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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祝末代先知平安与吉庆。
我拜读了谢赫阿卜杜拉•本•哈茂德•弗莱哈编著的《日常生
活中的圣行》一书，觉得这是一部非常有益的著述，编者系统地
罗列了昼夜间语言和行为方面的一些圣行。求真主赐予作者厚
报，并让他人从中受益。

哈立德•本•阿里•穆谢基哈博士
格绥姆大学教授
麦加与麦地那两大圣寺教师
谢赫伊本•奥赛敏的得意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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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弁 言
真主说：“希望真主和末日，并且多多记念真主者，你们有
使者可以作你们的优良模范。”ﮋ ﯯ ﯰ ﯱ ﯲ ﯳ ﯴ ﯵ ﯶ ﯷ

（ﯸ ﯹ ﯺ ﯻ ﯼ ﯽ ﯾ ﯿ ﮊ同盟军章：21）是故，遵循使者
的“逊奈”（圣行）成为了法定的义务；使者给教民指引了最完
美的善行和道路，求真主赐予他平安与吉庆。
本书中我们给读者介绍先知日常生活中的“逊奈”，包括
从清晨睡醒至晚上睡觉间的日常行为，以时间顺序排列，同时还
介绍相关不定时的其他一些“逊奈”。“逊奈”指的是“嘉言
懿行”，即非强制性的宗教法定义务，旨在尽量追求完美，多多
益善。该书系《日常圣行献礼》的节本，根据读者要求，删去了
原书中的很多学术性问题，力求简明扼要，以便给读者节省时间
和精力，同时为了便于宣教机构印行。阐释先知日常圣行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如实地展示先知的教诲，因为圣行往往被人曲解，同
时，现实中有些人以“圣行系非强制性义务，摒弃无妨”为借口
忽略圣行，以致遗弃了很多善行。我力图只罗列日常生活中正确
可靠且有根有据的圣行，祈求真主把我们列入恪守先知的教诲、
遵循其“逊奈”的人之列。
阿卜杜拉·本·哈茂德·弗莱哈
forih@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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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序 言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真主说：“希望真主和末日，并且多
多记念真主者，你们有使者可以作你们的优良模范。”（同盟军
章：21）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给我们派遣了最优秀的使者，
降示了最尊贵的经典，并为传播两大启示——《古兰经》和圣训
造就了一批圣门弟子和步其后尘的先驱，他们以自己的言行传播
了《古兰经》和圣训，从而成为了最优秀的典范，体现了对先知
的高度崇敬。
祝福人类的领袖，他的懿行普及了众生，他是礼拜者、斋戒
者和祈祷者的模范，他给教民指引了正路，引导他们走上了光明
大道，凡听从他者获得了正果。求真主祝福他及其眷属和遵循其
引导者，直至报应日。
亲爱的读者，本书字里行间讲的都是有据可循的圣行和善
行，其中有些善行人人皆知，有些善行被忽略，有些善行被遗
弃。这些圣训和善行均属真主对伊斯兰教民的恩赐，以便让他们
从善如流，获得前人从未得到的加倍报酬。这些善行伟大而尊
贵，遵循者硕果累累。曾有朋友建议我收集这些善行，这也是我
编写这本小册子的初衷。
另外还有两个主要因素：
一、当我们得知先知被侮辱，被居心叵测者恶意攻击，用
漫画加以嘲笑时，凡是穆斯林都深感不安，凡拜主独一者都忧心
忡忡，凡热爱先知者都无比痛恨。至今各地侮辱先知的消息仍不
绝于耳，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曾是古莱什多神教徒及其
同党的一贯伎俩，他们迫害先知，嘲笑先知，侮辱先知，而圣门
弟子们奋起保护先知，予以反击，因为捍卫先知的尊严是全体
教民责无旁贷的任务。
最主要的捍卫途径莫过于捍卫先知的圣行，展现先知被
西方人刻意扭曲的高尚品质，通过发行相关书籍宣传先知的教
诲，鼓励人们实践先知的引导。他的教民是最应当率先践行他
的教诲者，因为通过语言捍卫先知声誉的人，应该是最渴望遵
循先知的命令及引导和践行其圣行的人，他更应该致力于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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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社会、家庭、孩子、学生和兄弟中间传播先知的圣行。
二、我们当今现状见证了人们对圣行的怠慢，理由是圣行不
如主命重要，遵循圣行者得到回赐，抛弃圣行者不受惩罚。亲爱
的读者，你若认真研究圣行，必将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圣门弟子
们不加区分地去遵循各项必然义务和可嘉圣行，他们是最渴望从
善的人，即便失去一项副功，他们也感到非常遗憾。然而，我们
现实中，你会发现有些人知道很多善行，明白很多圣行，但就是
不去遵循，哪怕是一次。而且你会看到一些道貌岸然的翩翩君子
严重忽略圣行，从其仪表、品质、交往和功修中看不到遵循圣行
的迹象，甚至有一些学子，他们虽然学习勤奋，学识渊博，但却
忽略圣行。因此，先贤们把知识界定为“敬畏”，因为敬畏会促
使产生更多的善行和功修。我们虽然了解一些有分歧的问题，还
知道很多问题的依据，可是我们的这种知识在践行圣行和功修方
面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有人对一位只学不遵的学究说：“老兄，你把一生耗在了准
备武器当中，请问你何时去参加战斗？”
先贤们批评那些知而不遵的人。有一次，当一些圣门弟子大
清早去见伊玛目奥扎伊时，奥扎伊环视了他们后说道：“许多积
极上进的学子，既不能利己，也不能利人。”海推布·巴格达迪
（求真主慈悯他）见很多人只重视传述圣训，却忽略遵循圣训，
于是，他们编著了一本书，命名为《知遵必行》。
我们大多数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不否认我们现实中也有不
少光辉的楷模，但普遍忽略圣行的现象非常严重。请君认真观察
部分优秀的模范先驱，无论从认识和实践方面他们最接近先知
的圣行，这种例子很多，我在前言中提到了一些，希望能够激发
我们大家实践圣行的愿望。
我以真主的美称和崇高的德行祈求真主使我们大家成为言行
举止中恪守圣行的人，真主是全能于万事的主。求真主祝我们的
先知穆罕默德及其眷属和同伴们吉庆平安。
阿卜杜拉·本·哈姆德·弗莱哈
Email: forih@hot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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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逊奈（圣行）的含义
“逊奈”意为“道路”，特指“凡归属于穆罕默德的言
行和他所认可的事项及他所具备的仪表特点和道德品质”。据
伊尔巴德·本·萨里耶（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
你们当谨守我的逊奈（道路）及遵循正道的正统哈里发的逊
奈（道路），你们当极力恪守。”1 基于此，凡符合先知穆罕
默德“道路”的，都是“逊奈”（圣行）。根据依据强弱不
同，要求遵循的圣行分为可嘉的和必须的。
后学普遍认为“逊奈”引申为“嘉言懿行”之意，这是法理
学家和教法学家的观点，也是本书的主旨。基于此，“逊奈”（
圣行）即指非强制性的法定义务，遵循者获得回报，放弃者不受
惩罚。
先贤们恪守圣行的范例
1.在《穆斯林圣训实录》中由努尔曼·本·萨利姆传述，阿
慕尔·本·奥斯说，安拜赛·本·艾布·苏富扬告诉我，我听乌
姆·哈比拜（求真主喜悦她）说，我听真主的使者说：“谁在
一昼夜内礼了十二拜［圣行拜］2，真主藉此在乐园中给他修建一
座房子。”3
乌姆·哈比拜（求真主喜悦她）说：“自从我听真主的使者
1《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4607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2676段，《艾里
巴尼索海哈圣训集》第1卷449页。
2 十二拜分别是：晨礼前的两拜，晌礼前的四拜，晌礼后的两拜，昏礼后
的两拜，宵礼后的两拜。除了晌礼前的四拜，其余八拜圣行拜无任何分歧。
至于晌礼前的四拜，哈奈菲派主张四拜属于被强调的圣行，而沙斐仪派主张
两拜。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28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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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段圣训，我从未放弃过这十二拜。”
安拜赛说：“自从我听乌姆·哈比拜讲了这段圣训后，我也
从未放弃这些圣行拜。”
阿慕尔·本·奥斯说：“自从我听安拜赛讲过这段圣训后，
我也从未放弃这些圣行拜。”
努尔曼·本·萨利姆说：“自从我听阿慕尔·本·奥斯讲了
这段圣训后，我也从未放弃这些圣行拜。”
2.据穆罕默德·本·贾法尔由舒阿拜传述，哈凯姆说，我听
伊本·艾布·莱俩说，阿里给我们讲述，法蒂玛诉说她用手推磨
的苦衷，恰好先知收到一批女俘，法蒂玛去找先知［要一位佣
人］，却没见到先知，她见到了阿伊莎，把事情告诉了她。先
知回来后，阿伊莎把法蒂玛来过的事告诉了先知，先知来找
我们，当时我们已经睡下，我们要起来时，先知说：“你俩别
动。”先知来坐在我们中间，直到我觉得我的胸部被他的脚冰得
发凉。接着先知说：“我教导你俩一件事，定比你俩所要求的
强，好吗？你俩睡觉前诵念 ْــر
ُ َ （ اهللُ َأك真主至大）三十四遍，诵

َ （ ُســ ْب َح赞主超绝）三十三遍，再诵念 ِحل ْمــدُ ل
念 ِان اهلل
َ （ ا一切
赞颂全归真主）三十三遍，这对于你俩，强于拥有一个佣人。”1
在另一传述中，阿里说：“自从我听先知 说了这几句以
后，我从未放弃过赞念。”有人问阿里：“即便是绥纷战役之夜
也没放弃？”阿里说：“即便是绥纷战役之夜也未放弃。”
绥纷战役也称“隋芬之战”，该战役中阿里任总指挥，即使
如此，他也未忽略这项圣行。
3.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曾参加完殡礼后就
回去，不跟着去墓地送葬，他不知道跟着去墓地送葬的优越，以
为这样做就已经全面遵循了圣行，后来当他听到艾布·胡莱赖（
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后，对以往行为懊悔不已。请看他是
怎么做的？
据达乌德·本·阿米尔·本·赛阿德由其父传述，他曾坐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70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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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卜杜拉·本·欧麦尔跟前，这时负责小屋 1�的罕巴布走来
说：“阿卜杜拉·本·欧麦尔啊！你是否听到艾布·胡莱赖所说
的话？他说他曾听真主的使者说：‘谁出殡，随着殡尸家里出
来，参加殡礼，又跟着送葬，直到亡人被埋葬，他获得两个基拉
特的回赐，每个基拉特就像吴侯德山一样；谁参加殡礼后回去，
他获得像吴侯德山般的一份回赐。’”此时，伊本·欧麦尔派罕
巴布去向阿伊莎证实艾布·胡莱赖传述的圣训，然后回来告诉
他。伊本·欧麦尔从清真寺地上抓起一把小石子，不停地在手里
翻动，派去的人回来告诉他说：“阿伊莎说艾布·胡莱赖讲的
对。”伊本·欧麦尔把手里的石子扔在地上说：“我们确实忽略
了无数个基拉特。” 2
伊玛目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解释这段圣训时说：“这段圣
训充分说明，圣门弟子们一旦得知有善行可循，都非常渴望，对
失去的善行深表内疚，且不论这件善行的大小。”3
4. 据赛义德·本·朱拜尔传述，阿卜杜拉·本·穆甘法勒的
一个亲戚弹石子，阿卜杜拉制止他，说：“真主的使者禁止弹
石子。”并说：“弹石子既不能捕猎，也不能杀伤敌人，但会
击碎牙齿，射瞎眼睛。”后来那人又弹石子，阿卜杜拉见了后
说：“我曾告诉你真主的使者禁止弹石子，你还弹？我永不再
跟你说话。” 4
“弹石子”指用手指把椰枣核或同等大小的石子弹出去。
先贤们恪守圣行的事例举不胜举，这毫不足奇，因为他们始
终从善如流。他们以善为本的品质深深影响了后继者，史册给我
们记载了很多仿效先贤恪守圣行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行为激励人
们发奋努力学圣训、遵圣行。
伊玛目艾哈迈德（求真主慈悯他）在其《穆斯柰德圣训集》
中辑录了4万多段圣训，并逐一贯彻实践，他说：“我未放弃一
段圣训，统统将其贯彻实践。”当他读到“先知拔火罐放血后
给了火罐师一个第纳尔的酬金”时，便说：“我也曾拔火罐放
1 在清真寺内专供长官等人礼拜所设的屋子。
2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324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945段。
3《圣训方针》第7卷，15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479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95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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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也给火罐师一个第纳尔。”一个第纳尔约合4.25克金子，伊
玛目艾哈迈德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贯彻圣行。这样的事例不胜枚
举。
我们祈求真主在我们心中根植对先知逊奈的热爱，以此获得
善果，接近真主。只有遵循圣行，才能获得跟随先知的荣耀，心
灵能够光明，生活得以充实。
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说：“伊本·阿塔说：‘谁
要求自己遵循圣行礼节，真主就会赋予他心灵认知的光明。再没
有比恪守敬爱的先知的命令、仿效其行为和品德更尊贵的事情
了。’”1
他还说：“你将发现遵守先知的命令和圣行的人心情愉悦，
心地光明，生活甜美，威严庄重，超类絶伦。诚如哈桑说：‘信
士确实被赋予了甜美和威严。’”2
遵循圣行的结果
亲爱的兄弟，遵循圣行带来以下裨益：
（1）得到真主的眷爱。仆人通过各种副功接近真主，最终
获得真主的眷爱。
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说：“你只有表里如一地随
从真主的至爱穆罕默德，相信他传达的讯息，顺从其命令，接受
其宣传，视其为至贵，只接受其律例，只爱戴他，只顺从他，否
则，你别再枉费心机自讨苦吃，你当另找光明，而你绝对找不到
光明。”3
（2）获得真主的襄助。真主使仆人从善如流，他的所有行
为均为取悦真主的善行；得到真主的眷爱者，必得真主的襄助。
（3）祈祷必获恩准。通过副功接近真主者必获真主的眷
爱，被真主眷爱者，其祈祷必获恩准。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真主说：‘谁与我的密友作对，我就向谁宣战。我仆人的
功修中接近我且最令我喜欢的莫过于我给他规定的主命，仆人一
1《修行者的道路》第2卷，644页。
2《伊斯兰军队的集结》第3卷，37页。
3《修行者的道路》第3卷，37页。

15

The daily practices (China) complete.indd 15

9/7/16 11:26 AM

Prelude

直通过副功接近我，直到我喜欢他，我成为他聆听的耳朵，他观
看的眼目，他持取的手和他行走的脚。若他向我要求，我必定
赏赐他，他向我求庇护，我必定保护他。我无论做任何事，从
未像收取信士的生命那样犹豫过，他不愿死亡，而我又不愿强
取。’” 1
（4）副功弥补主命功修中产生的不足。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听真主的使者
说：“复活日，仆人接受清算的首要关键是礼拜，若礼拜这一关
过了，大功告成了；若礼拜这一关未通过，则功败垂成了。若有
主命功修未完成者，真主说：‘你们去看看我的仆人是否做过副
功？’接着以其副功弥补所欠缺的主命功修，其他主命功修亦同
样。”2
（5）心地光明。长期坚持圣行的人，必定坚持比圣行更重
要的功修，很少忽略或懈怠必然义务，他非常敬重真主规定的各
项标识，他的心灵以顺从真主得到充实。忽略圣行者，也会懈怠
主命。
（6）远离异端。长期坚持圣行的人，只渴望遵循有根有据
的圣行，不会染指异端。
遵循圣行有很多裨益，伊本·泰米叶（求真主慈悯他）
说：“凡追随使者者，必获得真主的保护、佑助、引导和给
养。”3其弟子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说：“谁坚持遵循
《古兰经》和圣训，投奔真主，虽为孤家寡人，但他确是名副其
实的诚实者。” 4
小贴士：
读者兄弟，进入主题前，有几项事情需要说明：
一、我在本册子中收入了所搜集到的日常生活中的圣行，还
有一些圣行，因依据羸弱或理解有争议，未收入其中，我力图只
收录准确可靠的圣行。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502段。
2《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9494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864段，《
提尔密济圣训集》第413段，艾里巴尼索海哈圣训集》第1卷，405页。
3《纲领》第1卷，110页。
4《修行者的道路》第2卷，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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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些圣行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还有一些圣
行因人制宜，不具有普遍性，这类圣行，我也放弃了。例如居住
在麦加或麦地那的人，每天可以去参谒禁寺或先知清真寺，在其
中礼拜，以此获得加倍的回赐；还有些圣行是只针对伊玛目（
领拜师）或宣礼员的；有些圣行与具体的某些事情相关，并非人
人可以遵循。也有一些圣行根据具体情况而异，如探访好友、参
悟和感恩的功修、探视病人、祝福先知（赞圣）、探坟、接济骨
肉、求学、施舍、洗大净的圣行等，一概被忽略，因为这些虽属
于每天随时可以遵循的圣行，但不能定性为日常圣行，而我只力
图收录每天频繁出现的圣行。
三、君要明白，遵循先知的引导包括遵循他的品德和社交
行为，还包括他对待真主、对待自己行为和待人接物的礼节。君
切勿忽略这一重要问题，道德品质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基柱。
我们祈求真主引导我们最优美的道德品质，清除我们身上的
恶风陋俗。
君要明白，仆人首先通过主命功修接近真主，其次靠副功，
这样，获得的回赐更丰厚。真主在“古杜斯圣训”中说：“我
的仆人的功修中接近我且最令我喜欢的莫过于我给他规定的主
命。”
四、我首先试图通过这些圣行鞭策自己，以加强自身的实
践，自我监督，督促自己遵循圣行，坚持先知的引导；其次是
为了有益于我的同胞，鼓励他们紧跟先知的引导。
请君珍惜时光，抓紧时间遵循圣行，多多行善，以期望复活
日获得善报。
伊玛目诺威的两条建议
最后，我在此给君呈上伊玛目诺威（求真主慈悯他）关于遵
循圣行的两条建议：
1 千万不要忽略任何一样圣行，哪怕是终身一次，也要极力
遵循。
伊玛目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说：“你当明白，只要有机会
行善，应当尽量行善，哪怕是一次也罢，以便加入到行善者之
列，千万不可放弃。先知说：‘凡我命令你们的，你们当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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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1”2
2、如果你承蒙真主的厚爱成为了长期坚持善行的人，有一
天却失去了一件善行时，若能还补，尽量还补，因为仆人一旦养
成了缺失善行或忽略善行的习惯，就会经常抛弃功修。
伊玛目诺威（求真主慈悯他）提到还补赞词的裨益时说：“
凡坚持在昼夜某个时间或礼拜后抑或其他时间诵念赞主词的人，
一旦被耽误，他应当尽量还补，不可忽略。若养成了坚持念赞词
的习惯，就不会轻易摒弃。若不及时还补，会导致产生摒弃按时
念赞词的惰性。”3
我祈求真主使我们大家表里如一地遵循先知的圣行，仿效
其行为，后世里复生后加入到遵循圣行者的行列之中，真主是全
能的。求真主赐吉庆与平安于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眷属和众
弟子，直至报应日。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288段。
2《赞词》第1卷，16页。
3《赞词》第1卷，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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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的圣行
定时的圣行指昼夜间具体时间段里规定的圣行，我将其分为
7个时段：晨礼前、晨礼时、巳时、晌礼时、晡礼时、昏礼时、
宵礼时。

一、晨礼前的圣行
晨礼前是睡醒后的第一时段，圣训中记载了先知在晨礼前
所做的几项事情。这一时段的圣行分为两类：
第一类 先知ص睡醒后做的事项
1.刷牙。
据侯宰法（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夜间起来
时，用刷牙棍刷牙。”1在另一传述中：“真主的使者起来礼夜
间拜时，用刷牙棍刷牙。” 2
2.睡醒后念的赞词。
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据侯宰法（求真主喜悦他）传述，
先知睡觉前念：

ِ ِب
.وت َو َأ ْحـ َيا
ُ ـم َأ ُم
َّ اسـم َك ال ّل ُه
ْ

“主啊！我奉你的名义活，奉你的名义死。”睡醒后念：

ِ
ِ
.ور
ُ احلَ ْمدُ لَِّ ا َّلذي َأ ْح َيانًا َب ْعدَ َما َأ َما َتنَا َوإِ َل ْيه الن ُُّش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使我们死而复生，最终将被召归于
他。”3
3.抹擦脸面消除睡意。
4.观望天空。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4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55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55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324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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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诵念“仪姆兰的家属章”最后十节经文。
据《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中由伊本·阿
拔斯（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有一天晚上他在姨妈迈姆
娜——信士之母家过夜。他说，我横枕着枕头睡觉，真主的使者
和妻子顺枕着枕头睡觉。真主的使者睡到子夜或子夜时分前
后醒来，使者醒来用手抹去脸上的睡意后诵读了“仪姆兰的家属
章”最后十节经文，然后走向一悬挂的水皮袋用里面的水洗了小
净，他洗得非常认真仔细，接着礼拜。1
据《穆斯林圣训实录》中记载2 ：到后半夜时，先知起床

走到户外看了看天空，接着诵读了“仪姆兰的家属章”中的这
节经文：“天地的创造，昼夜的轮流，在有理智的人看来，此
中确有许多迹象。他们站着，坐着，躺着记念真主，并思维
天地的创造，[他们说]：‘我们的主啊！你没有徒然地创造这
个世界。我们赞颂你超绝万物，求你保护我们，免受火狱的刑
罚。’”（仪姆兰的家属章：190～191）
以上圣训阐明，若有人想实践这件圣行，就当诵读“仪姆
兰的家属章”最后十节经文。
同时，先知洗小净前诵读这些经文，说明没有小净的情况
下可以诵读《古兰经》。
6.洗两手三遍。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你们
睡醒后，不许将手伸入器皿，除非先洗手三遍，因为谁也不知道
睡觉时自己的手置于何处。”3
学者们对于睡醒后洗手三遍的教法判定有两种观点：
一、罕百里派学者认为睡醒后洗手三遍属于必然，谢赫伊
本·巴兹在《教法支柱详解》中也持这种观点。
持这种观点者所依据的是上述圣训，其中先知禁止洗手前
将手伸入器皿。根据教法原则，一般情况下，凡是禁止的均属非
法，除非有其他旁证，证明所禁止的不属非法。先知说：“凡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8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8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8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63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62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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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禁止你们的，应当远离。”1
二、多数学者主张，睡醒后洗手三遍属于可嘉圣行。他们的
依据如下：
1）真主说：“归信的人们啊!当你们起身去礼拜的时候，你
们当洗脸和手，洗至于肘，当摩头，当洗脚，洗至两踝……”（
宴席章：6）这节经文中真主笼统地命令洗小净，未命令洗小净
前先洗手，其中包括刚睡醒的人，也包括其他人。
2）先知 说：“因为谁也不知道睡觉时自己的手置于何
处。”这说明洗手属于可嘉，因为谁也不确定自己的手是否沾上
了秽物，这纯属怀疑，然而，根据教法原理，可以肯定，手原本
的洁净的。凡是肯定的，不能以怀疑去否定。
穆斯林理当小心谨慎，应该遵循第一种观点。
7.用水漱口、呛鼻三遍。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当你
们睡醒时，应呛鼻三次，因为恶魔宿于鼻孔之中。”2在布哈里的
传述中：“若你们中有人睡醒后洗小净时，就当刻意呛鼻三遍，
因为恶魔就在其鼻根处过夜。”3
学者们对于睡醒后呛鼻三遍的教法判定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睡醒后呛鼻属于可嘉圣行，因为圣训解释其原因时
说：“因为恶魔就在其鼻根处过夜。”
恶魔虽在鼻根处过夜，但不会产生秽物，是故，睡醒后呛鼻
不属必然义务。
二、睡醒后呛鼻属于必然义务，因为圣训中命令呛鼻，凡是
命令均属必然义务，除非有旁证证明所命令的不属必然义务。命
令呛鼻的道理也许是不为人知的其他原因，并非为了秽物。
小贴士：
对于“因为恶魔就在其鼻根处过夜”这句圣训，学者们解释
不一。
有人认为“恶魔过夜”是一种寓意，意即睡觉时鼻孔中会产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288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337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29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38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29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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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恶魔一样的脏东西。
亦有人认为恶魔真的在鼻根处过夜，因为鼻孔是人体中通向
心脏的通道之一。睡觉时所用通道都关闭，唯有鼻孔和耳孔，恶
魔能够通过鼻孔和耳孔进入到人的内心进行教唆。据两大圣训集
中由伊本·麦斯欧德（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有人在真主

的使者跟前提到一个人整夜睡觉睡到大天亮。使者说：“恶
魔在那人耳中撒了尿。”（或说在他两耳中撒了尿。）1
人睡觉时，口也封闭。因此，先知 教导人们打呵欠时要
捂住口，以免恶魔进入。据《穆斯林圣训实录》记载，由艾布·
赛义德·胡德里（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
谁要打哈欠，应用手捂住嘴，以免恶魔进入。”2
另一传述中，真主的使者 说：“你们谁想打哈欠，应尽
量抑制。”3
在两大圣训实录中记载，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
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哈欠来自恶魔，你们谁想打哈
欠，应尽量抑制。”4
无论怎样，穆斯林应当全盘笃信并全面顺从这些事项，无
论知晓其中的奥义与否，或许只有伟大的真主知道其中的道
理。
8.小净。
据伊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先知欲礼
拜，便走向一悬挂的水皮袋用里面的水洗了小净。
小净的圣行
这里有必要对洗小净的相关圣行做一简述。
1）刷牙。洗小净之前刷牙一次，洗小净时再刷牙一次，凡
欲洗小净者刷牙属于圣行。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
述，真主的使者说：“若非给我的教民造成困难，每洗小净，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27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74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995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994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226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99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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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命令他们刷牙。”1
又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她说：“我们为他（先
知）备好刷牙棍和清洁用水，他睡若干时间后起来刷牙、洗小
净，礼拜……” 2
2）奉真主的尊名。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未奉真主尊名
者，等于未洗小净。” 3
然而，艾布·祖尔阿、艾布·哈提姆、伊本·甘塔尼、伊玛
目艾哈迈德等认为这段圣训属于“达义夫”（羸弱的），不足为
凭。伊玛目艾哈迈德还说：“与该主题相关的任何圣训都不可
靠。”
虽然有圣门弟子传述过相关内容，但均属“达义夫”，不足
为凭。不过亦有不少学者认为该圣训传述系统综合评述，可以达
到“哈桑”（良好的）圣训级别，可以凭据。
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说：“该圣训有其他很多圣
训做辅助，使得其变得强有力，可以作为凭据。” 4因此，该圣
训可以说明洗小净前奉真主的尊名属于可嘉圣行，这也是大众学
者的观点。再说，上述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
训，有不少学者通过综合评述，将其定为“哈桑”（良好的）级
别。5
3）洗两手掌三遍。
在由奥斯曼（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描述先知小净模式的
圣训中说：“奥斯曼·本·阿凡叫人拿来小净用水，开始洗小
净。他洗了两手三遍，然后漱口、净鼻，接着洗脸三遍，再洗右
手至肘三遍，又洗左手至肘三遍，接着摩头，然后洗右脚至踝
骨三遍，又同样洗左脚至踝骨。接着他说：“我曾看到真主的
使者就像我这样洗了小净，接着说：‘谁像我这样洗了小净，
1《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9928段，《伊本•胡宰迈索海哈圣训集》第
1卷，73、140页，《哈肯圣训集》第1卷，245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46段。
3《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1371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101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397段。
4《特里海索》第1卷，75页。
5《特里海索》第1卷，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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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礼上两拜，在拜中不胡思乱想，他以往的一切罪恶都被饶
恕。’” 1
洗两手掌不属于必然，因为真主笼统地说：“归信的人们
啊!当你们起身去礼拜的时候，你们当洗脸和手，洗至于肘，当
摩头，当洗脚，洗至两踝。”其中并未提及洗手掌。
4）洗两手和两脚时右起。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真主的使者在洗浴、
梳头、穿鞋时，均喜欢从右开始。”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你们洗小净时，先从右边肢体开始。”2
伊本·古达麦（求真主慈悯他）说：“据我们所知，学者们
一致认为起右属于可嘉圣行。”3
5）先漱口呛鼻。
在由奥斯曼（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描述先知小净模式的
圣训中说：“奥斯曼·本·阿凡叫人拿来小净用水，开始洗小
净。他洗了两手三遍，然后漱口、净鼻，接着洗脸三遍……”若
洗脸后漱口呛鼻也无妨。
6）非斋戒者漱口呛鼻时刻意。
据鲁格特·本·萨卜拉（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对他
说：“你当完善小净，搓洗指缝，呛鼻时刻意，斋戒者除外。”4
从“完善小净”表述中理解到漱口时要刻意。
谢赫伊本·欧赛敏（求真主慈悯他）说：“‘漱口时刻意’
指口中含入水后用力使其动荡，让水接触到口腔的各个部位。‘
呛鼻时刻意’指用力把水吸入鼻中。对于斋戒者，漱口呛鼻中且
不可刻意，以免导致把水咽下，以防水从鼻孔流入胃中。”5
“完善小净”指认真仔细地洗每一肢体部位，这属必然的“
完善”。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64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26段。
2《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4141段。
3《穆格尼》第1卷，120页。
4《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7846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142
段。
5《趣谈》第1卷，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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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可嘉的“完善”，即完成小净的相关圣行，虽然若
无那些圣行，也不影响小净本身，但这些圣行是对小净的更加完
善，回赐丰硕，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譬如在天寒地冻的天
气里只有冷水，或炎热的天气只有热水，这种情况下若完善地洗
了小净，必将获得丰厚的回赐，能提升品级，勾销过错。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我教导你们一些事好吗？真主将以此饶恕罪恶，提升品
级。”众人说：“真主的使者啊！那太好了。”他说：“克服
困难，全美小净；多步行去清真寺；礼完一番拜后等着礼下一
番拜；这才是真正的守卫。”1
7）用一捧水漱口呛鼻。
在由阿卜杜拉·本·栽德（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描述先知
小净模式的圣训中说，有人对他说：“请你给我们演示真主的
使者洗小净的模式。”于是，他叫人拿来器皿，将水倒在双手
上洗了三遍。然后将手伸进器皿取水，用一捧水漱口净鼻，他这
样做了三次；然后又伸手取水，洗脸三遍；又伸手取水，洗了两
手至两肘,各洗了两遍；然后又伸手取水摩头，先以双手从前向
后推，再从后向前推回来；最后洗了两脚至两踝骨。接着说：“
真主的使者就是这样洗小净的。”2
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说：“圣训中从未把漱口和
呛鼻分开，先知用右手漱口，用左手呛鼻。”3
8）符合逊奈的摩头形式。
摩头时把两手掌置放在头部前段，向后摩至脑后，然后往回
摩至开始的部位。妇女摩头的形式亦同样，长于脖项以下的头
发，不必摩。依据是阿卜杜拉·本·栽德传述的上述圣训。
9）每一部位洗三遍。
洗第一遍属于必然，第二、第三遍属于圣行，不可超过三
遍。
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据伊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父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51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92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35段。
3《来世的食粮》第1卷，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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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俩）传述，先知洗小净时，一遍一遍地洗了每一处肢体。1
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据阿卜杜拉·本·栽德（求真主喜
悦他）传述，先知洗小净时，每一肢体各洗两遍。2
在两大圣训实录中据奥斯曼（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
洗小净时，每一肢体各洗了三遍。3最好长期不拘泥于一种形式，
有时洗一遍，有时洗两遍，有时洗三遍。数字也可以交叉，比如
脸洗三遍，手洗两遍，脚洗一遍，宛如阿卜杜拉·本·栽德传述
的另一段圣训中所讲。4多数情况下洗三遍最完美，这也是先知
的教导。
10）洗完小净后念祷词。
据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你们
中谁完美地洗了小净，然后念

َ وحدَ ه ال َش
.رسو ُله
ْ ََّأ ْش َهدُ َأ ْن ال إِله إِالَّ الل
ُ  و َأ ْشهدُ َأ َّن ُم َّمدً ا ع ْبدُ ُه َو،يك ل ُه

（我作证除真主以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穆罕默德是真主的
仆人和使者），乐园的八道大门为他敞开，可随意选择进入。”5
另据艾布·赛义德（求真主喜悦他）传述：“谁洗毕小净后
念了

ِ
ُوب إِ َل ْي َك
َ  َأ ْش َهدُ َأالَ إِ َل َه إِالَّ َأن، ُس ْب َحان ََك ال َّل ُه َّم َوبِ َح ْم ِد َك
ُ  َأ ْس َت ْغف ُر َك َو َأت، ْت

（主啊！赞你超绝，赞颂你。我作证除你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
宰；求你赦宥我，我向你忏悔），其祈祷被真主恩准，接着被升
至阿尔什下面，完好无损地保存到复活日。”6
穆斯林须明白，洗小净时等于在做一项功修，该功修有三大
优点：1）能博得真主的喜悦；2）赦宥罪过；3）复活日洗小净
的肢体部位将光彩夺目。当穆斯林意识到这些优点时，能感觉到
这项功修所带来的其他诸多优点。真主说：“真主的确喜爱悔罪
的人，的确喜爱洁净的人。”（黄牛章：222）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57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58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59段。
4《后世的食粮》第1卷，192页。
5《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34段。
6 奈萨仪：《昼夜的功修》，第147页，《哈肯圣训集》第1卷，7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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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信士（或穆斯林）洗小净的过程中，洗脸时，因双眼注
视而产生的一切罪恶随着水滴而去；洗手时，双手犯下的所有
罪恶都随着水滴而去；洗脚时，双脚所犯的一切罪恶也随着水
滴而流逝，直到他摆脱罪恶，纯洁无瑕。”1又据艾布·胡莱
赖传述：“我曾听我的挚友2说：‘[复生日，]凡小净洗及之
处，都会焕发光泽。’”3
第二类 夜间拜和威特尔拜及其相关的圣行
夜间拜最尊贵的时间
1.根据圣行，夜间拜应当在其最尊贵的时间段完成。
问：夜间拜最尊贵的时段是哪个时间？
答：众所周知，威特尔拜的时间始于宵礼后，延至黎明时
分。也就是说，威特尔拜的时间在宵礼与晨礼之间。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真主的使者从礼毕宵
礼至晨礼之间礼十一拜，每礼两拜说赛俩目出拜，威特尔拜礼一
拜。”4
夜间拜最尊贵的时间是夜间后三分之一时段。
可以把夜间分成两半，在后半夜三分之一的时间礼夜间拜，
留最后的时间睡觉，即在第四、第五个六分之一的时间里礼拜，
在第六个六分之一的时间里睡觉。
据阿卜杜拉·本·阿慕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真
主的使者说：“真主最喜欢的斋戒是先知达吾德的斋戒，最喜
欢的礼拜也是先知达吾德的礼拜。他睡到半夜，用三分之一的夜
间礼拜，再剩六分之一的夜间睡觉；他一天封斋，一天开斋。”5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真主的使者 在夜间的
每个时间段都礼过威特尔拜，甚至五更天礼过威特尔拜。6伊
本·孟齐尔（求真主慈悯他）说：“学者们一致认为威特尔拜
1 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44段。
2 指先知。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50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031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36段。
5《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42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159段。
6《布哈里圣训实录》第996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4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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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从宵礼时刻一直延至黎明时分。”1
若有人要实践这段圣训，可以把夜间规划为如下时段：
夜间的计算从日落开始直到次日黎明，将夜间分为六个时
段，前三个时段为前半夜，后三个时段为后半夜。在第四、第五
个时间段——夜间的三分之一——礼拜，最后一个时段（即第六
个六分之一）睡觉。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说：“真主的使者
在我屋里时，［礼完夜间拜后］一直睡到五更时分。”2 根据
这种划分，穆斯林可以选择夜间最尊贵时间段礼拜，诚如上述阿
卜杜拉·本·阿慕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的圣训所讲。
问：这样做，是否巧遇真主降至近天的时刻——夜间后三分
之一的时间？
答：正是这样，夜间第五分之一的时间正好遇到了真主降至
近天的时刻。夜间可分为六个时段：第一、第二个时段是前三分
之一，第三、第四个时段是中三分之一，第五、第六个时段是后
三分之一，那真是真主降至近天的时刻。凡在子夜时分后起来礼
夜间拜的人，必将遇到处于第五个六分之一时段的后三分之一时
刻，而先知教导我们重视的正是这个时间段，诚如上述阿卜杜
拉·本·阿慕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的圣训所讲，真主
的使者说：“真主最喜欢的斋戒是先知达吾德的斋戒，最喜欢
的礼拜也是先知达吾德的礼拜。他睡到半夜，用三分之一的夜间
礼拜，再剩六分之一的夜间睡觉。”3 该时段之所以尊贵，时因
为在此时真主降至近天。结合上述两段圣训，若无法在第二等时
段礼夜间拜，也可以在夜间后三分之一的时段去礼。
夜间拜最尊贵的时段分三等：
第一等：前半夜睡觉，夜间三分之一的时间礼拜，再剩六分
之一的时间睡觉。
第二等：到夜间后三分之一的时间礼拜。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每夜只剩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时，真主降至近天，说：‘谁
1《公议》第45页。
2《布哈里圣训实录》113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42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42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15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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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祈祷，我应答谁；谁向我祈求，我赐予谁；谁向我求饶恕，
我饶恕谁。’” 1
若担心睡觉错过夜间后三分之一的时间，可以选择第三等。
第三等：选择夜间的前段时间或自己认为方便的任何时段礼
拜。
据贾比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谁担
心后半夜起不来，应在前半夜提前礼威特尔拜；谁想在后半夜礼
夜间拜，应在黎明前礼威特尔拜，因为天使来参加黎明前的礼
拜，那是最高贵的礼拜。”2
在由艾布·赞勒、艾布·代尔达仪、艾布·胡莱赖（求真主
喜悦他们）三人分别传述的先知嘱咐他们的圣训中说：“我的
挚友（即先知）以三件事嘱托我……”其中提到：“要我在睡觉
前礼威特尔拜。”3
2.根据逊奈，夜间拜礼十一拜。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真主的使者无论是在
莱麦丹斋月还是其他月份，夜间拜不超过十一拜。”4
另据《穆斯林圣训实录》中由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
的圣训，先知曾礼了十三拜。阿伊莎说：“真主的使者 夜间

