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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赞美安拉 —— 万世之主，施特恩、赐特

权的主。我见证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独一无二的主，贤良者的恩主，昧主之徒的

天敌；我见证先知穆罕默德是主的仆人和使

者，也是主的心腹密友，他使信士互为教胞，

要求无论人前人后都要坚守主的准绳，愿主

无量地赐福安于他和善良的圣裔，以及为真

理而支持援助了他的圣伴们，直到报应日！ 

安拉的仆民啊！ 

你们要敬畏安拉，与诚实者为伍，不要搞

分裂，避免产生信仰分歧，至尊主说：“你

们要服从安拉和他的使者，不要相互争论不

休，否则你们就会失败和丧失力量。你们要

忍耐，安拉与坚忍者同在。”（《古兰经》8

章 46 节） 

各位穆斯林： 

至尊主在芸芸众生中特别优待了我们，使

我们有幸获得了伊斯兰信仰，这是伊斯兰民

族的统一基础，是我们获得尊严的根本，也

是代代穆斯林复兴的源泉。主使我们因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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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了无知，脱离了迷误，从弱到强，由贱

而贵。伊斯兰之前的阿拉伯人不懂如何独拜

安拉，也不知道怎样团结统一，是伊斯兰教

会了他们认主独一，将他们团结在了真理的

大旗之下，使他们一跃而成为最优秀的民族，

正如主所说：“你们是为世人而选的最优秀

的民众，你们命人行善、止人作恶，并信仰

安拉。”（《古兰经》3 章 110节） 

安拉提醒我们要珍惜这一巨大恩典，命令

我们为此而感恩，并要维护信仰果实，避免

一切削弱力量、破坏团结、损毁恩典的行为：

“你们要全体紧握安拉的准绳而不要分裂，

你们要铭记安拉赐给你们的恩典。你们原本

彼此为敌，是他联络了你们的心，你们凭他

的恩典而成为教胞；你们原处在火坑的边缘

上，是他拯救你们脱离了火坑。安拉如此给

你们阐明他的启示，以便你们遵循正道。”

（《古兰经》3章 103节） 

伊斯兰要求我们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团

结在真理的旗帜之下，不分种族，不搞宗派，

不随私欲，不闹分裂。我们应该从天经和圣

行中寻求团结和发展的启示，从先贤的事迹

和先辈的历史中借鉴如何自尊和手足相惜之

道，在正教旗帜下崇奉认主独一的正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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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就是在这面旗帜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

比俩里、波斯的塞利芒、罗马的苏海卜等人

（主降喜爱）积极投身于伊斯兰，所有愿意

认安拉为主宰、伊斯兰为信仰、穆罕默德为

先知（主赐福安）的阿拉伯人都紧密团结在

了一起，他们共诵认主独一的宣言，打破了

种族和国家的界限，消除了宗派和部族的纷

争，使伊斯兰取代了血亲宗族关系。当被问

及出生门第时，他们中有人回答： 

若要论显贵门第        伊斯兰是我父亲 

多么伟大的伊斯兰啊！它不分阿拉伯人和

非阿拉伯人，不分白人和黑人，不分统治者

和被统治者，而只注重人的虔诚与善行：“在

安拉看来，你们中的最高贵者就是最敬畏主

的人。”（《古兰经》49 章 13节） 

先贤们心怀虔诚，万众一心，共同抗敌，

团结得就像是彼此紧密相连的坚固城墙，他

们夜间是修士，白天是战士，至尊主赞扬他

们说：“安拉喜爱那些为他而列队作战的人，

他们就像一堵坚固的城墙。”（《古兰经》6

1 章 4 节） 

圣使（主赐福安）曾将双手交叉起来比喻

说：“信士与信士犹如建筑物，彼此要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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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艾卜穆萨•艾什艾里传述《两大

