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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ت ّتيَئا َئ ْن ِت َئ َئا ِت ُف �ئأْن ُفَِت ُف ْن ِت لت ِت ُف ُفو َئأْئ ُف. ُف ُت ْن سْئ ِن َئأئ ُف ُتَّف سئ ِن َئأئ ُف ُف َئ َئ ّتيت ُف َن َئحنئ
ُف. َئ َئ ِت ا َئ فئائ ْن ِت ْن ُف ِئْ َئ ُف َئ ْل ْت ِف فئائ لف ُت ُت ْن ُْئ ِ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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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ت ُئ ائ ُف ُئ ْن َئ لف َتال ُئ َتَئ ل ّن �ئ ُف ْئ ُن َو�ئ
ُف. َفوَف ِئ َئ

. ُتن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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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فو سْل َف ََن فئاَئ ُن ُئ فْئ لت، ُنوئى ِتسْئ َئ ّل َت َئ ْن ُف ّ ْت َئ�َف لئ ُفو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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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现在几乎每天我们都能够经常听到刑事案件的发生，尤其是和滥用药物和

吸毒有关系的案例，这些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各种的社会问题。直到

2021年 9月份，我国国家反毒局（Agensi Antidadah Kebangsaan）一共记

载了超过 11万 4千人在滥用药品或者是吸毒。而十分不幸的是，其中

79%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人穆斯林。有数据还显示，在 10万人中，

就有 394人涉及到滥用药物或者是毒品。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们马来西亚家庭愿望（Aspirasi Keluarga

Malaysia）的目标怎么能够实现？如果对毒品上瘾，道德败坏，以及其他

负面的行为频繁在我们的社会里出现，未来将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不可忘

记至高无尚的安拉给予我们的警告。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黄牛”

章，第 195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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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你们应当行善；真主的确喜爱行善的人。”

伊斯兰教禁止我们食用会伤害到我们身体的东西，比如说饮酒，吸烟尤其

是滥用药品与吸毒，因为这些行为都会对我们的信仰、宗族和国家带来十

分恶劣的后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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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作为一家之主，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承担着至高无尚的安拉所赋

予的责任。要好好管教并且引导孩子们，以便他们坚持信仰伊斯兰教，习

惯于履行宗教功修，参加集体礼拜，要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同时也



要确保孩子们生活在健康与和谐的环境当中，使孩子们不会沾染上药物滥

用以及吸毒的恶习。如果我们的家人当中有滥用药物或者是吸毒的人，我

们要努力帮助他治疗与痊愈，不可采取极端的手段予以惩罚。据 Imam

Bukhari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ت ّلست ْت ِئ ْن ْئ َفوٌل ِن ِئ َفوئ َئ ٍد َِئ ُف ِئا فئاإنت ُت، ّلست ْت ِئ ْن ْئ َفوٌل ِن ِئ َئ ٍد َِئ ْن ُف ِل كف
ُت ّلست ْت ِئ ْن ْئ َفوٌل ِن ِئ َفوئ َئ ، ٍد َِئ ُت ِت َن �ئ ِت ْف ُف ُل َئََ

“你们都是牧羊人，你们都对自己的羊群负有责任。领袖是牧羊人，要为

自己的百姓负责；男人是家人的牧羊人，要对他的家人负责。”

马来西亚伊斯兰事务全国伊斯兰裁决理事会（Muzakarah Jawatankuasa

Fatwa Majlis Kebangsaan bagi Hal Ehwal Ugama Islam Malaysia）的第 76届

会议也讨论了药物滥用和毒品使用的教法。会议结论决定道，一切与药物

滥用和使用毒品的活动都是非法的，比如说种植，加工，售卖，分配，购

买以及允许某个地点聚集吸毒者并且在那个地点支持使用毒品。这些行为

都是非法的。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大家彼此都建立起良好、紧密的关系，并且要留心观察我们周围的

人，以便我们可以更早地防御吸食毒品这一社会问题。如果我们周围一旦

出现了相关的问题，我们要及时采取适当的行动，比如说要批评及劝告，

或者是汇报给负责任的有关当局，我们也可以直接向相关监督人员及机构

比如说警方和反毒局（AADK）报告。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向安拉祈求，并且努力地教育我们的孩子，加强对他们的宗教

教育，尤其是让他们习惯集体地履行善功，让他们经常参加清真寺里的活

动，以便他们能够远离药物滥用和毒品使用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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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ئ ِت ُت فتّ متئا ْن كف ّل َت َئ ِت ُئ ُئ َئأْئ ، ْت ّ ِت ُئ ََن ّت َئَ ُن ُف ََ ِت ْن ُف َئ َئ ِت لف َئ ِئ ِئ
ُف ّ َت ِل ََ َفوئ ُف َتأل ُف، َئ َتائَئ ُفْ َن ِت َئ ِتي ِت ْئ ْل ُئ َْئ َئ ، ْت ُتّ َحنئ ُت ّتيكن َئََ ِت َلّئ
ُت اِت ِئ َت َئ ، ْن ُف َئ َئ ِت ْئ ّ ِت ُئ ََن لئ ُف ُت ْن سْئ َن َئ�ئ َ ّئ َئ ِت َْئون َفوٌف �ئ ْف. ِتّ ُئ ََن

َفوئ ُف َتأل ُفَُف ُت ْن سْئ َن فئا ، ِت َئا ِت َئَمفْن َتنئ ِت ْن َف َئََن ، ِت ا َئ ِت ِن َف َئََن َتنئ ِت ِن َف ََن

ْف. ّ ْت ُل ََ ْئُفوِف ََ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