礼十三拜，其中威特尔拜礼五拜，只在最后一拜中跪坐。”5
另据伊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那一夜真主
的使者 整整礼了十三拜，然后又去睡觉。6
对于上述圣训中的“十三拜”，学者们对其中“两拜”
解释不一，因为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无论任何时
候，真主的使者礼夜间拜不超过十一拜。
有人将其中两拜解释为宵礼的两拜圣行拜，亦有人解释为晨
礼的两拜圣行拜，还有人解释为先知准备礼夜间拜的两拜简易前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4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58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55段。
3《奈萨仪圣训集》第2712段，《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27481段，《
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143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37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981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38段。
5《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47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37段。
6《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97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6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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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拜。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持后一种观点
。这说明威特尔拜有多种礼法，有时只礼一拜，有时礼三拜
。这并无矛盾
。3.根据逊奈，开始礼夜间拜前先礼简易的两拜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真主的使者夜间起来礼
拜时，先礼简易的两拜。1
。4.根据逊奈，礼夜间拜时，诵念特定的开拜赞词
1）在《穆斯林圣训实录》中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
述，先知礼夜间拜时，诵念的开拜赞词是：

ال َّلهــم رب ِجب ِائيــل و ِميك ِ
َائيــل وإِسافِيــل َفاطِــر الســموات و ْالَرض َع ِ
ــال
َّ َ َ
َ
َ ْ
ُ َّ َ ّ ْ َ
َ َْ
ِ
ِ
ِ
ِ
ـد ِن َلــاِ
ـون  ،اِهـ ِ
ِ
َ
ا ْل َغ ْيــب َو َّ
ـت َ ْت ُكــم َبـ ْـن ع َبــادك فيـ َـا كَا ُنــوا فيــه َ ْ
ـها َدة أ ْنـ َ
يتَل ُفـ َ ْ
الشـ َ
ِ
ِ
ِ
ِ
ِ
ِ
ُا ْخت ُِلـ َ ِ
ِ
ِ
الـ ّ ِ
صاط ُم ْس ـتَقيم.
ـف فيــه م ـ ْن ْ َ
ـق بِإ ْذنــك ،إ َّنــك َ ْتــدي َم ـ ْن ت ََشــاء إ َل َ

译文：“主啊！吉卜利勒、米卡伊勒、伊斯拉菲勒的主，
创造诸天与大地的主，全知幽明的主啊，你裁决仆人间的一切
纷争，求你昭示我人们纷争的真理，你把你所意欲的人引入正
道。”2
2）在两大圣训实录中据伊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父
子俩）传述，真主的使者深夜起来礼拜时，祈祷说：

ِ
ـمـــاوات واألَ ْر ِ
ض،و لـ َ
ُـــم لـ َ
َـــك
الـس
َـــك الـْحـَـمـْـــدُ أنـ َ
ُـــور َّ
ْــت نـ ُ
اللــّهـ َّ
ِ
واألر ِ
ضَ ،و لـَــ َ
ـك الـْحـَـمـْـدُ أنـ َْت
ـاوات
ـم َ
ْ
الـس َ
الـْحـَـمـْـــدُ أنـ َْت قــَــيـُّـــو ُم َّ
رب الـسـمــ ِ
ـاوات واألَ ْر ِ
ـقَ ،و َوعـْـــدُ َك
ـت الـْـحـَــ ُّ
ض ومـَـ ـ ْن فـِـيـْـهـِـ ـ َّن .أنـْـ َ
َ ُّ
َّ َ
ـق َ ،و قــَـولـُــ َ
َـق
ـق  ،والـْـجـَـنــَّـ ُّة حـ ٌّ
ـاؤ َك حـَــ ٌّ
ـك الـْـحـَــ ُّ
الـْـحـَــ ُّ
ـق ،و لـِـقــَــ ُ
ـم لـَــ َ
ـك َأسـْـلـَـمـْـنا وبـ َِك
ـق  ،والـسـَّـاعـَــ ُة حـَــ ٌّ
ـار حـَــ ٌّ
ـق .اللــّهـُــ َّ
 ،والـنــَّــ ُ
ـيك أنـَـبـْـنـَــاَ ،وبـِـ َ
َـوكـَّـلـْـــناَ ،و إلـَـ َ
آمـَـنـَّــا،و عـَـلـَـيـْــ َ
ـك خـَاصـَـمـْـنا،
ـك تــ َ
َوإِ َل ْي َك حـَاكــَـمـْـــنا ،فــَاغــْـفـِــ ْـر لـَـنـَــا َمـــا قــَـدَّ مـْــنـَــا وما أخــَّـــ ْـرناَ ،و َما
ـت.
ـت إلـٰـهـُـــنا ال إلـٰــ َه إلَّ أنـْـ َ
َأسـ َْـر ْرنــَــا َو َما َأعــْـلـَـنــَّــا ،أنـْـ َ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67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7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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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主啊！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天地的光明；一切
赞颂全归你，你是天地的支配者；一切赞颂全归你，你是天地及
其中一切的主宰；你是真宰，你的许约是真实的，你的言语是真
实的，复生是真实的，乐园是真实的，火狱是真实的，末日是真
实的。主啊！我只顺服你，只归信你，只依赖你，只归依你，只
以你抗辩，只向你控诉。求你饶恕我前前后后、隐藏和公开的罪
过。你是我的主宰，除你外，绝无应受崇拜的。”1
5.根据逊奈，礼夜间拜时，尽量延长站立、鞠躬和叩头的时
间，拜中所有动作的时间长短应相仿。
6.与诵读经文相关的圣行。
1）诵读经文时字音分明，快慢适中。
2）每读完一节经文后停顿，不要一口气接连诵读两、三节
经文。
3）当诵读到赞颂真主的经文时赞颂真主；诵读到祈祷的经
文时祈祷；诵读到求真主护佑的经文时求真主护佑。
据侯宰法（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有天夜里，我跟随先知
礼拜，他开始诵读“黄牛章”，我想他念到第一百节经文时会鞠
躬；但超过百节后，结果他继续念，我想他会在两拜中念完“黄
牛章”；他继续念。我想他念完此章后可能会鞠躬，可念完“
黄牛章”后他又接着念“妇女章”，后又开始念“仪姆兰的家属
章”，他念得悠扬动听，遇到赞颂真主的经文时，就赞颂真主；
遇到祈祷的经文时，就祈祷；念到求真主护佑的经文时，求真
َ （ســ ْب َح赞颂伟大
主护佑。然后鞠躬，鞠躬中不停地念：ب ا ْل َعظِيــ ِم
َ ِّ ان َر
ُ
的真主超绝！）他鞠躬的时间与站立诵读的时间相仿。站起后
ِ （س真主已听到赞颂他的人。）他鞠躬起身后又
念：ــم َع اهللُ َلِــ ْن َحِــدَ ُه
َ
َ （ ُســ ْب َح赞颂至
َ ب ْالَع
站立相当与鞠躬的时间。然后叩头，念：ْــى
َ ِّ ان َر
尊的真主超绝！）他叩头的时间与站立的时间相仿。 2
另据《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中由乌姆·赛莱迈（求真
主喜悦她）传述，有人问她真主的使者［拜中］诵读经文的情
况，她回答说：“他每诵读一节经文便停顿：奉至仁至慈的真主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499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69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7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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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后停顿］，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众世界的主［后停顿］
，至仁至慈的主［后停顿］，报应日的主［后停顿］。”1
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说：“先知每读完一节经
文便停顿，有时他抑扬顿挫地诵读最长的章节，有时反复重复诵
读一节经文，直到黎明。”2他还说：“真主的使者有时礼夜间
拜时默读，有时高声诵读；有时站立的时间长，有时站立的时间
短。大多数时间他在五更天礼威特尔拜，有时候夜初礼，有时候
在半夜时分礼。”3
7.根据逊奈，每两拜为一个单元，说赛俩目出拜。
据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有人问真主
的使者如何礼夜间拜，使者说：“夜间拜须两拜两拜地礼，若
担心天亮，再礼一拜，将所礼的拜变为奇数。”4
“两拜两拜地礼”意即每两拜为一个单元，每礼两拜后说赛
俩目出拜，不要一次性礼四拜。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真主的使者从礼完宵礼
至黎明前共礼十一拜，每两拜出一次赛俩目，威特尔拜他只礼一
拜。5
8.夜间拜最后三拜中诵读固定的《古兰经》章节。
َ ــم َر ِّب
َ ــك ْالَع
在第一拜中诵读 ْــى
َ اس
ْ （ســ ِّب ِح至尊者）章，第二
َ
ِ
َ
ْ
ْ
َ ــر
ُ
拜中诵读 ون
َاف
ك
ل
ا
ــا
ي
أ
ــا
ي
ــل
ق
（不信道者章），第三拜中只诵读
ُ
َ ُّ َ

ْ （ ُق忠诚章）。
ــو اهللُ َأ َحــد
َ ــل ُه
据乌班耶·本·凯阿布（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
َ ـم َر ِّبـ
使者在威特尔拜中诵读ـك ْالَع َْل
َ اسـ
ْ （س ـ ِّب ِح
َ 至尊者）章、ُقـ ْـل َيــا
َ （ َأ ُّ َيــا ا ْلكَافِ ُر不信道者章）和ـو اهللُ َأ َحــد
ون
َ （ ُقـ ْـل ُهـ忠诚章）。”6
9.根据逊奈，有时在威特尔拜中念“古努特”祷词。
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说：“‘古努特’意即站

1《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26583段，《达尔古图尼圣训集》第118段。
2《来世的食粮》第1卷，第337页。
3《来世的食粮》第1卷，第240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99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49段。
5《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31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36段。
6《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1423段，《奈萨仪圣训集》第1733段，《伊本•马
哲圣训集》第1171段，艾里巴尼：《奈萨仪索海哈圣训集》第118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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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沉默、顺从、祈祷、赞颂和恭顺。”1

这里的“威特尔”意

ْ （ ُق忠诚章）的第三
为祈祷，也就是在威特尔拜诵读ــو اهللُ َأ َحــد
َ ــل ُه

拜中念“古努特”祷词。威特尔拜中念“古努特”祷词属于圣
行，先知有时念，有时不念。伊斯兰权威学者伊本·泰米叶也这
样认为，最好多时不念，少时念。
问：威特尔拜中念“古努特”属于圣行吗？先知在威特尔
拜中念过“古努特”吗？
答：对于这一问题，有两种说法。
一、 威特尔拜中念“古努特”属于圣行。依据如下：
1）据乌班耶·本·凯阿布（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
者在威特尔拜中鞠躬前念“古努特”。2
2）据哈桑·本·阿里（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曾教导我一些祷词，我在威特尔拜中诵念：

ِ
، وتولنــا فيمــن توليــت، وعافنــا فيمــن عافيــت،فيمــن هديــت
َ اللهــم اهدنــا
ِ ،وبــارك لنــا فيــا أعطيــت
، فإنــك تقــي وال يقــى عليــك،وقنــا رش مــا قضيــت
 تباركــت ربنــا وتعاليــت، وال يعـ ُـز مــن عاديــت،اٍنــه ال يــذل َمــن واليــت

译文：“主啊！求你如同引导他人那样引导我，求你如同护
佑他人那样护佑我，求你如同眷顾他人那样眷顾我，求你如同恩
赐他人那样恩赐我，求你保护我免遭你注定的灾难，只有你注
定，他人无法对你注定。你提携的人不会低贱，你敌对的人不会
尊贵。我们的主啊！赞颂你尊大清高。”3
二、威特尔拜中念“古努特”不是圣行，先知 既没教导
过，也没念过。依据如下：
伊玛目艾哈迈德、伊本·胡宰迈和伊本·孟齐尔（求真主慈
悯他们）认为，上述乌班耶·本·凯阿布传述的圣训属于“达义
夫”（羸弱的），不足为凭。
1《来世的食粮》第1卷，第276页。
2《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1427段，《奈萨仪圣训集》第1700段，《伊本•
马哲圣训集》第1182段。
3《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718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1425
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464段，《奈萨仪圣训集》第1746段，《伊本•马
哲圣训集》第117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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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哈桑·本·阿里传述的圣训虽然是“索海哈”（健全
的）级别的圣行，但其中“威特尔的古努特”一句属于“沙兹”
（怪异）现象。该圣训由诸多圣训学家由艾布·易司哈格由布莱
德本·艾布·麦尔彦由艾布·浩拉伊由哈桑传述。
同样，伊玛目艾哈迈德由叶哈雅·本·赛义德由舒阿拜由布
莱德·本·艾布·麦尔彦传述了这段圣训，只是其中这样说：“
真主的使者给我们教导下列祷词：‘主啊！求你如同引导他人
那样引导我……’”1
伊本·胡宰迈（求真主慈悯他）说：“这段圣训系舒阿拜·
本·哈贾吉由布莱德·本·艾布·麦尔彦所传，主要讲述祷词的
来历，但其中舒阿拜未提及‘古努特’和威特尔，而舒阿拜是记
忆力超强之人。倘若有圣训确定先知曾命令在威特尔拜中念‘
古努特’，或先知在威特尔曾念过‘古努特’，我绝不会违背
先知的遗训，我觉得这不可靠。”2
伊玛目艾哈迈德（求真主慈悯他）说：“就关于这个问题，
没有任何可靠的圣训。”3
圣门弟子们在威特尔拜中念“古努特”祷词。有人问阿塔关
于“古努特”祷词的情况，他说：“圣门弟子们都念‘古努特’
祷词。”
问：“古努特”祷词在鞠躬前念还是鞠躬后念？
答：学者们意见不一，因为缺乏相关的圣训依据，学者们把
威特尔拜中的“古努特”与“突发事件”的“古努特”同等看
待。
有人主张鞠躬前念“古努特”，依据是阿卜杜·拉赫曼·
本·艾卜萨（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他说：“我跟在欧麦
尔·本·哈塔卜（求真主喜悦他）后面礼晨礼，我听他诵毕经文
后鞠躬前念：‘（اهلــم إيــاك نعبــد主啊！我们只崇拜你）……’”4
亦有人主张鞠躬后念“古努特”，依据是两大圣训实录中由

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真主的使者晨礼
1《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727段。
2《伊本•胡宰迈索海哈圣训集》第2卷，第1727段。
3《特里海索》第2卷，18页。
4《拜海基圣训集》第2卷，第211页。艾里巴尼认为该圣训系索海哈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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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诵读完［开端章和其他经文］后，念太克比尔［鞠躬］，起
身念“真主已听到赞颂他的人，我们的主啊！一切赞颂全归
你”之后，站着祈祷，提名点姓地诅咒多神教徒。1
还有《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
圣训，其中提到“鞠躬后”。2
综合上述，“古努特”祷词可以在鞠躬前念，也可以在鞠躬
后念。伊玛目布哈里在其《布哈里圣训实录》中列了一篇，题目
为“［包括威特尔在内的所有拜的］鞠躬前后均可念古努特祷
词”，但主张在鞠躬后念“古努特”祷词的圣训更多，同时，多
数学者主张在鞠躬后念“古努特”祷词。
伊玛目艾哈迈德（求真主慈悯他）说：“我更喜欢鞠躬后
念。” 3
伊斯兰权威学者伊本·泰米叶（求真主慈悯他）说：“对
于‘古努特’祷词，人们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必须鞠躬前念，有
人主张必须鞠躬后念，而较精明的圣训学家诸如艾哈迈德等人认
为两种观点均可，因为有相关的可靠圣训，但他们倾向于鞠躬后
念，因为这种情况更多，更符合实际，因为鞠躬者升起后说‘真
主已听到赞颂他的人’，此时更适合先赞颂真主，后祈祷，如同
《古兰经》‘开端章’的顺序一样，先赞颂真主，后祈祷。”4
问：威特尔拜中念“古努特”祷词时是否要举手？
答：众学者主张要举手，因为由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传
述的圣训中提到了举手，又因为伊玛目拜海基（求真主慈悯他）
辑录的正确圣训 5，他说：“很多圣门弟子（求真主喜悦他们）
念‘古努特’祷词时举手。”6
问：以什么词句开始念“古努特”祷词？
答：有人主张以先知曾教导哈桑的祷词开始，即اللهــم اهدِنــا

（في َمــن هديــت主啊！求你如同引导他人那样引导我）。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04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75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956段。
3《艾哈迈德论文集》第1卷，第100页。
4《法塔瓦集》第23卷，第100页。
5《拜海基圣训集》第2卷，第211页。
6《拜海基圣训集》第2卷，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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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依据是上述哈桑（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前面已经
说过，这段圣训准确可靠，只是其中未提及“威特尔的古努特”
。假设这句词语属于圣训，也不足以说明要求用哈桑（求真主喜
悦他）的祷词开始念古努特。
最好以赞颂真主开始，然后祝福先知，再祈祷，这种祷词容
易被恩准。
据富达莱·本·欧拜德（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听到
有人在拜中祈祷，却没有祝福先知，于是先知说到：“这个
人太心急了。”接着先知把那人叫过来，对他及其他人说：“你
们礼拜时，先以赞颂真主开始，接着应当祝福先知，然后随意
祈祷。”1
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说：“祈祷时最好先以赞颂
真主开始，然后提出自己所求，诚如富达莱·本·欧拜德传述的
圣训中所讲。”2
问：念毕“古努特”祷词后是否用双手抹擦脸？
答：祈祷毕后抹擦脸不属于圣行，因为缺乏相关的圣训依
据。
至于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之言“真主的使者每祈祷时
举升双手，直到用双手抹擦脸面后才放下来”属于“达义夫”（
羸弱的）圣训，不足为凭，因为该圣训的传述系统中有个名叫罕
玛德·本·尔萨·朱海尼的人，此人传述的圣训不足为论，因
此，圣训学家伊拉基、诺威、伊本·邵齐等人将这段圣训列入“
达义夫”。叶哈雅·本·麦伊尼和艾布·祖尔阿说：“该圣训属
于‘孟克尔’。”艾布·祖尔阿还附加了一句：“我担心该圣训
无根无据。”
虽然该圣训在《艾布·达乌德圣训集》中有相关的叶齐德·
本·萨伊布传述的辅助圣训，但均属“达义夫”，因为其传述系
统中有个名叫伊本·鲁海尔的人，此人传述的圣训不足为论。
根据逊奈，祈祷完毕后不要用手擦脸，因为尚无任何依据证
明先知祈祷完毕后用手抹擦过脸，圣门弟子们也没这样做过，
1《提尔密济圣训集》第3477段。
2《倾盆大雨》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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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威特尔拜的“古努特”祷词中或是别的场合，也无论是
在拜中还是拜外抑或是祈祷完毕后。
有人祈祷时用双手掌抹擦脸，对此，有人问伊玛目马里克，
他予以否认，并说：“我不晓得。”1
麦尔沃齐（求真主慈悯他）说：“至于艾哈迈德·本·罕百
里，艾布·达乌德曾告诉我，有人在威特尔拜中念毕‘古努特’
祷词后用双手抹擦脸，对此，有人问艾哈迈德，他说：‘我从未
听闻相关的任何依据。’我从未见过艾哈迈德这样做过。”
伊玛目拜海基（求真主慈悯他）说：“至于念毕祷词后用双
手抹擦脸之事，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位先贤在念毕‘古努特’祷词
后双手擦脸面的依据。不过有那么一、两段圣训羸弱圣训提到礼
拜之外祈祷后抹擦脸面的情况，有些人依此为据，认为礼拜之外
祈祷毕后可以用手抹擦脸面。而在礼拜当中念毕祷词后用手抹擦
脸面的行为缺乏正确依据，也无可以用以类比的根据，是故，最
好不要抹擦脸面，应当仿效先贤们的做法，拜中祈祷时只举升双
手，不抹擦脸面。”2
谢赫伊本·泰米叶（求真主慈悯他）说：“关于用双手抹擦
脸面之事，只有那么一、两段羸弱圣训提到，不足为凭。”3
10.夜间后三分之一的时间祈祷。
后半夜里祈祷属于圣行。如果后半夜里念了“古努特”祷
词，亦足够了。根据逊奈，要在此时祈祷，因为此时的祈祷有望
被恩准，此时此刻，伟大的真主以符合他尊严的形式降至近天。
在两大圣训实录中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
的使者说：“每夜只剩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时，真主降至近天，
说：‘谁向我祈祷，我应答谁；谁向我祈求，我赐予谁；谁向我
求饶恕，我饶恕谁。’”4
11.根据逊奈，礼毕威特尔拜说赛俩目出拜后念三遍

ِ ا َمل ِل
ِ ُّــك ال ُقــد
وس

َ ُســ ْب َح
ان

（赞颂掌权的、至洁的真主超绝），第三遍高声

1 麦尔沃齐：《威特尔书》，236页。
2《拜海基圣训集》第2卷，212页。
3《法塔瓦集》第22卷，519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4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5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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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据乌班耶·本·凯阿布（求真主慈悯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 ُق
َ ــم َر ِّب
在威特尔拜中诵读ــك ْالَع َْل
ــل َيــا َأ ُّ َي
َ اس
ْ （ســ ِّب ِح至尊者）章、ــا
َ
ِ
ْ （ ُق忠诚章）；他说赛俩
َ （ا ْلكَاف ُر不信道者章）和ــو اهللُ َأ َحــد
ون
َ ــل ُه

ِ ان ا َمل ِل
ِ ُّــك ال ُقــد
َ （ ُســ ْب َح赞颂掌权的、至洁的
目出拜后念三遍“وس
真主超绝）” 1。在阿卜杜·拉哈曼·本·艾卜萨传述的圣训

ِ ان ا َمل ِلـ
ِ ُّـك ال ُقــد
َ （ ُسـ ْب َح赞颂掌权的、至
中：“第三遍他高声念‘وس

洁的真主超绝）’。” 2
12.根据逊奈，礼夜间拜时叫醒家人一起礼拜。
丈夫礼夜间拜时叫醒妻子，同样，妻子礼夜间拜时叫醒丈夫
和其他家人，这属于对行善的互助共勉。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先知夜间礼拜时我一
直横躺在他与朝向之间。当他礼威特尔拜时叫醒我，我就礼威特
尔拜。”3
据 乌 姆 · 赛 莱 迈 （ 求 真 主 喜 悦 她 ） 传 述 ， 先 知 睡 醒 后
说：“赞主超绝！降下了什么库藏？降下了什么灾难？是谁叫醒
寝室的女主人们（指他妻室）起来礼拜？在今世许多穿衣服的女
人，到后世都是赤裸的。” 4
在斋月后十天里，应当更加重视夜间拜。在《穆斯林圣训
实录》中据 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一到莱麦丹月后
十日，真主的使者勒紧裤腰，熬夜礼拜，并唤醒家属起来礼
拜。
13.根据逊奈，礼夜间拜者可量力而行，不要因勉强自己而影
响拜中的虔敬恭顺。
若果觉得劳累，可以坐着礼拜。
据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进了清真寺
后看到两根柱子间绑着一根绳子，就问；“这是干什么的？”众
人说：“宰娜拜礼拜时用的，她感到累或困时，就抓住绳子礼
1《奈萨仪圣训集》第1702段。
2《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5354段，《奈萨仪圣训集》第1734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12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12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21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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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使者说：“把绳子解开。你们应在精力充沛时礼拜，困了
累了就坐下。”1
若果拜中感觉瞌睡打盹，就去睡觉，等精神充沛后再去礼
拜。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先知说：“你们谁在拜
中打盹，应立即去睡觉，因为一个人礼拜时若睡眼惺忪，或许他
想着祈求饶恕，结果却诅咒自己。”2
根据逊奈，夜间诵读《古兰经》感觉瞌睡打盹时，就去睡
觉，养好精神。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你们起来礼夜间拜，若还睡眼朦胧，无法正确诵读《古兰
经》经文，不知自己所云时，应去睡觉。” 3
14.根据逊奈，未能礼夜间拜者，白天补礼，但要礼成偶数
拜。
若一个人习惯把威特尔拜礼三拜，却因瞌睡或生病耽误了礼
威特尔拜时，白天可以补礼四拜。若习惯把威特尔拜礼五拜，却
因瞌睡或生病耽误了礼时，白天可以补礼六拜，以此类推。先知
曾这样做。又因为先知夜间礼的奇数拜是十一拜。阿伊莎（
求真主喜悦她）讲述先知礼夜间拜的情况说：“他因瞌睡或生
病未能礼夜间拜时，就在白天礼十二拜。”4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5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84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12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86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87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4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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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ly

Faj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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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晨礼的时间
与晨礼时间相关的圣行：
宣礼及其相关的圣行：
1）附和宣礼员。
根据逊奈，凡听到宣礼者，须跟着宣礼员重复宣礼词，除了
ِـى ا ّلصالَة
َ ـي َعـ
ـى ال َفـا َِح
َ َ ـي َعـ
َ
َ
َّ （حـ快来礼拜）和
َّ （حـ快来获得成功）两句，
宣礼员说完这两句后，他人附和说：
ِ（الَ َح ْو َل َوالَ ُق َّو َة إِالَ بِاهلل无法无力，唯凭真主）。

据阿卜杜拉·本·阿慕尔·本·阿苏（求真主喜悦他父子
俩）传述，他听先知说：“当你们听到宣礼员宣礼时，他说什
么，你们就跟着说什么。” 1
据欧麦尔·本·哈塔卜（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当宣礼员念‘真主至大！真主至大’时，你们也念‘真
主至大！真主至大’；当宣礼员念‘我作证除真主外，绝无应受
崇拜的主宰’时，你们念‘我作证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主宰’；宣礼员念‘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时，你们
念‘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宣礼员念‘快来礼拜’
时，你们念‘无法无力，唯凭真主’；宣礼员念‘快来成功’
时，你们念‘无法无力，唯凭真主’；宣礼员念‘真主至大！真
主至大’时，你们念‘真主至大！真主至大’；宣礼员念‘除真
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时，你们念‘除真主外，绝无应受
崇拜的主宰’。谁诚心念，谁入乐园。”2
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说：“宣礼员宣礼时，听到
宣礼的人也要附和说同样的词语，因为宣礼是对真主的赞颂，故
听到宣礼者也要赞颂。然而其中‘快来礼拜’和‘快来成功’两
句是召唤，是在召唤听到宣礼的人快来参加礼拜，所以，听到者
要借助一切可能的力量响应召唤，应当念：‘无法无力，唯凭伟
大的真主。’”3
ِ ا ُة َخـ
َ （الصـ礼拜
在晨礼的宣礼中亦同样，当宣礼员说 ـو ِم
ُ ـر مـ َن النَّـ
َّ
ٌْ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384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385段。
3《来世的食粮》第2卷，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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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于睡觉）时，他人跟着重复。
谢赫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求真主慈悯他）说：“‘当
你们听到宣礼员宣礼时，他说什么，你们就跟着说什么’，包
括‘礼拜强于睡觉’一句。” 1
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说，据伊本·朱来吉说：“
我被告知，当宣礼员宣礼时，人们侧耳细听，犹如聆听诵读《古
兰经》一样。”2

2）两个作证词之后念的赞词。

ُ ـهدُ َأ َّن ُم َ َّمــدً ا َر ُسـ
根据逊奈，当宣礼员念毕 ِـول اهلل
َ （ َأ ْشـ我作证穆
罕默德时真主的使者）第二遍后，要念相关赞词。
据赛阿德·本·艾布·宛葛斯传述，真主的使者说：“
听到宣礼后谁念
ِ َ ـهدُ َأ ْن ال إِلـ َه إِالَّ اللَّ َو ْحــدَ ُه ال
َ شيـ
ـهدُ َأ َّن ُم َّمــد ًا َع ْبــدُ ُه َو َر ُســو ُل ُه
َ  َو َأ ْشـ، ـك لـ ُه
َ َأ ْشـ
ٍ  وبمحمـ، ـت بِــاللَِّ ربــا
ِ ،
ِ
وباإل ْســا ِم ِدينًــا
، ًـد َر ُســوال
ُ رضيـ
ًّ
َّ َ ُ

（我作证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他独一无偶；我又作
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我喜欢以真主为主宰，喜欢以
穆罕默德为使者，喜欢以伊斯兰为宗教），其罪恶已被饶恕。”3
3）宣礼毕后祝福先知。
据阿卜杜拉·本·阿慕尔·本·阿苏（求真主喜悦他父子
俩）传述，他听先知说：“你们听到宣礼时，宣礼员念什么，
你们跟着念什么。最后你们祝福我，谁祝福我一次，真主藉此祝
福他十次。然后为我祈求近主阶，那是乐园中的高品，只有真主
的某一位仆人所享有，我希望我就是那位仆人。谁为我祈求近主
之阶，谁将获得我的搭救。”
最尊贵的祝福词是：“主啊！求只祝福穆罕默德及其穆罕默
德的眷属，如同你曾祝福易卜拉欣及其眷属一样……”
4）宣礼后特定的祷词。
据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真
1《谢赫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法塔瓦集》第2卷，135页。
2 参看《创造主的开拓》第611段圣训解释。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38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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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说：“听到宣礼后谁念了

ِ ِ ِ ِ
ِ
ِ ـذ ِه الدَّ عـ
ِ ا َّللهــم رب هـ
الو ِســي َل َة َوال َف ِضي َلـ َة
َ َّ َ َّ ُ
َ الصـاَة ال َقائ َمــة آت ُم َ َّمــدً ا
َّ ـوة التَّا َّمــة َو
َ
ِ
.َواب َع ُثـ ُه َم َقا ًمــا َم ُمــو ًدا ا َّلــذي َو َعد َتــه

（主啊！这完美的号召和常立的拜功的主宰啊！求你赐予穆罕默
德亲近你的媒介和高品，求你将他提升到你曾许约他的一个值得
称颂的地位），复生日，谁必获得我的搭救。”1
在由阿卜杜拉·本·阿慕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的
圣训中先知阐明了“媒介”的含义，先知说：“你们当为我祈

求近主之阶，那是乐园中的高品，只有真主的某一位仆人所享
有，我希望我就是那位仆人。谁为我祈求近主之阶，谁将获得
我的搭救。”2“高品”指他人无法企及的品级。
谢赫伊本·欧赛敏（求真主慈悯他）说：“‘完美的号
召’指宣礼，因为宣礼是号召。称其为‘完美的号召’，因为
该号召包含了对真主的崇敬和拜主独一信仰，还包括了见证使
者的使命以及导人于善的思想。‘值得称颂的地位’包括复生
日的各种吉庆场景，特指搭救说清。”3
5）宣礼后祈祷。
据阿卜杜拉·本·阿慕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有人［对
使者］说：“真主的使者，宣礼员们获得的回赐超越我们。”
真主的使者说：“宣礼员说什么，你们就跟着说什么。宣礼毕
后，你有求必应。”4
又据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宣礼与成
礼词之间的祈祷必获恩准。”5
小贴士：宣礼后从清真寺走出去属于可憎。
《穆斯林圣训实录》中据易卜拉欣·本·穆哈吉尔传述，艾
布·舍尔萨（求真主喜悦他）说，我们同艾布·胡莱赖（求真主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4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384段。
3《趣谈》第2卷，87～88页。
4《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524段。
5《奈萨仪圣训集》第9895段，《伊本•胡宰迈索海哈圣训集》第1卷，221
、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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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他）一起坐在清真寺里，宣礼员宣礼后，见一个人从清真寺
走了出去。艾布·胡莱赖一直看着他走出清真寺后说：“这人违
背了艾布·嘎希姆（指先知）。”1
晨礼的圣行拜及相关的逊奈
晨礼的圣行拜是白天的首项圣行拜，有很多与其相关的圣
行，在解释这些圣行前，我们先对“有序的圣行拜”做一解释。
“有序的圣行拜”指主命拜前后经常礼的圣行拜。
对于有序的圣行拜拜数，学者们观点不一。

一、总共十拜。分别是晨礼前两拜，晌礼前两拜，晌礼后
两拜，昏礼后两拜，宵礼后两拜。对于这十拜，学者们一致
公认，毫无异议。诚如伊本·胡拜拉（求真主喜悦他）所传
述。 2
依据是两大圣训集中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
传述的圣训，他说：“我从先知那里牢记了十拜圣行拜，［它
们是：］晌礼前的两拜，晌礼后的两拜，昏礼后在家中的两拜，
宵礼后在家中的两拜，晨礼前的两拜，此时任何人不去打扰先
知。”3
二、总共十二拜。晌礼前四拜，并非两拜，其余不变。这后
一观点更为准确。
依据是《布哈里圣训实录》中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
述的圣训：先知从不放弃晌礼前的四拜和晨礼前的两拜。4
另据乌姆·哈比拜（求真主喜悦她）传述，我听真主的使者
说：“谁在一昼夜内礼十二拜［圣行拜］，真主在乐园中给他
修建一座房子。”5
《提尔密济圣训集》也辑录了这段圣训，其中还附加解释
说：“晌礼前四拜，晌礼后两拜，昏礼后两拜，宵礼后两拜，晨
礼前两拜。” 6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55段。
2《明辨》第1卷，151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8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29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82段。
5《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28段。
6《提尔密济圣训集》第4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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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圣训中提到的十拜与十二拜两个数字的冲突，学者
们解释不一。
在两大圣训实录中据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
传述的圣训说“先知晌礼前礼了两拜”，1而在《布哈里圣训实
录》中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的圣训说“先知从不放
弃晌礼前的四拜”。
对此，有人解释为先知有时候晌礼前礼四拜，有时候礼两
拜。
亦有人解释说，当两段圣训出现冲突时，要遵循数量多的，
所以，晌礼前应当礼四拜。
也有人解释说，如果在家中礼，就礼四拜，以遵循阿伊莎（
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的圣训；若是在清真寺里礼，就礼两拜，以
遵循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的圣训。
较准确的是应当遵循数量多的，因为先知在家中礼拜的情
况，阿伊莎比伊本·欧麦尔更了解，其次，还有《穆斯林圣训实
录》中乌姆·哈比拜（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的圣训：“谁在一昼
夜内礼十二拜［圣行拜］，真主在乐园中给他修建一座房子。”
上述圣行拜在家中礼为贵。
据栽德·本·撒比特（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
大家注意，你们应当在家中礼拜，除了主命拜，最贵的拜是家中
礼的拜。”2
据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先知 

说：“你们把一部分礼拜在家中礼，不要使家变成坟墓一
样。”3
据贾比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你
们在清真寺礼完拜后，把一部分拜留在家中礼。真主将为家中
礼的拜赐予许多福分。”
“有序的圣行拜”中最重要的拜
“有序的圣行拜”中最重要的要数晨礼的两拜圣行拜。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8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29段。
2《提尔密济圣训集》第415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87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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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先知最重视的副功拜
莫过于晨礼的两拜圣行拜。”1
又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先知说：“晨礼的两
拜［圣行拜］胜于今世及今世上的一切。”2
《穆斯林圣训实录》中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先
知针对晨礼的两拜圣行拜说：“对我来说，这两拜胜于整个世
界。”3
据两大圣训实录记载，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旅行，先知从

