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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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高无尚的安拉恩赐于人类许多的恩典，其中一项就是让我们能够享受到

自由。对一位穆斯林来说，真正的自由就是当他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奉

献给至高无尚的安拉，并且忠诚于安拉。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

“牲畜”章，第 162与 163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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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的礼拜，我的牺牲，我的生活，我的死亡，的确都是为真

主——全世界的主。他绝无伙伴，我只奉到这个命令，我是首先顺服的

人。’”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我们不否认，我们的祖国和土地，从物质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确是摆脱了

被殖民的枷锁，并且获得了独立，我们能够在不受到外界的控制之下按照

自己的需要和方法来管理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来自

于殖民者的攻击还仍然没有结束，殖民者对我们的侵略只是改变了方法，

换汤不换药。而且现在还出现了更加危险的殖民方法——以“大家都是平

等的”原则作为幌子的殖民方法，以企图改变我们的思想和文化。我们国

家的社会文化是以伊斯兰教作为官方主要的宗教，但是这正在面临着全球

化殖民洗脑文化的威胁，这种殖民方式是以过分的娱乐和强调过度自由的

生活方式为主。人们的思想言论、谈吐举止、穿着方式、饮食文化、运动

比赛，都受到了影响，都在违背伊斯兰教的原则与传统。

我们在履行伊斯兰教的功修和发扬伊斯兰教的文化时，千万不要感到自卑。

而且，我们在使用马来语时要有充分的自豪感，因为马来语是我们的母语，

是我们国家的官方语言。在不知不觉中，现在出现了许多更加喜欢使用英



语的商贩和商店，他们使用英语来推广他们的商店和产品，而不是使用马

来语。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仇视伊斯兰教的人们也大肆宣传，说每一个人的自由是无限度的，是不受

到法律或者是教法的制约的。一个人只要是没有侵犯别人的权力，他可以

自由地无所欲为。我们不希望我们国家的穆斯林受到这种多元论思想意识

的影响，我们不要相信所有的宗教都是相似的，也不要跟随自由主义，更

不可相信人们不用跟随伊斯兰教的教规，可以肆无忌惮地按照自己的想法

来做任何事情。比如说在德国的一所清真寺所发生的那样，不管男女都可

以带领人们做集体礼拜，而且做礼拜的人们可以选择不遮羞体。这所清真

寺就是在“大家信仰自由“和所谓的”人权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的。

这些人们试图教唆穆斯林按照愚昧的方式来生活，并且远离伊斯兰的教法。

所以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些人欺骗，不要受到他们的蛊惑。圣门弟子

Umar al-Khattab提醒我们有关于愚昧的真正意义：

َة ِلّي ِل َجْةا ْْ ِل ْْ �َة مْة ْْ َة اةِل ْْ َإل ِل َة َة َة َةَ ِل ًة، َة ُعِْ ًة َة ُعِْ اةِل ْْ َإل ُعِةى ُع َة �َعتَْ ِلَيةا

“当人们从小在伊斯兰教的环境中长大，但是却不理解‘愚昧’的含义，

不理解愚昧的意义就是指任何偏离伊斯兰教的思想。——当人们是以这样

的方式生活时，那就意味着伊斯兰教坚固的纽带就会一点一点地被松开。”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为了建立国家的经济独立，我们必须要拥有技能熟练、人品正直、勇敢奋

斗的劳动人力，而不是依靠外国的劳动人才。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自己不

努力发展自己的国家，那么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这个国家就会被占领。

因此，在这一年我们欢庆我国的独立日之际，我们大家一起来反思一下，

我们在享受了这么久的独立时光之后，是否还有能力负担起安拉恩赐给我

们的这项重任，继续捍卫我们国家的自由？我们大家一起通过实践伊斯兰

教的教诲来体现我们的独立自由，让我们自身、家庭和社会都遵守伊斯兰

教的教义，比如说集体礼拜，遮盖羞体，聆听宗教演讲，劝善戒恶等等。

我们要展现我们美好的品德，要培养互爱互助的优秀精神，要阻止一切分

歧的源头，不要让它们分裂我们的社会，导致我们所享受的独立自由最终

被破坏。我们要捍卫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祖国是在国家

君主立宪制的主持下，要有信仰、敬畏安拉的马来穆斯林来领导的。这是

因为，只有是在敬畏安拉的前提之下领导人民，才会完全保卫真正的独立。

我们大家要对这一节《古兰经》章节深思：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

“战利品”章，第 46节里说道：



“你们当服从真主及其使者，你们不要纷争，否则，你们必定胆怯，你们

的实力必定消失；你们应当坚忍，真主确是同坚忍者同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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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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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ت ْئ ّ ِت ُئ َن ا لئ ُف ُت ْن سْئ َن َئ�ئ ا ّئ َئ ِت َْئون َفوُف �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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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