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

2021年 12月 24日 |伊历 1443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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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恕。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青、少年都是将来会成为社会的支柱以及国家的希望。他们是我们的接班

人，将会成为未来的领袖。有句阿拉伯谚语说道：

ْئُ ََ ُف ا َئ ِت ِت ْن ََنّْئ ُف ْئا ُئ

“今天的年轻人是明天的领导人。”



圣门弟子 Saidina Ali Karramallahu Wajhah（愿安拉给予他尊贵） 说过：

“如果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未来，你就要先看当今的年轻人。”

青年时期是人生的一段充满挑战的时期。不幸的是有很多年轻的男生和女

生都失足陷入各种罪恶的深渊里。他们被充满激情和欲望的年轻气盛所鼓

动，四处寻找快感。有的青年人认为，趁着年轻就应该尽情享受娱乐，无

拘无束地挥霍青春，等到老了再忏悔吧。这是错误的想法。据 Imam al-

Hakim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 َئ َت ُئ َئ ْئ ْن �ْئ َئ سئ َل ْت َئ ، َئ ِت ُئ َئ ْئ ْن �ْئ َئ ْئاِئ ُئ : ٍد مئن ْئ ْن �ْئ ا ِد مئن ْن ْنسئَت َت

. َئ َت ْن ِئ ْئ ْن �ْئ َئ ّئاَئ ْئ َئ ، َئ ِت ْن ُف ْئ ْن �ْئ َئ ْئ ُئَ َئفْئ ، َئ ُت ُن فْئ ْئ ْن �ْئ َئ َئا ْت َئ

“在五件事之前，你当珍惜五件事，在老迈之前，要珍惜你的青春；在生

病之前，要珍惜你的健康，在贫穷之前，要珍惜你的富裕；在忙碌之前，

要珍惜你的空闲；在死亡之前，要珍惜你的生命。”

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克制自身的各种负面欲望。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要接近至

高无尚的安拉。有一则圣训讲道，在复生日，有七种人能够得到至高无尚

的安拉的庇护，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说，其中一种人就是：

ِئِيُت ِت ِئ ْئا ْت ِت َئ َئ أئ ُب ا ُئ َئ ...



“在祈祷全能真主中成长的青年。”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在有关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的历史记载中可见，有许多接受

伊斯兰的人都是青年和少年。例如，圣门弟子们 Saidina Abu Bakar在 38

岁时加入了伊斯兰教，Saidina Umar是在 28岁，Saidina Ali是在 10岁。

而且也有很多圣门弟子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伊斯兰教，比如说Mus’

ab bin Umair和 Usamah bin Zaid。他们在宣传伊斯兰教方面为先知穆罕默

德（愿主赐予平安）做出了许多的贡献，并且在为主道奋斗的路上成为了

穆斯林的强大支柱。

至高无尚的安拉为历代的年轻人设立了一个模范故事——山洞中的年轻人

（ashabul kahfi），以便使年轻人们能够效仿他们对信仰的坚定。至高无

尚的安拉在《古兰经》“山洞”章，第 10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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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几个青年避居山洞中，他们说：‘我们的主啊！求你把你那里

的恩惠赏赐我们，求你使我们的事业完全端正。’”



山洞中的青年们当时在躲避罗马统治者的暴政，因为这些青年不愿意崇拜

偶像。他们便逃离以求自救，然后就躲进山洞。至高无尚的安拉让他们在

山洞里安眠长达多年。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我们的国家非常需要有知识，有技术，意志坚强，积极向上，正直诚恳的

年轻力量。所以，今天的演讲要呼吁所有的年轻人们要保护好信仰，要时

常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要保护好自身，远离社会染上的恶习，比如说吸

毒，男女杂混，放纵的娱乐等等。我们要成为坚持捍卫伊斯兰，并为伊斯

兰而奋斗的年轻一代，以便我们国家不会被仇视伊斯兰的人所侵占。希望

以年轻一代的力量，让我们国家更加现金、安宁与繁荣，并且同时得到至

高无尚的安拉的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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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他们的故事，诚实地告诉你，他们是几个青年，他们信仰他们的主，

而我给他们增加正道。”

——《古兰经》“山洞”章，第 13节



ِت َنلّئ ْئ ِت ُت فتّن متئا ْن ُف ّل َت َئ ن ُئيت ُئ َئأْئ ، ْت ّن ِت ُئ ََن ّت َئَ ُن ُف ََ ن ِت ْن ُف َئ َئ ن يت لف َئ ِئ ِئ

ُف ْن �ئ�ْف ْم. ِتّ ُئ ََن ُف ّن َت ِل ََ ْئ َف ُف َتأل ُف، َئ َتائَئ ْن ُف َن ِت َئ ن ِتىيت ْئ ْل ُئ َْئ َئ ، ْت ّن ُت َحنئ ُت ُن ِيت َئََ

ئ َتنن ِت ِن َف ََن ُت اِت ِئ َت َئ ، ْن ُف َئ َئ ن يت ْئ ّن ِت ُئ ََن لئ ُف ُت ْن سْئ َن َئ�ئ َ ِئ َئ ن يت ْن �ْئ

ْف. ّن ْت ُل ََ ِف ْن ُف ْئ ََن ْئ َف ُف َتأل ُف َن ُف ُت ْن سْئ َن فئا ، ِت َئا ِت ْن َف َئََن َتنن ِت ْن َف َئََن ، ِت ا َئ ِت ِن َف َئََ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