未放弃晨礼的圣行拜和威特尔拜。
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说：“先知无论是外出还是
居家，从未放弃晨礼的圣行拜和威特尔，较之其他副功拜，他对
这两番拜尤为重视。他在旅行中除了晨礼的圣行拜和威特尔拜，
不曾礼其他‘有序的圣行拜’。”4
与晨礼的圣行拜相关的圣行：
（1）晨礼的圣行拜，无论是居家还是在旅行中，均要礼。
其他圣行拜，诸如晌礼前后的圣行拜、昏礼后的圣行拜、宵礼后
的圣行拜，旅行中一概免礼。
（2）晨礼的圣行拜回赐至伟。
（3）礼晨礼的圣行拜时力求简易。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真主的使者简易地礼
晨礼的两拜圣行拜，以至于我说：‘他在拜中是否诵读了开端
章。’” 5
在力求简易的同时，不可忽略必然动作的完善性，不要过于
太快，以致礼拜无效。
（4）根据逊奈，晨礼圣行拜第一拜中念毕“开端章”后念
ِ
ْ （ ُق忠诚
ْ （ ُق不信道者章），第二拜中念ــو اهللُ َأ َحــد
َ ــل َيــا َأ ُّ َيــا ا ْلكَاف ُر
ون
َ ــل ُه
章 ）。
也可以在第一拜中念毕“开端章”后念“黄牛章”第136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96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24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25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25段
4《来世的食粮》第1卷，315页。
5《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71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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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你们说：‘我们归信真主，并且归信我们所受的启示，归
信易卜拉欣、易司马仪、易司哈格、叶尔孤白和各支派所受的启
示，归信穆萨和尔撒所受的经典以及众先知受主所赐的经典；
我们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加以区别对待，我们只顺从真
主。’”
第二拜中念“仪姆兰的家属章”第64节：“你说：‘信奉天
经的人啊！你们来吧，让我们共同遵守一种双方认为公平的信
条：我们大家只崇拜真主，不以任何物配他，除真主外，不以同
类为主宰。’如果他们背弃这种信条，那么，你们说：‘请你们
作证我们是归顺的人。’”
上述均属圣行，可以任意选择。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在晨
礼的两拜［圣行拜］中分别诵读“不信道的人们章”和“忠诚
章”。 1
据伊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真主的使者
礼晨礼的两拜［圣行拜］时，第一拜中诵读“你们说：‘我们
信真主，信我们所受的启示……’”（黄牛章：136），第二拜
中诵读“我们已确信真主，求你作证我们是归顺者……”（仪姆
兰的家属章：52）2
另据伊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真主的
使者 在晨礼的两拜［圣行拜］中分别诵读“我们信真主，信
我们所受的启示……”（黄牛章：136）和“你说：‘信奉天
经的人啊！你们来吧，让我们共同遵守一种双方认为公平的信
条……’”（仪姆兰的家属章：64）。 3
（5）礼完晨礼的圣行拜后右侧而卧小憩。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先知礼完晨礼的两拜
圣行拜后总是右侧而卧。”4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先知礼完晨礼的两拜［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26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27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27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6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3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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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行拜］后，见我醒着，就跟我说话；见我未醒，就侧卧。1
对于圣训中提到的“侧卧”，学者们观点不一。
多数学者认为，每礼晨礼圣行拜之后侧卧属于笼统的圣行，
圣门弟子中持此观点者有艾布·穆萨·艾什阿里、拉菲阿·本·
海迪吉、艾奈斯·本·马立克、艾布·胡莱赖，伊本·西林、奥
尔沃及其他七大教法学家也持这种观点。
亦有人认为，对于礼夜间拜时间较长的人，礼毕晨礼的圣行
拜后侧卧小憩属于圣行，伊斯兰权威学者伊本·泰米叶（求真主
慈悯他）持此观点。
也有人说这种“侧卧”属于应该仿效的必然行为。
第一种观点较为中肯。
众学者主张，最好乘天还黑时礼晨礼，此系晨礼最佳时间。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信士妇女身裹长袍去跟真
主的使者一起礼晨礼，真主的使者在天还黑时礼晨礼，拜后
她们回家时，无人能认出她们。2
又据贾比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乘天还黑时礼晨
礼。3
至于拉菲阿·本·海迪吉（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你们等
到天明亮后礼晨礼，那样回赐更大”之圣训，学者们有多种解
释：
有人认为，指的是拜中尽量诵读长一点的经文，等礼拜完毕
时已经大天亮了。
亦有人认为该圣训被废止。
也有人认为推迟晨礼，主要是为了肯定晨礼时间已经进入。
去清真寺礼拜以及相关的圣行
晨礼是每天去清真寺集体礼的第一番拜，有很多相关的圣
行，有必要在此解释。
（1）早去清真寺。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43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78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45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6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4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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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倘若人们知道早去清真寺的尊贵，他们定会争相前去。”1
先贤们为了参加礼拜，总是早早地地去清真寺。据赛义德·
本·穆桑耶布说：“三十年来，每次宣礼之时，我早已在清真
寺里了。” 2 他还说：“自从三十年来，我没在家里听到过宣
礼。” 3
（2）在家中洗小净后去清真寺。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集体
礼拜要超过在家中和街道中［单独］的礼拜二十五倍，你们中谁
完美地洗了小净，纯粹为了礼拜来到清真寺，他每走一步，真主
便提升他一个品级，勾销他一项错误，直至他进入清真寺。他在
进入清真寺后，一直在寺内等候礼拜，就等于在一直礼拜。只要
他未离开礼拜之地，并未坏小净，众天使不停地为他祈祷：‘主
啊！求你饶恕他。主啊！求你慈悯他。’”4
（3）去清真寺的路上典雅稳重。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听到念成礼词时，你们不要跑着去，应典雅稳重地走着
去，赶上的就礼，未赶上的就补全。” 5
另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听到念成礼词时，你们不要跑着去，应典雅稳重地走着
去，赶上的就礼，未赶上的就补全。你们去礼拜的路上，等于在
拜中。” 6
伊玛目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解释说：“‘典雅稳重’指动
作庄重，不戏耍随便，不大声喧哗，降低视线，非礼不视。”7
（4）进清真寺时右脚先入，出清真寺时左脚先出。
据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根据逊奈，进清真寺时
右脚先入，出清真寺时左脚先出。”8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37段。
2《伊本•艾布•筛拜圣训集》第3522段。
3
伊本•赛阿德：《人物志》，第5卷，第131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477段。
5《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36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03段。
6《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02段。
7 参阅伊玛目诺威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03段圣训的注释。
8《哈肯圣训集》第1卷，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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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玛目布哈里在《布哈里圣训实录》设了一个标题：“进入
礼拜寺等地方时先入右脚。”他还说：“伊本·欧麦尔进入清真
寺时右脚先入，出来时左脚先出。” 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

传述的圣训中说：“真主的使者在所有事项中均喜欢从右开
始。”1
（5）念出入清真寺的祷词。
据艾布·胡迈德或艾布·欧塞德（求真主喜悦他两人）传
述，真主的使者说：“你们进入清真寺时，应念：َــح ِل
ْ ــم ا ْفت
َّ ال َّل ُه
ِ
َ اب َر ْحَتـ
ـك
َ ـو
َ （ َأ ْبـ主啊！求你为我打开仁慈之门！）走出清真寺时，
2
َ ــم إِ ِّن َأ ْس
َ ــأ ُل َك ِمــ ْن َف ْض ِل
应念：ــك
َّ （ ال َّل ُه主啊！我祈求你的恩赐。）”
（6）进入清真寺后礼两拜“庆贺清真寺”的圣行拜。
这是针对早去清真寺的人而言，进入清真寺后别坐下，先
礼两拜。据艾布·盖塔代（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你们进入清真寺时，礼两拜后再坐下。” 3
如果进入清真寺后礼了主命拜前的圣行拜，如礼了晨礼和晌
礼前的圣行拜抑或礼了“祖哈”拜，或进入清真寺后礼了威特尔
拜或其他主命拜时，一举两得，等于礼了“庆贺”拜，因为礼“
庆贺”拜的主要目的是每次进入清真寺后不要急着坐下，而是先
礼两拜，以示对清真寺的敬意。同时，清真寺是专用于礼拜的，
非礼拜者不要进入清真寺。
（7）尽量站在第一排，男士前排为贵，女士后排为贵。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男人班次最好的是前班，最劣的是末班；妇女班次最好的
是末班，最劣的是前班。” 4
这是指男女同在一处集体礼拜，中间无墙壁等屏障隔开的情
况下，妇女站在最末班，这样能避开男士的视线。如果中间有墙
壁等屏障相隔，男女分别在各自单独的礼拜殿礼拜，妇女最好尽
量站前排，这也是伊本·巴兹和欧赛敏两位谢赫的主张。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68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8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13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6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14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4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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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倘若人们知道宣礼和前班次的回赐，而只有通过抓阄才能
得到，他们定会抓阄；倘若人们知道早去清真寺的尊贵，他们定
会争相前去；倘若人们知道宵礼和晨礼的尊贵，他们定会去参
加，即便是爬着去。” 1

另据贾比尔·本·赛木拉（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
其中说：“真主的使者出来对我们说：‘你们怎么不像天使
在真主那里排班一样站齐呢？’我们问：‘真主的使者啊！天
使怎样在真主那里排班？’使者说：‘他们补齐前面的班次，
站紧前班，不留一点空隙。’”2�这说明站班次时不留空隙属
于圣行。
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说：“男女分别单独集体礼拜时，第
一班次最贵，然后依次排序。若男女同在一处礼拜，中间遮挡物
隔开时，妇女最贵的班次则是最末班。
（8）尽量靠近伊玛目（领拜师）而站。
诚如前述，跟拜者最好站前排，而且尽量靠近领拜师而站，
无论是领拜师的右侧还是左侧，哪边靠的更近，就站那边。
据艾布·迈斯欧德（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礼拜时，真主的
使者摸我们的肩膀，说：“你们要站齐！不要站斜，否则你们
的心会偏斜。你们中成年稳重的人靠近我站，然后依次而站。”3
这说明礼拜时要求人们尽量靠近伊玛目而站，无论从哪个方向。
伊本·穆夫里哈（求真主慈悯他）说：“有人认为宁肯站在
右边离伊玛目远的地方，强于左边靠近伊玛目而站，这种观点不
对。”4�
我们祈求真主默助我们遵循经训，远离异端，真主是全能于
万事的。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37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30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32段。
4《细则》第1卷，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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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中的圣行
与礼拜相关的圣行很多，礼拜者应当尽量遵守这些圣行，以
便获得更多的善行和回赐。同样是两个人，一起进入清真寺，一
起从清真寺出来，但两者获得的回报却有天壤之别，因为其中一
人在履行拜中所有必然要素的同时还恪守各项圣行，而另一人只
履行拜中的必然要素。
与礼拜相关的圣行很多，如：
1.礼拜者前面设遮挡物。
（1）礼拜者前面设置遮挡物属于圣行。
根据逊奈，无论是给人们领拜抑或是自己礼拜，前面必须设
置遮挡物。若领拜师前面放置了遮挡物，跟着他礼拜的人不必再
设了。据艾布·赛义德·胡德里（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听
真主的使者说：“你们朝着遮挡物礼拜时，若有人想从面前通
过，应阻止，若执意要过，可以跟他厮杀，他确是恶魔。”1
要求礼拜者设置遮挡物的圣训很多，先知礼拜时作为遮挡
物的东西有床、墙壁、树枝、木头、矛枪、尖头短棍、骆驼等。
无论是在室内还是旷野，也无论是在居家还是旅行中，亦无
论担心前面是否有人经过，礼拜时均应设置遮挡物，因为要求设
置遮挡物的圣训未把室内与室外的礼拜区分对待，又因为先知
无论居家还是外出旅行，礼拜时总是要设置遮挡物。
（2）靠近遮挡物而站。
根据逊奈，礼拜者叩头的位置与遮挡物之间只留一只羊能通
过的空间。
据赛海里·本·赛阿德·萨伊迪（求真主喜悦他）传述：“
真主的使者 叩头的地方和前面的墙之间仅容一只羊通过的空
间。”2�在艾哈迈德和艾布·达乌德辑录的圣训中说，礼拜者站
立的地方与遮挡物之间仅有三腕尺的距离。3
（3）如有行人从礼拜者前面穿过，应予以阻止。
据艾布·赛义德·胡德里（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听真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09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05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496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08段。
3《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6231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20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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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说：“若你们朝着遮挡物礼拜，而有人想从面前通过
时，应阻止，若执意要过，可以跟他厮杀，他确是恶魔。”1
据阿卜杜拉·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真
主的使者说：“你们谁礼拜，别让他人从面前穿过，［若有人
要穿过，］应极力阻止。若对方执意要过，可以跟他厮杀，因为
他有恶魔相伴。”2
若有女人或黑狗或毛驴从礼拜者前面穿过，更应该阻止，因
为这样会坏拜。诚如《穆斯林圣训实录》中艾布·赞勒（求真主
喜悦他）传述的圣训所说。3
谢赫伊本·欧赛敏（求真主慈悯他）说：“从礼拜者前面穿
过者，有坏拜者，也有不坏拜者，应将两者区分对待。对于坏拜
者，应必须阻止；对于不坏拜者，不要强行阻止，虽然礼拜受到
影响，但不至于坏拜。”4
将女人与黑狗和毛驴相提并论，并非三者具有同样的原因，
原因有别，女人从礼拜者前面穿过，会分散礼拜者的注意力，
而黑狗和毛驴一般很脏，尤其是黑狗，先知 说：“黑狗是恶
魔。” 5
亦有人认为其中有只有真主知晓的哲理，仆人理应服从接
受。
（4）每次礼拜前刷牙。
这是要求刷牙的第三处。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若非担心给我的教民带来困难，或若非担心给人们带来困
难，我必然命令他们每逢礼拜都要刷牙。” 6
2.与拜中站立相关的圣行。
（1）念入拜的“太克比尔”时举升两手。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09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05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06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10段：艾布•赞勒说，真主的使者ص说：“你们谁
礼拜，应在前面放置驼鞍后靠之类的东西做遮挡物，若不放置驼鞍之类的东
西遮挡，前面若有驴子、女人、黑狗经过，会坏拜。”
4《趣谈》第3卷，245页。
5《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10段。
6《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8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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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真主的使者
开始礼拜时，对端两肩抬升两手，然后念“太克比尔”；鞠躬
时对端两肩抬升两手；鞠躬起来时也对端两肩抬升两手，并念“
真主已听到赞颂他的人”；叩头起来时不抬升手。1 伊本·胡拜
拉（求真主慈悯他）说：“众学者一致认为念入拜的‘太克比
尔’时举升两手属于圣行，而非必然行为。”2
根据圣训，拜中四处要抬升两手，分别是：念入拜的“太克
比尔”时，鞠躬前，鞠躬升起后，诚如上述圣训中所讲；第四处
是中坐念完“台善乎德”后站起来时，诚如《布哈里圣训实录》
中由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的圣训所讲。
（2）抬升两手时伸展手指。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 开始礼拜
时，伸展手指抬升两手。 3
（3）抬升两手至圣训规定的位置。
根据逊奈，抬升两手的高度有两种说法：一是据两大圣训实
录中由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的圣训，对齐
两肩抬升两手；二是据《穆斯林圣训实录》中由马里克·本·侯
韦里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对端两耳轮抬升两手。两
种抬升方法，任意选择其中一种无妨。
（4）念完入拜的“太克比尔”后将右手搭放在左手上。
根据逊奈，搭放手的姿势有二，可以任意选择。
一是把右手搭放在左手上。据瓦伊勒·本·哈杰尔（求真主
喜悦他）传述，我看到真主的使者礼拜时用右手握住左手。4
二是把右手置放在左臂上。据赛海里·本·赛阿德（求真主
喜悦他）传述，人们奉命在拜中把右手放在左前臂上。”基于
此，有时可以把右手放在左手上，有时可以放在前臂上。两种形
式任意选择。
（6）圣训规定的开拜词。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3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390段。
2《明辨》第1卷，123页。
3《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8875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753
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240段。
4《奈萨仪圣训集》第88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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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拜词有好几种，可任意选择。圣训中提到的开拜词如下：

1）

ِ
.اس ُم َك َو َت َع َال َجدُّ َك وال إِ َل َه َغ ْ ُي َك
ْ ُس ْب َحان ََك ال َّل ُه َّم َوبِ َح ْمد َك َت َب َار َك

译文：“主啊！赞你超绝，赞颂你，你的尊名真吉庆！你的
尊严真伟大！除你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1
据《穆斯林圣训实录》中记载，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经
常高声念这个祷词，以便让所有圣门弟子都学会。2

2）

.ال ْمدُ لَِّ َحْدً ا كَثِ ًريا َط ِّي ًبا ُم َب َاركًا فِ ِيه
َْ

译文：“一赞颂全归真主——优美、吉祥、广多的赞颂。”
就关于这句念词的尊贵，真主的使者说：“刚才我已看到十二
位天使争先恐后地记录这句念词，并抢着带上天去。”3

3）

ِ اللهــم ب
ِ ـر ِق َوا َْل ْغـ
ِ ْ ـاي كــا َبا َعــدْ َت بــن ا َْلـ
ِ ـر
 اللهــم، ب
َ ْ اعــدْ َب ْينِــي َو َبـ
َ ـن َخ َطا َيـ
َ
ِ
َ
ِ ــض مــن الدَّ ن
ْ
ْ اللهــم ا ْغ ِســل، َــس
ْ
َّ
َّ
َ
ُ ــو ُب ال ْب َي
ْ َن ِّقنــي مــن الَطا َيــا كــا ُينَقــى الث
ِ َخ َطايــاي بِا َْل
ِ ــاء َوال َّث ْل
.ــر ِد
َ َ
َ َ ــج َوا ْل

译文：“主啊！求你使我远离罪恶，就像你使东西方远离一
样。主啊！求你涤除我的罪恶，就像涤除白衣上的污垢一样。主
啊！求你以雪、水和冰涤除我的罪恶。4”

4）

َ  َو ُس ْب َح، ال ْمدُ لَِّ كَثِ ًريا
. ان اللَِّ ُبك َْر ًة َو َأ ِص ًيل
َ ْ  َو، ْب كَبِ ًريا
ُ َ اهلل َأك

译文：“真主至大，尊大无比；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多多的
赞颂；赞颂真主超绝，朝夕赞颂。”
针对这句念词的贵重，真主的使者说：“我特别欣赏这几

1《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1473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776
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243段，《奈萨仪圣训集》第900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300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00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44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9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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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诸天之门为之而打开。”1 还有其他祷词，在讲述夜间拜的
圣行时已经提到。
（7）念求护词。
念求护词属于圣行。根据逊奈，求护词形式多样，可任由选
择。诸如：

1）

ِ
َّ َأ ُعو ُذ بِاهللِ ِم َن
.الر ِجي ِم
َّ الش ْي َطان

译文：“我求真主保佑，免遭被诅咒的恶魔的侵袭。”
多数学者选择念该求护词，因为真主说：“当你要诵读《
古兰经》的时候，你应当求真主保护，以防受诅咒的恶魔的干
扰。”（蜜蜂章：98）

2）

ِ
َّ الس ِمي ِع ال َعلي ِم ِم َن
.الر ِجي ِم
َّ الش ْي َطان
َّ َِأ ُعو ُذ بِاهلل

译文：“我求全聪、全知的真主保佑，免遭被诅咒的恶魔的
侵扰。”因为真主说：“如果恶魔怂恿你，你应当求庇于真主。
他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奉绥来特章：36）

（8）念奉真主尊名词。

ِ َ ْ （بِســ ِم اهللِ الر奉普慈特
根据逊奈，念完求护词后念 الر ِحيــ ِم
َّ حــان
َّ
ْ

慈的真主尊名）。

据努埃姆·穆吉迈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曾跟着艾
布·胡莱赖礼拜，他先念了“奉普慈特慈的真主尊名”，接着诵
读了“开端章”。他还说：“以掌握我生命的真主发誓，我礼的
拜跟真主的使者的礼拜模式一模一样。”2
念“奉真主尊名词”不属必然，因为先知曾教导做礼拜马
马虎虎的人重新念“开端章”，未教导他重新念“奉真主尊名
词”，诚如两大圣训实录中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
的圣训。 3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01段。
2《奈萨仪圣训集》第906段，《伊本•胡宰迈索海哈圣训集》第1卷，251
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57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39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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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跟着伊玛目（领拜师）一起念 ني
ْ （ ِآم阿敏）。

根据逊奈，在高声诵读经文的拜中，当伊玛目念毕“开端
章”后念“阿敏”时，跟拜者同伊玛目一起念“阿敏”。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伊玛目念‘阿敏’时，你们念‘阿敏’，谁念的‘阿敏’
与天使念的吻合一致，其以往的罪恶均被饶恕。” 1
“阿敏”的意思是：主啊！求你答应。
（10）诵毕“开端章”之后念《古兰经》其他章节。
根据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在第一拜和第二拜中诵毕“开端
章”之后念其他章节属于圣行。据艾布·盖塔代（求真主喜悦
他）传述，真主的使者带领我们礼拜，他在晌礼和晡礼的前两
拜中念“开端章”和另两章，有时让我们听见他诵念的经文。晌
礼的第一拜他礼得长，第二拜礼得短。2 又因为先知说：“未
念‘开端章’者，礼拜无效。”3 通过这段圣训，如果拜中只诵
读了“开端章”，未念其他章节时，亦无妨。跟拜者在高声诵
读经文的拜中“开端章”之后不要念其他章节，而聆听伊玛目诵
读。
伊本·古达麦（求真主慈悯他）说：“据我们所知，众学者
一致认为每次礼拜时前两拜中‘开端章’之后念任何一个章节属
于圣行。”4
3.鞠躬中的圣行。
（1）根据逊奈，鞠躬中两手叉开手指紧握膝盖。
据艾布·胡迈德·萨伊迪（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是你
们中最牢记真主的使者的礼拜模式的人，我看到他念‘太克比
尔’时，两手相对两肩。在鞠躬时两手紧握两膝盖，然后伸直脊
背。在抬起头时站端，直到每个脊椎还原其位。在叩头时放平两
手，即不铺肘，又不收紧两肘，使两脚的指头朝着朝向。在两拜
小坐时，坐于左脚上，立起右脚。在大坐时，［从右腿下面］伸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8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10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59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51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56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394段。
4《穆格尼》第1卷，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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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左脚，立起右脚，臀部坐地。”1
另据艾布·麦斯欧德（求真主喜悦他）传述，他（先知）鞠
躬中叉开手指紧握两膝盖。2
（2）鞠躬中伸直脊背。据艾布·胡迈德·萨伊迪（求真主
喜悦他）传述：“……他鞠躬时两手紧握两膝盖，然后伸直脊
背。” 3“伸直脊背”即使脊背平直，不弯弓。
根据逊奈，鞠躬中头部与脊背保持一样平直，不高不低。《
穆斯林圣训实录》中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描述先知鞠躬的
情形说：“他鞠躬时，头与脊背平直，不高不低。”4
（3）鞠躬中两肘远离肋腹。
即双臂远离肋腹。在上述艾布·麦斯欧德传述的圣训中还
说：“然后他鞠躬，使双手远离肋腹，叉开手指紧握两膝盖……
最后说：‘我看到真主的使者就是这样礼拜的。’” 5
所谓“两肘远离肋腹”是指不妨碍旁边的人的情况下。礼拜
者不可为了遵循一件圣行而对旁边的人造成伤害。
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说：“‘两肘远离肋腹’，这是众学
者一致公认的圣行，毫无异议。提尔密济主张犹在鞠躬中两肘远
离肋腹属于圣行，其他学者主张要在叩头中两肘远离肋腹。”6

（4）鞠躬中诵念圣训中提到的相关念词。

َ （ ُســ ْب َح赞颂伟大的真
根据逊奈，鞠躬中除了诵念 ب ا ْل َعظِيــ ِم
َ ِّ ان َر
主超绝）外，还诵念别的念词。例如：
.ُس ْب َحان ََك ال َّل ُه َّم َر َّبنَا َوبِ َح ْم ِد َك ال َّل ُه َّم ا ْغ ِف ْر ِل

译文：“主啊！我们的主，赞你超绝，赞颂你；主啊！求你
饶恕我。”7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28段。
2《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7081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863
段，《奈萨仪圣训集》第1038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28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98段。
5《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7081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863
段，《奈萨仪圣训集》第1038段。
6《总汇》第3卷，410页。
7《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94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8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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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الر
وح
ٌ ُّ ُقد،وح
ٌ ُس ُّب
ُّ  َر ُّب ا َْل َلئكَة َو،وس

译文：“可赞的主，圣洁的主，养育众天使和鲁哈的主。”1

ِ َ  َو َبـ،ـم ِعي
َ ـع َلـ
َ  َو َلـ،ـت
َ  َوبِـ،ـت
َ ـم َلـ
ـري
ُ ـك آ َمنْـ
ُ ـك َر َك ْعـ
َ ـك َأ ْسـ َل ْم ُت َخ َشـ
ْ ـك َسـ
َّ ال َّل ُهـ
ِ
ِ
ِ
اسـ َت َق َّل بِــه َقدَ مي
ْ  َو َمــا، َو َع َصبِــي، َو َع ْظمــي،َو ُمِّــي

译文：“主啊！我只为你鞠躬，只归信你，只服从你。我的
耳朵、眼睛、大脑、骨骼、神经都顺服你。”2

ِ  وا ْل ِك ِبي،ُوت
ِ  وا َْل َلك،وت
ِ الب
ِ َ سبح
 َوا ْل َع َظ َم ِة،اء
َ ْ َ
َ
َ ْ ُ
ُ َ َ ْ ان ذي

译文：“赞颂强胜、强大、高大、伟大的真主超绝。”3
根据逊奈，鞠躬中尽量多念一些赞词，因为在《穆斯林圣训
实录》中伊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的圣训中
说：“鞠躬时，你们当赞美真主伟大。” 4
最好诵念圣训中提到的相关赞词。
4.鞠躬升起时的相关圣行。
（1）延长鞠躬升起的动作。
据萨比特·本·布纳尼传述，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
说：“我只愿意见真主的使者 带领我们礼拜那样带领你们礼
拜。”萨比特说，我发现艾奈斯做的事，你们并未去做，他鞠躬
后抬起头时站直，以至有人说：“他忘了[叩头]。”他第一次叩
头起来时停的时间很长，以至于有人说：“他忘了[叩头]。”5
（2）鞠躬升起时念多种形式的念词。

如：

. ُال ْمد
َ ْ ال َّل ُه َّم َر َّبنَا َو َل َك

译文：“主啊！我们的主，一切赞颂全归你。”6

. ُال ْمد
َ ْ ال َّل ُه َّم َر َّبنَا َل َك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87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71段。
3《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23411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873
段，《奈萨仪圣训集》第1050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79段。
5《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21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72段。
6《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9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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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们的主，一切赞颂全归你。”1
“我们的主，一切赞颂全归你。”2
3

“我们的主，一切赞颂全归你。”

. ُال ْمد
َ ْ َر َّبنَا َو َل َك
. ُال ْمد
َ ْ َر َّبنَا َل َك

以上赞词可任意选念。
（3）圣训中提到的鞠躬升起后的念词。
鞠躬升起后的念词如：

1）

ِ المــدُ ِمـ ْـلء الســاو
ِ ات َو ِمـ ْـل َء األَ ْر
َ ـم َر َّبنَــا َلـ
ض َو ِمـ ْـل َء َمــا ِش ـ ْئ َت ِم ـ ْن
َ َ َّ َ
ْ َ ْ ـك
َّ ال َّل ُهـ
ِ
ِ
ِ
ِ
ِـت وال معطِــي َلــا
َ ش ٍء َب ْعــدُ َأ ْهـ َـل ال َّثنَــاء َوا َْل ْجــد ُك ُّلنَــا َلـ
َ ـك َع ْبــدٌ ال َمانـ
ْ ُ َ َ ـع َلــا َأ ْع َط ْيـ
ْ َ
ِ
َ الــدِّ منْـ
. ُّالــد
َ َمنَ ْعـ
ُ ـت َوال َينْ َفـ
َ ْ ـك
َ ْ ـع َذا

译文：“我们的主啊！一切赞颂全归你。充满诸天和大地以
及充满所有空间的赞颂。你是值得赞颂和称颂的主，你最值得仆
人赞颂，我们都是你的仆人。主啊！你恩赐的，无人阻挡；你阻
挡的，无人能够赐予。钱财权势在你跟前无济于事。”4

2）

.ال ْمدُ لَِّ َحْدً ا كَثِ ًريا َط ِّي ًبا ُم َب َاركًا فِ ِيه
َْ

译文：“一赞颂全归真主——优美、吉祥、广多的赞颂。”
就关于这句念词的贵重，真主的使者说：“刚才我已看到十二
位天使争先恐后地记录这句念词，并抢着带上天去。”5

3）

ِ ــج وا ْلــر ِد وا َْل
ِ ِ ــاء ا ْلب
ِ الذن
ُّ ــر ِن ِمــ َن
ُــوب
َ
َ َ َ َ ِ ــر ِن بِال َّث ْل
ْ ــم َط ِّه
َّ  ال َّل ُه، ــارد
ْ ــم َط ِّه
َّ ال َّل ُه
ِ
ِ
ِ
ِ ــض مــ ْن الدَّ ن
ْ َو
.َــس
ُ ــو ُب ْالَ ْب َي
ْ َــا ُينَ َّقــى ال َّث
َ ــم َن ِّقنــي من َْهــا ك
َّ  ال َّل ُه،الَ َطا َيــا

译文：“主啊！求你以雪、冰和凉水洗涤我！主啊！求你像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96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04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99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11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22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77段。
5《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00段，《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9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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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除白布上的污垢一样涤除我的罪过和错误。”1
如果鞠躬升起后念了上述赞词，鞠躬动作自然就延长了。
5.叩头中的相关圣行。
（1）叩头中两臂远离肋腹，肚腹远离大腿。
据布海奈的儿子阿卜杜拉·本·马立克（求真主喜悦他）传
述，真主的使者叩头时，双臂离开肋腹，甚至腋下的白肉清晰
可见。2
又据迈姆娜（求真主喜悦她）传述，先知叩头时，一只小
羊羔能从身下穿过。3
这说明在叩头中尽量放松，不要过于拘谨，当然这是不妨碍
旁边的人的情况下。
根据逊奈，在叩头中不要把两大腿合并在一起，也不要用大
腿托住肚腹，而是要大腿远离肚腹。由艾布·胡迈德（求真主喜
悦他）传述的圣训中描述先知的礼拜模式时说：“他叩头中使
两腿分开，未以大腿托住肚腹。”4
邵卡尼（求真主慈悯他）说：“这段圣训证明，叩头时，两
大腿要分开，且离开肚腹。对此，学者们无任何异议。”5
（2）叩头中使双脚指朝向天房方向。
据艾布·胡迈德·萨伊迪（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是你
们中最牢记真主的使者的礼拜模式的人，我看到他念‘太克比
尔’时，两手相对两肩。在鞠躬时两手紧握两膝盖，然后伸直脊
背。在抬起头时站端，直到每个脊椎还原其位。在叩头时放平两
手，即不铺肘，又不收紧两肘，使两脚的指头朝着朝向。在两拜
小坐时，坐于左脚上，立起右脚。在大坐时，［从右腿下面］伸
展出左脚，立起右脚，臀部坐地。”6
根据逊奈，叩头中合并手指，使手指朝向天房方向。在伊玛
目马里克的《穆宛塔》中据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76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9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95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96段。
4《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735段。
5《满足需求》第2卷，第257页。
6《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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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的传述，以及在伊本·艾布·筛拜的《穆萨尼夫》中据哈夫
索·本·阿绥姆（求真主喜悦他）的传述：“根据逊奈，拜中叩
头时，伸展手掌，合并手指，使手指朝向天房方向。”1
（3）叩头中念圣训中提到的念词。

َ （ ُســ ْب َح赞颂至尊的真主
َ ب األَ ْع
根据逊奈，叩头中除了念ــى
َ ِّ ان َر

超绝）外，还念圣训中提到的其他念词。如：

1）

.ُس ْب َحان ََك ال َّل ُه َّم َر َّبنَا َوبِ َح ْم ِد َك ال َّل ُه َّم ا ْغ ِف ْر ِل

译文：“主啊！我们的主，赞你超绝，赞颂你。主啊！求你
饶恕我。”2

2）

ِ ِ
ِ الر
.وح
ٌ ُّ ُقد،وح
ٌ ُس ُّب
ُّ  َر ُّب ا َْل َلئكَة َو،وس

译文：“受赞颂的主，至洁的主，众天使和精神的主宰。”3

3）

ِ  ســجدَ وج ِهــي لِ َّلـ،ـك َأسـ َلم ُت
َ ـجدْ ُت َوبِـ
َ ـم َلـ
،ـذي َخ َل َق ُه
ُ ـك آ َمنْـ
َ ـك َسـ
َ ْ َ َ َ
ْ ْ َ  َو َلـ،ـت
َّ ال َّل ُهـ
ْ ـار َك اهللُ َأ ْح َسـ ُن
.ـن
َّ  َو َشـ،ـو َر ُه
َ الَالِ ِقـ
َّ َو َصـ
َ  َت َبـ،ـر ُه
ْ ـق َسـ
َ َ ـم َع ُه َو َبـ

译文：“主啊！我只为你叩头，只归信你，只服从你，我只
叩拜创造我并赋予我形象、赋予我耳目的主宰。赞真主多福，他
是最好的创造者。”4

4）

ِ
ِ
ِ
ِ
ِ
ِ
.س ُه
َّ ال َّل ُه َّم ا ْغف ْر ِل َذنْبِي ُك َّل ُه د َّق ُه َوج َّل ُه َو َأ َّو َل ُه َوآخ َر ُه َو َع َلن َي َت ُه َو

译文：“主啊！求你饶恕我大大小小、前前后后、公开和隐
秘的所有罪过。”

5）

َ ـم َأ ُعــو ُذ بِ ِر َضـ
َ ـاك ِم ـ ْن َسـ
َ  َو َأ ُعــو ُذ بِـ، ـك
َ ـك ِم ـ ْن ُع ُقو َبتِـ
َ  َوبِ ُم َعا َفاتِـ، ـخطِ َك
ـك
َّ ال َّل ُهـ
1 伊本•艾布•筛拜：《穆萨尼夫》第1卷，236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94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84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84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7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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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 ُأحـ، ـك
َ ـى َن ْف ِسـ
َ ـي َثنَــا ًء َع َل ْيـ
َ ِمنْـ
َ ـت َعـ
ـك
َ ـت َكـ َـا َأ ْثنَ ْيـ
َ ـك َأ ْنـ
ْ

译文：“主啊！我以你的喜悦求庇护，免遭你的恼怒；以你
的赦宥求庇护，免遭你的惩罚；求你保护我免遭你的严厉。我无
力统计你的恩惠并加以赞美，你就如同赞美自己那样。”1
上述赞词，叩头中可以任意选念。众所周知，叩头中规定

َ （ ُســ ْب َح赞颂至尊的真主超绝）一遍属于瓦直布（必
َ ب األَ ْع
念ــى
َ ِّ ان َر

然），超过一遍的属于圣行。
（4）叩头中多向真主祈祷。
叩头之时是仆人最接近真主的时刻，故在叩头中多向真主
祈祷。据伊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先知 
说：“叩头中你们尽量祈祷，你们的祈祷必获应答。” 2
6.与两次叩头之间小坐相关的圣行。
（1）根据逊奈，在小坐中铺左脚，立右脚。
据艾布·胡迈德·萨伊迪（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在
两拜后小坐时，坐于左脚上，立起右脚。3
（2）延长小坐时间。诚如上述撒比特·布奈尼传述的圣训
所述。
（3）小憩坐。准备礼第二或第四拜时，站起前稍坐小憩。
这称之为“小憩坐”。其依据如下：
据马立克·本·胡韦里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他看到先
知礼拜时，在奇数拜（即第一拜或第三拜）中，并不急于站起
来，［叩头起来后］先坐端［，然后再站起来］。4
“你们依照我礼拜的模式礼拜” 5这段圣训也是由马立克·
本·胡韦里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
另据《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和《艾布·达乌德圣训
集》中由艾布·胡迈德传述的圣训中描述了先知的礼拜模式，
其中提到了“小憩坐”，谢赫伊本·巴兹认为该圣训传输系统非
常可靠，另有十位圣门弟子证实了其可靠性，从而肯定“小憩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86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79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28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23段。
5《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3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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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属于圣行。 1
《大注释》中说：“这段圣训系索海哈级别，应当遵循。”2
对于“小憩坐”是否圣行，说法不一，较准确的观点认
为，“小憩坐”属于圣行，因为上述马立克和艾布·胡迈德（求
真主喜悦他俩）传述的圣训，而且，诺威、邵卡尼、伊本·巴
兹、艾里巴尼（求真主慈悯他们）及沙特法塔瓦委员会认为“小
憩坐”属于圣行。 3
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说：“很多正确圣训证实，‘小憩
坐’属于圣行。” 4
7.与“台善乎德”相关的圣行。
（1）根据逊奈，念“台善乎德”时，铺左脚，立右脚。
无论礼的拜数多少，凡礼毕第二拜后念“台善乎德”时，都
保持这种坐姿。据艾布·胡迈德·萨伊迪（求真主喜悦他）传
述：“我是你们中最牢记真主的使者的礼拜模式的人……在两
拜小坐时，坐于左脚上，立起右脚。” 5
另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他（先知）每两拜后念
台善呼德；他平铺左脚，立起右脚。6
关于最后大坐中念“台善乎德”的情况，后面再做解释。
（2）根据逊奈，念“台善乎德”时放置手的姿势有二。
一是把两手放置在两大腿上。
二是把两手放在两膝盖上，用左手握住左膝盖，用右手指
点。
左手一直是伸展开的，有时平放在大腿面上，有时握住膝
盖。
据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先知在拜
中坐时，把两手放在两膝上，竖起右手食指，祈祷时指点，左手
1《艾哈迈德圣训集》第5卷，第424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467
段。
2《大注释》第3卷，第527页。
3 参阅《法塔瓦与各类观点》第11卷，第99页，《教法常务委员会法塔
瓦》第6卷，445～446页。
4《总汇》第3卷，第441页。
5《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28段。
6《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9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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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放在于左膝。1在另一传述中：“左手掌捂住左膝盖。”2
（3）根据逊奈，念“台善乎德”时摆放手指的姿势有二。
一是合拢右手所有手指，用食指指点，左手伸展放平。
据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先知在拜
中坐时，把两手放在两膝上，竖起右手食指，祈祷时指点，左手
平放在于左膝。3
二是把右手指挽成“五十三”的字样，即收拢无名指和小
指，将大拇指与中指挽环，伸直食指指点。
另据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真主的使
者坐着念“台善呼德”时，把左手放于左膝，右手放于右膝，
把手挽成“五十三”数字的形状，用食指指点。4
（4）根据逊奈，“台善乎德”念词形式多样，可以任意选
念。
1）

