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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نا. َن ْع َن ِل ّليَنا َن ْع ِل َن َنا ِل ُف َنأْع ِل َع ُف ُف ْع ِل لل ِل ُف ْع ُف أْن َن ُفُف. ُل ْع سْن ِع َنأن ُف َف ُلّْع سن ِع َنأن ُف ُف َن حنع لل ُف َع انحعن
ُف. ِن َن ِل ا َن فنان ْع ِل ْع ُف ْع ِن َن ُف ِن ْل ْل ِف فنان لف ُل ُل ْع ُْن ْع ِن

ُف. ِف ْع َف ِن َن ُف ُف ْنْع ا ُد َل ُفن َن ُن ّلي َن ّل َن ُف ْن ُع َن َن ُف، ِن َن ُلُع ُن ان ُف ُن ْع َ لف َلال ُن َلِ ال ّع َن ُف ْن ُع َن َن

. ن ُلنع ْعن َن اِلُل َن ْع َن َن آِلُل ْنِنى َن ُد َل ُفن َن ُل ّلي َن ْنِنى ْع ِل ِن َن ْع ِلي َن َن ْلي ْن ْل ْف ِل اِن

، ُف ُع ِْن َنِلا

. ّن ْع ُف سْل َف اِع فناَن ُع ُن فْن لل، ْنى ُع ِلسْن َن ّل
َنال ْع ُف ّع ْل َفَع لن ْا ُف َلَْل ل، ِن ْلْنا فْنّن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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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现在是伊历三月。对穆斯林来说这个月份的特别之处

在于，它是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诞生的月份。说真的，

我们对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的诞生十分感激，因为他是一位德

高望重的贵人，他为整个世界带来了安拉的引导。

在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诞生之前，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生活在愚

昧与黑暗之中，因为当时的人类已经上百年没有受到先知与使者的引领了。



强大的帝国，例如罗马和波斯，都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土而互相厮杀。同时，

阿拉伯民族则过着野蛮的生活，部落之间互相仇视。自先知穆罕默德（愿

主赐予平安）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将人类从崇拜偶像、以物配主的信仰改

变成了信主独一。

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赛伯邑”章，第 28节里说道：

چ چ ڃ ڃ ڃ
ےۓۓ ۀہہہہھھھھے

“我只派遣你为全人类的报喜者和警告者，但世人大半不知道。”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纪念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的诞辰并不是异端的做法。在伊斯兰

早期的“前三辈”们看来，例如 Imam Jalaluddin al-Suyuti 与 Imam Ibn

Hajar al-Haithami的看法，纪念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的诞辰是

允许的。这也符合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每个星期一为了感谢自

己的诞生而斋戒这一做法。允许纪念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诞辰

的证据其中也有，诗人 Hasan bin Thabit曾经自己在先知穆罕默德（愿主

赐予平安）面前作诗，赞颂以及祝福先知。

纪念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诞辰是有意义的。这能够使我们受到

深刻教育，其中包括多多祝福先知，以及回顾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

安）的生平及其奋斗的历史事迹。



至高无尚的安拉命令穆斯林要时刻敬爱（al-hub）与效仿（al-ittiba’）先

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不良的的生活态度，之

前我们崇尚各种各样的知名人士，例如艺人或者是政治人物。而现在通过

纪念先知学习先知，我们要热爱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以及按照

他的方式来生活。

除此以外，我们也要多多地为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祝福，因为

至高无尚的安拉和众天使们都在给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祝福。

如果我们在提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的名字时忽视了为他祝福，

那我们就会受到损失。

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同盟军”章，第 56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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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的确怜悯先知，他的天神们的确为他祝福。信士们啊！你们应当为

他祝福，应当祝他平安！”



، ِم ْي ِم َحل ِم ْي ِّم َلَل ِم َاَل َل ِم ِم ْي ِم مملا ِي ْك َي ام َل ِم َلَنلفلعل ، ِم ْي ِم َلعل ِم َلَ ِي ُك َل ي ىم ِي ِك َللل ي ىم لك َل َل َل
ِل ْي ِم َلعل لل ِك ْيفم سنل َلولأي َ ِل َل ىم َنلوي َكوُك ول ِك، ْي ِم َلعل ُك ْي ِم ّي َل َكول ِك امَي ِك َل َمالَل ِي ِك ْي ِم َل ي ِّم ِم َل ّي ُل َنل َل
َل ِنلوي ْلا ِنل ِكَُك ْيفم سنل ِلاأي ، ِم ْلا ِم َلَمكْي ْي ْم ِم َلَمكْي ، ِم ا ِل ِم ّي َلَمك ل ْي ِم ِم ّي َمك ِم اِم ّل َللم ، ِي ِك َللل ي ىم

ل. ْي َلسياِمّم َل جللا َل َل َل ِمْي ْيفم سنل ّي َم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