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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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优努斯”章，第 58节里说道：

چ چ ڃ ڃ ڃ
کگگگگڳڳڳڳڱڱ

“你说：‘这是由于真主的恩惠和慈恩，叫他们因此而高兴吧！这比他们

所聚积的还要好。’”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我们现在正处于伊历八月份的最后几天。很快，我们即将迎来斋月。但愿

至高无尚的安拉能够给予我们机会，让我们度过这个充满吉庆的月份。

َضان َضَض ْغَضا �ضوَضِّل ْغَضان َض �ض ْغ َض َض ِل َضَضا ْغ َل َض ّم َه ََِم

“安拉啊！求你在七月、八月赐福我们，并使我们活到‘莱麦丹’月份。”

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提早做好准备，迎接斋月的到来。先知穆罕默德（愿

主赐予平安）和众圣门弟子们（愿安拉喜悦他们）为迎接斋月而做好准备

的举动应该成为我们效仿的榜样。他们为迎接斋月所做的准备，不是吃什

么，喝什么，或哪个更加美味可口的菜肴。而是在斋月来临之前，他们就

开始在伊历八月份的时候增加自己的善功，为斋月做好准备而锻炼自己的

意志。伊斯兰教大学者 Ibnu Rajab al-Hanbali说道：“在伊历八月份中，

伊斯兰早期的“前三辈”会更加努力地诵读《古兰经》，以便在斋月的时

候，他们的心灵能够很容易地接受并且诵读安拉的语言。”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当斋月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表现出我们的喜悦，因为斋月是充满了至高

无尚的安拉的仁慈与饶恕。我们本就应该感到高兴快乐，因为斋月是天堂

的大门打开的月份，是火狱禁闭的月份，也是恶魔被束缚的月份。每一个

拥有理智的人都应当是迫切地等待这个时刻，因为沉溺于罪恶的我们自身

是十分期盼着来自于至高无尚的安拉的饶恕和仁慈。我们要为斋月的到来

而欢欣鼓舞，因为据 Imam Muslim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

教导我们：



ِل ْغَل َض ْغ َل َض ّم ََضقض َضا َِ َض َض ِل َُ َب ا تلسض �ضَحغ ًب َليضا َضانض َضَض َض َضا ْغ َض

“谁坚信真主并希望得到真主的回赐的情况下封了斋月的斋，那么他曾经

的罪恶全部已被饶恕。”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来借着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们讲述更多斋月

的伟大之处，以便我们以此多加称颂斋月的尊贵。我们可以通过方便的社

交媒体来互相赠送书籍、小册子，以及分享知识性的劝诫。希望我们每一

个人都能够时时刻刻都在赞美这个高贵的月份。

我们要下定决心在这个斋月里好好地利用我们的时间，要尽我们的力量，

最大限度地顺从至高无尚的安拉。我们要完美地完成 Terawih拜功，最好

以集体的方式完成二十拜 Terawih拜。我们也要多多地诵读《古兰经》，

每天至少一个卷（juzuk）。我们也得多多记念安拉，施舍，以及履行别的

善功。我们也要自我反省我们的过错，以便我们不会重复我们所犯下的错

误，因为我们应该担心我们在没有接受到安拉饶恕我们罪过的情况下，糊

里糊涂地度过斋月。我们要深刻思考 Ibnu Hibban传述的一则圣训，先知

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 َض َغ ِض ْغ ََ� ّغ ِض �َض َضانض َضَض َض هغ َض ْض َض ْغ َض ْغ َض َض �َضقضا ِل َضتض ََ َض ََسم ِل َضِضْغ َض رغل�
َل َنم

َِلنض َُ �َضَقِغ . َِلن َغ َُ ّمَ َ َُ ّض ْض �ضفضوَغ َََماَض َض َض ّض �ض َض ا َض �ض



“吉布依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天使来告诉我：‘谁赶上了斋月，

而没有被饶恕，那么，他就进入了火狱，真主弃绝他；你说：主啊！求你

准承吧！’我就说了：主啊！求你准承吧！主啊！求你准承吧！主啊！求

你准承吧！”

چ چ ڃ ڃ ڃ
ڻڻۀۀہہ

ہہھھھھ
ےےۓۓڭ
ڭڭڭۇۇۆ

ۆۈۈٴۇۋۋۅ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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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