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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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教命令穆斯林要从合法的、清真的来源中获取给养，并且要求必须

食用美好的、洁净的食物。伊斯兰教严禁我们从不合法的来源或者用不合

法的方法获得给养。在阿拉伯语中，赌博被称为“Al-Maisir”。Al-Maisir

的意思就是用金钱等等作为赌注的游戏方式，在游戏中获胜的人就会得到

赌注。伊斯兰教禁止一切含有赌博成分的事物，不论是游戏，娱乐等等。

因为赌博是令人发指的行为，是恶魔的作为，是大罪。至高无尚的安拉在

《古兰经》“筵席”章，第 90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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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

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

事实上，恶魔会使用赌博这一活动在我们人类之间触发起敌意和仇恨，并

且阻止参与赌博的人记念至高无尚的安拉以及完成礼拜。至高无尚的安拉

在《古兰经》“筵席”章，第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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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惟愿你们因饮酒和赌博而互相仇恨，并且阻止你们记念真主，和谨

守拜功。你们将戒除（饮酒和赌博）吗﹖”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的确，伊斯兰教禁止我们赌博，但是我们穆斯林当中仍然有一些人不愿意

服从这条命令，并且明知故犯，做出这种非法的行为。例如购买彩票和彩



券，目的就是因为企图以少量的付出来获取巨大的利润，而选择最容易的

方法，所以就以猜测来得到钱。赌博是一种危险的社会的疾病，如果我们

置之不理，这种病会蔓延下去，并且会毁灭人们的一生，不光是害了赌博

的本人，还会牵扯到其家庭，社会，和国家。赌博成瘾的人们，他们的心

是闭塞的，是盲目的，因为他们只是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采取一切手

段，马上获得赌博的财物。赌博也会导致人们懒惰，不愿意辛勤工作，贪

得无厌，嫉妒，憎恨，以及怀恨在心。赌博也会导致人们互相纠纷和争吵，

甚至是损失财产，丧失尊严，而最后人们会以悲惨的下场而告终。他们忽

略了对家庭子女、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而更严重的是，忽略了对至高无尚

的安拉的命令必须付出的责任。据 Abu Daud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

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ة وَو ُة ْل ا َو ُة ِس ْل َو ْل ا َو ُة َل اخلو َو ُّس ُة َل َو ، ّي َو َو َو ُي ُو ّيو ا ّي ِس

“安拉禁止我们饮酒、赌博、打牌、玩骰子。”

因此，我们大家千万不要接近赌博，因为这种做法能够让人们上瘾。一旦

赌博成瘾，很难戒掉。赌博是一项邪恶的大罪。通过赌博而得来的财物是

非法的，是禁止使用的财帛，更何况是供自己的家庭子女吃喝。先知穆罕

默德（愿主赐予平安）已经教导过我们，我们所吃进去的、喝进去的每一

口不合法的食水，都会被火狱的烈火缠身。我们在寻求给养的时候要小心

再小心，我们一定要远离非法和有嫌疑的事物。我们即使是只有一点点的

给养，哪怕只是一点点，但是只要是合法的，就会得到至高无尚的安拉赐

予的福分，所以我们都应该感到知足和感恩。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

“黄牛”章，第 168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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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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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 ِس ِس ْل ِس مسوا ْل ُة ّي ِس َو ل َوَنوفوعوىس ، ْس ْل ِس اْلعو ّس َوا ُل ُة اْ ل ىس ْل ُة ْو َو ل ىس لة َو َو َو
ُة ْل َس ِي اْ ُةوو ِة ِسَي ِة، َو َساوَو ْل ُة ْل ِس َو ل ِسىّس َو ّي ُو َوَنو ، ْس ْل ُس احلو ُس ُل ّّس َواْ ِس الاّو
ُس اِس ِو ْس َو ، ْل ُة ْو َو ل ىس ْو ْل ِس اْلعو لو ُة ْلفس سنو َوَوأل ا ّو ُو ل ىس َنوول ُة نةول ََو ْة. ْل َس اْلعو

ُةوو ِة ِسَي ُة َل ُة ْلفس سنو ِواأل ، ِس ْوا ِس ْل َة َواْل ْل ْس ِس ْل َة َواْل ، ِس ا َو َس ِل َة َواْل و ْل َس َس ِل َة اْل
ْة. ْل ُس ُي اْ َة ْوفةول اْ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