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信仰、民族和国家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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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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赐予的福分与喜悦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捍卫信仰、民族和国家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将伊斯
兰教定为联邦制国家的宗教。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仪姆兰的家属”章，第
19 节里说道：

ﭷﭸﭹﭺﭻ
ﭸﭹﭺ ﭻﭼ
”。“真主所喜悦的宗教，确是伊斯兰教
安拉完善了伊斯兰教所有的制度。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筵席”章，第 3 节
里说道：

ﭻﭼﭽﭾﭿ ﮀﮁﮂﮃﮄﮅ
“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
”。做你们的宗教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作为穆斯林，我们必须遵守主命，要捍卫伊斯兰信仰，要维护穆斯林的尊严。根据我
们国家的背景和大环境，我们必须按照各自的能力来维护和捍卫伊斯兰教，在马来西
亚宪法的范围内制定有关的策略方针。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展现出穆斯林应有的礼仪、
聪明才智和风度，以便树立穆斯林的优美形象，也符合安拉对我们穆斯林的要求。至
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蜜蜂”章，第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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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秀的态度与人辩论，你的主的确
知道谁是背离他的正道的，他的确知道谁是遵循他的正道的。”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伊斯兰教也教导我们捍卫国土，保护家园。所以，我们作为马来西亚公民，我们有责
任维护马来西亚为伊斯兰教国家，并伊斯兰教在这个国家所应有的主权，保持自古以
来所传承的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以便我们能够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的指导保持穆
斯林的这种传统习惯，以防被其他生活方式所代替。同时，其他的种族也可以自由地
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文化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和平安宁地生活。
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捍卫国家和伊斯兰教的利益之上，以致让我们国家的
和谐与主权受到威胁。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牲畜”章，第 123 节里提醒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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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使每个城市都有一些罪魁，以便他们在那里用计谋；其实，他们的计谋，只
害自己，但他们不自觉。”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马来民族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生活了数个世纪，是属于马来西亚原本的居民。由于马
来民族为自己国家的建设和防卫做出了许多的贡献，所以，马来民族的特殊权利和未
来命运也应该得到相应的支持。因此，只要没有迫害别的民族，那么这样做就不是属
于种族霸权，不属于一项错误的举措。

据 Imam Abu Daud 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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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狭隘主义、为狭隘主义征战、为狭隘主义死亡者不是我的教民。”
因而在马来西亚国家宪法的背景下，将马来统治者定为这个国家所有民族的领袖，包
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等等，是不应该被人们质疑的。这在伊斯兰历史上，曾经为
了统一领导阿拉伯半岛那些来自不同部落的人民，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便
委任古莱什民族的原住民为领袖，其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要回归到伊斯兰教，重新规划执行伊斯兰的教导，比如在清真寺里集体履行五番
主命拜，重新让清真寺活跃起来，以便我们能够得到至高无尚的安拉的喜悦和保佑。
我们希望在穆斯林之间能够享受到长久的和谐与安宁，并且远离一切足以构成阻碍我
们努力建设伊斯兰教、民族和国家的所有的不良因素。
我们大家思考一下，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黄牛”章，第 126 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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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易卜拉欣说：‘我的主啊！求你使这里变成安宁的地方，求你以各种粮食供
给这里的居民──他们中信真主和末日的人。’他说：‘不信道者，我将使他暂时享
受，然后强逼他去受火刑。那结果真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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