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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是宽大的，伟

大的，慷慨的，至慈的主。他创造了万物，

并使其均衡；他制定了法律，并使之易行，

他是明哲的，全知的主。他创造了万物，并

使其结束；他为宇宙制定了运行的规律： 

ۚ َ�ٰلَِك َ�ۡقِديُر ٱۡلَعزِ�ِز ٱۡلَعلِيِم { َََقٖر  لَّها ۡۡ ُُ ِ ۡرِ  ل
ََ  ُُ ُۡ ّّ َٱٱل

ٰ َ�َد َكٱۡلُعرُۡجوِن ٱۡلَقِديِم َٱٱ ٣ َّ ََ  ََ ََاِِ ََ  ُُ ٰ ََ ۡۡ َر دَّد َُ َ�  ٣ۡلَق
 �ِ ٞ � َٱُ�ٖ ُُ ٱََّهاِۡ ِ اِ ََ  ُُ ۡ

ّّ َر َٱَ� ٱ َُ ن دُۡدَِۡ  ٱۡلَق
َ
أ ن ُُ يَََ�ِ  لََها ُۡ ّّ ٱل
َ�ُحوَن  ۡۡ َ  ٤٠-٣٨: �س }٤فَلَك  �

【[38]太阳疾行，至一定所，那是万能

的、全知的主所预定的。[39]月亮，我为它

预定星宿，直到它再变成象干枯的椰枣枝一

样。[40]太阳不能追及月亮，黑夜也不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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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白昼，各在一个轨道上运行着。】
①
我赞颂

他的施惠和引导，我感谢他的恩惠和赏赐。

我作证：除清高的、至高的安拉之外，绝无

真正应受崇拜的主，他是前无始后无终的

主，是至显微的、至隐藏的，是彻知万物的

主；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他选择的仆人和

使者。愿真主赐予他和他的同伴、最优越的

诚实者艾布白克尔，信仰坚强的欧麦尔，被

不义杀害的欧斯曼，血统最近的阿里，及其

家属，众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幸福和平

安，直到复生日。

亲爱的兄弟！赖麦丹月的行程将结束，

它即将迅速地离去。它将以你们告别时的工

                                                 
①《雅辛章》第 38-40 节 



5 

 

作，作为你们有益的或有害的见证，谁以善

功告别它，让他赞美真主，让他喜爱优美的

报酬吧！真主绝不会使善者的善行徒劳无

酬。谁以恶行告别的它，让他向真主真诚的

忏悔吧！真主确是接受那些悔改者忏悔的

主。在这个月底，真主为你们规定了各种接

近安拉、有力地增加你们的信仰和善功，真

主为你们制定了开斋捐，以及在完美斋戒之

后，从太阳落山直到礼节日拜的大赞词。清

高的真主说： 

َ { :اا  اهللا رعال َّ ٱْ  ٱ ُ ِ ّٖ ََ ُ ِِ ُِلُوْ  ٱۡلعِّدََ َٱ َۡ ُ ِِ ا َٱ ََ  ٰ َ�َ
ُرٱَن  َُ ّۡ َ َدُٰٰ�ۡم َٱَلَعّلُ�ۡم � ١٨٥: القرة}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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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你们补足所缺的日数，以便你们

赞颂真主引导你们的恩德，以便你们感谢

他。】
①
大赞词的形式： 

 هللا  وهللا  �رب هللا  �رب و   اهللاهللا  �رب 
ا
�رب   َِّ َّ 

هللالمد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除真主外，绝

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真主至大，真主至大，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按照圣行男子应在清

真寺，市场和家里高声念大赞词，宣传安拉

的伟大，突出对安拉的崇拜和感谢；女性应

低声地念大赞词，因为她们奉命遮盖和降低

声音。人们呈现出一片美好的状况！他们封

完赖麦丹月的斋戒之后，在各个地方赞颂伟

                                                 
①《黄牛章》第 18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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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尊严的真主至大，他们赞主至大，赞颂真

