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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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庆。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今天我们举国欢庆马来西亚日。马来西亚日曾经是纪念马来亚联邦政府、

砂劳越、沙巴与新加坡的统一，成立了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日子。通过马

来西亚的成立，西马半岛、沙巴和砂劳越的领导人与人民都愿意共同生活

在一个拥有不同种族的国家里，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和谐社会。至高无尚的

安拉在《古兰经》“寝室”章，第 13 节里说道：



“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

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

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

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中，塑造多元社会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因为先知穆

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本身就是在麦地那城建立了一座多个民族组成的

伊斯兰教帝国，其中的公民包括了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这些人能够受到

安全的保护，良好的待遇，以及有权利在安宁与和谐的环境中信奉着各自

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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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予我们的恩惠，让我们的国家能够以安宁和

谐的方式蓬勃地发展。所以我们作为穆斯林，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平民百姓，

应该认认真真地向大家宣传伊斯兰教，以便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民都会了解

伊斯兰教。而且我们也要召唤大家加入伊斯兰教，因为这是安拉与使者的

命令。

我们大家都应该珍惜我们的前辈们为我们打下的江山及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这些有功之臣包括了为了我们国家的独立自由而付出生命的战士们，马来

君主、伊斯兰教宗教学者以及政治领导者。他们齐心协力维护着我们这个

可爱的国家，让我们国家平安繁荣。我们祈求至高无尚的安拉以极大的嘉

奖与报酬恩赐这些功不可没的有功之臣。因此，让我们郑重地向安拉祈求，



恩赐我们国家安宁与和谐，就像先知易卜拉欣（愿主恩赐他平安）所祈求

安拉那样。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黄牛”章，第 126 节里说道：

“我的主啊！求你使这里变成安宁的地方，求你以各种粮食供给这里的居

民──他们中信真主和信末日的人。”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大家一起都来向每一个人宣传伊斯兰教，无论是面对穆斯林还是非

穆斯林，要呼吁大家千万不要侮辱至高无尚的安拉、先知穆罕默德（愿主

赐予平安）和《古兰经》。我们大家要牢牢记住，穆斯林是不能接受这种

侮辱性的，因为这会引起穆斯林的愤怒，从而会导致我们国家的平安和谐

被破坏。所以我们再次强调，我们要加倍努力地宣传伊斯兰教，使我们全

国家人民都能了解伊斯兰教，并且尊重伊斯兰教作为我们法定的国教这一

崇高的地位，

我们祈求至高无尚的安拉恩赐我们所有的人吉庆，安宁与和谐。



، ْت ُتّن احنئ ُت ْن ِيت َئاَ ِت انلّئ ْئ ِت ُت فتّن متئا ْن ْ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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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ن يت ْئ ّن ِت ُئ اَن لئ ُف ُت ْن سْئ َن َئ�ئ ا ِئ َئ ن َْئونيت ُف �ئَْفون ْم. ُئِتّ اَن ُف ّن َت ِل اَ َفوئ َتألُف ُف، َئ َتائَئ ْن ُف َن ِت َئ ن ىيت
ِت ْئ ْل ُئ َْئ َئ

ِف ُفون ْ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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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ئ َتنن ِت ِن َف اَن اِتُت ِئ
َت َئ ، ْن ُف َئ َئ

ْف. ّن ْت اَُ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