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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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伊斯兰教法里继忠于安拉和使者之后，善待父母便是伊斯兰教最重

要的命令。至高无尚的安拉命令我们要关爱和善待父母，安拉在《古兰经》

“妇女”章，第 36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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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当崇拜真主，不要以任何物配他，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

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宽待奴

仆。真主的确不喜爱傲慢的、矜夸的人。”

至高无尚的安拉命令我们要以最优美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父母，并且要孝敬

他们。所以，在座的各位，谁的父母亲还是健在的话，只要是有机会，你

就要遵守安拉和使者的命令，尽全力让父母高兴，要疼爱父母。我们不要

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忽略他们，对他们不管不问，不给予他们关爱，不善待

他们，而等他们去世之后才去后悔，但一切都于事无补了。因为曾经我们

放弃了孝敬父母的机会。

我们不要忘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善待父母是至高

无尚的安拉所喜爱的行为。据 Imam Bukhari和 Imam Muslim传述，先知

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تُر قال: ؟ َر �ئ ُف : ُف ِن قْف ا. ْئ َئقست ِئى ْئ ُف اَصلائ قال: ل؟ َل ّر ْئ �ئ ْت َئ ُئ اَ َر �ئ

ل. ْت ْتّ َئ يت ِف ا :اجتْئ قائل ؟ َر �ئ ُفل : ُف ِن قْف . ْت ُن ُئ اَوئاَت

伊本·麦斯欧德说，我请教真主的使者：“真主最喜悦哪项工作?”先知

穆罕默德说：“按时礼拜。”我说：“然后呢?”先知说：“孝敬父母。”

我说：“其次呢?”先知说：“为主道奋斗。”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细细思三个青年被困在山洞里的事迹，当时山洞的门被打开也就是

因为三个年轻人的其中一人所做的善事，那就是善待他的父母。据 Imam

Bukhari和 Imam Muslim（愿主喜悦他们）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

予平安）讲述道：“其中一个人说：‘安拉啊！我有老迈的父母和年幼的

孩子。我一直放牧着羊群。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我总是挤来羊奶，先让

父母喝，而后才让妻子儿女喝。有天晚上，我因有事迟误了，等我端来奶

子，父母已睡着了。我不忍心叫醒他们，而饥饿的孩子又跟在后边啼哭。

为了让父母先喝奶子，我双手捧着奶碗，一直等到天明他们醒来。安拉啊！

倘若你接受我这样做是为了取得你的喜悦的话，就请你给我们启开一条能

见到天空的缝隙吧！ ’于是，巨石移动了一点，他们能看到了天空。”

后来，那个巨石慢慢移动开来，三个人也安全地从山洞中出来了。



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就是，我们要怜爱父母，胜过我们爱惜别人，

包括我们的妻子与孩子，以及亲朋好友们。我们要疼爱自己的父母，希望

我们在今世和后世都会受到至高无尚的安拉的怜悯。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的确，父母对孩子们的牺牲与付出，是孩子们永远回报不了的。我们作为

孩子，只能以孝敬父母，善待父母的方式来回报他们，特别是在他们晚年

的时候。

“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只崇拜他，应当孝敬父母。如果他俩中的一

人或者两人在你的堂上达到老迈，那末，你不要对他俩说：“呸！”不要

喝斥他俩，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的话。”

——《古兰经》“夜行”章，第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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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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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ت ْئ ِتّ ُئ اَن لئ ُف ُت ْن سْئ َن َئ�ئ ا ّئ َئ لت قْئون �ئقفول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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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