主，赞主清高的声音充满天际，他们渴望安

拉的慈悯，害怕他的惩罚。伟大的真主为自

己的仆人在开斋节规定了节日拜，它是完全

地记念伟大的安拉，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命令穆斯林男女去参加节

日拜，他的命令必须服从。因为清高的真主

说： 

ِيَن َءْ{ :اا  اهللا رعال َّ َها ٱ ّه
َ
� َ َٰ ِطيُعوْ  ٓ

َ
َ َٱن َّ ِطيُعوْ  ٱ

َ
َُوأْ  ن ََ

ۡعَ�ٰلَُ�ۡم 
َ
ََ َٱَ� ُ�ۡ�ِطلُوأْ  ن و َُ ٣٣ :�مد }٣ٱلّر

【[33]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服从真

主，应当服从使者，你们不要使你们的善功

无效。】 2F

①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①《穆罕默德章》第 3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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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女性们也去参加节日拜，即使她们在家

中礼拜更好也罢！但这个拜功例外。 

这证明了节日拜是受强调的拜功。温姆

阿推耶（愿主喜悦她）说： 

من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رنَا يسوُ  اهللا ممَ : االأ مم  عييَة يَض اهللا عنها
ا  َّ ر، راالع الَعَوار،َا راَُّيَ  رارا ، اُُدري،  أم

يا ،ِ
ا
رجُهن ف ال

ُ
ن

ّّ ر�شهدَن اَُ� ردعوَة  َن الُمَص
ا
ل يا : الُأ . السلم�اَّيُ  أيعل،

لباٌب   دانَا   يووُن لا ج، ْا نا «: اا يسوَ  اهللا ح ،َ ها مختُها  ب،سا
ا
ُل ل،

.تِا عليهَ »جلباب،ها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命令我们中的少女、月经妇和身居闺阁者都

去参加开斋节和宰牲节的庆典活动，至于月

经妇，让她们避开礼拜的地方，让她们参加

吉庆的场面和穆斯林大众的祈祷。我问：

“主的使者啊！我们中有个人没有大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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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说：“让她的姐妹为她穿上自己的长

袍。”
①
 

按照圣行，去礼开斋节日拜之前应吃单

数的几颗椰枣，三颗或五颗，或更多一些。

因为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曾

说： 

ُ  « :اا  م�س بن َالٍك  ُدر يوَم الِ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ان اب ير،   َ�غا
رراً   . مخرجه محدرالخايي »ْت يم�ل رمراٍ  ر�م�لُهن ر،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

开斋节先吃几颗椰枣再去礼节日拜，他吃单

数的几颗椰枣。” 4F

②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65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90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539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1558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139 段，《伊本马哲

圣训集》第 1307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5/84，《达尔米圣训集》第 1609段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953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543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754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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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而非乘骑去礼节日拜，但有故者例

外，如没有能力行走或路途遥远。因为阿

里·本·艾布塔利布（愿主喜悦他）曾说： 

ّ  بن مب طالب  ََ حل العيد، «: اا   َن السنة، من رُر
مخرجه المَيي   »َاشياً 

“步行去礼节日拜属于圣行。” 5F

①
他说：

“这是一段优良的圣训。”按照圣行，男子

应打扮自己，穿最好的衣服。阿布杜

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 

َمَر يض  ُُ َمُر جبًة : عنهما اا  اهللاعن عبداهللا بن  ُُ مَخَي 
ِ، أمت بها يسو  اهللا  ٍِ ت مي ْر�ٍر ت رباُ  ف السو بٍَ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ن حسا

ع يع� اشَم، ا مّمُل بها للعيد، رالوأود، : أقاَ   َاتَها  ي،   يا يسوَ  اهللا ا

                                                 
①《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5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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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قا  ل يسو  اهللا  نا   خق ََ  ُُ ع، لا  َتِا »حنما  ي،
عليه

欧麦尔拿着一件在市场上出售的真丝大

衣来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他说：“主的使者啊！您买下这件大衣

吧，作为节日和接见使团时的装饰。”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他说：

“这是没有福分者才穿的衣服。” 6F

①
他提到了

衣服是真丝的，不允许男人穿真丝或黄金，

因为它俩对于穆斯林男性是被禁止的。至于

女性去礼节日拜时，她可以装饰自己，但不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94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68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1560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040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591 段，《艾哈默

