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斋月里应该多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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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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恕。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尊贵的斋月给每一名穆斯林提供了很多获得报酬的机会。在斋月的行善中，

有一件善行是我们容易做到而且能够让我们获得极大的奖赏的，那就是施

舍。施舍的意义在于，将至高无尚的安拉恩赐予我们的给养分享给那些需

要的人们。例如向穷困的人，孤儿，清真寺，慈善机构，求知者等等施舍。

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伪信者”章，第 10节里说道：



ْيم ِج لَّر ِج َطا ْي ّر لَ َط ِج لج ِج ُذ ْي ُذ َط

ڭڭڭۇۇۆۆۈۈٴۇ ۓۓڭ

ۋۋۅۅۉۉېېې
“在死亡降临之前，你们当分舍我赐予你们的，否则，将来人人说：‘我

的主啊！你为何不让我延迟到一个临近的定期，以便我有所施舍，而成为

善人呢？’”

这一节经文阐述了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是多么渴望能够死而复生，洗心革面，

能够施舍。因为他们死后明白了施舍的好处有多么重要。所以，我们要记

住，只要还活着，我们就要多多施舍，即便我们不是很富有。有些人幻想

着在他们成为有钱人了以后才开始施舍。但是，实际上，无论我们是穷人

富人，我们大家都有施舍的机会，只要是我们的心意是真诚的。据 Imam

Ahmad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مطيّطٍة ِّج ّج ِج ْي َط َط لَّراَط ْل ُذ لَّر

“你们任何人当让他的脸部谨防火狱，即使施舍半颗枣。”

我们在今世所拥有的财物，无论是多是少，其实都不完全是属于我们的。

里面有一部分是属于穷人的。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应该经常有互相帮助

穆斯林兄弟姐妹的习惯，尤其是那些遇到困难的和遭遇不幸的。除此之外，



施舍的善行也是一种消除罪过的形式之一。据 Imam al-Tirmidzi传述，先

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لَّراَط ُذ للاط ُذ ِج َي ُذ ا َط َط َط َْط َج لخط ُذ ِج َي َذ َذ ّردَط لَ
“施舍能灭罪恶，犹如水能灭火。”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我们大家一起来在斋月里利用这一个大好的机会，以施舍这一善行来成倍

地赚取我们的报酬。我们的手要勤奋地往清真寺里的钱箱里奉献出我们的

钱财，放多少都可以，只要是诚心的。至少，利用我们的这一点点付出，

清真寺可以每个月维持缴付水费和电费，也可以组织一些活动来让我们的

清真寺更加活跃。在这个斋月，如果我们能够付出钱财用于人们开斋的费

用，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回报将是更大的。希望通过我们所付出的一点点施

舍，使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充满吉庆，并且我们的疾病也能够被消除，而且

也能够使我们远离天灾人祸。

چ چ ڃ ڃ ڃ
ٿٿٿٿٹٹٹٹڤڤڤ
ڤڦڦڦڦڄڄڄڄڃڃ

ڃڃ
“如果你们公开地施舍，这是很好的；如果你们秘密地施济贫民，这对于

你们是更好的。这能消除你们的一部分罪恶。真主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

——《古兰经》“黄牛”章，第 271节



ِت انلّئ ْئ ِت ُت فتّن متئا ْن ُ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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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ف �ئأْفو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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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ت ُن ِيت َئ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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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 ِئ َئ ن يت أْئون

ْف. ّن ْت ُل اَ ِف ْئُفون اَن َفوئ َتألُف ُف َن ُف ُت ْن سْئ َن فئا ، ِت َئا ِت ْن َف َئاَن َتنن ِت ْن َف َئاَن ، ِت ا َئ ِت ِن َف َئاَ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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