ِ الت
َ الس
َ ــا ُم َع َل ْي
َِّحــ ُة الل
ُ ات َوال َّط ِّي َب
ُ ــو
ُ َّح َّي
َ ْ ــك َأ ُّ َيــا النبــي َو َر
َ الص َل
َّ ــات لَِّ َو
َّ ــات
ِ ـاد اللَِّ الص
ِ ـى ِعبـ
َ السـ
ُـهد
َ الـ
َ ـهدُ َأ ْن َل إِ َلـ َه إال اهلل َو َأ ْشـ
َ ـن َأ ْشـ
َّ
َ َ ـا ُم َع َل ْينَــا َو َعـ
َّ َو َب َركَا ُتـ ُه
.َأ َّن ُم َ َّمــدً ا َع ْبــدُ ُه َو َر ُســو ُل ُه

译文：“平安、拜功和美言均归真主。先知啊！祝你平安、
仁慈和吉祥。也祝我们平安，祝真主的廉洁仆人们平安。（若你
们这样祈祷，真主在天地间的廉洁仆人们均受宏福。）我作证除
真主外，再无应受崇拜的主宰。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
和使者。”5

2）

ِ الت
َ السـ
َ ـا ُم َع َل ْيـ
حـ ُة
ُ ات ال َّط ِّي َبـ
ُ ـو
ُ ـارك
ُ َّح َّيـ
َ ْ ـك َأ ُّ َيــا النبــي َو َر
َ الص َلـ
َّ َات
َّ ، َِّـات ل
َ ـات ا ُمل َبـ
ِ ـاد اللَِّ الص
ِ ـى ِعبـ
َ السـ
ـهدُ َأ ْن َل إِ َلـ َه إال اهلل
َ الـ
َ  َأ ْشـ، ـن
َّ
َ َ ـا ُم َع َل ْينَــا َو َعـ
َّ ، اللَِّ َو َب َركَا ُتـ ُه
ُ ـهدُ َأ َّن ُم َ َّمــدً ا َر ُسـ
.ِـول اهلل
َ َو َأ ْشـ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80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79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80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80段。
5《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202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0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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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吉祥的祝福、优美的赞颂都归真主。先知啊！祝你
平安、仁慈和吉祥。也祝我们平安，祝真主的廉洁仆人们平安。
我作证除真主外，再无应受崇拜的主宰。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
主的仆人和使者。”1

3）

ِ الت
َ السـ
َ ـا ُم َع َل ْيـ
حـ ُة اللَِّ َو َب َركَا ُتـ ُه
ُ ـو
ُ ـات ال َّط ِّي َبـ
ُ َّح َّيـ
َ ْ ـك َأ ُّ َيــا النبــي َو َر
َ الص َلـ
َّ ـات
َّ ، َِّات ل
ِ ــاد اللَِّ الص
ِ ــى ِعب
َــهدُ َأ ْن َل إِ َلــ َه إال اهلل َو ْحــدَ ُه ال
َ الس
َ ال
َ ــن َأ ْش
َّ
َ َ ــا ُم َع َل ْينَــا َو َع
َّ ،
ِ َ
َ شيـ
.ـهدُ َأ َّن ُم َ َّمــدً ا َع ْبــدُ ُه َو َر ُســو ُل ُه
َ  َو َأ ْشـ، ـك َل ـ ُه

译文：“吉祥的祝福、赞颂都归真主。先知啊！祝你平安、
仁慈和吉祥。也祝我们平安，祝真主的廉洁仆人们平安。我作证
除真主外，再无应受崇拜的主宰。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
人和使者。”2
根据逊奈，上述赞词，可以任意选择。
（5）根据逊奈，在两拜以上的拜中最后大坐里念“台善乎
德”时臀部坐地。
即在超过两拜的拜中最后的大坐里念“台善乎德”时，左臀
部坐地。这种坐姿形式有二：
一是跪下后从右腿下面伸展出左脚平铺，立起右脚，臀部坐
地。这是伊玛目布哈里传述的圣训中提到的坐姿3。
二是跪下后从右侧伸出双脚，臀部坐地。这是艾布·达乌
德、伊本·辛巴尼和拜海基辑录的圣训中提到的坐姿 4 。
注意！臀部坐地的坐姿仅限于超过两拜的拜中最后大坐里
念“台善乎德”的时候。
（6）根据逊奈，祝福先知（即赞圣）的念词形式多样，可
以任意选念。

1）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03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03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28段。
4《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731段，《伊本•辛巴尼圣训集》第1867段，《拜
海基圣训集》第2卷，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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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ــى ُمَم ٍ
ِ
ــدَ ،و َع َ ِ
ــم َص ِّ
يــمَ ،و َع َ
ــت َع َ
ــى
َــا َص َّل ْي َ
ــى إِ ْب َراه َ
ــى آل ُم َ َّمــد ،ك َ
ــل َع َ َّ
ال َّل ُه َّ
ٍ
ٍ
ِ
ِ
ـى ِ
ِ
ـم َبـ ِ
ـم ،إِ َّنـ َ
ـى ُم َ َّمــدَ ،و َعـ َ
ـار ْك َعـ َ
آل ُم َ َّمــدَ ،كـ َـا
ـك َحيــدٌ َ ِميــدٌ  ،ال َّل ُهـ َّ
آل إِ ْب َراهيـ َ
ِ
ـى إِبر ِ
اهيــمَ ،و َعـ َ ِ
ـم ،إِ َّنـ َ
ـك َحِيــدٌ َ ِميــدٌ .
َب َار ْكـ َ
ـى آل إِ ْب َراهيـ َ
َ
ـت َعـ َ ْ َ

译文：“主啊！求你赐福于穆罕默德，及穆罕默德的家属，
如同你曾赐福于易卜拉欣及其家属一样。你确是可颂的，荣耀
的。主啊！求你赐吉庆于穆罕默德及穆罕默德的家属，如同你
曾赐吉庆于易卜拉欣及其家属一样。你确是可颂的主，荣耀的
主。” 1

）2

آل ُمَمـ ٍ
ـى ُمَمـ ٍ
ِ
ـى ِ
ـى ِ
ـمَ ،و َعـ َ
ـت َعـ َ
ـدَ ،و َعـ َ
آل
ـدَ ،كـ َـا َص َّل ْيـ َ
ـى إِ ْب َراهيـ َ
َّ
ـم َصـ ِّـل َعـ َ َّ
ال َّل ُهـ َّ
ٍ
ٍ
ِ
ِ
ـى ِ
ـك َحيــدٌ َ ِميــدٌ َ ،و َبـ ِ
ـم ،إِ َّنـ َ
ـى ُم َ َّمــدَ ،و َعـ َ
ـار ْك َعـ َ
ـت
آل ُم َ َّمــدَ ،كـ َـا َب َار ْكـ َ
إِ ْب َراهيـ َ
ِ
ـى إِبر ِ
اهيــمَ ،و َعـ َ ِ
ـن إِ َّنـ َ
ـك َحِيــدٌ َ ِميــدٌ .
ـمِ ،ف ا ْل َعا َلِـ َ
ـى آل إِ ْب َراهيـ َ
َ
َعـ َ ْ َ

译文：“主啊！求你赐福于穆罕默德和穆罕默德的家属，就
像你曾赐福于易卜拉欣的家属一样；求你赐吉庆于穆罕默德和他
的家属，就如同你在世人中曾赐吉庆于易卜拉欣的家属吉庆一
样，你是可赞的，至荣的。”2

）3

ـه و ُذريتِـ ِ
ـى ْأزو ِ ِ
ٍ
ِ
ـت َعـ َ ِ
ـم َصـ ِّـل َعـ َ
ـم،
ـه َ ،كـ َـا َص َّل ْيـ َ
اجـ َ ِّ َ
ـى ُم َ َّمــدَ ،و َعـ َ َ
ـى آل إِ ْب َراهيـ َ
ال َّل ُهـ َّ
ِ
ِ
ِ
ٍ
ٍ
ِ
ِ
َو َبـ ِ
ـت َعـ َ
ـى آل ُم َ َّمــد َو َعـ َ
ـى ُم َ َّمــدَ ،و َعـ َ
ـار ْك َعـ َ
ـى
ـى ْأز َواجــه َو ُذ ِّر َيتــه َ ،كـ َـا َب َار ْكـ َ
ِ
ِ
ـم ،إِ َّنـ َ
ـك َحِيــدٌ َ ِميــدٌ .
آل إِ ْب َراهيـ َ

译文：“主啊！求你赐福于穆罕默德及其妻室和后裔，正如
你曾赐福于易卜拉欣的家属一样；求你赐吉庆于穆罕默德及其妻
室和后裔，正如你曾赐吉庆于易卜拉欣的家属吉庆一样，你确是
可赞的，至荣的。”3
（7）根据逊奈，最后说“赛俩目”出拜前祈求庇护免遭四
。件事情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370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05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369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0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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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们念‘台善乎德’后，祈求真主护佑免遭四项事情。应
祈祷说：‘主啊！我求你护佑免遭火狱的惩罚；求你护佑免遭坟
墓的惩罚、生死的煎熬和麦西哈·旦扎里的灾难。’” 1
还有圣训提到的一些祷词，在说“赛俩目”出拜前可以选
念，如：

.ال َّل ُه َّم إِ ِّن َأ ُعو ُذ بِ َك ِم ْنا َْل ْأ َث ِم َوا َْل ْغ َر ِم

译文：“主啊！求你护佑我不要犯罪，也不要债务缠身。”2

. َو َأ ُعو ُذ بِ َك ِم َن الن َِّار،النَّ َة
َ ْ ال َّل ُه َّم إِ ِّن َأ ْس َأ ُل َك

译文：“主啊！我向祈求乐园，求你保佑我免遭火狱。”3

ِ
ِ
ِ
ِ
ُّ ــر
ــر ِل
َ ُــوب إِلَّ َأن
ُ ــم إِ ِّن ظ َل ْم
َ الذن
ْ  َفا ْغف،ْــت
ُ  َو الَ َي ْغف،ــرا
ً ــت َن ْفــي ُظ ْل
َّ ال َّل ُه
ً ــا كَث
ِ
ِ
ِ
ِ
َ  إِ َّنـ، َم ْغ ِفـ َـر ًة مــن عنــد َك
.ـم
َ ـك َأ ْنـ
ُ الرحيـ
َّ ـور
ُ ـت ا ْل َغ ُفـ

译文：“主啊！我确已多行不义，只有你能赦宥一切罪过。
求你特赦我，慈悯我，你确是至赦的，慈悯的。”4

.ال َّل ُه َّم َأ ِعنِّي َع َل ِذك ِْر َك َو ُشك ِْر َك َو ُح ْس ِن ِع َبا َدتِ َك

译文：“主啊！求你襄助我，让我更好地赞颂你、感谢你、
敬拜你。”5

ِ ـك ِمـ َن اجلُ ْبـ
ِ ـك ِمـ َن ال ُب ْخـ
ْ ـك
َ  َوأ ُعــو ُذ بِـ،ـن
َ  َو َأعــو ُذ بِـ،ـل
َ ـم ِّإن أ ُعــو ُذ بِـ
أن ُأ َر َّد
َّ ال َّل ُهـ
ِ
ِ
ِ
ِ
ِ
ِ ْ اب ال َقـ
ِ إِ َل َأ ْر َذل ال ُع ُمـ
ِ ـذ
َ ـك مـ ْن َعـ
َ  َو َأ ُعــو ُذ بِـ،ـك مـ ْن ف ْتنَــة الدُّ ْن َيــا
َ  َوأ ُعــو ُذ بِـ،ـر
.ـر

译文：“主啊！求你保佑我免遭吝啬，求你保佑我免遭胆
怯，求你保佑我免遭年迈力衰，求你保佑我免遭今世的菲特奈（
考验和磨难），求你保佑我免遭坟墓的刑罚。”6

ِ ال ّلهم ح
.اس ْبنِي ِح َسا ًبا َي ِس ًريا
َ َّ ُ

译文：“主啊！求你简易地稽核我。”7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88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32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89段。
3《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792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326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05段。
5《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22119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1522
段，《奈萨仪圣训集》第1304段。
6《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370段。
7《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232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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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毕祷词后转头说“赛俩目”。转头说“赛俩目”属于圣
行，在转头中加大力度属于另一项圣行，因为先知转头说“赛
俩目”时，身后的人能看到他脸颊的白肤。据赛阿德·本·艾
布·宛葛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曾见真主的使者朝右左
两边说“赛俩目”出拜，以至我看清他的脸腮。 1
8.礼毕主命拜说“赛俩目”后念相关赞词属于圣行。
伊玛目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说：“众学者一致认为拜后念
赞词属于嘉行。”2
根据逊奈，要高声念这些赞词。据伊本·阿拔斯（求真主
喜悦他）传述，先知时期，人们一礼完主命拜，就高声念赞主
词。 3
另据伊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们一听到念“
太克比尔”声，就知道真主的使者礼完拜了。4
说“赛俩目”出拜后的念词如下：

1）

念 َ（ َأ ْس َت ْغ ِف ُراهلل我向真主祈求饶恕）三遍，然后念：

ِ
ِ ال
ِ ْ الل َو
.الك َْرا ِم
َ السال ُم َت َب َارك
َ ال َّل ُه َّم َأن
َ ْ ْت َذا
َّ السال ُم َومن َْك
َّ ْت

译文：“主啊！你是赐平安者，平安源于你。具有尊严与大
德的主，赞你多福！”5

2）

ِ َ َل إِ َلـ َه إِلَّ اللَُّ َو ْحــدَ ُه َل
ُ  َلـ ُه ا ُْل ْلـ، ـك َلـ ُه
َ شيـ
َ ـو َعـ
ش ٍء
َ  َو ُهـ، ُال ْمــد
َ ْ ـك َو َلـ ُه
ْ َ ـى ك ُِّل
ِ
 َلـ ُه النِّ ْع َمـ ُة،  َل إِ َلـ َه إِلَّ اللَُّ َو َل َن ْع ُبــدُ إِلَّ إِ َّيــا ُه، َِّـو َة إِلَّ بِــالل
َّ ـو َل َو َل ُقـ
ْ  َل َحـ. َقديـ ٌـر
ِ ـو َكـ
ـر َه
َ  َل إِ َل ـ َه إِلَّ اللَُّ ُم ْ ِل ِصـ،ال َس ـ ُن
ْ ـن َل ـ ُه الدِّ ي ـ َن َو َلـ
َ ْ َو َل ـ ُه ا ْل َف ْضـ ُـل َو َل ـ ُه ال َّثنَــا ُء
َ ا ْلكَافِـ ُـر
.ون

译文：“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他独一无偶。一
切权力属于他，一切赞颂归于他，他是全能于万事的主。无法无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82段。
2《赞词》66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41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83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42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83段。
5《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9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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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只靠真主。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我们只崇拜
他，一切恩惠和恩泽属于他，一切优美的颂词归于他。除真主以
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我们虔诚拜他，即使不信教者不乐
意。”1 据伊本·祖拜尔（求真主喜悦他）说：“真主的使者
每番拜后大声念这些祷词。”2

3）

ِ َ َل إِ َلـ َه إِال اللَُّ َو ْحــدَ ُه َل
ُ  َلـ ُه ا ُْل ْلـ، ـك َلـ ُه
َ شيـ
َ ـو َعـ
ش ٍء
َ  َو ُهـ، ُال ْمــد
َ ْ ـك َو َلـ ُه
ْ َ ـى ك ُِّل
ِ
ِ
ِ
ِ
ْ ـع َذا
ِّالَــد
َ ـع َلِــا َأ ْع َط ْيـ
َ ـي َلــا َمنَ ْعـ
َ ـم ال َمانـ
ُ  َو َل َينْ َفـ، ـت
َّ  ال َّل ُهـ.َقديـ ٌـر
َ  َو َل ُم ْعطـ، ـت
َ ِمنْـ
. ُّالــد
َ ْ ـك

译文：“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他独一无偶。一
切权力属于他，一切赞颂归于他，他是全能于万事的主。主啊！
你所赐予的，无人阻止；你所阻止的，无人能够赐予。钱财权势
在你跟前无济于事。”3

4）然后念赞词。

َ （ ُســ ْب َح赞颂真主超绝）33遍，ِال ْمــدُ ل
一、ِان اهلل
َ ْ （一切赞颂
全归真主）33遍，ْــر
ُ َ （ أهللُ َأك真主至大）33遍，最后念一遍以下赞
词：
ِ َ ال إِ َلــ َه إِال اللَُّ َو ْحــدَ ُه ال
ُ يــك َلــ ُه َلــ ُه ا ُْل ْل
َ ش
َ ــو َع
ش ٍء
َ ال ْمــدُ َو ُه
َ ْ ــك َو َلــ ُه
ْ َ ــى ك ُِّل
.َق ِديـ ٌـر

译文：“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他独一无偶。一
切权力属于他，一切赞颂归于他，他是全能于万事的主。”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谁在每番拜后念三十三遍‘苏卜哈南拉’（赞颂真主超
绝），念三十三遍‘艾里哈木杜林俩’（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念三十三遍‘安拉呼艾克拜尔’（真主至大），共是九十九遍，
再念下面赞词补足一百遍：‘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
他独一无偶。一切权力属于他，一切赞颂归于他，他是全能于万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96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94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44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9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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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主。’谁念了这些，其罪恶悉数被饶恕，即使罪恶多如海水
泡沫。” 1

َ （ ُســ ْب َح赞颂真主超绝）33遍，ِال ْمــدُ ل
二、ِان اهلل
َ ْ （一切赞颂
全归真主）33遍，ْــر
ُ َ （أهللُ َأك真主至大）34遍。
据凯阿布·本·欧吉拉（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 ‘ ُســ ْب َح苏卜哈南拉’（赞颂真
说：“谁在每番主命拜后念 ِان اهلل
ْ
主超绝）三十三遍，念 ِ‘الَ ْمــدُ ل艾里哈木杜林俩’（一切赞颂全
归真主）三十三遍，念 ـر
ُ َ ‘ أهللُ َأ ْكـ安拉呼艾克拜尔’（真主至大）
三十四遍，谁不会失望。”2
َ （ ُسـ ْب َح赞颂真主超绝）25遍，ِال ْمــدُ ل
三、ِان اهلل
َ ْ （一切赞颂全
归真主）25遍，ْــر
ُ َ （أهللُ َأك真主至大）25遍，ُ（ َوالَ إِلــ َه إالَّ اهلل除真主
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25遍。
其依据是《提尔密济圣训集》中由阿卜杜拉·本·栽德（求
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的圣训。3
َ （ ُس ـ ْب َح赞颂真主超绝）10遍，ِال ْمــدُ ل
四、ِان اهلل
َ ْ （一切赞颂全
归真主）10遍，ْــر
ُ َ （أهللُ َأك真主至大）10遍.
其依据是《提尔密济圣训集》中由阿卜杜拉·本·阿慕尔（
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的圣训。4
上述赞词，可以任意选念。
念赞词时用手指计数属于圣行。据艾哈迈德和提尔密济两位
伊玛目辑录的圣训，先知说：“你们当赞颂真主，挽起手指，
因为手指将被问责、作证。”5
伊斯兰权威学者伊本·泰米叶（求真主慈悯他）说：“上述
圣训说明念赞词时用手指计数属于圣行。至于用‘太斯比哈’（
串珠）计数，学者们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可以，也有人认为可
憎。如果动机（举意）是好的，用串珠计数无妨。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97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96段。
3《提尔密济圣训集》第3410段。
4《提尔密济圣训集》第3410段。
5《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27089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348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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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诵读阿叶其·库尔西。
据艾布·欧玛迈（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谁在每番主命拜后诵读了阿叶其·库尔西（黄牛章第255
节），死后必入乐园。” 1
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说：“我听我老师艾布·阿
拔斯·伊本·泰米叶（求真主使他的灵魂纯洁）说：‘我从未放
弃在每番拜后念阿叶其·库尔西。’”2
6）诵读两个求护佑章（即《古兰经》第113和114章）。
据欧格白·本·阿米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命令我每番拜后念求护佑章。3
上述均属拜中的圣行，应尽量遵守。虽然在讲到晨礼时提到
了这些圣行，其实，这些圣行每次礼拜中都存在。
应当注意的相关禁戒事项
拜中禁止的事项有：左顾右盼，仰视天空，狗蹲坐，叩头中
平铺双肘，玩弄东西，手叉腰间，内迫时礼拜，饭食准备就绪后
礼拜，礼拜时前面有干扰的东西。像乌鸦啄食般礼拜（形容礼拜
的动作速度相当快），叩头时像骆驼一样卧倒，拜中说话，超前
伊玛目（领拜师），捆紧衣服和头发。
9.根据逊奈，晨礼后一直原地跪坐，直到太阳升起。
据贾比尔·本·赛木拉（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礼完
晨礼后，一直坐在礼拜的地方，直到太阳升起。4
《穆斯林圣训实录》另一传述中据艾布·海塞迈传述，希

玛克·本·哈尔布（求真主喜悦他）说，我问贾比尔·本·赛
木拉：“你跟真主的使者座谈吗”他说：“是的，坐谈过好
多次。使者礼完晨礼后，一直坐在礼拜的地方，直到太阳升
起。当太阳升起时，他才起身。人们一起谈话聊天，谈到蒙昧
时代的事情，他们就大笑，而使者却微笑。”5
早晨的念词
1《奈萨仪大圣训集》第9928段。
。页582，卷1第》粮食的世来《2
3《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1525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70段。
5《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7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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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念赞词的时间始于黎明之时，当宣礼员为晨礼宣礼时，
念早晨赞词的时间已经开始了。毋庸置疑，对于仆人，念词（赞
词）形同于保护他的坚固堡垒，后世里将获得丰硕的回赐。以后
讲到晡礼的时间段时，我们再讲述朝夕念赞词的时间的始末。
朝夕的念词：

1）

ِ َ ال إِ َلــ َه إِال اللَُّ َو ْحــدَ ُه ال
ُ يــك َلــ ُه َلــ ُه ا ُْل ْل
َ ش
َ ــو َع
ش ٍء
َ ال ْمــدُ َو ُه
َ ْ ــك َو َلــ ُه
ْ َ ــى ك ُِّل
.َق ِديـ ٌـر

译文：“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他独一无偶。一
切权力属于他，一切赞颂归于他，他是全能于万事的主。”
谁早晨念了该赞词十遍，给他记录了一百件善行，勾销了他
一百件过错，赐予了他释放一名奴隶的回赐，这一整天他受到保
护。傍晚念该赞词者亦同样。1

2)

َ  ال إل ـ َه إالّ اللُّ َوحــدَ ُه ال َشيـ، حلمــدُ هلل
ُ مســى ا ُْل ْلـ
 ل ـ ُه،ـك ل ـ ُه
َ ـك لَِّ َوا
َ َأ ْم َس ـ ْينَا و َأ
ٍ
َ أس
ّ ـو عــى
َ ـر َمــا ِف هــ
َ ـأ ُلــ
ُ امللـ
ـذا
ُ ،حل ْمـــد
َ وهـ
ْ  َر ِّب، كل َشء َقديــر
َ ـك ولـ ُه ا
َ ـك َخــ
ِ
َ ـك م ْن َشــ ِّـر َهــ
َ  َو َأ ُعـــو ُذ بِـ، ـر مــا َب ْعـــدَ ُه
 َر ِّب،ش َما َب ْعـــدَ ُه
ْ ـذا ا ْل َيـ
ْ ا ْل َيـ
ِّ َ ـو ِم َو
َ ـو ِم َو َخــ
ِ ـل وســ
ِ َ َأ ُعـــو ُذ بِـ
ِ ـذاب ِف النَّــ
ِ َ ـوء ا ْل ِكــ
ٍ  َر ِّب َأ ُعـــو ُذ بِ َك ِم ْن َعــ، ـر
ـار
ُ َ ِ ـك مـ َن ا ْلك ََســ
ِ ْ اب ِف ال َق
ٍ ـذ
َ َو َع
.ـب

ُ  َأ ْصـ َب ْحنا َو َأ ْصـ َب َح ا ُملـ ْل，其余不变。
早晨念时把第一句改为 ك هلل
译文：“我们平安活到傍晚，傍晚的一切主权全归真主，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他独一无偶。一
切主权只归他，一切赞颂全归他，他是全能于万事的主。主啊！
我向你祈求今夜以及今后夜晚的幸福；我求庇护于你，免遭今
夜及今后夜晚的不幸。主啊！我求庇护于你，免遭懒惰和年迈
遭罪。主啊！我求庇护于你，免遭火狱中的刑罚和坟墓里的刑
罚。” 2
3）求恕词之首
1《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8719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2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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ـت َ ،خ َل ْقتَنـــي و َأنــا َعبـــدُ ك  ،و َأنا َعلـــى َعهــ ِ
ـد َك
ـت َر ِّبـــي ال إلـ َه إالّ َأ ْنـ َ
ـم َأ ْنـ َ
ْ
َ
ْ
َ
ال ّل ُهــ َّ
ِ
ِ
ِ
ِ
ـمت َ
ـت َ ،أ ُعـو ُذ بِ َك م ْن َشــ ِّـر َما َصنَـ ْع ُت َ ،أ ُبـو ُء َلــ َ
ـك
استَـ َط ْعــ ُ
ـك بِن ْع َ
َو َو ْعـــد َك َما ْ
َع َلـــي و َأبـوء بِ َذنْـبي َفا ْغفـِــر يل َفإِنَّـه ال ي ْغــ ِ
ـف ُر ُّ
ْت .
ُـوب إِالّ َأن َ
الذن َ
ُ َ
ْ
َّ َ ُ ُ

。译文：“主啊！你是我的养主，除你外再无应受拜的主宰
你创造了我，我是你的奴仆，我尽力恪守你的盟约和许诺，求
你保佑我免遭我行为的恶果，我向你承认你施于我的恩惠，我
也承认我的罪恶，求你赦宥我，只有你能饶恕一切罪过。”先
知说：“谁在白天诚心念了这个祷词，然后当天去世，谁必入
乐园。谁在夜里诚心念了这个祷词，然后当夜去世，谁必入乐
园。” 1
4）早晨念：

ـوت َوإِ َلـ ْي َك الن ُ
ُّـشور.
ـم بِ َك َأ ْصـ َب ْحنا َوبِ َك َأ ْم َسـينا َ ،وبِ َك ن َْحـيا َوبِ َك ن َُم ُ
ال ّل ُه َّ

译文：“主啊！我们只以你平安活到了早晨，只以你平安活
”到晚上，只以你活着，只以你而死，最终回归于你
晚上念：

ـوت َوإِ َلـ ْي َك الن ُ
ُّـشور.
ـم بِ َك َأ ْم َسـينا َوبِ َك َأ ْصـ َب ْحنا َ ،وبِ َك ن َْحـيا َوبِ َك ن َُم ُ
ال ّل ُه َّ

译文：“主啊！我们只以你平安活到了晚上，只以你平安活
�”。到早晨，只以你活着，只以你而死，最终回归于你

）5

ـاوات واألر ِ ِ
ِ
ِ ِ
ِ
ـم ال َغـ ـ ْي ِ
ـم ال َغـ ـ ْي ِ
ب َو ّ
ب
السـ
ض عالــ َ
َ ْ
الشـــها َدة فاطــ َـر ّ
ـم عالــ َ
ال ّل ُهــ َّ
ٍ
ِ
َو ّ
الشـــها َدة َ ،ر َّب كــ ِّـل َشـــيء َو َمليــكَه َ ،أ ْش َهـــدُ َأ ْن ال إِلــ َه إِالّ َأنْت َ ،أعـــو ُذ بِ َك
ِ
ِ
الشيــ ِ
ـطان َو ِشــ ْـر ِكه َ ،و َأ ْن َأ ْقت ِ
ف َعلـــى َن ْفسـي سوء ًا
َـر َ
من َشــ ِّـر َن ْفســـي َومن َش ِّـر َّ ْ
َأو َأجـــره إِلـى مس ِ
ـلم.
ْ ُ َّ ُ
ُ ْ

译文：“主啊！创造诸天与大地的主，全知幽明的主，万物
的养育者和统管者，我作证除你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我求
你护佑免遭我自身的邪恶以及恶魔的邪恶和其教唆的以物配主行
”。为；我求你护佑免遭给自己或给其他穆斯林招致不幸
先知：“你当在早晚及睡觉前念这个赞词。”2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306段
2《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5068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3391段，奈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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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布哈里在《单礼》中辑录的圣训，艾布·拜克尔（求真
主喜悦他）说：“真主的使者，请你教导我一些赞词，以便我朝
夕诵念。”于是，使者教导他上述赞词。1
6）每天早晚念三遍：

ِ
ِ ِ
ِ األر
مـيع
ُ الس
َ السمـاء َو
ّ هـو
ّ ض َوال يف
ْ بِســ ِم اهللِ الذي ال َي ُضــ ُّـر َم َع اسمـــه َش ٌء يف
. ال َعلـيم

译文：“奉真主的尊名，有了真主的尊名，天地间的任何东
西无法带来伤害，他是全聪的主，全知的主。”
谁每天早晚念这个赞词三遍，就不会受到任何东西的伤害。2
7）早晚念三遍：

.ـم ٍد صىل اهلل عليه وسلم نَبِ ّيـ ًا
ُ َر ِض
َّ اإلسال ِم ديـن ًا َوبِ ُم َح
ْ ِيـت بِاهللِ َر َّبـ ًا َوب

译文：“我喜欢真主为主宰，喜欢伊斯兰作为宗教，喜欢穆
罕默德（求真主赐他吉庆与平安）为先知。”
凡是穆斯林，只要早晚各念三遍，复生日，真主必定让他满
意。3
《穆斯林圣训实录》中据艾布·赛义德·胡德里（求真主喜
悦他）传述，先知说：“谁喜欢真主为真宰，喜欢伊斯兰为宗
教，喜欢穆罕默德为先知，谁必入乐园。”4
8）真主的使者从未放弃早晚念以下祷词：

ِ
ِ
َ أس َـأ ُل
َ أس َـأ ُل
ـك
ْ ـم إِنِّـي
َّ  ال ّل ُه، ـك ال َعـ ْف َو َوالعـافـي َة يف الدُّ نْـيا َواآلخ َـرة
ْ ـم إِنِّـي
َّ ال ّل ُهــ
ِ
ِ
عـورايت َوآمـ ْن
ْ ْـياي َو
ْ ُـر
َ ال َعــ ْف َو َوالعـافـــي َة يف ديني َو ُدن
ْ است
ْ ـم
َّ  ال ّل ُهــ، أهـيل َومالـي
ِ
ِ اح َف ْظـــني ِمــن َبــ
ـن َيــدَ َّي َومــن َخ ْلفـــي َو َعــن َيمـــيني َو َعن
ْ ـم
َّ  ال ّل ُهــ، َر ْوعاتـــي
ِ
ِ
َ  َو َأعـــو ُذ بِ َع َظ َمـــت َك َأن ُأ ْغــ،  َو ِمن َف ْوقـــي، ِشمـــايل
. ـتال من َ ْتتـي

译文：“主啊！求你原谅我，在今世与后世里赐我安康；主

大圣训集》第9836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3868段。
1《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6597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5076
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3529段，《奈萨仪圣训集》第7699段。
2《单礼》第1卷，第412、1202页。
3《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6597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5076
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3529段，《奈萨仪圣训集》第7699段。
4《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8967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3389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387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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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求你原谅我，在我的宗教与现世里赐我安康；主啊！求你掩
盖我的缺陷，求你别让我担心受怕；主啊！求你从前后左右保护
我，从我上面保护我，我求庇护于你的伟大，以免从下面遭到暗
害。”1

9）

ِ مـات اللِّ التّـام
ِ َأعـو ُذ بِك َِل
. ـات ِم ْن َش ِّـر ما َخ َلـق
ّ

译文：“我以真主完美的言词求庇护于被造物的伤害。”2

《穆斯林圣训实录》中据豪莱·宾特·哈齐姆·苏莱米娅

（求真主喜悦她）传述，我听真主的使者 说：“谁下榻一
居所，然后说：‘我以真主完美的词句求庇护，免遭他所创
造物的伤害。’这样，他不受任何物的伤害，直至离开该居
所。” 3
10）真主的使者经常早晚念：

ٍ ـن نَبِينَــا ُمَمـ
ِ َ َص و َعـ
ِ ـى ك َِلمـ
ِ ِ َ أصبـحـــنا َعـ
ِ ـة
َ  َو َعـ،ا ِم
َ اإلسـ
ـد
ِّ ِ ـى ديـ
َ ِ اإل ْخـا
ْ َ ْ
َّ
َ
ْ ـى ف ْطـ َـرة
ِ
ِ
ِ
ِ
ِ
ِ
ِ
َ ـم َحنيف ـ ًا ُم ْســل ًام َو َمــا ك
َ  َو َعـ،ـى اهللُ َع َل ْيــه َو َس ـ َّل َم
َّ َصـ
َان م ـ َن
َ ـى م َّلــة َأبِينَــا إ ْب َراهيـ
ِ ْ ا ُمل
.ش ِكــن

译文：“我们平安地活到了早晨，仍坚持伊斯兰本质及虔诚
的言词，恪守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求真主赐他吉庆与平安）的
宗教，遵奉我们先祖易卜拉欣的教规，他不是以物配主者。”
ِ ْ 。 أَ ْم َس ْينَا ع ََل فِ ْط َر ِة
晚上念时把第一句改为：ِال ْس َلم
以上念词摘自谢赫伊本·巴兹（求真主慈悯他）著的《经训
中的祷词与赞词一览》。

11）

ِ  وال ت،  َأص ِلـح يل َش ْـأنـي ُك َّلـــه، حـــتِ ِك َأستَـغـــيث
َكلـني إِىل
َ ْ ـي يا َق ّيـــو ُم بِ َـر
َ
ْ ْ
ْ
ُّ يا َحــ
. َن ْفـيس َط ْـر َف َة َعـني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884段。
2《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4785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5074
段，《奈萨仪大圣训集》第10401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3871段。
3《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7898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343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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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永活的主，自立的主，我只以你的仁慈求救，求你
改善我所有的事情，求你千万别弃置我而不理。”1
12）早晚各念七遍：

ِ حسبِـي اللُّ ال إله إالّ هو َع َل
ِ َّـلت َو ُه َو َر ُّب ال َع ْر
. ش ال َعظـيم
ُ ـيه ت ََوك
َ ُ َ
َ ْ َ

译文：“有真主，我已足够。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
宰，我只依靠他，他是养育伟大阿尔什（宝座）的主。”
谁早晚各念七遍，真主会解决他的焦虑。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0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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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 of

Adh-Dhu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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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祖哈拜
早晨礼祖哈拜属于圣行。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的挚友（即先
知）嘱托我三件事：每月斋戒三日，礼两拜祖哈拜，睡觉前礼
威特尔拜。”1
祖哈拜是否属于圣行，学者们说法不一。
1）祖哈拜属于圣行，但应当有时礼，有时不礼。
据艾布·赛义德（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有一段时间真主的
使者一直坚持礼祖哈拜，以至于我们说他不再放弃祖哈拜了，
有一段时间他放弃祖哈拜，以至于我们说他不再礼祖哈拜了。�该
圣训传述系统中有个名叫阿腾雅·本·赛阿德·奥菲的人，达尔
古图尼、宰海比等圣训学家们认为他在传述圣训方面属于“达义
夫”人，是故，该圣训属于“达义夫”（羸弱的）。
2）祖哈拜不是圣行，而是异端。
据奥尔沃传述，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说，我从未见真主
的使者礼祖哈拜，但我礼祖哈拜。2
另据穆万利格传述，我问伊本·欧麦尔（求真主赐喜悦他
父子俩）：“你礼祖哈拜吗？”他说：“不。”我问：“欧麦
尔礼吗？”他说：“不。”我又问：“艾布·伯克尔呢？”他
说：“不。”我问道：“那么先知礼吗？”他说：“我想他也
不礼。” 3
3）祖哈拜属于圣行，但是，如果没礼夜间拜，则礼祖哈
拜；如果礼了夜间拜，就不再礼祖哈拜。伊斯兰权威学者伊本·
泰米叶（求真主慈悯他）持此观点。 4
4）因为某一种原因礼祖哈拜属于圣行，先知礼祖哈拜是有
原因的，比如旅行归来、光复麦加、探访他人等，诚如两大圣训
集中由伊特邦（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所述。5伊本·盖伊姆
1《奈萨仪圣训集》第10405段，《班萨尔圣训集》第2卷，282页。
2《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5081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981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21段。
4《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1155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477段。
5《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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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主慈悯他）持此观点。
较中肯的观点认为，祖哈拜属于笼统的圣行，这是众多学者
的观点，谢赫伊本·欧赛敏也持此观点。
其依据是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我
的挚友嘱咐我三件事：每月封三天斋；礼两拜祖哈拜；睡觉前
礼威特尔拜。”1
根据《穆斯林圣训实录》和《奈萨仪圣训集》记载，先知
还曾以此分别嘱托了艾布·代尔达仪和艾布·赞勒两位弟子，2
另据艾布·赞勒（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你们
身上的所有骨节每天早晨都应施舍，念‘苏卜哈南拉’（赞颂真
主超绝）是施舍；念‘艾里哈木杜林俩’（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是施舍；念清真言是施舍；念太克比尔是施舍；命人行善是施
舍；止人做恶是施舍。礼两拜祖哈拜能顶替上述一切。”3
《穆斯林圣训实录》中由阿伊莎传述的圣训阐明，人身上有
三百六十个骨节，谁做了同等数目的施舍，他等于使自己远离了
火狱，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真主的使者说：“每
个人有三百六十个骨节，谁念太克比尔、太哈米德、太海里莱、
太斯比哈、求主恕饶、清除道路上的伤害物或荆棘或骨头、命人
行善或止人作恶，达到三百六十个骨节的数目，谁确已使自己远
离了火狱。”4
祖哈拜的时间
祖哈拜的时间始于太阳升起一矛枪杆高的时候，即禁止礼拜
的时间刚过去后就开始，截至正午前，即晌礼时间进入前约十分
钟截止。
据阿慕尔·本·阿拜塞（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 
说：“你礼晨礼，晨礼后停止礼拜，直至太阳显照后升高，因太
阳显照时出现在恶魔的双角之间，这时候正是逆徒崇拜太阳的
时刻。太阳升高后，你当礼拜，因为此时的礼拜天使会来见证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75段。
2《法塔瓦集》第22卷，第284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4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33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2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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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直到长矛的影子正时，你停止礼拜，因为此时火狱被点
燃……” 1
祖哈拜最佳时间
祖哈拜最佳时间是其最末端时间，也就是太阳开始炎热的时
候。
依据是 栽德·本·艾尔格目（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