德圣训集》2/103，《马立克圣训集》第 17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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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搽香，不要化妆，不要暴露装饰，因为她

奉命掩盖，禁止暴露装饰和搽香。 

应虔诚敬意地、谦恭地礼拜。多多地记

念和祈求安拉，渴望他的慈悯，畏惧他的惩

罚。以人们聚集在清真寺的场面，想起复生

日人们聚集在安拉面前的伟大场面；看看人

们在这个聚会中的差别，想起后世里最大的

差别。清高的真主说： 

� { :اا  اهللا رعال ٰ َ�ۡعض  ََا َ�ۡعَضُهۡم َ�َ ََ فَّضۡل ۡر َكۡي ُُ  ٱظ
َ�ٰت  لَ�ٱَ  َۡ ُ َد َّ �ۡ

َ
َُ ن ُ  ِخَر َّ �ۡ

َ
ِ،سا}٢ َ�ۡفِضيٗ� َٱن ٢١ :ءا

【[21]你看我怎样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

超越另一部分人；后世确是品级更高，优越

更甚的。】 7F

①
让他喜爱真主赐予他赖麦丹月的

                                                 
①《夜行章》第 2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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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以及使他容易地礼拜，封斋，诵读

《古兰经》，施舍和其它的各种顺从的工

作。的确，这胜过今世及其中的一切。

َو َخۡ�ٞ { َُ وْ   َُ ِ َٱ�ِرَۡ�ََُِِۦ فَ�َِ�ٰلَِك فَۡلَيۡفَر َّ ُِ ٱ  َِِفۡض
ُۡ ا  دُ ُّ ِ ّٖ

ُعوَن  َُ  ٥٨ :يو�س}٥َ�ۡ
【[58]你说：“这是由于真主的恩惠和

慈恩，叫他们因此而高兴吧！这比他们所聚

积的还要好。”】 8F

①
虔诚敬意、渴望回赐地封

了赖麦丹月的斋和礼了赖麦丹月的夜间拜，

是获得饶恕罪过和摆脱罪行的的原因。信士

喜爱完美斋戒，拜功和彻底地摆脱罪恶；信

仰薄弱者喜爱完全地摆脱那使其感到沉重、

                                                 
①《优努斯章》第 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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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压抑的斋戒，这两种喜爱之间的差异巨

大。 

亲爱的兄弟！赖麦丹月已经结束，但信

士是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清高的真主说：

َقُِ� { :رعالاا  اهللا  ّۡ �َِيَك ٱ
ۡ
ٰ يَأ َّ ََ ّ�َك  َۡ َٱٱۡبُ�ۡد 

٩٩ :اَجر}٩

【[99]你应当崇拜你的主，直到那无疑

的消息来临。】 9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قادُِِۦ { :اا  اهللا رعال ََ  َ َّ َُوْ  ٱّ�ُقوْ  ٱ ََ ِيَن َءْ َّ َها ٱ ّه
َ
� َ َٰ

وَن  ُُ لِ ۡۡ َه َُم  ظ
َ
وُ�ّن �ِّ� َٱن ُُ ١٠٢ :آ  عمران}١َٱَ� َ�

【[102]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真实地

敬畏真主，你们只有成为顺从真主的人才能

                                                 
①《石谷章》第 9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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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
①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 مخرجه مسلم »ا  العبُد انقيَه عملُهحاا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ا  اب

“如果仆人死亡了，他的工作都中断

了。” 11F

②
除了死亡，工作永远都不会中断。赖

麦丹月的斋戒结束了，信士不会因此而中断

封斋，因为在全年里封斋都属于合法的功

修，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艾布安优布（愿主

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①《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02节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534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682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1819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2/316，《达尔米圣训集》第 275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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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يوَب اانصايّي  مب عن َن صاَم «: ا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مّن اب
 مخرجه محد »يمناَن  م مبابَعه ستاً َن شواٍ  ان صصيام ال ر، 

