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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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ن ْ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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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تنن ْنئ �ئ ُت اِت َئ ْن َئ�ئ آَتُت ِئى ْئ َئ ُد َل ُفئ َئ ُت ّتي َئ ِئى ْئ ْن ِتي َئ َئ ْتي ْئ ْل ْف ِي ََئ
، ُف ُن ِْئ �ئِلا

. ّئ ْن ُف سْل َف ََن فئاَئ ُن ُئ فْئ لت، ْئى ُن ِتسْئ َئ ّل َت َئ ْن ُف ّن ْت َئ�فَن لئ ْنَ ُف َتَْل ل، ِئ ْتْئا ّئا فْ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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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怜悯。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婚姻是伊斯兰教的要求，也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所履行的圣

行。婚姻也是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学习场合，让我们学习更加珍惜以及感谢

至高无尚的安拉的恩典。婚姻的目的就是为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大地上产生

新一代的代治者，延续在大地上完成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所赋

予我们的使命。



婚姻以及家庭生活不仅能够带来吉庆和福分，而且还能为社会和国家营造

和谐的氛围。然而，要成功地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对任何一对夫妻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幸福家庭的意义就是，建立在敬畏至高无尚的安拉

的基础上的家庭，并且在今世和后世都能够得到安拉的怜悯。至高无尚的

安拉在《古兰经》“禁戒”章，第 6 节里解释道：

چ چ ڃ ڃ 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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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为自身和家属而预防那以人和石为燃料的火刑，

主持火刑的，是许多残忍而严厉的天神，他们不违抗真主的命令，他们执

行自己所奉的训令。”

这一节经文教导我们，作为夫妻与父母，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确保家庭里面

日常生活的大小事情都不会违反伊斯兰教的法令限制。任何一个家庭一旦

失去明确的方向，那么就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将会在不正常的环境下成长大。

我们现在面临的巨大问题就是：如何要确保一个家庭生活在正确及安全的

环境中？什么是最佳的解决方法？我们要建立幸福的家庭，首先应该以透

彻地理解宗教为基础，以宗教知识和良好的家庭教育为指南针。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在当今充满挑战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意识到，任何一个家庭的掌柜

的如果不重视教育的话，就会在认知事物好坏的方面继续落后。而没有稳

固的伊斯兰信仰的家庭则会带来各种没有道德的行为，例如吸毒贩毒，赌

博，通奸，饮酒，非法赛车，遗弃婴儿等各种违背安拉命令以及国家法律

的恶行。

伊斯兰教导穆斯林要为所有的家庭成员打造一座安宁、安全、健康、和谐

与幸福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大家要远离任何足以导致离婚以及摧毁家

庭的因素。因为通常情况下，离婚都会对家庭和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在建立幸福家庭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注意几件事情。其中包括，要在

夫妻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保持愉快的氛围，培养互爱互助的感情，要加

强良好的信仰，并且除了至高无尚的安拉之外不要崇拜别的东西。



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鲁格曼”章，第 13 节里说道：

چ چ ڃ ڃ 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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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鲁格曼曾教训他的儿子说：‘我的小子啊！你不要以任何物配主。

以物配主，确是大逆不道的。’”

ُت ْن ِيت َئََ ِت َلّئ ْئ ِت ُت فتّن متئا ْن ْف ّل َت َئ ِت ُئ ُئ أْئ َئ ، ْت ّن ِت ُئ ََن ّت َئَ ُن ُف ََن ن ىت ْن ُف َئ َئ ن ىت لف َئ ِئ ِئ

َ ِئ َ ىت ْن َْئ ُف َْف �ئ ْف، ّن ِت ُئ ََن ُف ّن َت ِل ََ ْئ َف ُف َتأل ُف َئ َتائَئ ْن ُف َن ِت َئ ن ِيت ِت ْئ ْل ُئ َْئ َئ ، ْت ّن ُت َحئ

ئ َتنن ِت َفؤن َئََن ، ِت ا َئ ِت ِن َف َئََن ئ َتنن ِت ِن َف ََن ُت اِت ِئ َت َئ ، ْن ُف َئ َئ ن ىت ْئ ّن ِت ُئ ََ لئ ُف ُت ْن سْئ َن َئ�ئ

ئ. ََسلاِتْتنن َئ جئئا ُْئا َئ ْئ ُتُن ُت ْن سْئ ِن ُف َ َئ ْن فْئ ّئا فْئ ُفَُف ُت ْن سْئ َن فئا ، ِت َئا ِت ُفؤن َ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