٔطضِلزِِِِِِ.
ِِِِِِِِِِِِِِِِِِِِِ
ثُٔظعؼِِ:ــِِِِِِِِِِِِِِِِِِِِِِِِِِِِِِِِِِِِِِِِِِِِِِِِِِِِِِِِِِِِِِِِِِِِِِِِِِِِِِِِِِِِ
http://ejabat.google.com/ejabat/thread?tid=69af61d0713ac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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