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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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感谢至高无尚的安拉，让我们有机会在斋月期间履行各种功修，希

望至高无尚的安拉能够接受我们的善功。我们也要感恩，因为我们又有了

一个愉快的迎接开斋节的机会。开斋节极大的恩典之一就是我们有机会可

以加强穆斯林兄弟姐妹、亲朋戚友之间的联系，今儿增进彼此之间的情谊。

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妇女”章，第 1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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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啊！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 他把那个人的

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并且从他们俩创造许多男人和女人。你们当敬畏真

主枣你们常假借他的名义，而要求相互的权利的主枣当尊重血亲。真主确

是监视你们的。”

的确，努力加强亲朋戚友之间的关系是伊斯兰教的重大要求。互相道祝安

辞，互相拜访，互相问候，为人们准备饭菜，互相送礼，以及握手拥抱，

这些方法都会加强人们之间的关系，拉近穆斯林之间的距离，而我们所做

的这一切都将会在至高无尚的安拉那里获得丰厚的回报。我们大家要记住，

增进穆斯林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有信仰的人们的特点之一。据 Imam al-

Bukhari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لت ِ ْف ِت ْن ُْف ّئ َِئْكا ُف، ُئ �ئّْن ْن ُت ُن ّف ِن فْئ ُت ِت ال َاَّئوْت ّلت ِ ْف ِت ْن ُْف ّئ ِئْكا
ُف ئ ِئمت ْن ِت ِنّئ فْئ ُت ِت ال

َاَّئوْت



“谁信仰安拉和末日，就让他款待客人；谁信仰安拉和末日，就让他接续

骨肉；谁信仰安拉和末日，就让他只说好话，或保持沉默。”

安拉还会恩赐维护穆斯林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人们长久的寿命，丰厚的给

养，以及完美的死亡。就如一则圣训所讲道的，据 Imam Ahmad传述，先

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谁想延年益寿、丰衣足食、结局善美，谁就应该敬畏安拉、接续骨肉。”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的确，加强穆斯林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从教法的角度来说是主命。而切断

穆斯林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非法的，是与那些犯大罪的人们属于一个群

体的。切断穆斯林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人是不可以进天堂的。据 Imam

Muslim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断绝骨肉者不得入乐园。”

穆斯林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断绝通常是因为财物，债务，教唆与煽动，诽

谤，骄傲自满，以及自私自利而产生的互相纷争。这些纠纷引促使人们形

成了这些恶劣卑鄙的特性。据 Imam al-Bukhari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

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你们应远离猜测，因为猜测是最大的谎言。你们不要窥探（他人）、不

要侦探（他人）、不要相互嫉妒、不要相互背毁、不要相互怨恨！你们都

是安拉的仆人，彼此间都是兄弟。”

所以，尽力维护穆斯林兄弟姐妹之间的良好关系对我们来说是主命。我们

不要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导致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

让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维护并且加强穆斯林兄弟姐妹之间的良好关系。

如果互相之间有分歧的话，我们要努力寻找解决方法达到和解，因为所有

的信士都是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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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士们皆为教胞，故你们应当排解教胞间的纷争，你们应当敬畏真主，

以便你们蒙主的怜恤。”

——《古兰经》“寝室”章，第 10节

، ْت ّن ُت احنئ ُت ِيتكن َئاَ ِت انلّئ ْئ ِت ُت فتّن متئا ْن كف ّل َت َئ ن ُئىت ُئ َئأْئ ، ْت ّن ِت ُئ اَن ّت َئا ُن ُف اَ ن ىت ْن ُف َئ َئ ن يت لف َئ ِئ ِئ
ْئ ّن ِت ُئ اَن لئ ُف ُت ْن سْئ َ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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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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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ئ َتنن ِت ِن َف اَن ُت اِت ِئ َت َئ ، ْن ُف َئ َئ ن يت

ْف. ّن ْت ُل اَ ِف ُفون ْئ اَ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