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勒斯坦——被霸占的神圣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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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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历 7月是先知曾经奉主命进行夜行与登霄的月份。夜行与登霄是先知穆

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在还没有迁徙到麦地那之前所发生的神圣事迹。

至高无尚的安拉将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邀请到七重天之上，让

他目睹了安拉——伟大的造物主所创造的伟大迹象，这是安拉对先知穆罕

默德（愿主赐予平安）和穆斯林喜爱的证明。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

“夜行”章，第 1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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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真主，超绝万物，他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禁寺行到远寺。

我在远寺的四周降福，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部分迹象。真主确是全聪的，

确是全明的。”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至高无尚的安拉以赞美造物主的方式开始叙述夜行的事迹。也就是说，赞

美超绝万物的安拉，在十分短暂的时间内完成了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

平安）夜行与登霄的旅程。这一伟大的奇迹考验着人们的信仰。这件事迹

也将穆斯林与我们伊斯兰历史上第三个最重要的清真寺联系在了一起，这

座清真寺是坐落在巴勒斯坦的阿克萨清真寺,是穆斯林的礼拜的第一个朝

向。按照逻辑看来，如果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直接从麦加城登

霄，那是更近的路。但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被先带到巴勒

斯坦是有原因的，更是赋有智慧的。

在夜行与登霄发生的夜晚，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明确地证明了

阿克萨清真寺确实是属于穆斯林的，因为先知本身，与之前的先知和使者

们，都在里面做了礼拜。虽然说叙利亚的土地当时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



下。只有在圣门弟子 Umar bin al-Khattab的领导之下，耶路撒冷城市才得

以被平安地解放。当时没有任何的流血事件，而且圣门弟子 Umar还允许

当时的罗马人继续在那所城市里遗留下来，永远地与穆斯林生活在一起，

而且在这以前，被禁止入城的犹太民族，他们也被允许进入这里生活下去。

当时耶路撒冷成了一个包容各种宗教和民族的城市，在伊斯兰教的公平管

理之下，人们过的和平与安宁。

这就是巴勒斯坦这一块土地上所显现出来的吉庆，甚至现在还有许多大国

的力量愿意互相开战来占有她。然而当穆斯林社会发生分裂，远离了伊斯

兰教原本的教义后，我们穆斯林就会失去巴利斯坦这一乐土。就像历史上

发生十字军东征的那样，直到萨拉丁苏丹再次解放了那座城市。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在奥斯曼帝国末期，西方殖民主义者将团结的穆斯林社会彻底分裂瓦解，

殖民者的说客们在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之间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导致奥

斯曼帝国的崩溃与消亡。但我们穆斯林总是忘记历史的教训。至高无尚的

安拉在《古兰经》“战利品”章，第 46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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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要纷争，否则，你们必定胆怯，你们的实力必定消失；你们应当

坚忍，真主确是同坚忍者同在的。”



这一节经文解释了，穆斯林政府软弱和灭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来自于穆斯林

内部的分裂。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的国家，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如

果我们国家的穆斯林不团结一致，非穆斯林可能就会主导我们的国家。

因为当初穆斯林的分裂，致使巴勒斯坦落入了英国人的手中。在 1917年，

英国以强权将巴勒斯坦改为犹太人的土地，这就造成国际上的犹太复国主

义者乘机而入得到的结果。从那一刻开始，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分子们就

开始巧取豪夺霸占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巴勒斯坦的土地一寸寸地都被犹

太人所蚕食，最后完全被犹太人抢占，而 4百万巴勒斯坦人民被逐出家园

成为了逃难者。在最巅峰的时期 1948年，以色列完全入霸占了巴勒斯坦

的土地，并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他们非法的“国家”。如果我们疏忽大意，

忽略这一可能，这种情况在我国也难免会发生的。

让我们学习夜行与登霄之奇迹的精神，让我们大家大力地援助和支持解放

巴勒斯坦人民。并努力完善我们的拜功，坚持到清真寺里做集体礼拜，就

像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与其他先知在阿克萨清真寺里进行集体

礼拜一样。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团结一心，远离纷争，我们要继续向安拉祈

求，希望我们的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同胞以及全世界都能够得到至高无尚的

安拉的怜悯与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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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扶助真主的大道者， 真主必定扶助他；真主确是至强的，确是万能

的。”

——《古兰经》“朝觐”章，第 40节

ْئ ِت ُت فتّ متئا ْن ُ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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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ن ّت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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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فوُ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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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