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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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没有坐下来仔细地想过，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穆斯林，这是多么的幸

运？我们有没有比较和观察过那些刚刚受到伊斯兰教启示的新穆斯林同胞，

与我们这些从出生就是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所受到考验？为什么今天的我们

似乎根本不珍惜安拉所赐予的这无比珍贵的伊斯兰信仰的恩典？

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离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越

来越远。伊斯兰教向我们承诺了今世与后世的幸福生活，然而我们却好像



是对伊斯兰教失去了信心。甚至，我们有些穆斯林对于按照伊斯兰教的方

式生活而感到羞耻。难道伊斯兰教所教导我们的不是全面与完美的生活方

式、并且许诺我们今世与后世的生活都是和谐的吗？

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仪姆兰的家属”章，第 85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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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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这个大地上的代治者，我们有责任按照至高无尚的安拉所指定的模

式来管理这个大地。而且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也告诫我们要严

谨地遵守伊斯兰教的教导，如圣训大学者 Ibnu Majah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ك اِل َه الّل ا َه �هعْن ُغ يهِلي ّه ا، ِلَه ا َه عْه �ه ا َه ُغ ِهلْن ِل، َها �ِنلْهلن ِل ْن ِل �هُهى ْن ُغ ُغ �ْهَه�ن ْن ِهَه

“我给你们留下了洁白的正教，将如日夜一般长存，在我之后只有自取灭

亡的人才会偏离它。”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我们若以伊斯兰教的方式生活，我们一定会成为十分优秀的人。因为伊斯

兰教是来自于安拉的宗教。如果我们遵守伊斯兰教，辉煌就会属于我们，



因为安拉会时刻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只要进我们的最大努力按照伊斯兰教

的道路走，我们就会取得真正的成功，只要我们能遵循伊斯兰教的方法来

做任何事情，就会获得安拉的恩典。

让我们大家一起从努力，求知开始。因为知识是照亮人生之道的明灯。在

我们的这一生当中，有几点主要的基础知识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它们就

是：

关于信仰的知识。信仰是关系到信心与信念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一一仔细

学习，这样我们的信仰才会纯洁，并且免受各种邪门歪道的干扰，比如说

自由主义等等。

其次，是有关于伊斯兰的知识。伊斯兰教涵盖了与人类生活有关系的所有

学问，包括功修、婚姻、人际关系、刑事、人事管理等等。如果我们对伊

斯兰教教法一无所知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很容易地触犯至高无尚的安拉所

指定的法律。

最后，是关于“至善“的学问。至善的意义就如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

平安）所解释的，就是对至高无尚的安拉的崇拜。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

候要提醒自己安拉在注视着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

至少要坚信至高无尚的安拉时刻在观察着我们。至善的信念要求我们的心

灵不要被私欲占据，并且这样能够教育我们时刻要记念至高无尚的安拉。

چ چ ڃ ڃ ڃ
ڃڃچچچچڇڇڇڇڍڍڌڌڎ
ڎڈڈژژڑڑککککگگ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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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兰经》“仪姆兰的家属”章，第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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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ئ ِتّ ُئ اَن لئ ُف ُت ْن سْئ َن َئ�ئ ا ّئ َئ ِت َْئون َفوُف �ئ ْف. ِتّ ُئ اَن ُت اِت ِئ َت َئ ، ْن ُف َئ َئ ِ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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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