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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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ئحن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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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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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تَئ ل ّن �ئ ُف ْئ ُن َئ�ئ
ُف. َفوَف ِئ َئ

ْنئُتنئ. �ئ ُت اِت َئ ْن َئ�ئ ُت آَت ِئى ْئ َئ ُد َل ُفئ َئ ُت ّتي َئ ِئى ْئ ْن ِتي َئ َئ ْتي ْئ ْل ْف ِي اَئ

، ُف ُن ِْئ �ئِلا

ّئ. ُفو سْل َف اَن َئ فئا ُن ُئ فْئ لت، ُنوئى ِتسْئ َئ ّل َت َئ ْن ُف ّ ْت َئ�َف لئ ُفونا َتَْل ل، ِئ ْئا ْ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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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被创造出来，就有着喜欢，爱护，以及被爱的天性。这种爱可以是对

自己的爱，对别人的爱，或者是对其他事物的爱。最高价值的爱就是一名

仆人对他的造物主的爱。的确，一位有信仰的人对至高无尚的安拉的喜爱

是相当认真的。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黄牛”章，第 165节里说

道：



چ چ ڃ ڃ ڃ
ڎڈڈ چڇڇڇڇڍڍڌڌڎ

ژژڑڑک…
“有些人，在真主之外，别有崇拜，当做真主的匹敌；他们敬爱那些匹敌，

象敬爱真主一样──信道的人们，对于敬爱真主，尤为恳挚。”

我们也需要明白，我们无法实现我们对安拉的喜爱，除非我们也喜爱安拉

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

“仪姆兰的家属”章，第 31节里说道：

ڦڄڄڄڄڃڃڃڃچ ڦڦڦ
چچچ

“你说：‘如果你们喜爱真主，就当顺从我；（你们顺从我），真主就喜

爱你们，就赦宥你们的罪过。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因此，我们对至高无尚的安拉的爱和使者的爱要超过一切，这样我们才会

完善我们的信仰。据 Imam al-Bukhari和 Imam Muslim传述，先知穆罕默

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نئُتنئ �ئ ِت َئاََلا ُت ُت َئاَت َئ ُت ُت َئ َئ ْن ِت ُت َتَئّن ّل ْئ �ئ ّئ ُفو �ئ ّل ْئ ْن ُف ُف ْئ �ئ ْف ِت ْن ُْف ائ



“你们当中没有人是一个真正的信徒，直到某人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孩

子和全人类为止。”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穆斯林大学者 Imam Hassan Al-Basri说过：

ُف ْئسئ َئا ّل ُفت ّل ْئ لئ ّل ُفت ْن َئ َئ �ئأل ْن ِئ ْن َئا
“你们要知道，你们不能说自己敬爱安拉，除非你们敬爱并且顺从安拉的

使者。”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因此，我们必须提醒并且教育我们的孩子们和家里人，要敬爱至高无尚的

安拉和使者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胜过喜爱一切，要通过遵从所

有来自于安拉和使者的命令，并且要远离安拉和使者所禁止的一切，这样

来表示我们的爱。当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刚刚迁徙到麦地那城

时，他通过建立以及利用清真寺来培养人们对伊斯兰教的热爱。这就代表，

当一个人敬爱安拉和使者时，他会时常去清真寺做集体礼拜，并且经常参

加清真寺里的讲座会来加深自己的信仰，还有促近穆斯林兄弟姐妹之间的

关系。我们要经常叫我们的孩子们爱护我们的清真寺，让我们的清真寺充

满活力，但是很不幸的是，现在的这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远离

清真寺。这导致我们对伊斯兰教的敏锐与感情受到极大的侵蚀，并且越来

越薄弱。让我们一起大家来增加我们对至高无尚的安拉与先知穆罕默德

（愿主赐予平安）的忠诚之心，我们向安拉祈求，但愿我们在后世能够与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和清廉的人们在一起。至高无尚的安拉在

《古兰经》“妇女”章，第 69节里说道：

چ چ ڃ ڃ ڃ
ڃچچچچڇڇڇڇڍڍڌ
ڌڎڎڈڈژژڑ

“凡服从真主和使者的人，教与真主所护佑的众先知，忠信的人，诚笃的

人，善良的人同在。这等人，是很好的伙伴。”

ْئ ِت ُت فتّ متئا ْن ُف ّل َت َئ ِت ُئ ُئ َئأْئ ، ْت ّ ِت ُئ اَن ّت َئا ُن ُف اَ ِت ْن ُف َئ َئ ِت لف َئ ِئ ِئ
ُف ّ َت ِل اَ َفوئ ُف َتأل ُف، َئ َتائَئ ُفْ َن ِت َئ ِتي ِت ْئ ْل ُئ َْئ َئ ، ْت ُتّ احنئ ُت ُن ّتي َئاَ ِت الّئ
ُت اِت ِئ َت َئ ، ْن ُف َئ َئ ِت ْئ ّ ِت ُئ َن ا لئ ُف ُت ْن سْئ َن َئ�ئ ا ّئ َئ ِت َْئون َفوُف �ئ ْف. ِتّ ُئ اَن

َفوئ ُف َتأل ُفَُف ُت ْن سْئ َن فئا ، ِت َئا ِت َئامفْن َتنئ ِت ْن َف َئاَن ، ِت ا َئ ِت ِن َف َئاَن َتنئ ِت ِن َف اَن

ْف. ّ ْت ُل اَ ْئُفوِف اَ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