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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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教是至高无尚的安拉所认可的，所喜爱的唯一一个宗教。至高无尚

的安拉在《古兰经》“仪姆兰的家属”章，第 19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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ڃڃچچچچڇڇڇڇڍڍ

ڌڌڎڎڈڈژژڑڑککک

کگگگ

“真主所喜悦的宗教，确是伊斯兰教。曾受天经的人，除在知识降临他们

之后，由于互相嫉妒外，对于伊斯兰教也没有异议。谁不信真主的迹象，

（真主不久就要惩治谁），因为真主确是清算神速的。”

因此，对于穆斯林大众而言，维护我们的信仰是相当重要的责任，以便我

们不会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和蛊惑，西方思想一直是要歪曲穆斯林的信仰

的。他们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大同小异的。而崇尚这种思想的群体被称为

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运动。

多元主义的思想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正教，认为无论是信奉任何宗教的人

都是一样的，而且相信所有人都可以进天堂。他们认为虽然每个人执行宗

教功修的方式不同，但是大家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大家都是为了更加接近

神灵的。

十分显然，这种多元主义的思想是与伊斯兰教的信仰背道而驰的，因为至

高无尚的安拉规定了在今世和后世里唯一正确的、让安拉喜爱的生活方式

就是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础的伊斯兰教。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

“牲畜”章，第 153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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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是我的正路，故你们当遵循它；你们不要遵循邪路，以免那些邪路

使你们离开真主的大道。他将这些事嘱咐你们，以便你们敬畏。”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至高无尚的安拉只承认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安拉接受的唯一一个宗教。

但是，伊斯兰教并不鼓励我们敌视并且仇恨其他的宗教。

因此，穆斯林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信仰，不要让我们受到多元主义思想的

影响而使我们偏离了正道，因为接受多元主义思想的人们都会把伊斯兰教

与其他的宗教相提并论。

穆斯林大众应当远离一切不符合伊斯兰原则的、能够导致一个人叛教的事

物，比如说去非穆斯林的宗教场合清洁并且崇敬他们崇拜的偶像，而且认

为这样的行为不会违反伊斯兰教的教导，显然这是受到了多元主义的影响，

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就像一则圣训里记载，据 Imam Abu Daud传

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ن ْف َْن ِت ْفوئ فْئ
ٍد ِتُئون ُئ ْل َئشئ ْن ِئ



“违反我的命令的人注定要遭受卑贱和人们的藐视；谁要是模仿一伙人，

那么他就属于那一伙人。”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紧紧地坚守并且跟随着伊斯兰教的教导，因为只有信仰伊斯兰教才

能够拯救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免受今世和后世的大难。我们不要轻易地相

信那些自称是为了“宗教自由”以及“人权平等”而战的激进分子，不要

接受他们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思想会带领我们偏离正道具有误导作用，会

严重破坏我们的信仰，从而也贬低了伊斯兰教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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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伊斯教寻求别的宗教的人，他所寻求的宗教，绝不被接受，他在后世，

是亏折的。”

——《古兰经》“仪姆兰的家属”章，第 8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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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