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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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ئحن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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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大家来细心理解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黄牛”章，第 168

节里说道：

چ چ ڃ ڃ ڃ
ېىىائائەئەئوئوئۇئۇئۆئۆئ

ۈئۈئېئېئېئ



“众人啊！你们可以吃大地上所有合法而且佳美的食物，你们不要随从恶

魔的步伐，他确是你们的明敌。”

这一节经文警告我们所有人，包括穆斯林，都必须要寻找合法的事物。寻

找合法的事物是一件主命。穆斯林必须要找完全合法、清真和优良的工作。

其中包括食物饮料，也就是洁净卫生、有营养的食物。在选择餐厅、饭店

和食品时，要寻找并且选择清真与卫生的食物。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在市场上，有些产品很有可能含有伊斯兰教禁止的东西，例如酒精、猪、

血液等在伊斯兰教里属于不洁之物的东西。

为了避免我们食用或者是使用到伊斯兰教禁止的产品，我们应该寻找清真

的产品，也就是已经获得了各州的伊斯兰宗教委员会和马来西亚伊斯兰发

展部（JAKIM）认证的并具备清真准证的产品。这是因为，每一个得到清

真认证的产品，在上市之前都已经过检查和测试。这些产品都是清真的，

优质的，能够安全放心地食用或使用。据 Imam al-Bukhari传述，先知穆

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ن َیوَعلوّمّه ل ٌت ا َوِبهو َْ ُّ ٌت َْ ُّ ُّ ا يیوّهمو َو�یوَیَ ت �ونِب َو احوَوا َن إب َو ت �ونِب َو احواو َن إب
اّيناس... َو ُب ثبَرت َو

“合法事物是明确的，非法事物也是明确的，但两者之间有令许多人不明

白的模棱两可之事。”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为了发展穆斯林的经济，我们应当优先购买穆斯林企业所制作和售卖的清

真产品，因为他们的产品保证是清真和优质的。我们这样做也能够更好地

发展穆斯林的经济产业链，尤其是在我们国家。

“优先购买穆斯林的产品”（Buy Muslim First (BMF)）这一句口号不是用

来抵制非穆斯林的产品，而是要让穆斯林消费者们意识到在购买产品时要

首先选择穆斯林的货物，以便能够使穆斯林消费者自己受益。另外一个方

面，当穆斯林的商贩们在经济上有所收益时，他们就可以缴纳更多的天课，

并且向社会施舍更多的财物，以便帮助更多的穆斯林。优先选购穆斯林的

产品应该是我们一生的行为，而不是忽冷忽热的。

至高无尚的安拉命令我们要为了穆斯林的利益而互相帮助。至高无尚的安

拉在《古兰经》“筵席”章，第 2节里说道：

چ چ ڃ ڃ ڃ
ەئوئوئۇئۇئۆئۆئۈئۈئېئېئېئ

ىئىئىئیییی

“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你们当敬畏真

主，因为真主的刑罚确是严厉的。”



َو ُب ِب ََ ِب مبوا َْ َّ ّن إب َو َ َوَیوفوعوىب ، ْب ََ ِب اَّعو َب َوا ََ ُّ اّ َ ىب َْ ُّ ّو َو َ ىب ّل َو ٌو َو
ُّ ََ ّنمب اّ ْو ُّ ِّ إبَن ،ِّ َو َباوَو َْ ُّ َي ُب َو َ ُبىِب َو ِن ُو َوَیو ، ْب ََ ُب احَو َب ََ ِّب َواّ ٌب َااّو
َب اِب ّو ّب َو ، َْ ُّ ّو َو َ ىب ْو ََ ِب اَّعو لو َّ َْفب ُوَأَیو َو ا ّو ُو َ ىب َْ َیو َّ َْ ّی َُو .ّْ اَّعولبََ

ْو ُّ ِّ إبَن ُّ ََ َّ َْفب ِواَأَیو ، ٌب يوا ُب َْ َواَّّم يبَن ُب َْ َواَّّم ، ٌب ا لبمو َّ َواَّّم لبمبَنو َّ اَّّم
.ّْ ََ ِب َن اّ ٌّ َْ ْوّف 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