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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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我们走到了斋月的尾声。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民众都

会返回各自的家乡，与亲戚好友们一起庆祝开斋节。在这个期间，公路的

使用者就会剧增。我们要知道，此刻，家人们是在翘首期盼我们的平安到

来，而不是为我们的噩耗而哭泣。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谨慎礼貌地驾驶车

辆。



虽然是这样，有一些公路使用者们，他们不遵守道路的使用纪律，正是他

们的这种态度带来了灾难性的交通事故。这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因

为交通事故牵扯到生命的问题，以及财物损失。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

经》“黄牛”章，第 195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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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当为主道而施舍，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你们应当行善；真主的确

喜爱行善的人。”

我们国家死亡率最高的就是公路上发生的交通死亡事故。每一天都有死亡

事件被报道出来。如果我们深入思考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事故，对社会

和对国家都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因为交通事故中会丧失很多宝贵的生命，

其中有青少年，教育者，商人等等。

交通事故也导致了许多儿童成了孤儿，失去了可以依靠的亲人。这种意外

性的死亡会给家人的心理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交通事故而失去丈夫

的妻子也成为单身母亲，不得不肩负着重担，独自抚养许多孩子。

的确，人的生死都是至高无尚的安拉的意欲，而交通事故也是安拉的定然。

然而，穆斯林也不应该什么事情都要归咎于安拉的定然。相反地，我们大

家应该努力采取最好的方法来防止交通意外的发生。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伊斯兰教禁止我们在大地上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地穿梭。因为骄傲自大是

一项受到谴责的品行。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夜行”章，第 37

节里说道：

حئمئىئيئجبحبخبمبىبيبجتحتختمتىت

“你不要骄傲自满地在大地上行走，你绝不能把大地踏穿，绝不能与山比

高。”

同样，乘坐车辆也是如此。伊斯兰教禁止我们以傲慢的方式骑车或驾驶车

辆。重点就是，我们应该尊重其他的公路使用者，而不是将公路当作自己

的所有，随心所欲的使用，更不顾及别人的安危，超速行驶，随意超车，

无视交通规则。

违反交通规则，比如说在严禁超车的路段随便超车，逆向行驶，闯红灯，

甚至非法赛车，都会导致灾难的发生。这不光是给自己带来了祸害，同时

给无辜的路人也带来不幸。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的怠惰和不良行为成为导

致别人受伤或死亡的根源。据 Imam Muslim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

予平安）教导我们：



ُف ُف ُن ْت َئ ُف ِئاَف َئ ُف ِف ِئ ٌم ُئا ْئ ْت ِت ِن َف اَن ِئى ْئ ْت ِت ِن َف اَن ْل كف

“每个穆斯林对其穆斯林兄弟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包括他的生命、财

产和声誉。”

伊斯兰教禁止我们在公路上野蛮驾驶，从而导致流血事故的发生，以及损

坏别人的财物。其实，公路上的交通事故是可以避免的，或者车祸的机率

是可以被降低的，只要我们能谨慎驾驶，严谨自律，遵守交通规则，车祸

可以避免。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防范可能会危及到我们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事故。我们向

安拉祈求，希望我们能够平安回到亲人的身边，开心的地庆祝我们等待已

久的开斋节。我们要小心谨慎地驾驶，而且，千万不要忘记每一次在开始

行程之前，都要念这一个祈祷辞，希望我们的路程充满吉庆，并且受到至

高无尚的安拉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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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为我们制服此物，我们对于它本是无能的。我

们必定归于我们的主。”

——《古兰经》“金饰”章，第 13与 14节



ُت ِيتكن َئاَ ِت انلّئ ْئ ِت ُت فتّن متئا ْن كف ّل َت َئ ن ُئيت ُئ َئأْئ ، ْت ّن ِت ُئ اَن ّت َئا ُن ُف اَ ن يت ْن ُف َئ َئ ن يت لف َئ ِئ ِئ

ا ِئ َئ ن يت َْئون ُف َْفون �ئ ْم. ِتّ ُئ اَن ُف ّن َت ِل اَ َفوئ َتألُف ُف، َئ َتائَئ ْن ُف َن ِت َئ ن ِتىيت ْئ ْل ُئ َْئ َئ ، ْت ّن ُت احنئ

ئ َتنن ِت َفؤن َئاَن ، ِت ا َئ ِت ِن َف َئاَن ئ َتنن ِت ِن َف اَن ُت اِت ِئ َت َئ ، ْن ُف َئ َئ ن يت ْئ ّن ِت ُئ اَن لئ ُف ُت ْن سْئ َن َئ�ئ

ْف. ّن ْت ُل اَ ِف ُفون ْئ اَن َفوئ َتألُف ُف َن ُف ُت ْن سْئ َن فئا ، ِت َئا ِت َفؤن َئاَ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