رمسلم

“谁封了赖麦丹月的斋戒，紧接着又封

了沙瓦立（伊历十月）中的六天斋戒，就像

他封了全年的斋戒一样。” 12F

①
关于每月的三天

斋，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

说： 

  ُ  قم َن   شهر ريمنان حل يمنان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ا  اب
رمسلممخرجه محد  »أهيا صيام ال ر كه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1164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759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

集》第 2433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716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5/417，《达尔

米圣训集》第 175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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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的三天斋，一个赖麦丹月到另一

个赖麦丹月，这是全年的斋戒。”
①
艾布胡莱

赖（愿主喜悦他）说： 

بثقٍم راصر َنه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خل،ي� مرصا�، «: اا  مبو  ر�رة 
َتِا عليه »صيام  ق ة، مياٍم َن ّ  شهر

“我的好友叮嘱我三件事，他在其中提

到：每月封三天斋。” 14F

②
最好是圆月之日的斋

戒，即十三日，十四日和十五日。艾布冉利

（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1162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425 段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117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21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760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1678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32 段，《艾哈默德

圣训集》2/505，《达尔米圣训集》第 1745 段 



18 

 

ُّ  اّي  مب عن يا مبا اّي حاا صمأ َن «: ا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مّن اب
 »َس عةةَ الشهر  ق ًة أُصم  قَم عةَة رميََه عةَة رخ

 مخرجه محد رالنسائ 
“艾布冉利啊！如果你每月封三天的

斋，那你就封十三日，十四日和十五日的斋

吧！” 15F

①
有人关于阿拉法特日的斋戒请教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他说： 

ُر السنَة الاليَة رالاايةَ «: اا  ِّ .مسلم مخرجه »يَُو
“它能够消除前后两年的过错。” 16F

②
有人

关于阿苏拉日的斋戒请教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他说： 

ر السنَة الاليةَ «: اا  ِّ .مسلممخرجه  »يَُو

                                                 
①《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761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2424 段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1162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425 段，《艾哈默德圣训

集》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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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够消除过去一年中的罪过。”
①
有

人关于星期一的斋戒请教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他说： 

ّ أيه«: اا  َ َّ   َ ،َ ن
ُ
ثاُأ أيه مرا م ُ  أيه ر�وٌم بُع،  »َااَو يوٌم ُرل،

.مسلم مخرجه
“那是我出生的日子，也是我被派遣或

接受启示的日子。” 18F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

他）的传述，当有人请教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赖麦丹月之后，哪种斋戒

最优越时？他说：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1162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425 段，《艾哈默德圣训

集》5/308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116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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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عن مب  ر�رة  ََعاد  ُسئ،َ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مّن اب مي  الصيام، مأنُل 
مأنُل الصيام، بعد شهر، يمناَن صياُم شهر «: اا شهر، يمناَن؟ 

ّرم،  ََ  مخرجه مسلم »اهللا ال
“赖麦丹月之后，最贵重的斋戒是真主

的月份——一月份的斋戒。” 19F

①
阿依莎（愿主

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 « :يض اهللا عنها االأا  ع�شةعن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ا يميُأ اب
 شهَر يمنانَ 

ّ
ّ  ح،  َمل شهراً ا تَما ا يميتُه ف شهٍر م�َث رَ. اسا

َتِا عليه.»صياَاً َنه ف شعبانَ 

“除了赖麦丹月，我没有看他封过任何

月的整月斋，我也没有看过他封任何月的斋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1163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38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

集》第 2429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749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2/329，《达尔

米圣训集》第 175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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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超过伊历八月的斋。”
①
在她（愿主喜悦

她）的另一传述中，她说： 

ُ  «: رعنها يض اهللا عنها االأا   ّرى صياَم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اَن اب ََ يتَ
مخرجه المَيي   »ا  ن� راُميس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

经选择封星期一和星期四的斋戒。” 21F

②
艾布胡

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مّن  مب  ر�رة  عن ُبعاَرُض ااعماُ  يوَم «: ا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اب
مخرجه  »ا  ن�، راُميس، أمْب  من ُ�عاَرَض عم�، رمنا صائمٌ 