训：“真主的使者说：‘太阳炙热时的礼拜是顺从者的礼
拜。’” 2
谢赫伊本·巴兹（求真主慈悯他）说：“‘太阳炙热’意即
太阳开始炎热之时，在时间最末端礼祖哈拜为贵。”�
谢赫伊本·欧赛敏（求真主慈悯他）说：“‘太阳炙热时’
指正午前约十分钟。”3
祖哈拜的优越
1）先知曾嘱托艾布·胡莱赖、艾布·代尔达仪和艾布·赞
勒（求真主喜悦他们）礼祖哈拜，诚如前面圣训所述。先知对
任何一个人的嘱托，也就是对全体教民的嘱托。同样，先知对
任何一个人的命令或禁止，也是针对全体教民的，除非有旁证证
明其局限性，上述圣训中无旁证证明其特殊性，是故，先知以
祖哈拜的嘱托是针对全体教民的。
2）祖哈拜相当于三百六十个施舍，诚如上述艾布·赞勒（
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所说。
3）祖哈拜是仆人回归真主、顺从真主的表现，尤其是在其
最贵的末端时间所礼的拜，诚如前面栽德·本·艾尔格目（求真
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所说。
4）天使们参加并见证祖哈拜，诚如前面阿慕尔·本·阿拜
塞（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所说。
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说：“天使来见证参加的礼拜，必然
是被真主悦纳、赐福的礼拜。”4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22段，《奈萨仪大圣训集》第712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22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007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83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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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哈拜的拜数
祖哈拜最少两拜，两大圣训实录中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
喜悦他）传述，“我的挚友（即先知）嘱托我三件事：每月斋
戒三日，礼两拜祖哈拜，睡觉前礼威特尔拜。”最多无限制，至
于最多八拜的说法无可靠的依据，根据各自的条件和方便，可以
超过八拜。据阿卜杜·瓦里斯由叶齐德·鲁什克传述，穆阿泽给
我讲述，她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真主的使者祖哈拜
礼几拜？”她说：“礼四拜，有时超过四拜。”1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4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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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礼的时间
关于晌礼，以下几件事情值得注意。
一、晌礼前后的圣行拜。
诚如前述，晌礼前后均有圣行拜，晌礼前面四拜，晌礼后面
两拜。正如阿伊莎、乌姆·哈比拜和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
他们）传述的圣训所说。
在《艾布·达乌德圣训集》、《提尔密济圣训集》、《伊
本·马哲圣训集》、《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中据乌姆·哈
比拜（求真主喜悦她）传述，我听先知说：“谁在晌礼前后各
礼了四拜，真主决不让他入火狱。”
这段圣训是迈克胡勒传自安拜赛的，其实，迈克胡勒与安拜
赛之间出现传述人断层，迈克胡勒不可能传自安拜赛，是故，圣
训属于“达义夫”（羸弱的），诚如艾布·祖尔阿、奈萨仪和孟
齐尔所说。伊本·甘塔尼认为该圣训中有“恩莱”（微弱）现
象。也有学者认为该圣训准确可靠。由乌姆·哈比拜（求真主喜
悦她）传述的圣训中提到的“有序圣行拜”总共十二拜，她听真
主的使者说：“谁在一昼夜内礼十二拜［圣行拜］，真主藉

此在乐园中给他修建一座房子。”1
二、根据逊奈，延长晌礼第一拜。
据葛萨尔传述，艾布·赛义德·胡德里（求真主喜悦他）
说，晌礼开始后，有人去拜基尔解手，他解完手洗小净回来时，
真主的使者还在礼第一拜，可见使者第一拜礼得多长。2
基于此，根据逊奈，无论是伊玛目（领拜师）还是单独礼拜
者抑或是自己家中礼拜的妇女，均应延长晌礼第一拜。这件圣行
往往被人忽略，我们祈求真主使得大家能够实践这一圣行。
三、午睡，即午间的睡觉休息。
午睡的确切时间段，学者们说法不一。有人说在正午前，有
人说在正午后。较中肯的观点认为，其时间段不确定，午前午后
均可。
1《伊斯兰法塔瓦》第1卷，515页。
2《趣谈》第4卷，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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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午睡是否圣行，说法又不一。较中肯的观点认为，午睡
不属于圣行，而是自古以来人们流传下来的生活习惯，由于他们
一般早上干活，中午需要休息，所以经训文献中提到以前的人都
午睡休息。但命令午睡的圣训均属“达义夫”（羸弱的），不足
为凭。午睡时从先知时代流传至今的生活习惯，谁想在白天睡
觉休息，最佳时间段就是午休的时间。
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说：“伊本·马哲、伊本·
胡宰迈辑录了由伊本·阿拔斯传述的一段圣训：‘你们听过吃封
斋饭加固白天的斋戒，通过午睡加固夜间的礼拜。’这段圣训的
传述系统中有个名叫宰木尔·本·萨利赫的人，此人传述的圣
训不可靠。同样，特卜拉尼在《中集》中辑录了由艾奈斯（求真
主喜悦他）传述的一段圣训：‘你们当午睡，因为恶魔不会午
睡。’该圣训传输系统中有个名叫凯希尔·本·麦尔旺的人，此
人传述的圣训不可靠。苏富扬·本·欧叶奈在其圣训集中辑录了
由哈瓦特·本·朱拜尔传述的一段圣训：‘早晨的睡觉是愚昧，
中午的睡觉是修养，傍晚的睡觉是愚笨。’其传输系统准确无
误。”�意即早晨是忙于生计之时，谁在早晨睡觉，等于失去了获
得吉祥的时刻，这无疑是愚昧无知行为。
四、根据逊奈，天气特别炎热时推迟晌礼。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天气酷热时，你们等待凉爽后再礼晌礼，因为炎热来自火
狱的烈焰。” 1�
谢赫伊本·欧赛敏（求真主慈悯他）说：“以前有些人正午
过半小时或一小时后礼晌礼，声称此时已凉爽，其实，此时并不
凉爽，众所周知，午后约一小时的时间正是最炎热的时刻。假设
夏天中午十二点为正午，晡礼的时间大约为四点半，那么，‘凉
爽’的时间就是四点左右。”2
根据逊奈，无论是集体礼拜者还是单独礼拜者抑或是在自己
家中礼拜的妇女，均应当等待凉爽后再礼晌礼。这也是谢赫伊
本·欧赛敏的主张。
1 参见诺威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第832段圣训的解释。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982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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晡礼的时间
问：晡礼前是否有规定的圣行拜？
答：前面已经阐述了“有序的圣行拜”，晡礼前无任何规定
的圣行拜。
然而，艾哈迈德、艾布·达乌德、提尔密济辑录了由伊本·
欧麦尔传述的一段圣训：“真主的使者说：‘求真主慈悯晡礼
前礼四拜（圣行拜）的人。’”1
这段圣训是艾布·达乌德·塔雅里西由穆罕默德·本·易卜
拉欣·本·穆斯林由其祖父穆斯林·本·麦海兰由伊本·欧麦尔
（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的，其中穆罕默德·本·易卜拉
欣·本·穆斯林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他传述的圣训不足为凭。
宰海比在《公平的天秤》说：“法拉斯说：‘艾布·达乌
德·塔雅里西由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传述了很多属于孟克
尔级别的圣训。’艾布·祖尔阿评价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
说：‘他传述圣训不严谨，伊本·马赫迪认为他传述的圣训不可
信赖。’” 2
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说：“学者们对这段圣训观
点不一。伊本·辛巴尼认为该圣训属于‘索海哈’级别的圣训，
其他人认为该圣训羸弱不可靠。伊本·艾布·哈提姆说，我听我
父亲说：就关于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本·穆斯林由其祖父
由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自先知的‘求真主
怜悯晡礼前礼四拜（圣行拜）的人’这段圣训，我问了艾布·沃
立德·塔雅里西，他说：‘别去理论这段圣训。’我说；‘这可
是艾布·达乌德传述的。’艾布·沃立德说：‘伊本·欧麦尔
（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说：我从先知那里牢记一昼夜有十拜
圣行拜，倘若还有的话，他肯定算进去。’伊本·艾布·哈提
姆说，我父亲说，艾布·沃立德还说：‘我牢记了十二拜圣行
拜。’”3
1 《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5980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1271
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430段。
2《公平的天秤》第1卷，26页。
3《来世的食粮》第1卷，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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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赫伊本·泰米叶（求真主慈悯他）说：“从未听说先知
在晡礼前礼过其他拜，至于说先知在晡礼前礼拜的所有传述均
属‘达义夫’（羸弱的）圣训，甚至是误传。”1�
所以，晡礼前没有规定的圣行拜，但可以礼笼统的副功拜，
谁想在晡礼前笼统地礼两拜、四拜无妨，这属于笼统的副功拜，
形同于被禁时间外礼的其他圣行拜。但在晡礼前没有固定的任何
圣行拜。
早晚的念词
早晚念赞词的时间：
早上念赞词的时间始于黎明之时，也就是晨礼时间进入以
后。当宣礼员开始为晨礼宣礼时，念赞词的时间已经开始。这是
众多学者的主张。
亦有人主张念赞词的时间从后半夜开始。
对于早晚赞词开始及结束的时间，由于缺乏相关的依据，学
者们主张不一。
较准确的说法，随着太阳的升起，念赞词的时间停止。但太
阳升起后念赞词亦无妨，尤其是因故未能在太阳升起前念赞词的
人，可以在太阳升起后念，以便获得念赞词的尊贵和吉祥，而且
太阳升起后的时间仍然也叫“早晨”。总之，念总比放弃强。
傍晚念赞词的时间：
对此，学者观点不一，有人认为从午后至日落及傍晚，这也
是法塔瓦委员会的主张。
有人认为从晡礼后至日落，这是伊本·泰米叶、伊本·盖伊
姆的观点，诺威在《赞词》中也坚持这种观点。2
伊本·杰泽里和邵卡尼等人认为，从日落后开始至第二天黎
明。
亦有人主张从日落至夜间三分之一的时间。
也有人认为至半夜时分。而有的人不限制结束的时间。
较准确的观点，傍晚念赞词的时间从晡礼后开始，直到日
落。
1《法塔瓦集》第23卷，125页。
2《赞词》第87页。

89

The daily practices (China) complete.indd 89

9/7/16 11:26 AM

Secondly Fajr Time

朝夕念的赞词一样，日落后也可以念，尤其是因故未念者，
又因为日落后的时段也叫“傍晚”，念总比不念强。
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说：“第一节：论朝夕的赞
词。‘朝夕’分别指黎明至日出以及晡礼至日落之间的两个时
段。真主说：‘归信的人们啊！你们应当常常记念真主，你们
应当朝夕赞颂他超绝万物。’（同盟军章：41～42）语言学家召
海里说：‘夕指的是晡礼后至日落之间的时段。’‘朝’是早
晨，‘夕’是傍晚。真主说：‘你应当朝夕赞颂你的主。’（赦
宥者章：55）真主说：‘在日出和日落之前，你应当赞颂你的
主。）（戛弗章：39）这也是对圣训内容的阐释。朝夕念赞词的
时段指的就是晨礼和晡礼后的两个时段。”1
有人问谢赫伊本·欧赛敏（求真主喜悦他）：“晚上念赞词
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其最佳时间段又是什么时候？若忘记了念，
是否要补念？”
谢赫答到：“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傍晚’的时间段较长，
从晡礼后一直到宵礼之间的时间都叫“傍晚”，在时间的前段或
末端均可以念赞词，除非专门在夜间念的赞词，如‘阿叶其·库
尔西’，指定要在夜间念。凡指定在白天念的，必须白天念；凡
指定在夜间念的，必须在夜间念。若忘记了念，可以补念，我想
这样能获得回赐。”2�

1《倾盆大雨》第186页。
2
“谢赫伊本•欧赛敏法塔瓦”，《达瓦杂志》第174期，36页，伊历1421
年2月7日。并参阅谢赫伊本•欧赛敏对《利雅德圣训集》的注释，第2卷，第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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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礼的时间
与昏礼时间相关的圣行：
一、一进入昏礼时间，看管好儿童，不要让他们出家门。
二、一进入昏礼时间，关闭门户并记念真主尊名。
上述两件圣行保护人们免遭此时出没的恶魔和精灵的侵袭。
有多少孩子和家庭遭到了此时出没的恶魔的伤害，但他们自己却
没意识到。伊斯兰多么重视对孩子和家庭的保护！
据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真
主的使者说：“夜幕降临时，你们管住孩子别让出门，因为此
时恶魔出没，过片刻后可以放开他们；你们当关闭门户，奉真主
的尊名，恶魔打不开关闭的门。”1
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说：“‘你们管住孩子别让出门’，
即此时别让孩子走出家门。‘因为此时恶魔出没’，即恶魔一类
的出没，此时正是恶魔泛滥之时，担心孩子受到恶魔的侵害。”
《穆斯林圣训实录》记载的另一传述中说：“太阳落山后，
你们不要让牲畜和孩子出门，直到夜色漆黑。因为太阳一落山，
恶魔就出动，直到夜色漆黑。”2
昏礼时间过去片刻后可以放开孩子，因为恶魔出没的时间已
过。
根据圣训学家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的解释，恶魔
此时此刻出没，因为此时行动方便，最容易得手。3
伊玛目·阿卜杜勒·班尔（求真主慈悯他）说：“上述圣训
中命令人们傍晚时分关闭家门，这属于必须遵循的圣行，为了保
护人免遭恶魔的伤害。至于圣训中所说的‘恶魔打不开关闭的
门，解不开系紧的皮袋’，这是在阐述真主对人类的恩赐，真主
赐予人类和恶魔各不相同的能力，虽然恶魔不具有打开门和解开
皮袋的能力，但其‘穿行’和‘潜入’的能力人类无法想象。”
海推布·沙尔比尼（求真主慈悯他）说：“根据逊奈，夜幕
降临后，要奉真主的尊名掩盖器皿，哪怕在器皿上面横放一根小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304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12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13段。
3 参阅《创造主的开拓》第3280段圣训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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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子；奉真主的尊名系紧皮袋；奉真主的尊名关闭门户；天一
黑，管住孩子不让出家门，看好家畜；睡觉前须熄灯。”1
一进入昏礼时间，看管儿童和关闭门户属于可嘉行为。2
三、昏礼前礼两拜。
据阿卜杜拉·穆宰尼（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
昏礼前你们当礼［两拜副功拜］。”［他连说了三遍，］第三遍
中附加了 “愿意者”一句，以免人们把该拜功当成必然的。3
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说：“这段圣训说明昏礼前
礼两拜属于圣行，但不同于其他‘有序的圣行拜’。”4
又据阿慕尔·本·阿米尔传述，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
说，我看到许多大圣门弟子一到昏礼时间，就去抢柱子［的地方
礼拜］。舒阿拜由阿慕尔据艾奈斯的传述中还加了一句“直到先
知走出来”。5
另据艾奈斯·本·马立克传述，我们在麦地那时，当宣礼员
为昏礼宣礼后，人们纷纷抢在柱子后面礼两拜。甚至初来乍到清
真寺的陌生人见礼拜者人数众多，误以为昏礼已礼毕。6“人们纷
纷抢在柱子后面礼两拜”，目的是把柱子当做遮挡物。
◆每次宣礼与成礼之间礼两拜属于圣行。
如果宣礼后礼了晨礼或晌礼前的圣行拜，那便是一举两得。
如果有人在清真寺内跪坐等待，当听到晡礼或宵礼的宣礼时，宣
礼毕后应当站起来礼两拜，这属于圣行。
其依据是上述阿卜杜拉·穆宰尼（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
训：先知说：“昏礼前你们当礼［两拜副功拜］。”［他连说
了三遍，］第三遍中附加了 “愿意者”一句，以免人们把该拜
功当成必然的。7
谢赫伊本·巴兹（求真主慈悯他）说：“根据规定，每个穆
1《需求者的满足》第1卷，第32页。
2 参阅法塔瓦委员会《法塔瓦集》第26卷，317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368段。
4《来世的食粮》第1卷，第312页。
5《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03段。
6《穆斯林圣训实录》第837段。
7《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36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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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应当在每次宣礼与成礼之间礼两拜，无论是有序的圣行拜还
是其他拜，因为先知说：‘每次宣礼与成礼之间要礼两拜！每
次宣礼与成礼之间要礼两拜！’第三次中加了一句‘愿意者’。
这是准确可靠的圣训，涵盖所有礼拜。若在宣礼后礼了晨礼的圣
行拜或晌礼前的圣行拜，那便是一举两得。”1
毋庸置疑，昏礼前的两拜以及宣礼与成礼之间的两拜其性质
不同于主命拜前后有序的圣行拜，不属于特别强调的圣行，可礼
可不礼，因此，先知在第三遍中附加了 “愿意者”一句，以免
人们将此当成必然的拜功。
四、宵礼前睡觉属可憎。
据艾布·拜尔宰（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有时
将宵礼推迟至半夜，他不喜欢宵礼前睡觉，也不喜欢宵礼后聊
天。 2
憎恶宵礼前睡觉，是因为担心此时睡觉会耽误宵礼；憎恶宵
礼后聊天，是因为担心睡觉太晚以至于不能起来礼夜间拜，甚至
睡过头错过晨礼时间。

1《法塔瓦集》第1卷，第383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99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4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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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thly,
`Isha Time

S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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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礼的时间
与宵礼相关的圣行：
一、憎恶宵礼后聊天和座谈。
其依据是上述艾布·拜尔宰（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
真主的使者有时将宵礼推迟至半夜，他不喜欢宵礼前睡觉，也
不喜欢宵礼后聊天。1
但宵礼后求知学习、为穆斯林大众的利益而工作、加班、跟
家属或客人谈话均不属于可憎。
据欧麦尔·本·哈塔卜（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同艾布·拜克尔一起夜谈，商量穆斯林大众的事事务，当时我
与他俩在一起。2
另据伊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有一天夜里，先
知轮到住迈姆娜家时，我也睡在她家，以便我看先知是怎样
礼夜间拜的。伊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说，先知跟家人
聊了一会儿后睡下。3
睡觉晚了，会错过夜间拜，甚至会错过晨礼的最佳时间。因
此，先知批评彻夜睡到天亮未礼夜间拜的人。在两大圣训实录
中据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有人在真
主的使者跟前提到一个人彻夜睡觉睡到大天亮。使者说：“
恶魔在那人耳中撒了尿（或说在他两耳中撒了尿）”4�
憎恶宵礼后聊天指的是闲聊，以免耽误夜间拜或晨礼。欧麦
尔·本·哈塔卜（求真主喜悦他）曾禁止夜谈，并为此惩处熬夜
闲聊的人，他说：“难道要熬到后半夜后才去睡觉吗？”5
二、对跟拜者不造成困难的情况下尽量推迟宵礼。
最好将宵礼推迟至其时间最末端，但前提条件是要照顾前来
跟拜者的情况。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有一天晚上先知 推迟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99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47段。
2《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78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169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452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63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44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144段。
5 阿卜杜•拉扎格：《穆萨奈夫圣训集》第1卷，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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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礼，以至清真寺里的人睡着了，接着使者 出来礼拜，拜后
说：“此时正是宵礼的［最佳］时间，若非担心给我的教民造成
困难［，我必命令他们就在此时礼宵礼］。” 1
又据贾比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正午太阳
偏斜后礼晌礼；太阳仍很热时礼晡礼；日落后礼昏礼；至于宵
礼，他有时推迟，有时提早。他看到人们来齐时提早礼，看到人
们未齐时推迟礼。2�
另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若
非担心给我的教民造成困难，我必命令他们将宵礼推迟至夜间三
分之一的时间或子夜时分。”3
基于此，不要求妇女去参加集体礼拜，所以，妇女在不造成
困难的情况下尽量推迟宵礼，同样，在旅行途中不要求去参加集
体礼拜，是故，旅行中也尽量推迟宵礼。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38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6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46段。
3《提尔密济圣训集》第167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69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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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的圣行
（1）睡觉前关闭门户。
据贾比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你们
睡觉时当熄灭灯火，关闭门户，扎紧皮袋，掩盖饮食。”1
命令关闭门户，就是为了防止恶魔进入，诚如上述贾比尔（
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所述：“你们当关闭门户，奉真主的
尊名，恶魔打不开关闭的门。”2
（2）睡觉前熄灯。
如同上述贾比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所说：“你们
睡觉时当熄灭灯火。”
又据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先知 
说：“你们睡觉时，家里不要留灯火。” 3�
在两大圣训实录中据艾布·穆萨（求真主喜悦他）传述，
有天夜里，麦地那的一个人家起了火。真主的使者得知此事后
说：“这火是你们的敌人，你们睡觉时，当熄灭灯火。”4�
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由贾比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
圣训阐释了命令睡觉前熄灯的原因：先知说：“你们当掩盖器
皿，关闭门户，熄灭灯火，因为小偷（老鼠）也许会来偷扯灯
芯，引来火灾，烧伤家人。” 5
是故，凡是招致发生火灾的一切因素，均应加以提防，诸如
用于取暖的设施等。总之，火是人类的劲敌，诚如先知所说。
倘若安全措施很强，不会引发火灾，睡觉时留着灯无妨。
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说：“先知 之言‘你们睡觉时，
家里不要留灯火’这一句包括了所有灯火。清真寺等场合里的
挂灯，若担心导致火灾，也要熄灭。若不会导致发生火灾，不
熄灭无妨。圣训命令熄灯的主要原因是担心老鼠偷油而造成火
灾。” 6�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624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12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62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12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15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294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16段。
5《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295段。
6 参看诺威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15段圣训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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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达基格·伊德也持这种观点，他解释说，大多数学者
认为命令熄灯属于圣行，并非必然。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
他）也持此观点。
（3）睡觉前洗小净。
据拜拉仪·本·阿齐布（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你准备睡觉时，先洗小净，如同礼拜前洗小净一样。然
后右侧而睡，念：

ِ ال ّلهـم َأسـ َلم ُت َن ْف
،ـه ُت َو ْجـهي إِ َلـ ْي َك
ُ  َو َف َّو ْض،ـس إِ َلـ ْي َك
ْ  َو َو َّج،ـت َأ ْمـري إِ َلـ ْي َك
ْ ْ َّ ُ
ِ
ِ
ِ
ِ
َ
ّْـك إِال
ْ
َ
َ
ً
ً
َ
َ  ال َمل َجـــأ َوال َمنْـجـًا من، َر ْغ َبـة َو َر ْهــ َبة إلـ ْي َك،ـجــ ْا ُت ظهـْــري إلـ ْي َك
َ َو َأ ْل
ِ ْـت بِ ِكتـابِ َك ا ّلــ
َ ـت َوبِنَبِـ ِّي
. ـت
َ ـك ا ّلـذي َأ ْر َس ْل
َ ـذي َأن َْز ْل
ُ  آ َمن،إِ َلـ ْي َك

（真主啊！我将我的脸朝向你，我把我的事委托你，我把我的背
交托你，我渴望你［的回赐］，惧怕你［的惩罚］。除你外，绝
无逃避之处和得救之路。我归信你降示的经典，归信你派遣的先
知。）并把这些祷词作为［睡觉前］的最后词语。这样，若你当
夜去世，你便是在正道上去世的。”1
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说：“若睡觉前身带小净，无需再洗
小净，因为目的是以清洁的身体睡觉，唯恐当夜死亡。同时，也
是为了希望做个好梦，避免恶魔的侵扰。”2
（4）上床睡觉前抖扫床铺。
根据逊奈，上床睡觉前用裹裙里子抖扫床铺三遍，并同时奉
真主的尊名。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
使者说：“你们谁上床睡觉时，［睡觉前］用裹裙里子拂抖床
铺，并奉主尊名，因为他不知道床上落下了什么东西，要准备睡
时，应右侧而卧，并念：

ِ بِاس
َ ِــت َجنْبِــي َوب
 َوإِ ْن،ح َهــا
َ ــك َأ ْر َف ُعــ ُه إِ ْن َأ ْم َســك
ُ ــم َك َر ِّب َو َض ْع
ْ َ ْت َن ْفــي َف ْار
ْ
ِ
ِ
ِ
ِ
ِ
َ
َ
ْ
ُ اح َف ْظ َهــا بـ َـا ْت َفـ
ـن
َ الصالـ
َّ ـظ بــه ع َبــا َدك
ْ َأ ْر َس ـلت ََها َف

（我的主啊！赞颂你超绝，我以你的尊名睡下，以你的尊名起
床；如果你收回我生命，求你慈悯我；如果你让我继续活着，求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47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10段。
2 参阅诺威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10段圣训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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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同保护你廉洁的仆人一样保护我。）”1�
另一传述中：“你们准备上床睡觉时，应当用衣角把床铺拂
拭三遍。”2
在《穆斯林圣训实录》中：“你们谁上床睡觉时，［睡觉
前］用裹裙里子拂抖床铺，并奉主尊名。” 3�
用裹裙里子或内衣里子拂抖均可。
上述圣训阐明，睡觉前用裹裙里子拂抖床铺三遍，并在拂抖
时奉真主的尊名属于圣行。
圣训阐明了拂抖床铺的原因，先知说：“因为他不知道床
上落下了什么东西。”或许床铺上有伤害人的东西。
最好用衣服里子拂抖，亦有学者认为用任何东西拂抖可以，
主要目的是拂抖床铺。谢赫伊本·吉卜莱尼（求真主慈悯他）
说：“用裹裙里子拂抖不是必须条件，倘若把床单取下来抖拭或
用头巾等东西拂抖了床铺，目的已经达到了。”4�
（5）睡觉时右侧而卧。
（6）右手放置在右腮下面。
据拜拉仪·本·阿齐布（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你准备睡觉时，先洗小净，如同礼拜前洗小净一样。然
后右侧而睡，念：‘真主啊！我将我的脸朝向你……’”5
另据侯宰法（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 晚上上床睡觉
时，把手放在［右］腮下念：“主啊！我的生死全奉你的尊
名。”睡醒时念：“赞颂真主使我们起死回生，复活只归于
他。” 6
据拜拉仪（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上床睡觉时，把右
手放在右腮下。7
（7）睡觉前的念词。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32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14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393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14段。
4 参阅第2693号法塔瓦。
5《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47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10段。
6《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314段。
7《艾哈迈德穆斯柰德睡觉》第1867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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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ly,The Time of Adh-Dhuha!

睡觉前的念词有《古兰经》中的念词，也有圣训中的念词。
《古兰经》中的念词有：
1）阿叶其·库尔西。
睡觉前念“阿叶其·库尔西”属于圣行，谁睡觉前念了“阿
叶其·库尔西”，整夜不会受到恶魔的干扰。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委托
我保管斋月的斋课捐。忽然来了一个人，他捧了一捧粮食，我去
抓住他说：“我一定要把你交给真主的使者。”那人说：“我
是个穷人，我迫切需要这点东西去糊口。”于是我他放走了。
第二天清晨，先知问我：“艾布·胡莱赖啊！昨夜被你逮住的
人怎么了？”我说：“真主的使者啊！他向我诉苦，说他家人
口多，于是我就怜恤他，放他走了。”使者说：“他向你撒了
谎，他还会来的。”于是我相信他还会再来，因为真主的使者
说：“他还会来的。”我就等候他。果然他又来捧粮食，我逮住
了他，我说：“我一定要把你交给真主的使者。”他说：“请
放我走吧，我是个穷人，家中人口多，我再不会来偷了。”于是
我就怜恤他，放他走了。第二天清晨，真主的使者问我：“艾
布·胡莱赖啊！被你逮住的人怎么了？”我说：“真主的使者
啊！他诉苦，说他家中人口多，我就怜恤他，放他走了。”使者
说：“他对你撒了谎，他还会来的。”于是第三次我等候他，他
果然又来捧粮食，我逮住了他，我说：“我非要把你交给真主的
使者不可，这已是第三次了，每次你说你不会再偷，而你却又
来偷。”他说：“求你放了我吧！我教给你几句辞句，你以此将
获得真主的福利。”我问：“是什么辞句？”他说：“当你上床
睡觉时，念‘阿叶其·库尔西’：‘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
的主，他是永生不灭的，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他是永生
不灭的，维护万物的。’（黄牛章：255节）直到你念完这节经
文，真主会派天使保护你，任何恶魔不会接近你，直到清晨。”
于是我放他走了。第二天清晨，真主的使者问我：“昨夜被你
逮住的人怎么了？”我回答说：“真主的使者啊！他声称教给我
几句辞句，我以此能获得真主的福利，所以我就放他走了。”使
者问：“哪几句？”我回答说：“他对我说：‘当你上床去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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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念阿叶其·库尔西，从头至尾：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
的主，他是永生不灭的，维护万物的。’他还对我说：‘真主会
派天使来保护你，任何恶魔不会接近你，直到清晨。’”圣门弟
子们本来都是渴望学习善行的。先知说：“他本来撒谎颇多，
这次竟对你说了实话。艾布·胡莱赖啊！你知道这三夜与你说话
的那个人是谁吗？”我说：“不知道。”先知说：“那人正是恶
魔。”1
2）“黄牛章”最后两节经文。
据艾布·迈斯欧德·安萨里传述，真主的使者说：“谁晚
上诵读‘黄牛章’最后两节经文，当晚不遇险。”2
“黄牛章”最后两节经文不属于睡觉前的固定念词，而是笼
统的念词，晚上什么时候念都行。
3）在两手掌中吹念“忠诚章”、两个“求庇护章”，然后
擦抹全身三遍。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先知每晚上床休息时，
合起两手掌，然后向两手掌内吹念“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
的主……’”、“你说：‘我求庇护于曙光的主……’”和“你
说：‘我求庇护于世人的主……’”然后用两手掌尽量抚摩全
身，他先抚摸头和脸，以及身体的正面，这样做三遍。3
上述圣训说明，先知每晚都这样做。谁想实践这件圣行，
他当合举双手掌，向双手掌里吹念“忠诚章”和两个“求庇护
章”，然后擦抹全身，先从头和脸开始，这样做三遍。
学者们对“吹念”的方式说法不一。谢赫艾里巴尼（求真主
慈悯他）等人主张先吹后念。而谢赫伊本·欧赛敏等人主张先念
后吹，他解释说：“根据圣训表意，将‘忠诚章’和两个‘求护
佑章’各念一遍后抹擦，连续三遍。显然，应先念后吹。这样做
的道理是，诵念经文时产生的口水中有吉祥，诵念完毕后在身穿
的衣服上抹擦。4
4）念“不信道者章”。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311段，《奈萨仪大圣训集》第10795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4008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807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017段。
4 参看谢赫欧赛敏对《布哈里圣训实录》的解释，第6卷，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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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奥尔沃·本·诺法里由其父传述，先知对诺法里说：
你诵读‘不信道者章’，读完后即睡，这会保护你不犯以物配主
之罪。”1

وت َو َأ ْح َيا
بِ ْس ِم َك ال َّل ُه َّم َأ ُم ُ

以下是圣训中提到的念词：
）1

译文：“主啊！我的生死全奉你的尊名。”2

）2

ـت َن ْفـ ِ
اهـاَ ,لـ َ
اح َف ْظ َهــا،
ـي َو َأ ْنـ َ
ـم َخ َل ْقـ َ
اتــا َو َم ْ َي َ
ـت ت ََو َّف َ
اهــا ،إِ ْن َأ ْح َي ْيت ََهــا َف ْ
ـك َم َ ُ َ
ال َّل ُهـ َّ
ِ
ـم إِ ِّن َأ ْسـ َـأ ُل َك ا ْل َعافِ َيـ َة.
َوإِ ْن َأ َمت ََّهــا َفا ْغفـ ْـر َل َـا ,ال َّل ُهـ َّ

译文：“主啊！你创造了我的生命，你若取走我生命，我的
死、我的活全由你掌握。你若让我活，求你保护我生命；你若让
我死，求你饶恕我。主啊！我向你祈求安康。”3

）3

ِ
الس ـ ْب ِع َو َر َّب ْالَ ْر ِ
ضَ ،و َر َّب ا ْل َعـ ْـر ِ
ش ا ْل َعظِي ـ ِمَ ،ر َّبنَــا َو َر َّب
ـم َوات َّ
السـ َ
ـم َر َّب َّ
ال َّل ُهـ َّ
ٍ
يــل وا ْل ُفر َق ِ
َّــور ِاة َو ْ ِ ِ
َّــوىَ ،و ُمن ِ
ــانَ ،أ ُعــو ُذ
شءَ ،فالِ َ
ــب َوالن َ
ال ِّ
النْج ِ َ ْ
ْــز َل الت ْ َ
ــق ْ َ
ك ُِّل َ ْ
ٍ
ِ
ِ
ِ
بِ َ ِ
ِ
ْــت آخ ٌ
ــس َق ْب َل َ
ــك
ــم َأن َ
شء َأن َ
ْــت ْالَ َّو ُل َف َل ْي َ
ــذ بِنَاص َيتــه ،ال َّل ُه َّ
ش ك ُِّل َ ْ
ــك مــ ْن َ ِّ
ِ
ِ
ــس َف ْو َق َ
ش ٌء،
ش ٌءَ ،و َأن َ
ش ٌءَ ،و َأن َ
ــر َف َل ْي َ
ــر َف َل ْي َ
ْــت ال َّظاه ُ
ْــت ْالخ ُ
ــك َ ْ
ــس َب ْعــدَ َك َ ْ
َ ْ
ِ
ِ
ِ
ش ٌء ،ا ْقـ ِ
ـس ُدو َنـ َ
ـض َعنَّــا الدَّ ْي ـ َن َو َأ ْغننَــا م ـ َن ا ْل َف ْقــر.
َو َأ ْنـ َ
ـت ا ْل َباط ـ ُن َف َل ْيـ َ
ـك َ ْ

译文：“主啊！养育诸天的主，养育大地的主，养育伟大阿
尔什的主，养育我们及养育万物的主，使颗粒果核绽开的主，降
示《讨拉特》、《引支勒》、《福尔甘》的主，我求你庇护，免
遭万物的伤害，万物由你掌控。主啊！你是无始的，无物先于
你而存在；你是无终的，除了你，任何物不会永存。你是极显著
的，没有比你更明显的；你是极隐微的，没有比你更隐藏的；求

1《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21934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5055
。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3403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324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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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帮我们偿还债务，求你使我们摆脱贫穷。”1�

4）

، ـمها
َ  َفإِن َأ ْم َســك، َوبِ َك َأ ْر َف ُعـه، ـت َجنْـــبي
ُ اس ِم َك َر ِّبـــي َو َض ْعــ
ْ فار َح
ْ ْت َن ْفسـي
ْ ِب
ِ ـظ بِه ِعبـاد َك الص
ُ فاح َف ْظـــها بِمـا َ ْت َف
ـالـني
ّ
َ
ْ َوإِ ْن َأ ْر َس ْلتَـها

译文：“我的主啊！赞颂你超绝，我以你的尊名睡下，以你
的尊名起床；如果你收回我生命，求你慈悯我；如果你让我继续
活着，求你如同保护你廉洁的仆人一样保护我。”2�

5）

ِ  َفك، وآوانا، وكَفـــانا،الـــحمدُ هللِ ا َّلذي َأ ْطــعمنا وسقـــانا
ـاف َلـ ُه َوال
َ
َ
َ ِ َـم مَّـ ْن ال كــ
ْ
َ َ ََ
ْ َ
.ـؤوي
ْ ُم

译文：“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供给我们吃喝，使我们丰衣
足食，安居乐业。还有多少人无依无靠，流离失所。”据艾奈斯
（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每上床准备睡觉时就念这
个赞词。3

6）

َ ـم ِقنـي َعذا َب
.ـو َم َت ْبـ َع ُث ِعبـا َدك
ْ ـك َي
َّ ال ّل ُه

译文：“主啊！求你保护我免遭复活日的刑罚。”4 据拜拉
仪（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准备入睡时，把右手放置在右
腮下念这个赞词。5

