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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ت ّتيَئا َئ ْن ِت َئ َئا ِت ُف �ئأْن ِت َن ُف ُف ْن ِت لت ِت ُف ْن ُف أْئ َئ ُف. ُف ُت ْن سْئ ِن َئأئ ُف َف ُتّْن سئ ِن َئأئ ُف ُف َئ حئن ّتيت ُف َن َحنئ
ُف. َئ َئ ِت ا َئ فئائ ْن ِت ْن ُف ْن ِئ َئ ُف َئ ْل ْت ِف فئائ لف ُت ُت ْن ُْئ ْن ِئ اَتَئا. َئ ْن �ئ

ُف ُف ْئْن َ ُد َل ُفئ َئ ُئ ّتي َئ ّل �ئ ُف ْئ ُن َئ�ئ ُف، َئ َئ ُتُن ُئ ائ ُف ُئ ْن َئ لف َتال ُئ َتَئ ل ّن �ئ ُف ْئ ُن َو�ئ
ُف. َف ْن َف ِئ َئ

. ئ ْنئُتنن �ئ اِتُت َئ ْن َئ�ئ آَتُت ْئِئى َئ ُد َل ُفئ َئ ُت ّتي َئ ْئِئى ْن ِتي َئ َئ ْتي ْئ ْل ْف ِي ََئ
، ُف ُن ِْئ �ئِلا

. ّئ ْن ُف سْل َف ََن َئ فئا ُن ُئ فْئ لت، ْئى ُن ِتسْئ َئ ّل َت َئ ْن ُف ّن ْت َئ�فَن لئ َ ْن ُف َتَْل ل، ِئ ْئا ْت فْئّئ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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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教十分重视人的道德品行问题。道德品行指的是一个人的性格、行

为或者是良好的举止。光有信仰却没有良好的品德就像是一具没有生命的

躯壳。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笔”章，第 4节里提到了先知穆罕

默德（愿主赐予平安）优美的道德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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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确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

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是在今世和后世拥有美好生活的关键。同时，优良的

道德品质对于建立有宗教信仰、社会和谐及国家团结的生活来说更加重要。

因此，伊斯兰教要求我们要以美好高尚的道德品质来武装自己。这正是符

合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的圣训，据 Imam Ahmad传述，先知穆

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我被派遣就是为了完善高尚的品德。”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信仰和道德是息息相关的。一个穆斯林信仰的完整与否取决于他的道德品

质的是否完善。据 Imam Al-Tirmizi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

教导我们：

ُلًقا ُل ْم ُل سُل حو �وأم ًق َمْموا و ممسمنم ْلمملؤم ُل مو ْم �و
“最完美的信士是品德最好的人。”

通过这一段圣训，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良好的道德品质的基础是建立

在对安拉真正的信仰与臣服。而真正的信仰则可以激励穆斯林在他的每一

言行中都能表现出最优美的一面。



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通常也拥有完善的礼拜，因为礼拜这一项功修

的理念就是要塑造一位心地善良、行为正直、热爱社会及遵从领袖等等的

社会良民。因此，我们大家应鼓励家人以及社会上的所有穆斯林要保持优

良的道德品质，以便我们能够为非穆斯林树立榜样，而不是仅仅以非穆斯

林为榜样。比如说停放好车辆，不阻挡路人，尤其是街坊邻里要互相关爱。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效仿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为我们自己，

我们的后代们，我们的家人及亲友们，甚至是为整个社会培养自己的良好

道德品行质。因为至高无尚的安拉十分喜爱具有高尚道德的仆人。

چ چ ڃ ڃ ڃ
ىئىئىئ ۇئۆئۆئۈئۈئېئېئېئ وئۇئ

جئ یییی

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同盟军”章，第 21节里说道：“希望真

主和末日，并且多多纪念真主者，你们有使者可以作为他们的优良模范。”

َو مم ِم ْم ِم مموا ْم ْل ّي َم َو م َُوفوعوىم َو ، ْم ْم ِم ْلمعو ِم َوْ ْم ًل ْل م ىم ْم ُل َولو م ىم لل َو َو َو
ُل ْم ْلحيمم َو ُل ِل َمَي ِل، َو َماوَو ْم ُل سم َومم م ممىِم ُو ّي ًو َُو َو ، ْم ْم ُم ْحمو ْم ْم ِّم َوْل ِم ْماّو
ْم اِم َولمحو ، ْم ُل َولو م ىم ْو ْم ِم ْلمعو لو ْل ْمفم سُو َو�وأم ْ ّو ُو م ىم َم َُو ُل َم َُل �و ْل. ْم ُم ْلمعو



َو ُل ِل َمَي ُل َم ْل ْمفم سُو ِواأم ، ِم ممسوا َوْلمملؤم ممسمنم َوْلمملؤم ، ِم ا ُممو َوْلمملحم و ُمممنم ْلمملحم

ْل. ْم ْلْيأم َل َم ْوفل ْل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