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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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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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ئ
، ُف ُن ِْئ �ئِل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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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高无尚的安拉伟大的迹象之一就是创造了人类的不同种族和语言。安拉

给每一个民族都恩赐了各自的语言作为互相交流的工具，为的是让大家都

可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语言在一个民族的文明建设中也发挥着主要的作

用。



就是为什么人们说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且马来谚语中也有“语言代

表着民族，语言是民族的灵魂”这一说。

伊斯兰教导我们穆斯林要使用优美的语言与别人交谈，因为我们说话的方

式能够映照出我们的信仰和对安拉的敬畏。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

“罗马人”章，第 22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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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种迹象是：天地的创造，以及你们的语言和肤色的差异，对于有

学问的人，此中确有许多迹象。”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我国政府将马来语指定为我国的国语、官方语言，以及我国的主要媒介语

言。所以我们大家都必须要正确并且正规地使用马来语，将马来语放在首

要的地位——作为我国的国语，官方语言，传播知识的语言，以及是象征

高等文化的语言。这样我们就能够加强我们对马来语的使用。据 Imam al-

Tabrani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一个人能够

进天堂的原因就是他给予别人食物，道祝安辞，并且说美好的话语。”



马来语应当广泛地被使用在所有的地方与阶层，比如说书信、官方仪式等

等，并且在国际层面也要使用马来语。所有的指示牌，广告，以及住宅区

域的名称也都是要用清晰、正确的马来语和爪夷文字标明。

我们应该感到自豪，因为世界上已经有超过 2.5亿的人使用马来语，并且

已经在世界上的 118所高等院校里成为正式的语言学习课程。“尊崇马来

语和爪夷文”的这一口号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用马来语来团结所有的马来西

亚人民，让马来语成为马来西亚人民交流的主要语言，并且用马来语来学

习及传播知识。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在建设穆斯林文明的过程中，语言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语言是传播宗

教以及宣传信仰的工具，是团结人民的工具，是发展经济的工具，也是教

育人民、宣扬文化的工具。历史证明，语言确实是在传播以及强化宗教信

仰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应该捍卫马来语，因为马来语是我们

国家的官方语言。如果我们对使用马来语漠不关心，甚至是忽视、鄙视的

话，那么很可能就会有人趁着这个很大的机会将我国的官方语言改为其他

的语言。

语言的作用也可以是不同种族之间互相交流的工具，所以在我们的国家马

来西亚，马来语作为我们的官方语言是得到官方承认的，也是再合适不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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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