َ  ُســ ْب َح三十三遍，ِال ْمــدُ ل
7）َِّان الل
ُ َ  اهللُ َأك三十四
َ ْ 三十三遍，ْــر
遍。
该赞词影响至伟，赋予人无穷的力量。
阿里给我们讲述，法蒂玛诉说她用手推磨的苦衷，恰好先知
收到一批女俘，法蒂玛去找先知［要一位佣人］，却没见到先
知，她见到阿伊莎，把事情告诉了她。先知回来后，阿伊莎把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13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302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14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15段。
4《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8660段。
5《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23244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339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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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蒂玛来过的事告诉了先知，先知来找我们，当时我们已经睡
下，我们要起来时，先知说：“你俩别动。”先知来坐在我们
中间，直到我觉得我的胸部被他的脚冰得发凉。接着先知说：“
我教导你俩一件事，定比你俩所要求的强，好吗？你俩睡觉前诵

َ （ ُس ـ ْب َح赞主超绝）三
念 ـر
ُ َ （اهللُ َأ ْكـ真主至大）三十四遍，诵念 َِّان الل
十三遍，再诵念 ِال ْمــدُ ل
َ ْ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三十三遍，这对
于你俩，强于拥有一个佣人。”1�在另一传述中，阿里说：“自

从我听先知说了这几句以后，我从未放弃过赞念。”有人问阿
里：“即便是绥纷战役之夜也没放弃？”阿里说：“即便是绥纷
战役之夜也未放弃。”2
这说明圣门弟子们对圣行的高度重视，即便是阿里（求真主
喜悦他）忙于战事的夜晚，尤其是他身为军队统帅，虽然再忙，
也未忽略这项圣行。然而，很多人总是为自己找理由忽略圣行，
甚至无缘无故地抛弃圣行，其实，这种人最大的顽疾是心病，因
为他内心麻木不仁，忽略善行。

8）

،ـه ُت َو ْجـهي إِ َلـ ْي َك
ُ  َو َف َّو ْض،ـم َأ ْسـ َل ْم ُت َن ْفـيس إِ َلـ ْي َك
ْ  َو َو َّج،ـت َأ ْمـري إِ َلـ ْي َك
َّ ال ّل ُه
ِ
َ  ال َم ْل َجــ، َر ْغ َبـ ًة َو َر ْهــ َب ًة إِ َلـ ْي َك،ـجــ ْا ُت َظهـــري إِ َلـ ْي َك
ّْـك إِال
َ ـأ َوال َمنْـجـا من
َ َو َأ ْل
َ ـت َوبِنَبِـ ِّي
. ـك ا ّلـذي َأ ْر َس ْلـت
َ ْـت بِ ِكتـابِ َك ا ّلـذي َأن َْز ْلــ
ُ  آ َمن،إِ َلــ ْي َك

译文：“真主啊！我将我的脸朝向你，我把我的事委托你，
我把我的背交托你，我渴望你［的回赐］，惧怕你［的惩罚］。
除你外，绝无逃避之处和得救之路。我归信你降示的经典，归信
你派遣的先知。”
据拜拉仪·本·阿齐布（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
者对我说：“你准备睡觉时，先洗小净，如同礼拜前洗小净一
样。然后右侧而睡，念‘真主啊！我将我的脸朝向你……’并把
这些祷词作为［睡觉前］的最后词语。这样，若你当夜去世，你
便是在正道上去世的。”3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70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27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362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27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47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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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圣训阐释了另一件圣行，即这些念词应当成为睡觉前最
后的赞词。若念了这些赞词后当夜去世，便是奉正道——先知易
卜拉欣的道路——而去世的。如果能活到第二天，他将获得更多
的吉祥。这是一段概括性较强的赞词。
小贴士：念赞词是获得尊贵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真主赋予
人们的特恩。据闪达德·本·奥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
说：最高贵的求恕辞是：

ِ  و َأنَــا عــى عه، ْــت َخ َل ْقتَنــي و َأنَــا َعبــدُ َك
ــد َك
َ  ال إِ َلــه إِالَّ َأن، ْــت َر ِّب
َ ــم َأن
ْ
ْ
َّ ال َّل ُه
ِ
ِ
ِ
ِ
َ ـك بِن ْعمتـ
َ  َأبــو ُء َلـ، ـت
َ  َأ ُعــو ُذ بِـ، اس ـ َت َط ْع ُت
ـك
ُ ش مــا صنَ ْعـ
ْ وو ْعــد َك مــا
ِّ َ ـك م ـ ْن
ِ
ِ
ِ الذن
ُّ ــر
َ  و َأ ُبــو ُء، عــي
. ْــت
َ ُــوب إِالَّ َأن
ُ  َفإِنَّــ ُه ال ي ْغف، ــر يل
ْ بذنْبــي َفا ْغف
ََ

译文：“主啊！你是我的养主，除你外再无应受拜的主宰。
你创造了我，我是你的奴仆，我尽力恪守你的盟约和许诺，求你
保佑我免遭我行为的恶果，我向你承认你施于我的恩惠，我也承
认我的罪恶，求你赦宥我，只有你能饶恕一切罪过。”
他还说：“谁在夜里诚心念了这个祷词，然后当夜去世，谁
必入乐园。”1�
穆斯林应当昼夜念这些赞词，在念赞词的同时必须笃信赞词
的内容，以便获得像天地一样宽广的乐园，这些赞词就是进入乐
园的因素之一。
与做梦相关的圣行
根据《穆斯林圣训实录》中由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
他）传述的圣训，梦不外乎三种情况：
1、真梦，是来自真主的福音。
2、噩梦，是来自恶魔的干扰，只要遵守相关礼节，噩梦不
会伤及人。
3、胡思乱想，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有的人做梦后整天欢乐高兴，而有的人却忧心忡忡，闷闷不
乐。圣训教导人们无论遇到什么事，也无论做了什么梦，应当镇
定自若，可是由于人们忽略了圣行，很多人做了噩梦后忐忑不
安，不惜一切努力去找人圆梦。如今情况不像从前，圆梦大师多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30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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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牛毛，而做梦者往往刨根寻底地追问一些细节，期望从中得到
慰藉，以至于对圆梦者说的话深信不疑，甚至出现很多违背教义
的事项，在此不容赘述。我在《做梦的人，请别着急》一书中做
了简述，了解先知相关教导的人，做梦后不会焦急不安，提心
吊胆。
与梦相关的圣行如下：
据艾布·赛莱迈（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做了一次梦后生
病了。后来我见到艾布·盖塔代（求真主喜悦他）后把这事告诉
了他，他说，我听真主的使者说：“真梦来自真主，谁做了自
己喜欢的梦，只告诉自己喜欢的人；谁做了自己不喜欢的噩梦，
就朝左边唾三次，并求真主护佑免遭其伤害，这样就不会受噩梦
的伤害。”
艾布·赛莱迈说：“我以前做梦后感觉如同大山压顶，自听
到这段圣训之后，再也不去在乎了。”1
在另一传述中：“真梦来自真主，噩梦来自恶魔。谁梦见自
己不喜欢的事，就朝左边唾三次，并求真主护佑，这样就不会受
噩梦的伤害。”2�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末日
临近时，信士的梦几乎都会成真，信士的梦是圣品的四十五分之
一。梦分三种：真梦——来自真主的福音；噩梦——来自恶魔的
干扰；胡思乱梦。谁梦见自己不喜欢的事，应起来礼拜，切勿告
诉他人。”3
据贾比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谁梦
见自己不喜欢的事，就朝左边唾三次，连续三次求真主护佑免遭
恶魔的伤害，并翻身换个睡姿。”4�
另据艾布·赛义德·胡德里（求真主喜悦他）传述，他听真
主的使者说：“若你们有人做了自己喜欢的梦，那是来自真主
的，应当为此感谢真主，并告诉他人。”5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747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261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292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261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263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262段。
5《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04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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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圣训阐明：
1.根据逊奈，谁做了好梦，须做以下事项：
（1）赞颂真主，因为好梦是来自真主的福音；
（2）只告诉自己喜欢的人。
2.如果做了恶梦，须做以下事项：
（1）往左边唾三遍，
（2）祈求真主护佑免遭恶魔及恶魔的侵扰，祈祷说：“我
祈求真主护佑免遭恶魔及恶魔的侵扰。”（三遍）
（3）不要告诉他人。
（4）翻身换个睡姿。如果曾是仰躺睡觉，则翻身侧卧。
（5）起来礼两拜。
诚如前述，艾布·盖塔代和艾布·赛莱迈两人最初做梦后压
力很大，忧心忡忡，甚至为此而患病，当他俩贯彻了先知的相
关教导后，不再有压力了。所以，做梦后忐忑不安者应贯彻实践
先知的教导。
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说：“即使贯彻了先知的一部分教
导，也足以能够排除恶魔的侵扰。卡迪说：‘先知命令往左边唾
三遍，是为了驱走前来侵扰的恶魔，以示对恶魔的鄙视和嫌弃。
要往左边唾，因为右边象征吉祥，左边象征不吉。”1 根据上述
圣训，穆斯林的梦属于圣品的组成部分。最真实的梦就是梦见在
清醒时自己所讲的诚实言辞，这就是穆斯林诚实的结果和吉祥，
甚至睡觉时亦同样。
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说：“古尔图比说：‘讲话
最真诚者，梦境最真实。’事实如此，因为人越诚实，其心地越
明亮，意志更坚强，真知灼见越来越多。清醒时真诚的人，做梦
时也真诚，只做真梦。与撒谎者和狡辩者不同，因为他们的良心
已坏，心地非常黑暗，所以只做一些胡思乱梦。但有时候也恰恰
相反，好人做噩梦，坏人做好梦。但一般情况下，好人做好梦，
坏人做噩梦。这证明诚实廉洁的穆斯林所做的梦属于圣品的成
分。”2
1 参看诺威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261段圣训的解释。
2 参看《创造主的开拓》第7017段圣训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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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来自真主的鸿恩，凡获得机会者理应珍惜。
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说：“伊本·班塔勒说：‘
真主藉其先知之言承诺，凡睡醒后宣示认主独一，顺从真主的权
力，承认真主的恩惠，并为此感谢真主，赞颂真主超绝万物，宣
告真主至大，彻底屈从于真主，称自己无能为力，一切全凭真
主的援助支持者，他有求必应，其礼拜定被接纳。凡听到该圣训
者，理应极力恪守，虔诚事主。’”1
以上是对“定时圣行”的介绍，后面我们将介绍睡醒后的诸

ِ احلمــدُ لَِّ ا َّلـ
多圣行，第一件圣行是刷牙并念：ـذي َأ ْح َيا ًنــا َب ْعــدَ َمــا َأ َما َتنَــا
َْ

ِ
ــور
ُ （ َوإِ َل ْيــه الن ُُّ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使我们死而复生，最终将召

归于他。）

不定时的圣行
不定时的圣行内容广泛，包括的事项较多，其中有的圣行因
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
我们将介绍每昼夜间频繁出现的圣行，祈求真主赐予我们顺
利和成功。
首先是饮食方面的圣行。

饮食的圣行
我没有把饮食的圣行列入“定时的圣行”，因为饮食随时可
以发生，有很多与饮食相关的圣行，需要加以贯彻。虽然饮食在
我们当今大部分时间里是定时的，但在圣门弟子和二传弟子等先
贤时代，饮食一般都是不定时的，他们的生活没有我们现在的
生活复杂，而且他们很多人没有当天的食粮，更不用说按时用餐
了。

有一天真主的使者 来到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屋里
1 参阅《创造主的开拓》第1154段圣训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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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逊奈，夜间惊醒后念以下赞词：
据欧巴德·本·萨米特（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 
说：“谁在夜里醒来后念了并祈祷说：

ِ َ َل إِ َلــ َه إِلَّ اللَُّ َو ْحــدَ ُه َل
ُ يــك َلــ ُه َلــ ُه ا ُْل ْل
َ ش
َ ــو َع
ش ٍء
َ ال ْمــدُ َو ُه
َ ْ ــك َو َلــ ُه
ْ َ ــى ك ُِّل
ِ
َّــو َة إِل
َ ال ْمــدُ لَِّ َو ُســ ْب َح
َّ ــو َل َو َل ُق
ْ ْــر َو َل َح
ُ َ ان اللَِّ َو َل إِ َلــ َه إِلَّ اللَُّ َواللَُّ َأك
َ ْ يــر
ٌ َقد
. َِّبِــالل
（除真主外，再无应受崇拜的主宰，他独一无偶。王权只归于
他，一切赞颂只归于他，他是全能于万事的主。一切赞颂全归
真主，赞主超绝，真主至大。无法无力，唯凭真主。）
然后

ِ
说：ـر ِل
ْ ـم ا ْغفـ
َّ （ ال َّل ُهـ主啊！求你饶恕我），或做祈祷时，他的祈祷
必蒙应答。若他洗小净礼拜，他的拜功必被接纳。”

1

根据这段圣训，夜间醒来后念了上述赞词的人，将获得两大
福音：

ِ （ ال َّلهـ主啊！求你饶恕我）或有所祈祷
一、若他念了ـر ِل
ْ ـم ا ْغفـ
َّ ُ
时，将获得应答；
二、当他起来洗了小净后礼拜时，其拜功将被接纳。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施恩与我们，赐予我们这么多的嘉言
懿行，我们祈求真主默助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尽力虔诚恪守。
小贴士：对于上述圣训原文中提到的“夜里醒来”一词，学
者们解释不一。有人解释为“觉醒”，有人解释为“惊醒”，有
人解释为“被吵醒”，有人解释为“睡醒”等。
伊本·艾希尔（求真主慈悯他）说：“‘夜里醒来’意即‘
睡醒’。”2 伊本·曼祖尔在《阿拉伯语大辞典》中也解释为“
睡醒”。伊斯兰权威学者伊本·泰米叶（求真主慈悯他）也解释
为“睡醒”，他还说：“谁夜里睡醒后以这五句开始，其祈祷会
被应答；谁说了这五句后洗了小净，其礼拜会被接纳。”3
谢赫伊本·巴兹（求真主慈悯他）也解释为“睡醒”。4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54段。
2《圣训词汇详解》第108页。
3《法塔瓦集》第22卷，第479页。
4《伊斯兰法塔瓦集》第26卷，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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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阿伊莎，你这里有吃的吗？”我说：“真主的使者，我
这里什么也没有。”使者说：“那我就封斋。” 1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一个人来对真主的
使者说：“我很饿。”使者派人去见某一位妻子，看有什么吃
的。先知的那位妻子说：“以凭真理派遣你的真主发誓！我这里
只有水。”使者又派人去找另一位妻子，结果她也说同样的话。
直到所有妻室都说：“以凭真理派遣你的真主发誓！我们只有
水。”使者说道：“今晚谁款待这位客人？求真主慈悯他！”最
后一位辅士款待了他。2
以艾布·拜克尔和欧麦尔为首的圣门弟子就是这样实践先知
的教导的。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有一天或有
天晚上，真主的使者出去时忽碰见艾布·伯克尔和欧麦尔。使
者说：“你们两个此时出来为何？”他们说：“真主的使者啊！
饥饿。”使者说：“以掌握我生命的真主发誓！跟你们一样，我
出来也是这个原因。你们来吧。”他俩跟着使者。使者来到一
位辅士家，可那位辅士不在。辅士的妻子见到使者后说：“欢
迎！请进！”使者说：“某某人呢？”她说：“他去打水了。”
正在这时，忽见辅士回来了，他看到真主的使者和两位同伴后
说：“感谢真主！今天，无人比我更有幸款待客人！”他去拿来
一串椰枣树枝，枣串上有青枣、干枣和鲜枣。那辅士说：“你们
吃这个。”说完他拿了刀子。真主的使者说：“你别宰杀挤奶
的羊。”他去为他们宰了羊，他们吃了羊肉，吃了那串枣，喝
了水。他们吃饱喝足后，真主的使者对艾布·伯克尔和欧麦尔
说：“以掌握我生命的真主发誓！复生日，对于这项恩典，你们
必受审问。饥饿使你们从家中出来，你们尚未回去就已得到这项
恩典。”3
《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记载了关于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
悦他）一个事例，据穆罕默德［·本·西林］传述，［有一次］
我们在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跟前，当时他身穿两件用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154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54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3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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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泥（一种颜料）浸染的亚麻衣服，他擤了鼻涕后说：“妙哉！
妙哉！艾布·胡莱赖穿着亚麻衣服擤鼻涕！我曾发现我自己昏倒
在真主的使者的演讲台和阿伊莎的屋子之间，一个人来用脚踩
在我的脖子上，他以为我犯了精神病，其实我并无精神病，我只
是被饿昏而已。”1
这样的人不止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一人，你想一
想那些在礼拜中因饥饿晕倒的人。《提尔密济圣训集》中据法达
莱·本·欧拜德（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率领人们
礼拜时，有几个人在拜中站立时因饥饿而晕倒，他们都是住“
松法”（凉棚）的人，以致于游牧人们说：“这些人都是些疯
子。”真主的使者礼完拜后走到他们跟前说：“倘若你们知道
在真主那里你们所享有的报酬，你们必定喜欢再贫穷一些。”法
达莱说：“我当时就跟真主的使者在一起。”2
这是最优秀的先贤时代的情况，他们一般没有可以充饥的食
物，找到食物后才吃，根本谈不上按时用餐，即使他们规定了用
餐时间，也找不到吃的东西。我们在此不再赘述他们的故事，祈
求真主使我们知恩感谢。
有关饮食的圣行：
1.进食前奉真主的尊名。
据欧麦尔·本·艾布·赛莱迈（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
小时候］坐在真主的使者的怀里，我的手乱抓盘子中的食物。
使者对我说：“孩子啊！你当奉真主尊名，用右手吃，吃靠近你
的食物。”从此，那一直是我的饮食方式。3
根据相关经训，最好只局限于اهلل
（بســم奉真主的尊名）一
句。
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说：“奉真主的尊名，即进
食前说（بســم اهلل奉真主的尊名开始）。其依据是艾布·达乌德和
提尔密济由乌姆·库里苏姆传自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的圣
训：‘你们吃饭时，应当奉真主的尊名，如果一开始忘记了奉真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324段。
2《提尔密济圣训集》第2368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376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2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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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尊名，记起后即念：ــر ُه
َ （بِ ْســ ِم اهللِ َأ َّو َلــ ُه َوآخ始终奉真主的尊名开
始）。’1然而，诺威在《赞词》中提到饮食的礼节时列了一节，
题为‘最应该了解的奉真主尊名的模式’，说最好把بســم اهلل الرمحــن
（الرحيم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这一句念全，如果只念了بســم
（اهلل奉真主的尊名），也可以，已经遵循了圣行。我觉得他所说
的‘最好’没有专门的依据。”2
学者们对饮食前奉真主尊名的教法判断观点不一。
又人说圣行，有人说必然义务，因为先知命令饮食前奉真
主的尊名。
穆斯林最好不要放弃奉真主的尊名，如果进食前忘记了奉真

ِ
主的尊名，想起来后即念：ــر ُه
َ （بِ ْســ ِم اهللِ َأ َّو َلــ ُه َوآخ始终奉真主的尊
名开始）。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真主的使者说：“你们
吃饭时，应当奉真主的尊名，如果一开始忘记了奉真主的尊名，
ِ
3
记起后即念：ــر ُه
َ （بِ ْســ ِم اهللِ َأ َّو َلــ ُه َوآخ始终奉真主的尊名开始）。”
圣训提到吃饭要用右手，以防与恶魔为伍。若穆斯林吃饭时
未奉真主的尊名，恶魔就同他一起进餐；如果用左手吃喝，等同
于与恶魔为伍，因为恶魔用左手吃喝。
据侯宰法（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每当我们与先知一起用
餐时，我们不急着伸手吃，直到真主的使者先开始伸手吃。有
一次，我们与使者一起用餐时，跑过来一个女孩，似如被人推过
来一样快，她把手伸向食物，真主的使者一把抓住她的手。接
着又来了一位游牧人，把手伸向食物，也好像被人推过来一样
快，使者还是一把抓住他的手。真主的使者说：“恶魔教唆人
吃饭前不奉真主的尊名。他让这个小女孩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所以我抓住了她的手。他又让这个游牧人来，也是为了这个目
的，所以我又抓住了他的手。以掌握我生命的真主发誓，游牧人
的手同女孩的手一并抓在我手里。”4
1《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3767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1858段。
2 参看《创造主的开拓》第5376段圣训的解释。
3《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3767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1858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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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阿卜杜拉·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
真主的使者说：“你们吃喝时应当用右手，因为恶魔用左手吃
喝。”
纳菲厄加了一句：“别人给东西时不可用左手拿取，也不可
用左手递给别人东西。”1
根据上述圣训的表意，恶魔也会吃喝。
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说：“提比说：‘这段圣训
的意思是，你们不要用左手吃饭，如果你们用左手吃饭，你们就
成了恶魔的同党，因为恶魔让他的同党们用左手吃饭。’这种解
释偏离了圣训的表意，最好是按照表意去理解圣训，认为恶魔也
吃喝，因为这是理性可以解释通的，既然圣训这样讲，没必要加
以解释。”2
恶魔极力试图闯入穆斯林家中留宿过夜，与家里人一起吃
喝。据贾比尔·本·阿卜杜拉传（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述，他
听先知说：“当一个人进了家门，进门前记念了真主，饭前记
念了真主时，恶魔［对喽啰们］说：‘你们今晚在这里无处过
夜，无饭可吃。’若进家门前没记念真主，恶魔就说：‘你们可
找到了过夜的地方。’若饭前没记念真主，恶魔就说；‘你们既
找到了过夜的地方，也有晚饭吃了。’”3
2.吃靠近自己面前的食物。
据欧麦尔·本·艾布·赛莱迈（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
小时候］坐在真主的使者的怀里，我的手乱抓盘子中的食物。
使者对我说：“孩子啊！你当奉真主尊名，用右手吃，吃靠近你
的食物。”
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说：“第三，吃靠近自己面前的食
物，吃靠近别人面前的食物是一种失礼，让人反感，甚至让人嫌
弃，尤其是汤类食物。” 4�
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说：“我认为用右手吃饭属于
必然，因为圣训严禁用左手吃饭。在《穆斯林圣训实录》中据赛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20段。
2 参看《创造主的开拓》第5376段圣训的解释。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18段。
4 诺威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22段圣训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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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迈·本·艾克沃传述，有人在真主的使者跟前用左手吃饭，
使者说：“你用右手吃。”那人说：“我不能够。”使者说：“
你不能够！”他这样做，完全出于傲慢。传述人伊雅斯说，从此
那人再也不能够把右手伸至嘴边1。2
3.捡起掉在地上的食物，擦掉沾上去的东西后吃了。
根据逊奈，掉在餐桌或地上的食物，应捡起来擦掉沾上去的
东西后吃了，即便是少量的食物，一方面这是对圣行的实践，另
一方面是对恶魔的打击。
据贾比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听先知说：“你们每
做一件事，恶魔必亲临，甚至吃饭时恶魔也在场。所以，掉地上
的食物捡起来擦去沾土吃掉，不要留给恶魔。吃后应舐手指，因
为谁也不知道福祉在哪个食物中。”3
恶魔无孔不入，寻找一切机会干扰穆斯林，企图破坏其生
活，尤其是乘穆斯林吃喝睡觉的时候进行干扰。
4.饭后舐手指。
根据逊奈，饭后舐手指，自己舐，或让别人舐，不要用纸巾
等擦拭沾在手上的食物。
在两大圣训实录中据伊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
传述，先知 说：“你们用完餐时，先不要擦手，直到舔吮手
指，自己舔，或让别人舔。” 4

另据贾比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若
食物掉地上，捡起来擦去沾土后吃了，不要留给恶魔吃。饭后舔
手之前不要用手巾擦手，因为谁也不知道福祉在哪个食物中。”5
5. 饭后把碗碟擦（吃）干净。
饭后碗碟边上若留有米粒等食物，应将其擦（吃）干净，或
许食物的吉祥就在其中。
据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 命令我们把碗碟
擦（吃）干净。先知 说：“因为你们不知道福祉在哪个食物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21段。
2 参看《创造主的开拓》第5376段圣训的解释。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33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456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33段。
5《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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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 �
另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你
们饭后当舐手指，因为谁也不知道福祉在哪个手指上。”2�
谢赫伊本·欧赛敏（求真主慈悯他）说：“饭后把留存在碗
碟边上的米粒等食物擦（吃）干净，属于圣行。非常遗憾的是，
这项圣行被很多人忽略，甚至包括一些学子和学者。当他们餐毕
离去后人们来收拾餐具时，发现有很多剩饭，这显然违背先知
的教诲。”3�
6.用三个手指吃饭。
用三根手指吃饭属于圣行，尤其是吃椰枣等可以用手指吃的
食物时。
据凯阿布·本·马立克（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用三个手指用餐，他饭后擦手前舔手。4�
谢赫伊本·欧赛敏（求真主慈悯他）说：“应该用大拇指、
食指和中指三根手指吃饭，这样显得谦虚，不贪婪。用三根手指
无法吃的食物，譬如米饭等，可以用更多的手指，最好用三个手
指吃饭，这最符合圣行。”5�
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说：“‘谁也不知道福祉在哪个食物
中’，意即摆在人们面前的食物中有‘拜莱凯提’（福祉），但
谁也不知道福祉究竟在什么中？在他吃过的食物中还是粘在手上
的食物中抑或是碗碟里残留的食物中或是掉落的食物中？是故，
应当重视上述各种食物，以便获得福祉。所谓‘拜莱凯提’（福
祉）原意为增加、得福、享受，这里指营养充足、身体健康、精
神愉悦等。”6�
7.在器皿外面呼气三遍。
喝水时分三次喝，每喝一次，呼气一次，这属于圣行。
据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喝水时，呼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34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35段。
3 参阅《利雅德圣训注释》第1卷，892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32段。
5 参阅《利雅德圣训注释》第2卷，1069页。
6《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5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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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三次，还说：“这样喝更解渴、更健康、更尽兴。”1�
即喝水时朝着器皿外边呼气，因为对着器皿呼气属于可憎。
据艾布·盖塔代（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你
们喝水时，不要往器皿里吹气。”2�
8.饭毕后赞颂真主。
据艾奈斯·本·马立克（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真主必定喜欢仆人吃一口食物赞颂真主，喝一口水也赞
颂真主。”3
君当明白，饮食毕后赞颂真主会博得真主的喜悦，故当长期
感谢真主的恩赐，以便成为感恩的人。真主说：“我的仆人中，
感谢者是很少的。”（赛伯邑章：13）
饭后念的赞词形式多样：
（1）

ِ
ِ ِ
ِ
 َوال ُم ْسـ َت ْغنًى، ـو َّد ٍع
ْ َ َِّال ْمــدُ ل
َ  َوال ُمـ، ـي
ٍّ ـر َمكْفـ
َ ـرا َط ِّي ًبــا ُم َبـ
َْ
َ ْ  َغـ، ـاركًا فيــه
ً حــدً ا كَثـ
.َعنْـ ُه َر َّبنَــا

译文：“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无限的、美好的、吉庆的赞
颂。我们的主啊！我们无法报答你的恩赐，不能遗弃你的恩典，
不能没有你的恩惠。” 4

（2）

ٍ  َو َأ ْر َوانَا َغ ْي َمك ِْف ٍّي َوال َم ْك ُف، ال ْمدُ لَِّ ا َّل ِذي َك َفانَا
.ور
َْ
َ

译文：“赞颂真主，他使我饭饱饮足，我无法报答他的宏
恩，不能辜负他的恩惠。” 5
9.聚餐。
聚餐属于圣行。
据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我
听真主的使者说：“一个人的饭够两个人吃，两个人的饭够四
1《特卜拉尼圣训集》第7卷，第259、7444。
2 参阅《创造主的开拓》第5392段圣训的解释。
3《来世的食粮》第1卷，第232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52段。
5 参看诺威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33段圣训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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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吃，四个人的饭够八个人吃。”1
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说：“特卜拉尼辑录的由伊
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的圣训说明了其中的道
理，圣训开头说：‘你们应当聚在一起吃饭，不要分散，因为一
个人的食物够两人吃。’2�‘够吃’意即聚餐的食物中会产生吉
祥，人越多，吉祥就越多。”3�
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说：“饭前奉真主的尊名以
及饭后赞颂真主会产生奇特的效果，能加强食物的营养价值，排
除饮食中的副作用。伊玛目艾哈迈德说：‘如果食物具备了四件
事情，就已完美无缺了。四件事情是：饭前奉真主的尊名，饭后
赞颂真主，一起用餐的人多，食物本身属于合法。’”4�
10.对自己喜欢的饭菜表示赞赏。
根据逊奈，对自己喜欢的饭餐加以赞赏，但不许夸大其词。
据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先
知向家人要佐料，家人说：“我们只有醋。”先知要来醋，
他边吃边说：“醋作佐料真好！醋作佐料真好！”5或许圣训中提
到的“罕里”（醋）是当时的一种调料，味道甘甜而不酸，不同
于我们当今的醋。
诺威（求真主慈悯他）在解释《利雅德圣训集》中的这段圣
训时，专门列了一个标题：不可嫌弃食物，应当赞美食物。
谢赫伊本·欧赛敏（求真主慈悯他）说：“碰到自己喜欢的
食物后表示赞赏，属于圣行。譬如你见到面饼后说：‘某某人家
做的面饼真好！’这也属于圣行。”6�
如今很多人违背圣行，他们不仅放弃圣行，而且背道而驰。
他们有时嫌弃食物，甚至咒骂食物，完全违背了先知的教诲。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从未嫌弃
食物。他若喜欢一样食物，他就吃；若不喜欢，就不吃。7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631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28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63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7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34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458段。
5《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459段。
6 参阅《利雅德圣训集注释》第1卷，1057页。
7《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56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6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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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给东道主祈祷祝福。
据阿卜杜拉·本·布斯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
使者来看我父亲。我们给使者端上食物和瓦特拜，使者吃了一
些。接着又给使者端来了椰枣。使者吃枣，把枣核捏在两手指
间，将食指和中指合并在一起（舒阿拜说，其意可能是使者把枣
核放在两指之间）。然后又给使者端来了喝的，使者喝过后递给
右边的人。随后我父亲抓住使者坐骑的缰绳说：“请你为我们祈
祷。”使者说：“主啊！求你在赐予他们的给养中赐福，求你饶
恕他们，求你慈悯他们。”8�
圣训中提到的“瓦特拜”是用软椰枣、奶酪粉和黄油搅拌制
成的椰枣泥团。
根据逊奈，斋戒者遇到宴请时当应邀赴宴，即便未进餐，也
应当为东道主祈祷祝福。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
述，真主的使者说：“如果有人邀请你们，应当答应；若已封
斋，就为主人祈福；若没封斋，则进餐。”9
12.人多时自己喝水后让给右边的人喝。
据艾奈斯·本·马立克（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来到我们家后要水喝，我们给他挤了羊奶，我在奶里掺了点井
水。我端给真主的使者，使者喝了。当时艾布·伯克尔在使者
左边，欧麦尔在使者对面，有个游牧人在使者右边。待使者喝毕
时，欧麦尔指着艾布·伯克尔说：“真主的使者，艾布·伯克
尔在这。”真主的使者却把羊奶递给游牧人，未递给艾布·伯
克尔和欧麦尔。真主的使者说：“先右边的人，再右边的人，
再右边的人。”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说：“这就是圣行，这
就是圣行，这就是圣行。”10�
据赛海里·本·赛阿德·萨伊迪（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有
人给使者端来喝的东西，使者喝了。当时使者右边有一男孩，左
边是一些老人。使者问男孩：“你允许我先给这些老人喝吗？”
男孩说：“不！以真主起誓，我不把从你身上得到的福气让给他
8《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42段。
9《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431段。
10《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571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2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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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于是真主的使者把羊奶递到男孩手中。1
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说：“这些圣训阐明了一项明确的圣
行，即在酬宾款待的各种场合里总是从右开始，譬如喝水时让右
边的人先喝，尽管他年小人微，因为真主的使者曾让游牧人和
男孩先喝，然后递给艾布·拜克尔（求真主喜悦他）喝。在各种
条件平等的情况下，应当先推举最优越者和年迈者，因此，在集
体礼拜时要优先推举最有知识、最善于诵读《古兰经》的人作伊
玛目（领拜师），而不推举年龄最大者。”2�
13.负责给众人供水者最后喝。
据艾布·盖塔代（求真主喜悦他）传述，（该圣训篇幅很
长。）其中说：真主的使者开始倒水，我端给大家喝，最后只
剩下我和真主的使者 。使者倒上水，对我说：“你喝！”我
说：“真主的使者啊！你喝过了我再喝。”使者说：“负责供水
的人最后喝。”艾布·盖塔代说，我喝了后，真主的使者才喝
了。 3
小贴士：根据逊奈，喝了奶汁的人应当用水漱口，以清除口
中的油腻。
据伊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先知喝了
奶汁，然后要水漱口，他说：“奶中确实有油腻。”4�
14.夜幕降临后掩盖器皿并奉真主的尊名。
根据逊奈，夜幕降临后，敞露的器皿要掩盖，水皮袋口要系
紧封好，并奉真主的尊名。
据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我
听真主的使者说：“你们当掩盖器皿，扎紧水皮袋口。因为每
年总有一夜瘟疫降临，若正好碰着没有盖子的器皿或没扎紧口的
水皮袋，瘟疫便落于其中。”5�
另据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
真主的使者说：“夜幕降临时，你们要看住孩子，因为恶魔就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60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30段。
2 诺威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39段圣训的解释。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81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11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358段。
5《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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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出没，过一会儿后可以放开他们；你们当关闭门户，
当记主尊名，恶魔打不开关闭的门户；你们当扎紧水皮袋口，当
记主尊名。掩盖你们的器皿，当记主尊名，哪怕是在上面横摆一
物。你们当熄灭灯火。”1�

圣训阐明了穆斯林受命掩盖器皿的原因，即每年有一夜
间，瘟疫降临，此时若有器皿未被掩盖，瘟疫就降于其中。多
少人因喝了该器皿中的水而患了病，却不知道是由于忽略这件
圣行所致。
圣训还教导人们重视这件圣行的重要性，甚至教导了掩盖
器皿的最简单方法，即若找不到掩盖器皿的东西，可以在器皿
上面横放一根棍子。据《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主要是为了
掩盖饮食，不只是掩盖饮料。据贾比尔（求真主喜悦他）传
述，真主的使者说：“你们睡觉时当熄灭灯火，关闭门户，扎
紧皮袋，掩盖饮食，即便摆放一根树枝于上面。”2
在《穆斯林圣训实录》中由贾比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
一段圣训中解释了掩盖器皿的另一个原因，即恶魔力图破坏并占
有人类的食物。
先知说：“你们当掩盖器皿，扎紧水袋口，关闭门户，熄
灭灯火。恶魔打不开水袋，开不了门户，揭不开盖子。若无物掩
盖，可以在上面横放一根棍子，并奉真主尊名。这样做，为的是
担心老鼠把人们的家点燃。”3
圣训教导了另一件圣行，即在系紧皮袋、掩盖器皿时奉真主
的尊名，说一句“奉真主的尊名”，这无疑将阻止恶魔破坏并占
有人类的食物。
小贴士：
亲爱的兄弟，你要知道，恶魔力图时刻形影不离地紧随仆
人，教唆他，破坏他的教门和今世。
恶魔像人类一样吃喝拉撒睡，诚如先知曾针对一个彻夜睡
到大天亮的人说：“恶魔在那人耳中撒了尿。”（或说在他两耳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623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624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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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撒了尿。）1�
当一个人打呵欠而未捂住口时，恶魔高兴地笑。
当一个人诵读《古兰经》读到有叩首的经文而叩头时，恶魔
会哭，他说：“哀哉！命令阿丹的子孙叩头，他们奉命叩拜，故
进入乐园；命令我叩头，我抗命，故进入火狱。 ”2�
当听到宣礼声时，恶魔夹屁逃跑。据两大圣训实录记载，先
知说：“宣礼时，恶魔夹屁逃跑，直到听不到宣礼声为止。宣
礼毕后他又回来，念成礼词时，他又逃跑。成礼词念毕后他又回
来，他教唆［礼拜的人］，对他说：‘你回忆这，回忆那。’给
他提醒已不曾记得的事，以致礼拜者记不清自己礼了几拜。”3�
有时恶魔坐在阴影与阳光之间，因此，禁止人们坐在那种地
方。诚如伊玛目艾哈迈德和艾布·达乌德传述的圣训所讲。
恶魔脚穿一只鞋走路，诚如正确圣训中所说。因此，两大圣
训实录中禁止脚穿一只鞋走路。
恶魔最喜欢做的事是搞破坏，离间夫妻关系。《穆斯林圣训
实录》中据贾比尔（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
易卜劣厮盘踞水上，派出喽啰。其中最令易卜劣厮器重的是制造
事端最大者。喽啰纷纷来汇报：‘我做了如此和如此。’易卜劣
厮说：‘你等于什么也没做。’接着又一个来汇报：‘我一直坚
持，最终使一个人与老婆离了婚。’易卜劣厮欣赏他，说：‘你
好极了！’”4
恶魔行为的关键是说“假若”一词。《穆斯林圣训实录》中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遇