 . المَيي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96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56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736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2179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434 段，《伊本马哲

圣训集》第 1710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6/242，《马立克圣训集》第 688 段，《达尔

米圣训集》第 1739段 

②《奈沙伊圣训集》第 2360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73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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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星期一和星期四被

呈献给真主，我喜爱我封着斋时我的工作被

呈献给真主。”
①
 

尽管赖麦丹月的夜间拜已经结束，但根

据正确的圣训，夜间拜在全年的每个夜晚都

属于合法的，感谢安拉。穆尔莱·本·苏阿

柏（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 اا  عن الغ�ة، بن شعبَة  َُقوُم مر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حن اَن اب
َ
ل

 ُ
َ
اع  أيقاُ  ل ََ َم اَد ّت رَر،

َْ َُصّ�  فِر اهللا لك َا رقّدم َن انبك  :لَ
مخرجه الخايي »مأََق م�وُن عبداً شموياً؟«: أيقوُ   رَا رمخر؟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礼夜

间拜，双脚都站肿了，有人问他：“真主确

已饶恕了您前后所有的过错，您为什么还要

                                                 
①《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747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74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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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呢？”他说：“难道我不应该成为一

个感谢的仆人吗？”
①
阿布杜拉·本·色俩

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اهللا بن َسَقم   ُّ  عن عبد، ُُ «: ا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مّن اب ُي ها ابا
اَم رَصل وا بالليل  لُوا ااْي عموا اليعاَم رص، مأاُشوا الّسقَم رمط،

خلوا النَة �َسقم،  ُُ نياٌم رَدا  ه المَيي  مخرج »رابا
“人们啊！你们当互相以色兰祝福，当

供给他人吃饭，当联系近亲，人们睡觉时，

你们当礼拜，你们就可以平安地进入乐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483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19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12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1644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419 段，《艾哈默德圣

训集》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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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عن مب  ر�رة  أاَنُل الّصقة، بَتعادَ «: ا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مّن اب
َ
 م

مسلم مخرجه. »الِر�نة صقة الليل

“在主命拜之后最贵重的拜功，就是在

深夜所礼的拜。” 25F

②
夜间拜包含了所有的副功

拜和威特尔拜。夜间拜可以两拜两拜地礼，

如果担心失去晨礼拜，那么，他就礼一拜威

特尔结束自己所礼的夜间拜。也可以根据第

四讲中提到的方式去礼。艾布胡莱赖（愿主

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①《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485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251 段，《达尔米圣训集》

第 1460 段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1163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38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

集》第 2429段，《艾哈默德圣训集》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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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عن مب  ر�رَة  ََنا ربايَو «: ا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مّن اب ُ  ي َ��ا
ُر  ررعال ّ  للٍة حل السماء، النيا َْ� يبق  لُث الليل اآلخ،

ن �سملُ� أ: أيَقوُ   ََ يَب ل؟  تج، ِ، أمسا  يدعو
نا معييه؟ َن ََ

ُرِ أمفَِر ل؟ َِ  َتِا عليه »�ستغ
“清高吉庆的真主在每夜的后三分之一

降临近天，他说：‘谁祈求我，我就应答

谁；谁向我寻求，我就给于谁；谁向我求

饶，我就饶恕谁’。” 26F

①
主命拜之后按时的圣

行拜是十二拜：晌礼拜前的四拜及其之后的

两拜，昏礼拜后的两拜，宵礼拜后的两拜，

晨礼拜前的两拜。温姆哈比白（愿主喜悦

她）的传述，她说：我听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14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58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498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315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366 段，《艾哈默

德圣训集》2/265，《马立克圣训集》第 496 段，《达尔米圣训集》第 147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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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ا مّم ْبيبَة يض  ُّ  سمعُأ : عنها االأا  اهلل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اب
ة ي�عة «: قوُ  ي ا َعةا ََ َا َن عبٍد مسلٍم يصّ� هللا رعال ّ  يوٍم  ،نا

