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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ت ّتيَئا َئ ْن ِت َئ َئا ِت ُف �ئأْن ُفَِت ُف ْن ِت لت ِت ُفوُ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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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ئْ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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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نئُتنئ. �ئ اِتُت َئ ْن َئ�ئ آَتُت ْئِئى َئ ُد َل ُفئ َئ ُت ّتي َئ ْئِئى ْن ِتي َئ َئ ْتي ْئ ْل ْف ِي اَئ
، ُف ُن ِْئ �ئِلا

. ّئ ُفو سْل َف اَن َئ فئا ُن ُئ فْئ لت، ُنوئى ِتسْئ َئ ّل َت َئ ْن ُف ّ ْت َئ�َف لئ ا ُفون َتَْل ل، ِئ ْئا ْت فْئّئ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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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否有意识到，敌视伊斯兰教的人每时每刻都在马不停蹄地想方设法

让我们远离伊斯兰教的教诲。他们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蛊惑人心，让

人怠惰，并且给我们穆斯林的思想里植入歪门邪道的意识形态，比如说世

俗主义（将宗教信仰与生活分开）、自由主义（脱离宗教信仰约束，为所

欲为）、多元主义（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没有差别的）等等。换句话说，

他们想要慢慢地摧毁穆斯林的思想，目的是要穆斯林放弃宗教功修，放弃



信仰。比如说放弃礼拜、遮羞、诵读《古兰经》等伊斯兰教所有的功课。

他们想通过这种方法，轻而易举地让未来的穆斯林全面退出伊斯兰教。

他们企图用尽各种办法、各种渠道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滥用社交媒体

平台，例如抖音（TikTok）、油管（YouTube）、即时电报（Instagram）

等等以发展他们的势力。这就是被称为思维的洗脑，或者是思想的侵略，

在阿拉伯语当中叫做 ( ِر ْك ِر ال ُو ْك َغ ) “ghazwul fikr”。

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黄牛”章，第 120节里说道：

“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绝不喜欢你，直到你顺从他们的宗教。你说：“真

主的指导，确是指导。”在知识降临你之后，如果你顺从他们的私欲，那

末，你绝无任何保护者或援助者，以反抗真主。”

这一节《古兰经》经文十分清楚地描述了仇视伊斯兰教者的真正德行，尤

其是世世代代都在以我们为敌的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在持续长达两百年的

十字军东征当中，基督教徒们千方百计地要消灭伊斯兰教，但是他们没有

成功。相反地，十字军东征只给基督教徒们带来了严重的伤亡。所以，基

督教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意识到，肢体的战争并不会成功地削弱伊斯兰教，

反而，真正能够侵略和击败穆斯林群体的方法就是依靠思想的清洗。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听到一些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消息，有一些身为穆

斯林者，却在戏台上公然进行嘲笑或者是愚弄伊斯兰教表演，将伊斯兰的

教导作为笑话来哗众取宠。

据 Imam Muslim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安拉的使者（愿主赐予平安）说：“你们必将亦步亦趋地效法古人，即使

他们钻进蜥蜴洞，你们也会跟着钻进去。”我们问：“安拉的使者啊！你

所指的‘他们’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吗？”安拉的使者（愿主赐予平安）

说：“还有谁呢？”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我们要加强我们自身的信仰，要严格地遵守伊斯兰的教法，保持伊斯兰所

教导的优秀品德，而且要教育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这样做。我们要坚守礼

拜，要时常诵读《古兰经》，要履行其他的善功。希望我们在今世和后世

都能够平安无事。



ِت آلاَي َي ِت ِت ْل ِت متيا ْل ُك َي ات ِي ل ِيَنيفيعييت ، ْت ْل ِت آْلعي ِت َيآ ْل ُك آْ ل يت ْل ُك ْي ِي ل يت لك َي َي َي

ُك ْل �يأنك ْم. آْلعيِتْ ُك ْل ِت ّي آْ ْي ُك ِك اتَي ِك، َي َتايِي ْل ُك ْل ِت ِي ل ِتىِت َي ّي ُي َني ِي ، ْت ْل ُت آحلي ْت ُل ِِت ِيآْ

ي ِتنل ِت ّل ِك آْل ْت اِت ّي ْت ِي ، ْل ُك ْي ِي ل يت ْي ْل ِت آْلعي لي ْك ْلفت سني ِي�يأل آ ِي ُي ل يت ْل أني

ْك. ْل ِت ْي آْ َك ْل ْيفك آْل ْي ُك ِك اتَي ُك ِل ْك ْلفت سني ِياأل ، ِت ْيا ِت ْل ِك ِيآْل ْتنل ِت ْل ِك ِيآْل ، ِت ا ِي ِت ّل ِك ِيآْ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