到一点不测，不可说：‘假如我做了［某事］，结果会是如此
和如此。’但你可以说：‘这是真主的前定，他为所其欲为。
因为‘假如’一词会给恶魔钻空子的机会。”5
恶魔力图干扰仆人礼拜，《穆斯林圣训实录》中据奥斯曼·
本·艾布·阿苏（求真主喜悦他）传述，他来对先知说：“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27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74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81节。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08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389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813段。
5《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6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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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的使者，我在礼拜和诵读《古兰经》时常被恶魔干扰，使
我糊涂。”真主的使者说：“那是叫‘恨宰布’的恶魔，你
感觉到他干扰时，应求真主护佑，并向左边唾三次。”奥斯曼
说：“我去照做后，蒙真主护佑，再未受到恶魔干扰。”1
综上所述，恶魔参与到人类的吃喝拉撒睡等所有行为当中，
当一个人在打呵欠和礼拜时进行干扰。恶魔会撒尿，也会笑，离
间夫妻关系，破坏人们的善功和信仰。两大圣训实录中据艾布·
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你们中有的
人会受到恶魔的教唆：‘是谁创造了某某东西？’甚至会对他
说：‘是谁创造了你的主？’此时，他应立刻求主庇护，停止
所思所想。”2�
总之，恶魔参与到人的各项事务中，无孔不入，诚如先知
所说：“你们每做一件事，恶魔必亲临。”3 因此，仆人要时常
提高警惕，严防恶魔的教唆，以免丧失很多福祉，甚至与妻子同
房时的吉祥。两大圣训实录中据伊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父
子俩）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倘若有人想跟妻子同床，应
祈祷说：‘奉主尊名，主啊！求你使我远离恶魔，并使恶魔远
离你所赐予我的孩子。’这样，恶魔永远不会伤及他俩怀上的
孩子。” 4若在睡觉前念了“阿叶提·库尔西”，整夜不会受
到恶魔的侵扰。诚如《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艾布·胡莱赖（求
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所说。
饮食方面的禁戒如下：
用金银器皿吃喝，吃有獠牙尖爪的禽兽，无故站着喝水，对
着器皿呼气，背靠着东西吃饭，用左手吃喝，一口吞下两粒枣（
聚餐时，禁止一口吞下两粒枣，除非事先征得其他同伴的同意。
也包括如同枣一类的食物），嫌弃食物，无故从水皮袋口喝水（
如果皮袋是自己的私有物品，且清洁无染，则无妨），贪吃，可
口美味佳肴摆上来后先去礼拜。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203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276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34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33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41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4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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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赛俩目问候、见面和座谈的圣
行
与说“赛俩目”相关的圣行：
1 主动说“赛俩目”属于圣行。
要求说“赛俩目”的圣训多不胜数，例如：据艾布·胡莱赖
（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穆斯林相互应尽的
义务有六项。”有人问：“真主的使者，哪六项？”使者说：“
见面致‘赛俩目’；应答宴请；要求进忠言时尽忠言；打喷嚏后
赞颂了真主时回答；生病时探望；死亡时送殡。”1�
“见面致‘赛俩目’”，很多圣训证明，先知和圣门弟子
都主动致“赛俩目”。
回答“赛俩目”属于“瓦直布”（必然义务）。真主命令
说：“当有人以祝词祝贺你们的时候，你们当以更好的祝词祝贺
他，或以同样的祝词回答他。真主确是监察万物的。”（妇女
章：86）《古兰经》中笼统的命令均属于必然义务，基于此，伊
本·哈兹姆、伊本·阿卜杜·班勒、伊本·泰米叶等学者认为回
答“赛俩目”属于必然义务。2�

َ الس ـ
说“赛俩目”最好、最完整的词句是：ِح ـ ُة اهلل
َ ْ ـم َو َر
ْ ا ُم َع َل ْي ُكـ
َّ

（ َو َب َركَاتُــ ُه意为：求真主赐你平安、仁慈与吉祥）。
َ السـ
回答“赛俩目”最好、最完整的词句是：حـ ُة
َ ُ ا ُم َو َر
َّ ـم
ُ َو َع َل ْي ُكـ
（اهللِ َو َب َركَا ُت ـ ُه意为：求真主赐也你平安、仁慈与吉祥）。

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说：“根据先知的教导，

说‘赛俩目’时，最后一句则是（وبركاتــه与吉祥）。”后面不再

追加任何词句。
伊本·阿卜杜·班勒说：“伊本·阿拔斯和伊本欧麦尔两人
主张‘赛俩目’最后一句是（وبركاتــه与吉祥），诚如真主在《古
兰经》中提到廉洁的仆人时所说：‘求真主的怜悯和幸福降临你
们全家。’（呼德章：73）他俩憎恶后面追加别的的词语。3�是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162段。
2《来世的食粮》第2卷，417页。
3《泰姆希德》第5卷，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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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说“赛俩目”时，最后不许追加（ومغفرتــه和赦宥）一句。
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说：“艾布·达乌德辑录了
由穆阿兹·本·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一段圣训，其中
说：‘接着另一人来了后说道：求真主赐你们平安、仁慈、吉祥
与赦宥。’其实这段圣训不可靠，其中有三个疑点。”1�
传播“赛俩目”属于圣行，是获得丰厚报酬的嘉言懿行。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你们不能进入乐园，直到你们获得正信；你们得不到正
信，直到你们相互喜爱。我指引你们一件事情好吗？只要你们做
到了，你们就会互相喜爱：你们当彼此传播‘赛俩目’。” 2
（2）若有必要，说“赛俩目”时重复三遍。
假如说完“赛俩目”后怀疑对方没听到，再重复说一遍，如
果还没听见，再说第三遍。又如碰见了一大群人，说了“赛俩
目”后只有近处的人听到了，这种情况下需要说三遍，以便让全
部的人都听到。
据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当先知说一句话时，重
复三遍，以便［听者］理解。当他来到一伙人跟前给他们道‘赛
俩目’时，也道三遍。3�
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说：“如果有人向大家致
以‘赛俩目’，而公共场合人多，有些人未听到‘赛俩目’时，
可以重复说‘赛俩目’。诺威也这样主张。同样，当一个人说
了‘赛俩目’后觉得人们没听见时，可以重复说‘赛俩目’，最
多重复三遍。” 4�
上述圣训说明，若有必要，一句话重复三次属于圣行。譬如
在讲话时有一句话没听明白，根据圣行，要重复这句话，若还听
不明白，就重复三遍。
谢赫伊本·欧赛敏（求真主慈悯他）说：“但是，如果人们
没听懂他说的话，他便重复说三遍，听懂时不再重复。假设对方
因听力差或周围噪音大等原因未听懂时，可以重复两遍，如果还
1《来世的食粮》第2卷，第417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4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95段。
4 参看《创造主的开拓》第6244段圣训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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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听懂，重复三遍。”1�
（3）见人说“赛俩目”，无论认识与否。
据阿卜杜拉·本·阿慕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有
人问真主的使者：“伊斯兰中，哪一种功修最优越？”使者答
道：“为他人提供食物，向你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说‘赛俩目’
。” 2
只给认识的人说“赛俩目”，不仅违背圣行，也是末日临近
的征兆。据伊本·麦斯欧德（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听真主的
使者说：“只向认识的人问候，是末日临近的征兆之一。”3另
一传述中：“一个人只给自己认识的人说‘赛俩目’，确实属于
末日临近的征兆之一。”4�另一传述中：“末日临近时，人们只
给认识的人说‘赛俩目’。”5�
（4）按照圣训中提到的顺序抢先说“赛俩目”。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骑乘者向步行者致‘赛俩目’，行走者向坐者致‘赛俩
目’，少数人向多数人致‘赛俩目’。” 6�
另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小孩给大人说‘赛俩目’，行者给坐者说‘赛俩目’，少
数人给多数人说‘赛俩目’。” 7
打乱上述顺序说“赛俩目”亦无妨，如大人给小孩说“赛俩
目”，步行者给骑乘者说“赛俩目”等。
如果双方情况相同，譬如双方都是乘骑者，谁先说“赛俩
目”？又譬如双方都是数量相等的群体，哪一方先说“赛俩目”
？
这种情况下，双方是平等的，谁抢先说“赛俩目”，谁就是
优越者。据艾布·艾尤布·安萨里传述，真主的使者说：“
1《利雅德圣训集注释》第2卷，第1164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2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39段。
3《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3848段。
4《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3848段。
5《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3870段。
6《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23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160段。
7《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2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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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不可弃绝同胞超过三昼夜；两人相遇，这个回避那个，
那个回避这个。他们两人中最优秀者是主动［给对方］说‘赛
俩目’的人。”1
（5）给儿童说“赛俩目”。
据艾奈斯·本·马立克（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路过一群穆斯林孩童，向他们说“赛俩目”。2
给儿童说“赛俩目”显示了谦虚的美德，同时教导儿童从小
重视这项尊贵的伊斯兰礼仪。
（6）进家门时说“赛俩目”。
进入家门前首先刷牙，然后说“赛俩目”，这是圣训强调刷
牙的第四处。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先知进屋后首
先刷牙。3�先知刷牙后进屋，给家人致“赛俩目”。因此，有学
者认为，无论进入任何家，即便里面空无一人，也要说“赛俩
目”。因为真主说：“你们进家的时候，你们当对自己祝安——
真主所制定的、吉祥而优美的祝词。真主这样为你们阐明一切经
文（律例），以便你们了解。”（光明章：61）
基于这节经文，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说：“即便
进入空无一人的地方，也要说‘赛俩目’，这也属于传播赛俩
目。” 4�
根据逊奈，无论进谁的家，都要说“赛俩目”，因为真主
说：“归信的人们啊！你们不要进他人的家去，直到你们请求
许可，并向主人祝安。这对于你们是更高尚的，［真主这样指
导你们］，以便你们能记取教诲。”（光明章：27）
小贴士：根据上述，进家门前有三件圣行：
一、奉真主的尊名，尤其是晚上。
据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他
听先知说：“当一个人进了家门，进门前记念了真主，饭前记
念了真主时，恶魔［对自己的喽啰］说：‘你们今晚在这里无处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077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560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247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168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53段。
4 参阅《创造主的开拓》第6235段圣训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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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夜，无饭可吃。’若进门前没记念真主，恶魔就说：‘你们可
找到了过夜的地方。’若饭前没记念真主，恶魔就说；‘你们既
找到了过夜的地方，也有晚饭吃了。’”1�
二、刷牙。
三、给家人说“赛俩目”。
（7）如果有睡觉的人，低声说“赛俩目”。
先知就是这样做的。据米格达德（求真主喜悦他）传述，
（这段圣训很长。）其中说：“我们去挤奶，每个人都喝了，我
们给先知保留了一份。先知晚上回来时说‘赛俩目’，其声
音不惊醒睡觉的人，又能让醒着的人听见。”2�
（8）委托人代说“赛俩目”。
委托人代说“赛俩目”也属于圣行。比如有人对你说：“请
你替我给某人说‘赛俩目’。”根据逊奈，你必须把这个“赛俩
目”传达给对方。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先知对她说：“吉卜利
勒天使向你致‘赛俩目’。”阿伊莎说，我说道：“求真主赐他
平安和仁慈。”3�
根据这段圣训，委托人代说“赛俩目”属于圣行，先知受
托向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达了吉卜利勒天使的“赛俩目”
。
对于替人传达“赛俩目”的教法判断，学者们说法不一。
若一个人受托将“赛俩目”传达给另一人，譬如托付人
说：“请你替我给某某人说‘赛俩目’。”这种情况下，受托人
是否必须传达“赛俩目”？对此，学者们有两种观点。
1）必须传达，因为受托传达的“赛俩目”等同于信托物，
而交付信托物属于必然义务。诺威（求真主慈悯他）持此观点。
2）属于圣行，因为受托传达的“赛俩目”等同于寄存物，
负责管理寄存物的人没有义务主动去找寄存者，除非曾立下承诺
要找到寄存者。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持此观点。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18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55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217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44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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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观点较为中肯，传达“赛俩目”本属于圣行，除非委
托人事先说明该“赛俩目”等同于信托物，譬如委托人说：“我
有一项信托物交付于你，你替我给某某人说个‘赛俩目’。”受
托人接受了，并表示负责传达。
包括伊本·哈杰尔在内的部分学者认为，回敬传达“赛俩
目”的人和委托人属于圣行。被传达者应当对传达者说：“عليــك
（وعليــه الســام ورمحــة اهلل وبركاتــه求真主赐予你和他平安、仁慈和吉祥）
。”
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的依据是艾哈迈德和艾布·
达乌德所辑录的由一位圣门弟子传述的圣训，谢赫艾里巴尼认为
该圣训属于“哈桑”（良好的）级别：有人把他父亲的“赛俩
目”传达给先知，先知对那人说：“（عليــك وعــى أبيــك الســام祝
你及你父亲平安）。”1�
在奈萨仪辑录的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中有这
样一段话：“当先知给海迪彻传达了吉卜利勒天使替真主致以
她的‘赛俩目’时，她对先知说：‘（عليــك وعــى جربيــل الســام也
祝你和吉卜利勒平安）。’”2
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在解释上述阿伊莎（求真主
喜悦她）传述的圣训时说：“诺威说：‘这段圣训说明可以委托
人给另一个人代说赛俩目，受托者必须传达，因为这等同于信托
物，至少同寄存物一样。如果要求受托人传达，就等同于信托
物，否则形同寄存物，受托人可以主动交付，也可以不交付。如
果一个人接到了由另一人代说的赛俩目，或在书信中读到了赛俩
目时，应立即回敬，最好回敬代说者。在奈萨仪辑录的圣训中，
一位白尼·泰米姆人给先知传达了他父亲的赛俩目，先知回敬
他说：（عليــك وعــى أبيــك الســام祝你也祝你父亲平安）。有一次先知
替吉卜利勒天使给海迪彻传达了真主的赛俩目时，海迪彻说：
真主是赐平安的主，平安来自真主，也祝吉卜利勒平安。’然
而，在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的圣训中未见她回敬先知
1《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23104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5231
段。
2《奈萨仪大圣训集》第835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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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回敬传达‘赛俩目’者不属于必然。”1�
（9）进入某一场合及离开时均说“赛俩目”。
根据逊奈，进入一场合时要说“赛俩目”，同样，在告别离
开时也要说“赛俩目”。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当你们来到一处场合时，应当说‘赛俩目’，当离开时也
要说‘赛俩目’，两次‘赛俩目’同等重要。” 2�
（10）见面说“赛俩目”时握手。
圣门弟子的行为证明了这一圣行。据盖塔代传述，我问艾奈
斯（求真主喜悦他）：“先知的同事们握手吗？”他说：“是
的。”3�
（11）见面时微笑、和颜悦色。
据艾布·赞勒（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对我说：“善
行即使再小也不可轻视，即便同胞见面须笑脸迎接。”4�在《提
尔密济圣训集》中又据艾布·赞勒（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
的使者说：“面对同胞微笑也是你的施舍。”5
（12）善言属于施舍。
根据逊奈，无论在见面、座谈抑或其他场合讲善言属于圣
行，因为善言属于施舍。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良言是施舍。”6
据阿迪·本·哈提姆（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提到火狱时，人也在谨慎地躲闪，并说：“你们要防备火狱。”
说完后又谨慎地躲闪，以致我们以为他仿佛亲眼看见了火狱。使
者又说：“你们当防备火狱，哪怕施舍半颗枣；若无枣可施，就
当说句良言。”7
1 参看《创造主的开拓》第6253段圣训的解释。
2《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9664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5208
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2706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263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26段。
5《提尔密济圣训集》第1956段。
6《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009段。
7《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02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01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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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讲的很多善言，倘若有良好的动机，必定获得丰厚的回
赐。
谢赫伊本·欧赛敏（求真主慈悯他）说：“善言的形式多种
多样，比如你对他人说：‘你好吗’、‘最近可好’、‘弟兄们
都好吧’、‘家里都好吧’等。这些简单的问候会让对方感到温
暖。所以说，各种善言都属于施舍，你将因此在真主那里得到报
酬。”1�
（13）在座谈的场合里记念真主。
鼓励在座谈的场合里记念真主的圣训很多，如据艾布·胡莱
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真主有许多天使，周游
各处寻找记念真主的场合。当他们发现记念真主的场合，便同那
些记念真主的人坐在一起，天使展开翅膀围拢他们，布满天际。
当赞颂结束时，天使分散升至天上。真主问——真主最清楚他
们——他们：‘你们刚从哪里来、’天使说：‘我们刚从你大地
上的仆人那里来，他们赞颂你超绝，赞颂你尊大，赞颂你独一，
他们夸赞你，向你祈求。’真主说：‘他们向我祈求什么？’天
使说：‘他们向你祈求你的乐园。’真主说：‘他们见过我的乐
园吗？’天使说：‘主啊！没见过。’真主说：‘倘若他们见
过我的乐园，将会怎么样？’天使说：‘他们向你求救保护他
们。’真主说：‘保护他们什么？’天使说：‘主啊！保护他
们免遭你的火狱。’真主说：‘他们见过我的火狱吗？’天使
说：‘没见过。’真主说：‘倘若他们见过我的火狱，将会怎么
样？’天使说：‘他们求你赦宥他们。’真主说：‘我已赦宥他
们，赐予他们所求，答应保护他们免遭火狱。’天使说：‘主
啊！某某仆人也在其中，他作恶多端，只不过有一次他经过一处
记念你的场合时，与那些记念你的人坐在一起。’真主说：‘我
已饶恕了他，他们这些人，与他们同坐的人不会薄福。’”2�
记念真主的场合获益良多，所以，每逢座谈的场合，离开前
都应当记念真主。
对于那些不记念真主的座谈场合，圣训予以了批评。据艾
1《利雅德圣训集注释》第2卷，996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8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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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没有记
念真主而解散的场合，就如同一块臭驴肉，凡参加这种场合的人
都将懊悔。” 1�
(14)座谈结束时念相关祷词。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谁参加了一处座谈，其中胡言乱语，接着在离开前念了

ِ
.ُوب إِ َل ْيك
َ  َأ ْش َهدُ َأ ْن ال إِل َه إِ َّل َأن، ُس ْب َحان ََك ال َّل ُه َّم َوبِ َح ْم ِد َك
ُ ْت َأ ْس َت ْغف ُر َك َو َأت

（主啊！赞颂你清净，赞颂你，我作证除你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主宰，求你赦宥我，我向你忏悔）时，他在该场合所犯的错误都
被饶恕。”2�
相关禁戒事项：
主动给异教徒说赛俩目，与无亲无故的女人握手、幽会，未
经东道主允许客人带领东道主礼拜，强行让坐着的人给别人让
座，未经允许而坐于正在交谈的两个人中间，三个人在一起时其
中两个人窃窃私语，窃听别人谈话，把别人的议论原原本本地告
诉别人（因为人们的议论真真假假，不易分辨），恐吓穆斯林，
走路狂妄傲慢，刺探穆斯林的行踪，撒谎，编造谎言故事让人们
取乐，背毁（背地里议论别人），搬弄是非，咒骂，讲淫秽语
言，无意义的争辩，仇视别人，以除真主以外的发誓（尤其是在
买卖中），炫耀，对别人进行人生攻击，蔑视别人，对穆斯林幸
灾乐祸，妒忌，恶意猜测，欺诈等言行及心理活动。

1《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0680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4855
段。
2《提尔密济圣训集》第3433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485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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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的圣行
根据逊奈，穆斯林穿鞋时先穿右脚，脱鞋时先脱左脚。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你们穿鞋时应先穿右脚，脱鞋时应先脱左脚，右脚要先穿
后脱。” 1�
另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你们穿鞋时先右脚穿；脱鞋时先脱左脚。要么两只脚都穿
鞋，要么两只脚都光着。” 2�
另一传述中：“你们不可只穿一只鞋走路，要么两只脚都穿
鞋，要么两只脚都光着。”3
在《穆斯林圣训实录》中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
传述，真主的使者说：“如果你们的鞋襻断了，不可只穿一只
鞋走路，直到把坏的那只鞋修好。”4�
上述两段圣训中可以总结出三件圣行：
1、穿鞋时先穿右脚；
2、脱鞋时先脱左脚；
3、不可只穿一只鞋走路，要么两只鞋都穿，要么都不穿。
问：为何禁止脚穿一只鞋走路？
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说：“脚穿一只鞋走路属于可憎行
为，不为别的原因，依据是上述穆斯林传述的圣训。亦有学者解
释说：‘那样显得邋遢古怪，有失庄重，走起路来，一脚高，一
脚低，容易跌倒。上述三项属于圣行，而非必然义务。当鞋襻断
了或鞋坏了无法穿时，两只脚都光着，不可只穿一只鞋走路，直
到把鞋修好后再穿。”5�
除了诺威（求真主慈悯他）的解释，还因为恶魔只穿一只鞋
走路。塔哈维在《遗训释疑》中辑录了由艾布·胡莱赖（求真主
喜悦他）传述的一段圣训，真主的使者说：“恶魔穿一只鞋走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856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97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97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98段。
5 参看诺威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097段圣训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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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
穿着鞋礼拜也属于圣行。
据赛义德·本·叶齐德（求真主喜悦他）说，我问艾奈
斯·本·马立克（求真主喜悦他）：“真主的使者曾穿鞋礼拜
吗？”他说：“是的。” 2
另据闪达德·本·奥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你们要有别于犹太人，他们礼拜时不穿鞋和靴子。”
小贴士：如果遵守一件圣行会导致产生弊端，或有可能引起
是非，宁可放弃圣行，坚决杜绝弊端或是非。有些圣行要因人制
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圣行，而是在不
造成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尽量遵守圣行，实践圣行。
即便不造成负面影响，但必须注意另一项重要问题，那就是
清真寺的卫生清洁，穿鞋礼拜势必把礼拜殿弄脏，所以说，在清
真寺里不该遵循这项圣行。有很多圣训要求清真寺须保持清洁，
要清除寺内的垃圾脏物，甚至在清真寺里吐痰也是一种罪过。
这并不意味着忽略这项圣行，我编纂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阐
释圣行，鼓励人们遵循圣行。穆斯林可以在很多场合实践这一圣
行，比如在自己家里穿着鞋礼拜，外出郊游或旅行中穿着鞋礼
拜，也可以在人们习惯穿鞋礼拜的清真寺里穿着鞋礼拜。总之，
有很多场合可以实践这一圣行。
我们祈求伟大的真主使我们为圣行而活，为圣行而死，并使
我们远离异端以及一切公开和隐藏的是非，真主是聆听祈祷的
主，应答祈祷的主，仁慈的主，慷慨的主。我们祈求真主赐鸿恩
给我们及我们的父母和全体穆斯林。
穿白色衣服属于圣行
据伊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你们应当穿白色衣服，因为那是最好的衣服，你们用白
布给亡人穿克凡（敛衣）。”3
1《索海哈圣训系列》第1卷，第616页，第348段圣训，艾里巴尼视其为索海
哈级别圣训。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86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555段。
3《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2219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3878
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99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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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训中的所有命令与禁戒原本是针对全体教民的，不分男
女，除非有证据证明命令或禁戒只是针对两性之一的，上述圣训
中并没提到性别局限。然而，有的社会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是只有
男性穿白色，女性不穿白色，这种情况下，女性最好不穿白色，
以免有女扮男装之嫌。如果没有约定俗成的习惯，也不存在女扮
男装之嫌，对于女性而言，穿白色服装属于圣行。
谢赫伊本·欧赛敏（求真主慈悯他）说：“‘穿白色衣服’
包括所有服装，譬如衬衫、裹裙、底裤等，所有服装穿白色为
贵。倘若穿了其他颜色的服装亦无妨，但不许男扮女装。” 1
擦抹香料属于圣行
据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今世中我最
喜欢女人和香料，我心灵最大的慰藉在礼拜中。”2
又据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从未触摸过比先
知的手掌更绵软的丝绸，我从未闻过比先知的气味更香的气
味。” 3�

纳菲厄说，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熏香时，就用
未掺合其他香料的檀香，有时用樟脑和檀香掺合在一起熏。他
还说：“真主的使者就是这样熏香的。”4
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说：“所谓‘熏香’即指使用香料。
这段圣训说明男女使用香料属于圣行，尤其男性最好使用色淡味
浓的香水。妇女若要外出去清真寺等地方时，抹擦味浓的香水属
于可憎。对于男性，适逢聚礼日和节日参加公众场合时抹擦香水
属于圣行。5
先知不喜欢从自己身上闻到异味。《布哈里圣训实录》中
记载了一段很长的圣训，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说：“真主的
使者忌讳别人说他身上有味道。”6�
1《利雅德圣训集注释》第2卷，1087页。
2《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2293段，《奈萨仪圣训集》第3940
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561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254段。
5 参看诺威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254段圣训的解释。
6《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97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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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香料莫过于麝香
《穆斯林圣训实录》中据艾布·赛义德·胡德里（求真主喜
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提到从前的一位以色列妇女，她在戒
指内充塞了麝香，而麝香是最好的香料。1
在艾布·达乌德辑录的圣训中，真主的使者说：“你们最
好的香料莫过于麝香。”2
穆斯林尽量抹擦最好的香料，先知受戒时尽量抹擦最好的
香料。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真主的使者 若要受
戒，尽量擦最好的香料。 3
馈赠的香料不得拒绝
据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从不拒绝别人馈赠
的美香。4�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若碰到有人馈赠香料，不要拒绝，香料携带轻便，气味芳
香。” 5�
在《穆斯林圣训实录》中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

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 “若碰到有人馈赠香料，不要拒
绝，香料气味芳香，携带方便。” 6
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说：“伊本·阿拉比说：‘
先知从不拒绝接受香料，因为他喜欢香料，又因为他比别人更需
要香料，他经常与吉卜利勒天使交谈。’”7
《真主的襄助》的编著者（求真主慈悯他）说：“这段圣训
说明拒绝接受香料有悖于圣行，而香料本身分量轻，携带方便，
而且接受被馈赠的香料又不失体面，没有拒绝的理由，凡是类似
的赠品，人皆喜欢。”8
要求擦抹香料的时间和场合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252段。
2《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3158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190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582段。
5《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4172段。
6《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253段。
7 参看《创造主的开拓》第5929段圣训。
8《艾布•达乌德圣训集》注释本《真主的襄助》第4172段圣训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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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聚礼日。
据艾布·赛义德·胡德里（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
使者说：“聚礼日洗大净是每个成年人必然的义务，并且要刷
牙，尽量带美香。” 1�
在穆斯林辑录的圣训中还加了一句：“尽量带美香。”2

另一传述中还说：“即便是妇女用的美香。”即妻子的香
料。
这充分说明聚礼日抹擦香料属于圣行。有学者认为两大节日
抹擦香料也属于圣行，是为了与聚礼日相比。但对此我找不到相
关的依据，但总体而言，适逢节日抹擦香料属于可嘉行为。
（2）妇女身净后洗大净时。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有一位妇女问先知，身
净后她该如何洗大净？先知便教她如何洗大净，他说：“你用
一块涂有麝香的布片净身。”那女人问：“我怎样用它净身？”
先知说：“赞主超绝！你就净身呗！”于是，我将她拽到身旁
说：“你用布片拭去血迹。”3
圣训表明行经的妇女和产妇身净后用香料擦拭身上的血迹，
这也属于圣行，最好使用麝香。
小贴士：以上圣训说明，遇到令人惊奇或不可思议的事情时
可以说（ســبحان اهلل赞颂真主超绝）。先知对一件事情感到惊奇
时，就说一句（ســبحان اهلل赞主超绝）。
两大圣训实录中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有
一次艾布·胡莱赖身无大净，故他不敢与先知同座。先知得
知后对艾布·胡莱赖说：“赞主清净！信士绝不肮脏。” 4�
据两大圣训实录记载，有一次，先知与一妇女在一起时，
有两个人经先知匆匆而过， 先知说：“你俩慢点，这是呼延
义之女索菲娅。”那两人说：“赞颂真主超绝！真主的使者，
［我们岂敢对你猜疑！］”5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8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846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846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14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14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371段。
5《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17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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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令人惊奇的事情时也可以说“（اهلل أكــر真主至大）”。

据两大圣训实录记载， 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问先知 ：“

真主的使者啊！你真的休了妻室吗？”先知抬头看着他说：“
没有。”欧麦尔说道：“真主至大！”1
据《提尔密济圣训集》记载，圣门弟子们对先知说：“真
主的使者，他们（多神教徒）有带钩的树，请你给我们制定带
钩的树。”使者说道：“真主至大！你们亦步亦趋地在仿效前
人。” 2
是故，遇到令人惊奇的事情时可以念（اهلل أكــر真主至大）或
（ســبحان اهلل赞主超绝），亦有学者认为遇到令人惊奇的事情后念اهلل
（أكــر真主至大）属于可憎，不过这种观点并非主流。布哈里在
其圣训实录中专门列了一节，题为“遇到令人惊奇的事情时念اهلل
（أكرب真主至大）和（ســبحان اهلل赞主超绝）”。诺威在《赞词》中
也专门为此列了一节。
（3）正副朝受戒前。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真主的使者受戒前，我
给他涂香料，在开戒后环游天房之前，我又给他涂香料。3这说明
为正副朝觐受戒时抹擦香料属于圣行。同样，朝觐中第一次开戒
后准备环游天房时抹擦香料属于圣行。
（4）给亡人洗浴时用香料。
据乌姆·阿腾娅（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真主的使者之女
［去世后］我们给她洗浴，使者走进来说：“你们用清水和皂角
洗她三遍或五遍。若有必要，可以多洗几遍，最后一遍加点樟
脑，洗完后通知我。”我们洗完后通知了他，他把自己的裹裙递
给我们说：“给她贴身穿上。”4�
以下情况下不许抹擦香料：
男女受戒者，无论副朝者还是正朝者，一旦受戒进入功课，
不许抹擦香料，甚至在受戒的情况去世后，也不得给他抹擦香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218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479段。
2《提尔密济圣训集》第2180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539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189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25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93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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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据伊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一个人同真
主的使者一起驻阿拉法特特时，不幸从骆驼上摔下来，折断脖
项而亡。有人把这件事告知先知，先知说：“你们用水和酸枣
树叶给他洗浴，用两块戒衣给他穿克凡（殓衣），不要给他抹香
料。”1
据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一个人问真
主的使者：“受戒者穿什么衣服？”真主的使者说：“不能
穿长衫，不能缠头巾，不能穿内裤，不能穿带帽的斗篷，不能穿
靴子，无便鞋者可以穿靴子，须把靴筒断至踝骨以下。也不能穿
用红花或姜黄染过的衣服。”2
“红花”和“姜黄”被当时的人用作香料。
此外，两种情况下妇女不得使用香料：
1）妻子为丈夫守孝期间不得使用香料，她在丈夫去世后的
四个月零十天内不得抹擦香料。据乌姆·阿腾娅传述，她说：“
除了自己的丈夫，哀悼亡人不许超过三天，对丈夫素装哀悼四个
月零十天，不许我们涂化妆墨、擦美香、穿艳丽的衣服。只允许
我们月经后洗大净净身时用一点熏香。”3
2）妇女出入男女混杂的公共场合时严禁抹擦香料。据艾
布·穆萨（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女人抹擦
香料后出入公共场合，以便让人们闻到她身上的香味者，等同于
妓女。” 4

据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求真主喜悦他）的妻子宰
娜拜·赛格费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若有妇女要去［清真
寺］礼宵礼，当晚就不要用香水。”5�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 ： “ 女 性 若 擦 抹 了 香 料 ， 别 来 与 我 们 一 起 礼 宵 礼 。 ” 6�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267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206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838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177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1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938段。
4《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9578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4173
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2786段，《奈萨仪圣训集》第5127段。
5《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43段。
6《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4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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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头时右起属于圣行。
根据逊奈，梳头时先从右边开始，然后再梳理左边。
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真主的使者在洗浴、梳
头、穿鞋等所有事务中均喜欢从右开始。1�
前面已讲过，洗小净时先洗右边肢体属于圣行，洗大净时亦
同样，先洗右边，再洗左边。穿鞋时先穿右脚属于圣行。这段圣
训中提到梳头时先梳理右边也属于圣行，头上擦油时亦同样先从
右边开始。
圣训中所说的“所有事务”指各种吉祥事情，这也是人所共
知的定律。
据《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他（先知）在各项事情中总
是喜欢从右开始。”即没有妨碍的情况下尽量从右开始。这说明
他特别重视起右，从右开始做的事都是吉祥的事情，比如圣训中
提到的穿鞋、梳头、清洁三件事，以及圣训明确提到的事情，如
进入清真寺、理发、吃喝等好事。
至于不吉祥的事情，用左手开始，如净下（如厕后清洁）、
脱鞋、如厕等，这是伊斯兰权威学者伊本·泰米叶和诺威（求真
主慈悯他俩）认可的定律。
总之，先起右抑或起左，不外乎下面三种情况：
一、凡是吉祥的好事，均以右手或右脚开始，如吃喝、穿
衣、洗大小净、穿鞋、梳头、理发等。
依据是上述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的圣训。
二、凡是不吉祥的事，均以左手或左脚开始，如如厕、从清
真寺出来、净下、脱鞋、擤鼻涕等。
依据是两大圣训实录中由艾布·盖塔代（求真主喜悦他）传
述的圣训，真主的使者说：“你们小便时，不要用右手握生殖
器；也不要用右手净下；喝水时，不要往器皿里吹气。”2�
二、 无所谓好坏的中性事情，起右为好。
依据是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的圣训：“真主的使者
在所有事务中均喜欢从右开始。”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68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8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54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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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威（求真主慈悯他）在解释这段圣训时说：“这是一项固
定的法定定律，凡是吉祥的好事，诸如穿衣裤、穿鞋、进入清真
寺、刷牙、涂眼圈、剪指甲、修剪髭须、梳头、拔腋毛、理发、
拜中说赛俩目出拜、洗小净、出厕、吃喝、握手、庆贺玄石等
事情均要从右开始；凡是不吉祥的事情，诸如从清真寺出来、擤
鼻涕、净下、脱衣、脱鞋等事项均要从左开始，因为右手尊贵。
众学者一致认为，小净中洗两手和两脚时先洗右手和右脚属于圣
行，倘若颠倒了次序，先洗了左手或左脚，回赐减损，但小净有
效。”1�
小贴士：理发时先理右边，后理左边，这也是圣行。据艾
奈斯·本·马立克（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来到米
那，他先来到大石柱射石，后回到米那的住处宰牲，然后命令理
发师剃发，指着头打手势先右后左。 2
相关禁戒事项：
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在服装等方面模仿异教徒，显摆服
装、长拖裤管，暴露羞体，男性无故穿丝戴金，剃光胡须，不修
剪髭须，女性暴露身体曲线。严禁女性拔眉毛、刺青、锉稀牙
缝、续假发、更改真主的造化、染黑发。

1 参看诺威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7段圣训的解释。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30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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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喷嚏和打呵欠时注意的圣行
َْ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1）打喷嚏后念 ِّال ْمدُ ل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 说：“当
你们有人打了喷嚏时应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其同胞或
同伴应对他说：‘求真主慈悯你。’当同伴说了‘求真主慈悯
你’时，打喷嚏的人应再说：‘求真主引导你们，改善你们的状
况。’” 1�
ٍ ـى ك ُِّل َحـ
َ ال ْمــدُ لِ َعـ
根据逊奈，打喷嚏后可以念ـال
َ ْ （无论如何，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在《艾布·达乌德圣训集》中说：“你们有人打喷嚏时，可

ٍ ــى ك ُِّل َح
َ ال ْمــدُ لِ َع
以念ــال
َ ْ （无论如何，一切赞颂全归真主）。”2
根据逊奈，当听到打喷嚏者赞颂了真主时，听到者应回答
َ ح
ــك
ُ َ （ َي ْر求真主慈悯你）；此时，打喷嚏者再回复说：
ِ
ِ
ُــم
ُ ُــم اهللُ َو ُي ْصل
ْ ــح َبا َلك
ُ （ َ ْيديك求真主引导你们，改善你们的状况）。
说：ُاهلل