圣训录》） 

有人说得好（愿主慈悯他）： 

这个民族遭难时耐忍        享福时知道

怎样感恩 

敌人眼中发怒的狮子         保持着自

尊却不傲慢 

各位穆斯林： 

维护穆斯林的团结是天命义务，不得以任

何形式消极怠慢。追求真理是凝聚伊斯兰民

族的重要手段，也是护教御敌的有利武器，

至尊主命令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你们要

全体紧握安拉的准绳而不要分裂。”（《古

兰经》3章 103 节） 

穆斯林是一个整体，一处不适就会引发全

体不安，先知（主赐福安）曾形容说：“信

士互相友爱、关怀、怜惜的情形就如同人的

身体，一肢疼痛引发全身不适和发烧。”（努

尔曼•本白希尔传述《布哈里圣训录》《穆

斯林圣训录》） 

伊斯兰民族只有团结一致不搞分裂，才能

在生活和建设中给其它民族起到示范作用。

维护团结的重要手段就是：坚守正教，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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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经和圣行，知与行并重，统一认识和行动，

讲求道德礼仪，为正义、虔诚和信念而精诚

合作，不为犯罪、抗主和欺压而狼狈为奸，

至尊主说：“你们要为正义和虔诚而互助合

作，不要为犯罪和欺压而狼狈为奸。你们要

敬畏安拉，安拉是惩罚严厉的主。”（《古

兰经》5章 2 节） 

本着顺从安拉及其使者的原则，以爱心维

护伊斯兰民族大业，服从领袖也是我们的义

务之一。领袖与大众之间要互帮互助，领袖

要考虑大众的权益，大众也要服从领袖的命

令。圣使（主赐福安）说：“最好的领袖是

那些你们爱他们而他们也爱你们，你们祝福

他们而他们也祝福你们的人；最坏的领袖是

那些你们恨他们而他们也恨你们，你们诅咒

他们而他们也诅咒你们的人。”（奥夫•本

马利克传述《穆斯林圣训录》） 

信士之间最坚固牢靠的关系，就是维系伊

斯兰兄弟情谊和彼此维护对方的权益，并将

此信念根植于思想意识深处，在实践中始终

贯彻到底。至尊主在天经中一再强调这种兄

弟友谊，并赞扬说：“男女信士互为盟友，

他们劝善、戒恶、守拜功、缴天课、服从安

拉及其使者，这种人将会得到安拉的慈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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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是至强至明的主。”（《古兰经》9 章 7

1 节） 

先知（主赐福安）说：“你们每个人只有

做到爱教胞如同爱自身一般，方为真信士。”

（艾奈斯传述《布哈里圣训录》《穆斯林圣

训录》） 

众所周知，调解穆斯林之间的纠纷，对于

消除彼此间的仇恨、解决社会矛盾、去除内

在弊病而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

如果两派信士发生冲突，你们要居间调停。

如果一派压迫另一派，那么你们就讨伐压迫

者，直到他们服从主的命令。如果他们重归

于好，你们就在他们之间秉公调解，并要主

持公道，安拉喜爱主持公道的人。【10】凡

是信士皆为教胞，故你们应当调解兄弟间的

冲突，你们要敬畏安拉，以便你们获得主的

慈悯。”（《古兰经》49 章 9－10节） 

各位教胞： 

穆斯林社会应该崇尚伊斯兰美德，远离各

种卑鄙可耻的恶习，以使全社会生活高雅、

进步、和谐，进一步维护文明、团结、统一：

“【11】信士们啊! 你们不要相互嘲笑，也

许被嘲笑者胜过嘲笑者；妇女也不要相互嘲

笑，或许被嘲笑者比嘲笑者更好；你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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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毁谤，不要彼此以诨名相称，有了正信

之后再以诨名相称是卑劣行为！对此不知悔

过的人，均是不义之人。【12】信士们啊！

你们要避免猜忌，有些猜忌确实是一种罪过；

你们不要互相刺探隐私，不要互相在背后说

坏话，难道你们有人爱吃自己兄弟的死尸肉

吗？你们肯定厌恶那样做。你们要敬畏安拉，

安拉是至恕至慈的主。”（《古兰经》49章

11－12节） 

崇尚道德的民族恒久          败坏道德

的民族易亡 

我讲这些，祈望主饶恕我们大家，向主忏

悔吧！主是至恕至慈的。 

  