 ف� أر�نة ح  بهللا اهللا ل بيتاً ف النة
ً
َن «:   ر� لِظ»ريوع

ََ عةَة ي�عًة ف يوٍم رللة بُ�، ل بهن بيٌأ ف النة ّّ  ،نا  »ص

 . مخرجه مسلم
“任何一个穆斯林，为取得真主的喜悦

而在每昼夜礼了十二拜副功拜，那么，真主

就为他在乐园中建造一处居所。”在另一传

述中提到：“谁在每昼夜礼了十二拜副功

拜，那么，在乐园里就有一处居所为他而建

造。” 27F

①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728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15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1797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250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41 段，《艾哈默

德圣训集》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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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主命拜后的记念词是安拉命令的，

也是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敦促的圣行。清高的真主说： 

ُٗ {: رعالاا  اهللا  َ دَِ�ٰ َّ ُۡۡكُرٱْ  ٱ لَٰوََ فَٱ ّّ َُُم ٱل َْۡ دََضۡي ا فَذِ
ٰ َٱُ�ُعودٗ  َُو�ُِ�مۚۡ ْ َٱَ�َ  ١٠٣ :النساء}ُج

【[103]当你们完成拜功的时候，你们

当站着、坐着、躺着记念真主。】 28F

①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礼完拜，他都向真主求饶恕三次，然后他

说： 

اللُهّم منَأ السقُم رَنَك السقُم رباي�َأ يا َاا «: اا 
صرام ،ِ .مسلم مخرجه »الق ، را

                                                 
①《妇女章》第 10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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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您是和平之主，平安来自于

您，您真吉祥，至尊的，伟大的主啊！”
①
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ن سّبح اهللا ف ُدبُر، ّ  صقة  ق اً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ا  اب
عٌة ر ق َ� ر ،سا َ  ق اً ر ق � أتلك � ٍّ حَد اَهللا  ق اً ر ق � ر�

َدع   ك�َك ُل  ُل   اهللا ْر
ّ
ر�سعون   م ااَ  رمام الئة،   ح،ل ح، 

اللك، رل اَمُد ر و ِ ّ  ءء ادير فِر  خياياع رنن انأ 
د الَر، 

ََ ََ  . مسلم مخرجه »َثَل 
“谁在每番拜之后赞主清静三十三遍，

赞颂真主三十三遍，以及赞主至大三十三

遍，那是九十九遍。”他又说了完整的第一

百句：“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真正

应受崇拜者，他拥有一切权力和赞颂，他确

是万能的主。那么，他所有的错误都被饶恕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59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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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即使他的错误犹如海水的泡沫一样多也

罢！。”
①
 

亲爱的兄弟们！你们当努力顺从真主，

远离错误和罪恶，以便你们在今世里获得美

好的生活，死后获得丰厚的报酬。清高的真

主说： 

َُ َ�ٰلِحٗ { :اا  اهللا رعال ُِ ۡن َع َو ا ََ َُ ظَ�ٰ َٱ
ُ
ۡٱ ن
َ
ََۡكٍر ن ِن  َٖ

َِنٞ  ۡؤ َُۡحيِيَ  ُّ َيٰوَٗ فَلَ ََ ۥ  ُُ َّ  ۖ ا َ�ظُوْ   َطٖيَِ�ٗة ََ ِن  َۡ َۡ
َ
م ِِأ َُ ۡجَر

َ
َُّهۡم ن زَِ� ۡۡ َ

ََ َٱ
لُوَن  َُ ۡع  ٩٧: ابَل}٩َّ

【[97]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誓必要使

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我誓必要以他们所

行的最大善功报酬他们。】 31F

①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728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15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1797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250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41 段，《艾哈

默德圣训集》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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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求您赐予我们坚定的信仰和善

行，求您恩赐我们美好生活，求您使我们赶

上廉洁者们吧！一切赞颂全归养育众世界的

安拉，愿真主赐予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

家属，和众圣门弟子幸福与平安吧！ 

                                                                                           
①《蜜蜂章》第 98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