小贴士：根据上述圣训，众学者认为有人打喷嚏后赞颂了真
主时，旁边听到者必须以祝福词回敬，这属于（فــرض كفايــة相对主
命）。亦有人主张是（فرض عــن绝对主命），所以，无论怎样，当
听到有人打喷嚏后赞颂了真主时，应当回敬。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真主
喜欢打喷嚏，憎恶打呵欠。当你们有人打喷嚏后赞颂了真主时，
凡听到的穆斯林都有义务对他说：‘求真主慈悯你。’”3
（2）若打喷嚏后没有赞颂真主，不可以祝福词回敬。
根据逊奈，若有人打喷嚏后没有赞颂真主，不可回敬他。
据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有两个人在先知跟前打了喷
嚏，先知只祝福了其中一个，未祝福另一个，后者说：“真主的
使者啊！你回答了这个人，却未回答我。”先知说：“这个人赞
颂了真主，而你未赞颂真主。”4�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224段。
2《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5031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226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22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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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艾布·穆萨（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听真主的使者
说：“有人打喷嚏后赞颂真主时，你们祝福他；若没赞颂真主，
你们别祝福。”1�
根据伊斯兰的教育理念和礼节，比如父子或师徒在一起，儿
子或弟子打喷嚏后没有赞颂真主时，应及时予以提醒，对其说“
ْ
你应当念 ل
ِ ِ （ال َحمْ ـ ُد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以便让其习惯于遵循
这件圣行。
如果打喷嚏者患了感冒，打喷嚏三遍，可以以祝福词回敬，
若超过三遍，就不必回敬了。
在《艾布·达乌德圣训集》中由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
他）传述的圣训中说：“同胞打喷嚏三遍，可以以祝福词回敬，
若超过三遍，那是感冒。”2
又据赛莱迈·本·艾克沃传述，他父亲给他讲述，他听到
有人在先知跟前打了喷嚏，先知对他说：“求真主慈悯你。”
那人又打了一次喷嚏，真主的使者 对他说道：“此人患感冒
了。” 3�
根据上述圣训，以下两种情况下不回答打喷嚏的人：
一是打喷嚏后没有赞颂真主者；
二是连续打喷嚏三遍者，因为他已患感冒。
（3）根据逊奈，打呵欠时要闭嘴或用手捂住嘴。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真主
喜欢打喷嚏，憎恶打呵欠。当有人打喷嚏后赞颂了真主时，凡听
到的穆斯林都有义务祝福他。至于打呵欠，那来自恶魔，应尽力
克制。当他打呵欠说声‘啊’时，恶魔为之而高兴欢喜。”4�
另据艾布·赛义德·胡德里（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
使者说：“谁要打呵欠，应用手捂住嘴，以免恶魔进入。”5
圣训中提到的“尽力克制”指打呵欠时要么紧闭嘴，以免大
嘴张开；或用牙齿咬紧嘴唇；或用手捂住嘴等。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992段。
2《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5034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993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223段。
5《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99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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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说：“上述圣训中提到的‘
至于打呵欠，那来自恶魔’这句话，伊本·班塔里解释说：‘
意思是当恶魔看到有人打呵欠时，非常高兴满意，因为人打喷
嚏时，面目可憎，形象扭曲，这正中恶魔下怀，并非恶魔在打呵
欠。’伊本·阿拉比说：‘我们已阐明，凡是可憎的行为，均归
属于恶魔，因为那都是因恶魔所致。打呵欠主要是由于饱腹，所
以显得懒洋洋，萎靡不振，那也是因恶魔所致。打喷嚏是由于空
腹，所以显得精神抖擞，那是因天使所致。’诺威说：‘把打
呵欠说成是恶魔的因素，因为打呵欠是由于饱腹和怠惰，常言
道：饱暖思淫欲。这正是恶魔的目的。所以要警惕产生淫欲的因
素——贪吃。’”1
打呵欠时不要发出“啊”、“呵”等声音，因为这会招致恶
魔的嘲笑。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呵欠来自恶魔，你们谁想打呵欠，应尽量抑制。当他打呵
欠说声‘啊’时，恶魔为之而高兴欢喜。” 2

ِ
َّ （ َأعــو ُذ بِــاهللِ ِمـ َن
提醒：有些人习惯打呵欠后念 الر ِجيـ ِم
َّ الشـ ْي َطان
我求真主护佑免遭被诅咒的恶魔的侵扰），这种做法不但缺乏经
训依据，而且有悖逊奈，因为先知遇到这种情况后从未这样做
过。

1 参看《创造主的开拓》第6226段圣训的解释。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22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99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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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圣行
如厕和出厕时的念词
根据逊奈，如厕时要念圣训规定的念词。
据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入厕前念：

ِ الب
ِ
ْ ث َو
.ث
الَ َب ِائ ِ 
ْ ُ ْ ال َّل ُه َّم إِ ِّن َأ ُعو ُذ بِ َك م َن

（主啊！求你保护我免遭男女恶魔的伤害。）1�
出厕后的念词
在《艾哈迈德穆斯奈德圣训集》、《艾布·达乌德圣训集》
、《提尔密济圣训集》中据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传述，先知

َ （ ُغ ْف َران主啊！求你饶恕）。
出厕后念：َــك

َ （ ُغ ْف َران主啊！求你饶恕），对此，伊
小贴士：出厕后要念َــك
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解释说：“当一个人排出了体内的
秽物时，会想起自己身心的秽物，于是立即祈求真主赦宥，恳求
真主如同使他的身体放松一样让他的身心得到释怀。”
亦有人解释说，此时祈求真主饶恕，是因为在如厕期间中断
了对真主的记念，为此，一出厕后即求真主饶恕这一怠慢行径。
写遗嘱属于圣行
根据逊奈，凡是穆斯林，无论生病与否，都应留下遗嘱。
据伊本·欧麦尔（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凡穆斯林，若有欲立遗嘱的财物，他还能安然度过两夜，
应当事先立下遗嘱。”2圣训中虽然提到了“两夜”，并非为了确

定写遗嘱的期限，而是说明应当提早留下遗嘱，因为谁也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死亡。留遗嘱这件圣行是针对全体穆斯林的。
然而，关乎到对真主应尽却未能完成的义务，诸如曾拖欠的
天课、朝觐或赎金等，抑或欠他人的债务、委托看管的信托物
等，对此留遗嘱不属圣行，而是瓦直布（必然责任），因为这关
系到履行必然的义务，尤其是除本人外无人知晓这些事情的情况
下。
买卖交易中大方温和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322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375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78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62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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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交易中双方应当大方温和，不要为讨价还价而斤斤计
较，争论不休，应当相互宽容。买主不要过分砍价，卖主也不要
漫天要价，以免给双方造成损失。总之，双方的交易应以宽容为
基础。
据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真
主的使者说：“在买卖以及讨债时宽容大方的人，必得真主的
仁慈。”1�
根据逊奈，讨债时亦应当温和大方。
伊本·哈杰尔（求真主慈悯他）说：“圣训的意思是，讨债
不要威逼，还债不要拖延。提尔密济和哈肯分别辑录了由艾布·
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一段圣训：‘真主喜欢买卖大
方，还债大方。’2奈萨仪辑录了由奥斯曼（求真主喜悦他）传述
的一段圣训：‘买卖大方，讨债大方，还债大方者，真主必让其
进入乐园。’3�艾哈迈德也辑录了由阿卜杜拉·本·阿慕尔（求
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的类似内容的圣训，其中鼓励人们在交
易中宽容大方，以礼待人，不要争吵，讨债时不要咄咄逼人，尽
量让免。”4�
每次洗小净后礼两拜
这也属于日常生活中的圣行，长期履行该圣行者将获得丰厚
的回赐，即乐园。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有一
次礼晨礼时，真主的使者对比俩勒说：“比俩勒，你告诉我信
奉伊斯兰后你所做的最理想的功修，因为昨夜我［梦见］在乐园
里我前面听到你的脚步声。”比俩勒说：“我信奉伊斯兰后未做
过我认为最理想的功修，只不过，无论夜间还白天，我每洗完小
净，就带着小净去礼真主给我规定的所有拜功。”
等待礼拜
等待礼拜属于圣行，回赐丰厚，等待礼拜将获得与礼拜同等
的回赐。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49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458段。
2《提尔密济圣训集》第1319段。
3《奈萨仪圣训集》第4670段。
4 参看《创造主的开拓》第2076段圣训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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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谁一直在寺内等候礼拜，天使祝福他。只要他没坏小净，
天使说：‘主啊！求你饶恕他。主啊！求你慈悯他。’你们等候
礼拜时，等于一直在礼拜。” 1�
《穆斯林圣训实录》中这样说：“只要他没离开礼拜之地，

没伤害其他人，没坏小净，众天使一直为他祈祷。”2�即这种
回赐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不伤害周围的人，二、不坏小净。
据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有一晚上，他（先知）
将宵礼延迟到半夜，他礼完拜后转过身来面向我们说：“人们
礼了拜后都去睡了， 你们自从等候礼拜之时算起，就等于一直
在礼拜。”3�
谢赫伊本·欧赛敏（求真主慈悯他）说：“上述圣训阐明了
等待礼拜的优越，无论是礼完一番拜后等待礼下一番拜，或是提
前去清真寺等候将要礼的拜。”4�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我教导你们一些事好吗？真主将以此饶恕罪恶，提升品
级。”众人说：“真主的使者啊！那太好了。”他说：“克服困
难，全美小净；多步行去清真寺；礼完一番拜后等候礼下一番
拜；这才是真正的守卫。” 5�
刷牙
在任何时候刷牙属于笼统的圣行。先知 特别鼓励人们刷
牙，以致他说：“我多次要求你们用刷牙棍刷牙。”6�先知针
对刷牙说：“刷牙能清洁口腔，取悦真主。” 7�
根据逊奈，礼夜间拜、洗小净、每次礼拜、进家门时都要求
刷牙。
每次礼拜洗小净
根据逊奈，穆斯林每次礼拜要重新洗小净。譬如他洗了小净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59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49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649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49段。
4《利雅德圣训集解释》第2卷，第1296段。
5《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51段。
6《布哈里圣训实录》第888段。
7《艾哈迈德穆斯奈德圣训集》第7段，《奈萨仪圣训集》第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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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礼了昏礼，到了宵礼的时间时，重新洗小净，即便他一直未坏
小净。
据阿慕尔·本·阿米尔传述，艾奈斯（求真主喜悦他）说，
先知 每次礼拜都洗小净。 1� 根据逊奈，整天应该处于小净状
态。据邵巴尼（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只有信士一
直保持小净。” 2�
祷告
祷告是落实伊斯兰核心思想“讨黑德”（拜主独一）的主要
方式之一，当仆人诚心祈祷真主，虔诚回归真主，远离一切以物
配主思想，虔敬地投奔真主时，会尝到与真主“交谈”的甘甜，
必然心悦诚服地屈从于真主。祷告能给人排忧解难，招福避祸，
因为祷告是一项功修，充分体现出对真主的全面依赖。
祷告有两种：
1）祈祷，包括各种赞念词。
2）祈求，即仆人祈求真主，恳求他解决仆人的需求。
前面已经提到了做祷告的最佳时刻，这些时刻夜夜都有，比
如拜中叩头之时、夜间后三分之一时分、宣礼与成礼之间等。
与祈祷相关的圣行：
（1）祈祷前洗小净。
据艾布·穆萨（求真主喜悦他）传述，（该圣训篇幅较长。
）其中讲述了艾布·穆萨同其叔父艾布·阿米尔（求真主喜悦
他）的一段对话。艾布·阿米尔受伤后对他说：“贤侄啊！你回
去见真主的使者，替我向他致‘赛俩目’，对他说：‘艾布·
阿米尔对你说，请你为我求饶恕。’”艾布·阿米尔任命我率领
众人，没过多久他去世了。我向使者汇报了战况和艾布·阿米尔
的情况，我对使者说，艾布·阿米尔说：“你对使者说：‘请他
为我求饶恕。’”真主的使者叫人拿来水，洗了小净后举起双
手祈祷说：“主啊！求你饶恕欧拜德·艾布·阿米尔。”我看到
了使者两腋下的白肉。接着使者又祈祷说：“主啊！复生日求你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14段。
2《艾哈迈德穆斯奈德圣训集》第22434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277段，
《达尔密圣训集》第65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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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居于你众多仆人之上。”1
（2）面向天房方向。
据阿卜杜拉·本·阿拔斯（求真主喜悦他父子俩）传述，欧
麦尔•本•哈塔卜（求真主喜悦他）给我讲述，拜德尔战役之日，
多神教徒有一千人，穆斯林只有三百人。见此情景，真主的先知
面向麦加，伸出双手向真主祈祷：“主啊！求你实现给我的承
诺。主啊！求你满足给我的许约。主啊！如果你让这些穆斯林阵
亡，大地上再无人崇拜你。”先知一直面向麦加伸手向真主苦苦
哀求，甚至他的披单从双肩脱落下来，艾布•伯克尔过来捡起披
单，给先知披上，然后站在先知身后说，“真主的先知啊！
好啦，你这样哀求，真主定会实现对你的承诺。”接着真主降
示：“当时，你们求援于你们的主，他就答应了你们：“我要陆
续降下一千天使援助你们。”（战利品章：9）真主以一千天使
援助了先知。2�
（3）举升双手。
祈祷时举升双手的圣训举不胜举，上述圣训就是一例。
（4）首先赞颂真主、祝福先知。
据法达莱·本·欧拜德（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有一次真主
的使者坐的时候，忽然进来一个人，那人礼拜后祈祷说：“主
啊！求你饶恕我，求你慈悯我。”真主的使者说道：“喂！礼
拜者！你太心急了，当你礼拜完毕跪坐时，你先以最适当的赞词
赞颂真主，然后祝福我，接着再向真主祈祷。”3
在提尔密济辑录的另一传述中：“当你们礼拜时，应首先赞
颂真主，赞扬真主，接着给先知祝福，然后随意祈祷。”4�
（5）用真主的尊名祈祷。
向真主祈祷时选用与其相适应的尊名，譬如向真主祈求给养

ِ
ُ حـ
时选念（ َيــا َرزَّ ُاق供给的主啊）；祈求恩慈时选念 ـم
َ ْ （ َيــا َر
ُ ـان َيــا َرحيـ
至仁至慈的主啊）；祈求坚强时选念يــز
ُ （ َيــا َع ِز至强的主啊）；祈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432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498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763段。
3《提尔密济圣训集》第3476段。
4 （提尔密济圣训集）第34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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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يــا َش
求赦宥时选念ور
ُ （ َيــا َغ ُف至赦的主啊）；祈求治疗时选念ــاف
医治的主啊）。
向真主祈求什么，就选念与其相适宜的尊名。真主说：“真
主有许多极美的名号，故你们要用那些名号呼吁他。”（高处
章：180）
（6）重复祈祷且要执着。
诚如上述圣训所说，真主的先知面向麦加，伸出双手向真
主祈祷：“主啊！求你实现给我的承诺。主啊！求你满足给我
的许约。主啊！如果你让这些穆斯林阵亡，大地上再无人崇拜
你。”先知一直面向麦加升手向真主苦苦哀求，甚至他的披单从
双肩脱落下来，艾布•伯克尔过来捡起披单，给先知披上，然后
站在先知身后说，“真主的先知啊！好啦，你这样哀求，真主
定会实现对你的承诺。”1�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图法勒及其同伴来
［对使者］说：“真主的使者，道斯人违抗真主，不接受真理，
请你祈求真主诅咒他们。”使者却祈祷说：“主啊！求你引导道
斯人，求你使他们归顺伊斯兰。”2
另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有一个人，他长途跋涉，风尘仆仆，高举着两手祈祷：‘
主啊！主啊！’”3� 即祈祷中重复、执着。
根据逊奈，每祈求一件事，连续祈祷三遍。
据伊本·麦斯欧德（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每诅咒，
连续诅咒三遍，他每祈求，也连续祈求三遍。先知 说：“主
啊！求你惩罚古莱什人！”连说了三遍。 4�
（7）默默祈祷。
真主说：“你们要虔诚地、秘密地祈祷你们的主。”（高处
章：55）默默祈祷显得更加虔诚，因此，真主表扬先知宰克里雅
（祝他平安）说：“当时，他低声地呼吁他的主。”（麦尔彦
章：3）有学者解释，低声呼吁真主，显得更加虔诚。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763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937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524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015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40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79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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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权威学者伊本·泰米叶（求真主慈悯他）说：“前辈
的穆斯林非常倚重祈祷，他们默默祷告，因为真主说：‘你们要
虔诚地、秘密地祈祷你们的主。’（高处章：55）”1�他还提到
了默默祈祷的很多益处，有意者可以去翻阅。
相关禁戒事项：
以祈祷攻击他人，祈祷中勉强造作、咬文嚼字追求押韵，急
于求成，祈祷罪恶或断绝骨肉，祈祷中犹豫不决，不执意果断。
侵吞非法财产者，其祈祷不被接受
小贴士：或许有人问：我在祈祷中该祈求什么？
答：你可以祈求你想要的今后両世的任何食物，但尽量用经
训中教导的言简意赅的祷词祈祷。你仔细观察这些祷词，会发现
这些祷词涵盖了今后両世的福利。有人向先知提出这个问题，
先知的答复非常全面，他教导的祷词言简意赅，包含了穆斯林今
后両世所需，这是多么伟大和吉祥的福音！
据艾布·马立克·艾什杰仪由其父传述，有人来对真主的
使者说：“真主的使者，我向真主祈求时该怎么说？”先知
说：“你说：‘主啊！求你饶恕我，慈悯我，给我安康，供我给
养。”先知竖起除大姆指以外的全部指头说：“祈求的这些事项
涵盖你的今世和后世。” 2�
在另一传述中：真主的使者教导刚归信伊斯兰的人念：“
主啊！求你饶恕我，慈悯我，引导我，供给我。” 3�
小贴士：根据逊奈，穆斯林背地里为同胞做的祈祷必被应
答，而祈祷者也将获得重大回赐。
据艾布·代尔达依（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穆
斯林背地里为同胞做的祈祷必被应答。’穆斯林的头跟前站着一
位专门负责的天使，每当他为同胞祈福时，天使说：‘主啊！求
你准承。你将获得与其同样的。’”4�
日常生活中的圣行还包括记念真主
记念真主的范畴比较宽泛，一般来说，记念分以下两种：
1《法塔瓦集》第25卷，第15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97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97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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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义的记念，包括所有功修，如礼拜、斋戒、朝觐、诵读
《古兰经》、赞颂真主、祈祷、念（ســبحان اهلل赞颂真主超绝万物）
、念（احلمــد هلل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赞扬真主等所有善功，因为
这些善功只是为记念真主、顺从真主和崇拜真主而举行的。
伊斯兰权威学者伊本·泰米叶（求真主慈悯他）说：“口头
所表白的以及心里所想象的能够接近真主的所有善行，诸如学习
知识、劝善止恶都属于记念真主之范畴。”1�
2）狭义的记念，即通过经训中教导的词句赞扬真主，赞颂真
主清净超绝。
最伟大、最尊贵的记念莫过于诵读真主的经典。诵读《古兰
经》是一项伟大的功修，先贤们为此废寝忘食。“他们在夜间只
稍稍睡一下，他们在黎明时向主求饶。”（播种者章：17～18）
他们夜间既诵读《古兰经》又用先知教导的祷词祈祷。他
们的夜间多么吉庆充实！而我们忽略了多少个夜晚和黎明时分，
而那是祈祷的最佳时段。但愿我们夜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圣门弟子是怎样对待《古兰经》的？

前面提到，先知曾在一拜中先后诵读了“黄牛章”、“妇
女章”和“仪姆兰的家属章”。据艾布·瓦伊勒传述，阿卜杜拉
（求只喜悦他）说，我跟随真主的使者礼拜，他礼得特别长，
以至于我产生一个不良念头。有人问：“你产生了什么念头？”
我说：“我想坐下礼拜，让他独自站着礼。”2�
两大圣训实录中据阿卜杜拉·本·阿慕尔（求真主喜悦他父
子俩）传述，真主的使者对我说：“你每月诵读《古兰经》一
遍。”我说：“我还有能力。”使者说：“那你每二十天读一
遍。”我说：“我还有能力。”使者说：“那你每七天读一遍，
不可再少。”3
圣门弟子们非常渴望学习《古兰经》，一旦失去学习的机
会，他们感到万分懊悔。先知教导他们弥补损失的方法，《穆
斯林圣训实录》中据欧麦尔·本·哈塔卜（求真主喜悦他）传
1《法塔瓦集》第10卷，第661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15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73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054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15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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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真主的使者说：“谁因睡觉耽误了长期坚持念的经文或礼
拜，然后在晨礼与晌礼之间将其补上，他将得到犹如整夜诵念、
礼拜的回赐。”1�主啊！求你使我们步他们后尘，求你原谅我们
的怠慢和过错。
据奥斯·本·侯宰法（求真主喜悦他）传述，我问真主的使
者的同伴们（圣门弟子）：“你们是怎样为诵读而划分《古兰
经》的？”他们说：“第一天诵读前三个章节，第二天诵读其后
的五个章节，第三天诵读其后的七个章节，第四天诵读其后的九
个章节，第五天诵读其后的十一个章节，第六天诵读其后的十三
个章节，第七天诵读剩余的中小篇章节。”2�
即他们每七天将《古兰经》通读一遍，先贤们就是这样对待
《古兰经》的。当你读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历史时，你会发觉他
在数日内将《古兰经》通读一遍。他们大多数人每七天通读一
遍。
据罕玛德·本·栽德由阿塔·本·萨伊布传述，艾布·阿卜
杜·拉哈曼说：“曾给我们教授《古兰经》的是这样一些人，他
们每次学习《古兰经》不超过十节经文，直到完全领会其含义，
然后再去学习另十节经文。因此，我们在学习《古兰经》诵读的
同时也学会了实践。以后将出现一些人，他们对《古兰经》的背
诵虽然滚瓜烂熟，却未深入至内心。”3
记念真主会使心灵充满活力
当今很多人由于琐事繁多，心已生锈，麻木不仁，然而，记
念真主能纯洁心灵，使心灵充满活力。
据艾布·穆萨（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ص说：“记念真
主的人和不记念真主的人的譬喻如同活人和死人。”4�
另据艾布·穆萨（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说：“记念
真主的家和不记念的家犹如活人与死人的比喻。” 5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47段。
2《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6166段，《艾布•达乌德圣训集》第1393
段。
3 参阅《名人传记》第4卷，269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407段。
5《穆斯林圣训实录》第77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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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盖伊姆（求真主慈悯他）在《修行者的道路》一书中
讲到“赞词的尊贵”时说：“‘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佑助’这
句经文包括很多品位，而记念真主是其最高品位。人们从中获取
精神食粮，买卖获利，长期为之而奔波。记念真主是一种崇高的
境界，常记念真主者获得真主的特殊眷顾，不记念真主者得不到
真主的眷爱。记念真主是心灵的滋养，不记念真主者形同行尸走
肉，不记念真主的院落黯淡无光。记念真主是对心灵的净化，不
记念真主者内心浑浑噩噩。每当记念者沉湎于记念真主时，真主
愈加喜欢他，眷顾他。记念真主是真主与仆人之间敞开的大门，
当仆人疏忽记念真主时，此门关闭。”1�
伊本·盖伊姆在《倾盆大雨》中提到了记念真主的一百多个
益处，有意者可以去阅读，这些益处激励人们重视这项伟大的功
修。他还列举了一些突出的记念真主的人，特别提到了他的尊师
伊本·泰米叶（求真主慈悯他）。
真主在《古兰经》中多处鼓励人们赞颂真主
（1）真主鼓励仆人多多赞颂真主。真主说：“归信的人们
啊！你们应当常常记念真主，你们应当朝夕赞颂他超绝万物。他
怜悯你们，他的天使们为你们祈祷，以便他将你们从重重黑暗引
入光明，他是怜悯信士的。他们与真主会见的那天，真主对他们
的祝辞是：‘祝你们平安。’他已为他们预备了优厚的报酬。”
（同盟军章：41～44）
（2）真主承诺，凡赞颂真主的男女，将获得赦宥和重大报
酬。真主说：“常记念真主的男女，真主已为他们预备了赦宥和
重大的报酬。”（同盟军章：35）
（3）真主警告我们，要我们提防伪信士的特征，他们的特征
之一就是很少记念真主。真主说：“伪信者，的确想欺骗真主，
他将以他们的欺骗回报他们。当他们站起来去礼拜的时候，他们
懒洋洋地站起来，他们沽名钓誉，他们只稍稍记念真主。”（妇
女章：142）
（4）真主告诫我们，别让金钱子女耽误我们记念真主。真主
说：“归信的人们啊！你们的财产和子女，不要使你们忽略了记
1《修行者的道路》第2卷，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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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真主。谁那样做，谁是亏折的。”（伪信者章：9）
（5）请君深思以下经训中提到的无限殊荣。真主说：“你们
记念我，我就记念你们。”（黄牛章：152）在由艾布·胡莱赖
（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的“古都斯圣训”中真主说：“我就如同
我的仆人对我猜想的那样对待我的仆人（若他猜想我会原谅他、
赦宥他，我就原谅他、赦宥他。若他猜想我会惩罚他，我就惩罚
他），当他记念我时，我同他在一起，他在心里记念我时，我就
在心里记念他，他当着人的面记念我时，我就当着比其更强的人
的面记念他。”1
（6）真主表扬了有理智的信士，说他们在各种情况下都记
念真主。真主说：“天地的创造，昼夜的轮流，在有理智的人看
来，此中确有许多迹象。他们站着，坐着，躺着记念真主，并思
维天地的创造，［他们说］：‘我们的主啊！你没有徒然地创造
这个世界。我们赞颂你超绝万物，求你保护我们，免受火狱的刑
罚。’”（仪姆兰的家属章：190～191）
先知的品德是《古兰经》，先知的行为就对上述经文的最
好诠释，无论任何情况下，他时刻记念真主。诚如《穆斯林圣训
实录》记载，阿伊莎（求真主喜悦她）说：“先知在任何时候

都记念真主。”2�
请君想一想，将先知的“任何时候”与我们的“任何时候”
或“部分时候”做一比较。
试问我们有时记念真主吗？
伊玛目穆斯林在其圣训实录中辑录了一段圣训，讲述了先知
在最繁忙的时候如何记念真主。据艾甘勒·穆宰尼（求真主喜
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我的心也有麻痹大意的时候，
我每天必向真主求饶一百遍。”3
诺威（求真主慈悯他）说：“意思是心有时候也会松懈。卡
迪说：‘虽然先知时刻记念真主，但也有松懈的时候，他把松懈
或疏忽视为罪恶，所以祈求真主饶恕。’有人解释说：‘先知为
1《布哈里圣训实录》第740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75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373段。
3《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0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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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民的事务费尽心血，在得知他们的情况后为他们祈求饶恕。’
亦有人解释说：‘先知忙于教民的利益和事务以及战事、对付敌
人、联络人心等事务，有时对记念真主有所松懈，所以，他将其
视为一种罪恶。’穆哈希说：‘先知和天使们出于敬畏而害怕，
其实他们不会遭到真主的惩罚。’”1�
对真主的记念有两种：
仆人应当用口舌和心灵一起记念真主，这才是最全面的记
念，记念真主不是只靠口舌。有的人口中念念有词，却未深入内
心，只是动口舌而已，假如他口中记念，心中参悟，其信仰势必
增强，心地肯定善良纯洁。
请君明白，记念真主从其性质来讲分为两种：受时空限制的
记念和不受时空限制的记念。
凡每次礼拜后念的赞词以及宣礼后念的赞词和先知在特定
的地方和特定时间念的赞词，均优先于不受时空限制的赞词，因
为这体现了对先知的追随和对其行为的仿效。比如一个人礼完
主命拜说“赛俩目”出拜后，最好念拜后的相关赞词，不要念其
他的，如诵读《古兰经》等，因为先知曾这样做，最全面的善
行莫过于仿效先知。
仆人通过记念真主可以成为抢先行善者
关于记念真主及其益处的论题很长，不容在此赘述。但作为
穆斯林，应当多多记念真主，积极维护记念真主带来的一切尊
贵，慢慢使自己习惯于这项功修。当坚持念一种赞词感到疲惫
时，选择念另一种赞词，并坚持一段时间，直到念赞词完全成为
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此时，他自然会希望念更多的赞
词，以至于成为以下圣训中所提到的“穆夫里冬”（多多记念真
主的男女）之列，继而成为抢先从善者。
据艾布·胡莱赖说，真主的使者前往麦加途中经过一座名
曰“朱木旦”的山时，说：“你们快行走吧，这里是朱木旦，那
些‘穆夫里冬’领先了。”人们问：“真主的使者，‘穆夫里
冬’是什么人？”使者说：“多多记念真主的男女。” 2
1 参看诺威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02段圣训的解释。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7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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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 将“穆夫里冬”解释为“多多记念真主的男女”，
而“穆夫里冬”本意为“独特”，意即他们仿佛因记念真主而有
别于他人，独特别致，令很多同代人无法企及。口舌不赞颂真
主，内心也不记念真主者，真是卑陋龌龊透顶。
有人来对先知说：“伊斯兰律例对我们特别繁多，是否有
一项综合性功修让我们遵守？”先知回答说：“你的口舌应当
一直记念真主不懈。”1
亲爱的兄弟，所有善功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循序渐进，积
少成多。应当尽力从善，不要虚度年华。
圣训中教导记念真主的赞词很多，举例如下：
（1）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谁每天诵念一百遍

ِ َ ال إ َلــ َه إِالَّ اهللُ َو ْحــدَ ُه ال
ُ  َلــ ُه ا ُمل ْل،يــك َلــ ُه
َ ش
َ ــو َع
ــى ك ُِّل
َ  َو ُه، ُــك ؛ َو َلــ ُه احلَ ْمــد
ِ ٍ َ
يــر
ٌ شء َقد
ْ

（除真主外，再无应受崇拜的主。独一无偶，王权只归他，一切
赞颂全归他，他是全能于万事的主），谁将获得释放十个奴隶的
回赐，[天使]给他记录下一百件善行，为他勾销一百条罪恶，这
祈祷还能成为他当天防范恶魔的堡垒，直到天黑。任何人的善行
赶不上他的善行，唯有念这祷词的数目比他更多的人。谁每天念

ِ ان اهللِ وبِحمـ
َ ـبح
一百遍 ـد ِه
َ （ ُسـ赞颂真主超绝、赞颂真主），他的一
ْ َ َ
切罪过统统被勾销，即使其罪恶多如大海泡沫。”2
（2）据艾布·易司哈格传述，阿慕尔·本·迈蒙说，谁念十
遍

ِ َ ال إ َلـ َه إِالَّ اهللُ َو ْحــدَ ُه ال
ُ  َلـ ُه ا ُمل ْلـ،ـك َلـ ُه
َ شيـ
َ ـو َعـ
ش ٍء
َ  َو ُهـ، ُحل ْمــد
َ ـك ؛ َو َلـ ُه ا
ْ َ ـى ك ُِّل
َق ِد ٌير

（除真主外，再无应受崇拜的主宰，他独一无偶。王权只归他，
一切赞颂全归他，他是全能于万事的主），等同于释放了易司马
1《艾哈迈德穆斯柰德圣训集》第17680段，《提尔密济圣训集》第3375
段。
2《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29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9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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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的四个子孙。1
（3）据赛阿德·本·艾布·宛葛斯（求真主喜悦他）传述，
我们在真主的使者跟前，使者问：“你们谁能够每天做一千件
善事？”同坐的一个人问使者：“谁能够［一天］做一千件善事

َ （ ُسـ ْب َح赞颂真主超绝万物），
呢？”使者说：“谁念一百遍 هلل
ِ ان ا
给他记录一千件善行，勾销他一千件过错。”2�
（4）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 ان اهللِ وبِحم
َ （ ُســ ْب َح赞颂真主超绝、赞颂真
说：“谁每天念一百遍ــد ِه
ْ َ َ

主），他的一切罪过统统被勾销，即使其罪恶多如大海泡沫。”3
在《穆斯林圣训实录》另一传述中：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

َ ُســ ْب َح
ِان اهلل
ِــده
ِ （وبِحم赞颂真主超绝，赞颂真主），复生日无人能比得上他的
ْ َ َ

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谁早晚各念一百遍

功修，唯有念该赞词同样次数或次数更多的人。”4
讲述记念真主及其尊贵的圣训多不胜举，以上只是重点举
例。据艾布·穆萨（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对我
说：“我指引你乐园的一座宝藏好吗？”我说：“真主的使者，

َ （الَ َح无法无力，
非常好。”使者说：“你念：ِــو َة إِالَ بِــاهلل
َّ ــول َوالَ ُق

惟凭真主）。” 5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我赞念

َ ُس ْب َح
ُب
ُ َ ال ْمدُ لِ َوالَإل َه إالَّ اهللُ َواهللُ َأك
َ ْ ان اهللِ َو

（赞颂真主超绝；一切赞颂全归真主；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
的；真主至大）对我来说强于拥有太阳普照的一切。” 6�
向真主祈求饶恕也属于对真主的记念。据艾甘勒·穆宰尼（
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我的心也有麻痹大意

1《布哈里圣训实录》6404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93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98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40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91段。
4《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92段。
5《布哈里圣训实录》第4202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04段。
6《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9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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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我每天必向真主求饶一百遍。”1
先知 不仅自己向真主祈求饶恕，而且还鼓励他人祈求饶
恕。据艾甘勒·穆宰尼（求真主喜悦他）另一传述中，真主的使
者说：“众人啊！你们当向真主忏悔，我确实每天向真主忏悔
一百遍。” 2�
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
传述，我听真主的使者ص说：“指真主发誓！我在一天之内向真
主求饶、忏悔七十多次。”3
仆人不应忽略向真主祈求饶恕。
最后我们以《布哈里圣训实录》及《寻根定律》两部圣训集
中的最后一段圣训来结束这本小册子。
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 ص
说：“有两句言辞，最令至仁主喜欢，念起来轻松，在秤盘中的
份量却很重。［这两句是］：

َ ان اللَِّ َوبِ َح ْم ِد ِه ُس ْب َح
َ ُس ْب َح
ان اللَِّ ا ْل َعظِي ِم

（苏卜哈南拉黑外比哈木迪黑，苏卜哈南拉黑里阿最米）。”（
意思是：赞主超绝赞颂他，赞颂伟大的真主清净。）4

1《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02段。
2《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702段。
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702段。
4《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406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69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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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页码

序
弁言
序言
前言
逊奈（圣行）的含义
先贤们恪守圣行的范例
遵循圣行的结果
小贴士
伊玛目诺威的两条建议
定时的圣行
晨礼前的圣行
第一类 先知睡醒后做的事项
小净的圣行
第二类 夜间拜和威特尔拜
夜间拜最尊贵的时间
夜间拜最尊贵的时段分三等
与威特尔相关的圣行
古努特祷词在鞠躬前还是鞠躬后
念古努特时是否要举手
念毕古努特后是否用手擦脸
晨礼的时间
宣礼及其相关的圣行
晨礼的圣行拜及相关的逊奈
有序的圣行拜中最重要的拜
与晨礼的圣行拜相关的圣行
去清真寺以及相关的圣行
拜中的圣行
礼拜者前面设遮挡物
每次礼拜前刷牙
与拜中站立相关的圣行
鞠躬中的圣行
鞠躬升起时的相关圣行
叩头中的相关圣行
与两次叩头之间小坐相关的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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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憩坐
与台善乎德相关的圣行
念台善乎德时摆放手指的姿势
礼毕主命拜说赛俩目后的赞词
念赞词时用手指计数
晨礼后原地跪坐直到太阳升起
早晨的念词
朝夕的念词
祖哈拜的时间
学者们对祖哈拜的不同观点
祖哈拜的最佳时间
祖哈拜的尊贵
祖哈拜的拜数
晌礼的时间
晌礼前的圣行拜
延长晌礼第一拜
天气特别炎热时推迟晌礼
晡礼的时间
晡礼前是否有规定的圣行拜
早晚念赞词的时间
傍晚的念词
伊本·欧赛敏关于傍晚念词的主张
昏礼的时间
进入昏礼时间后看管好儿童
进入昏礼时间后关闭门户并奉主尊名
昏礼前礼两拜
每次宣礼与成礼之间礼两拜
宵礼前睡觉属可憎
宵礼的时间
憎恶宵礼后聊天和座谈
不造成困难的情况下尽量推迟宵礼
睡觉的圣行
睡觉前关闭门户
睡觉前熄灯
睡觉前洗小净
上床睡觉前抖扫床铺
睡觉时右侧而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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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放置在右腮下面
睡觉前的念词
睡觉前的经训念词
与做梦相关的圣行
做了好梦后的圣行事项
做了恶梦后的圣行事项
夜间惊醒后的念词
不定时的圣行
饮食的圣行
进食前奉真主的尊名
吃靠近自己面前的食物
捡起掉下的食物擦去泥土后吃了
饭后舔手指
饭后把碗碟擦吃干净
用三个手指吃饭
在器皿外面呼气三遍
饭毕后赞颂真主
聚餐
对自己喜欢的饭菜表示赞赏
给东道主祈祷祝福
自己喝水后让给右边的人喝
负责给众人供水者最后喝
夜幕降临后掩盖器皿并奉真主的尊名
说赛俩目问候、见面和座谈的圣行
主动说赛俩目
有必要时说赛俩目重复三遍
见人说赛俩目，无论认识与否
抢先说赛俩目
给儿童说赛俩目
进入家门时说赛俩目
小贴士：进家门前的三件圣行
有睡觉的人时低声说赛俩目
委托人代说赛俩目
进入某一场合及离开时均说赛俩目
见面说赛俩目时握手
见面时微笑、和颜悦色
善言属于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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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谈的场合里记念真主
座谈结束时念相关祷词
服饰的圣行
穿鞋时先穿右脚
穿着鞋礼拜
穿白色衣服属于圣行
擦抹香料属于圣行
梳头时右起属于圣行
打喷嚏和打呵欠时注意的圣行
ْ
打喷嚏后念ِِالَ ْمدُ ل
若打喷嚏后没有赞颂真主时不予回敬
打呵欠时要闭嘴或用手捂住嘴
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圣行
如厕和出厕时的念词
写遗嘱属于圣行
买卖交易中大方温和
每次洗小净后礼两拜
等待礼拜
与祈祷相关的圣行
小贴士：祈祷中该祈求什么
多记念真主
先贤们如何对待《古兰经》
记念真主会使心灵充满活力
《古兰经》中多处鼓励人们赞颂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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