第二部分 

 

赞美安拉引导我们获得正信、赐给我们神圣

的古兰经，使我们沐浴在各式各样的恩典之

中。我见证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独一

无二的主，他保佑遵循古兰经的人摆脱迷误、

分裂和耻辱；我见证先知穆罕默德是主的仆

人和被派来慈悯人类和精灵的使者，愿主无

量地赐福安于他和圣裔，以及用口舌、钱财

和武器为主奋战的圣伴们，直至复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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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穆斯林： 

你们要敬畏相互以其名义进行诉求的主，

并敬重亲属关系。你们要坚守正信，感谢主

所赐的伊斯兰之恩，避免发生冲突和矛盾。

要谨记：安拉命令我们成为统一的伊斯兰民

族，禁止我们分宗派和教派，要求我们保持

正教的完整性和穆斯林的统一性，至尊主教

导说：“这就是你们的教义，同一个民族，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要崇拜我。”（《古兰

经》21章 92 节） 

现在我们的敌人使用的最阴险武器是：试

图分化瓦解穆斯林，使其无暇顾及自身的义

务而忙于内讧，并蓄意挑起矛盾和纠纷，煽

动极端和制造分裂。因此，全体穆斯林应该

警觉敌人的各种阴谋和圈套，坚持信仰统一，

维护兄弟情谊。先知（主赐福安）说：“你

们不要互相嫉妒，不要互相抬价，不要互相

仇视，不要互相为敌，不要互相出卖，安拉

的仆民啊！你们都是兄弟，穆斯林是穆斯林

的兄弟，不能迫害自己的兄弟，不能抛弃自

己的兄弟，不能蔑视自己的兄弟，••• 穆

斯林对穆斯林，其生命、财产和尊严神圣不

可侵犯。”（艾卜胡莱赖传述《布哈里圣训

录》《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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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教胞： 

维护伊斯兰民族的团结，是每个穆斯林不

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我们每个人都将在主面

前接受审问：是否真心维护了团结？所以，

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主而努力奋斗，坚守

正信毫不动摇，讲团结而不搞分裂、共同协

商而不搞独裁、互助互利而不自私自利。让

我们攥成一个拳头，众志成城，共同对付我

们的敌人。 

我们的主是独一的，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

我们的天经是相同的，我们的先知是穆罕默

德，我们的朝拜方向是统一的，为什么要搞

分裂？为何要争斗不休？让我们拥有同一个

理想，彼此分担痛苦，用伊斯兰教胞之情将

我们凝聚在一起，以信仰的纽带将我们紧密

联系起来，共同紧握安拉的准绳，唯有安拉

是最好的保护者和援助者！ 

先知（主赐福安）说：“安拉喜欢你们三

件事：拜主独一不二、紧握主的准绳不分裂、

对主委派给你们的领导人建言尽忠。”（艾

卜胡莱赖传述《穆斯林圣训录》《艾哈迈德

圣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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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是福，分裂是祸！安拉的援助与大众

同在，脱离伊斯兰大众的人，必将在火狱中

独居。 

主啊！求您使我们的口径统一到真理上，

求您赐予我们顺从您的力量，求您团结我们

的心，矫正我们的口舌；主啊！求您给我们

增福而不要减福，求您给我们赐恩而不要夺

走给我们的恩典，求您使我们高贵而不要使

我们卑贱，求您选择我们而不要抛弃我们，

求您引导我们，使我们容易得到正道，求您

援助我们战胜压迫我们的敌人。 

主啊！求您饶恕所有的男女信士和穆斯林，

宽恕他们中的活人和亡人。主啊！求您使我

们的领导者们从事您喜欢的事业，使他们敬

主从善，求您使我们的家园和所有穆斯林国

家国泰民安；我们的主啊！求您赐予我们今

世幸福和后世幸福，使我们免遭火狱之灾。 

主啊！求您赐福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和圣

裔及全体圣伴们。赞美安拉 —— 万世之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