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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做任何事情你都要举意
端正

安拉的仆人啊，你要知道：任何允许你做的事情——睡觉、饮

食、寻求给养等等，都可以转变为能获得成千上万好处的顺

主、近主的工作，条件是在从事这些事情的时候举意借此接近

安拉。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说：“一切工作，全凭举

意。每个人获得他所举意的……”（《布哈里圣训实录》及《

穆斯林圣训实录》）

例子：穆斯林早早睡觉，是为了起床礼夜间拜和晨礼，那么他

的睡觉就成了一种功修。其它任何许可的事项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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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同一时间做多种功修

利用同一时间进行多种功修的艺术，是珍惜时间者才懂得的。

这是一些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可同时从事的功修： 

1- 当一个穆斯林走路或乘车前往清真寺的时候，这个前行

本身就是穆斯林可以获得回赐的一种功修，然而他还可以在途

中多多地记念安拉或者背念《古兰经》，在同一时间内从事多

种功修。 

2- 当一个穆斯林参加一个没有酒精等非法事物的婚宴时，

这种参加本身就是一种功修，然而，他还可以在参加婚宴的同

时利用时间向安拉祈祷，或者赞颂记念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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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安拉的恩典

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说：“你们思考安拉的恩典，而不要

思考安拉的本体。”（塔布拉尼及白哈基记述，阿尔巴尼认定

为良好的圣训）作为一个穆斯林，每一昼夜间应多次重复的事

项之一，就是“感受安拉对自己的恩典”。一昼夜中有多少的

情形和场景应使我们考虑和沉思安拉所赋予的恩典，并感赞安

拉啊！ 

1- 当你前往清真寺的时候，你感受到安拉对你的恩典了

吗？你的周围有很多人却没能享受这种恩赐。特别是当你去晨

礼的时候，你看一下周围有多少家庭处在沉睡之中——他们就

好像已经死亡了一样。 

2- 当你安全地在路上行走的时候，看到路途上的不同景

象，你感受到安拉对你的恩典了吗？路上有可能发生一起车

祸，而恶魔的声音（流行歌曲）正从车窗里不断传出……。 

3- 当你听到或看到世界上的新闻——饥荒、洪水、瘟疫、

灾祸、地震、战争、流离失所——的时候，你感受到安拉对你

的恩典了吗？

*有理智的人啊，这些每一种情形、每一个场景都应让我们真

切地感受到安拉对我们的恩典，我们应经常赞美安拉、感谢安

拉——他赐给我们正信、健康、宽裕、平安，使我们避免了灾

害……

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说：“谁看到祸患的时候，让他念

诵：‘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他使我脱离祸患，给我众多优越的

恩典。’这样，他就不会受到那一灾祸的伤害。”（《铁尔密

济圣训集》，良好的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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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席起身时的圣行

离席起身时应念诵求恕的祈祷词：“主啊，赞你清净、赞美

你！我作证除你外别无应受崇拜的，我向你求恕饶、向你忏

悔。”（各大圣训集记述）

每一昼夜中，每一位穆斯林都会有很多次与人同席，细数如

下： 

1- 一日三餐时；无疑，这个时候你通常会都与同坐的人交

谈。 

2- 当你看见你的一位朋友或一名邻居时；你会与他交

谈——即便是站着也罢。 

3- 在工作或学习时；你会与你同坐的朋友或同事（同学）

接触成席。 

4- 与你的妻子或孩子同坐时；你与他们谈话，他们也与你

交谈。 

5- 乘车外出的路途中；你与身旁的人成席——无论是妻子

还是朋友。 

6- 参加讲座或上课时。 

** 请注意一下，如果遵照这个圣行，你在一昼夜中将念诵

多少次的赞颂祈祷词，你将随时保持与安拉的联系。每一次你

都在赞颂你的主，使他清净污染——“主啊，赞你清净、赞美

你！” 

** 遵照这一圣行，你一昼夜中将有多少次地向你的主求恕

饶——因你念诵“我向你求恕饶，向你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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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这一圣行，你将有多少次确定清高安拉的独一

性——主性独一、神性独一、尊名与属性独一，因为你念诵“

我作证除你外别无应受崇拜的。” 

** 遵照这一圣行，你的每一昼夜将在认主独一、赞主清

净、求主恕饶和向主忏悔中度过。

遵照这一圣行的结果：

你在那些坐席间谈话时所犯的过错将得到恕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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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封印一次《古兰经》

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说：“你每个月读一遍《古兰经》

。”（《艾卜•达伍德圣训集》）

每个月封印一次《古兰经》的方式：

在每一番主命拜前准备十分钟的时间，读上两页《古兰经》，

在礼完拜后也读上两页，一天的五次主命拜前后下来就可读完

二十页，相当于《古兰经》中的一整册。这样，一个月就能很

轻松地封印三十册的《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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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之前的圣行 
1- 念诵：“主啊，凭着你的尊名，我死、我活。”（《布

哈里圣训实录》） 

2- 合拢两手掌，然后对其吹气，念诵《忠诚章》、《曙光

章》和《世人章》（《古兰经》最后三章），然后用双手从头

脸开始尽可能地抹自己的身体，重复做三次。（《布哈里圣训

实录》） 

3- 念诵《宝座的经文》（《古兰经》第二章二五五节）（

《布哈里圣训实录》） 

** 念诵这节经文的结果：“谁念诵这节经文，安拉保护

他，恶魔不能接近他。”（上述同一圣训） 

4- 念诵：“我的主啊，奉你的名义，我睡下、我起身。如

果你留下我的灵魂，求你慈悯它；如果你取出它，求你将其存

放在你的清廉仆人的行列中。”（《布哈里圣训实录》与《穆

斯林圣训实录》） 

5- 念诵：“主啊，你创造了我的生命，你将使它结束。我

的死、我的生都归于你。如果你使它生，求你保护它；如果你

使它死，求你饶恕它。主啊，我的确向你祈求恩惠。”（《穆

斯林圣训实录》） 

6- 念诵三遍：“主啊，在你复活仆人之日，求你保护

我。”念诵时将右手置于脸颊下。（《艾卜•达伍德圣训集》

和《铁尔密济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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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念诵：“赞主清净”三十三次，“万赞归

主”三十三次，“真主至大”三十四次。（《布

哈里圣训实录》及《穆斯林圣训实录》） 

8- 念诵：“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他给我们吃、给我

们饮、使我们满足、给我们庇护，除他外别无使我们满足者和

给我们保护者。”（《穆斯林圣训实录》） 

9- 念诵：“主啊，全知幽玄与见证的主、创造诸天与大地

的主、万事万物的主宰啊，我作证除你外别无应受崇拜的，我

向你求护免遭自身及恶魔与其同党的伤害，保护我不要对自身

及穆斯林造成伤害。”（《艾卜•达伍德圣训集》和《铁尔密

济圣训集》） 

10- 念诵：“主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的事情委托你，我

的面容朝向你，我的生计托付你。我渴望你的恩赐、害怕你的

惩罚，除你外不再有避难处和庇护所。我皈信你所降示的经典

和你所派遣的先知。”（《布哈里圣训实录》及《穆斯林圣训

实录》） 

11- 念诵：“主啊，七层天与伟大‘阿尔什’（宝座）的主

啊，我们及万物的养主、创造爱与心愿的主、降示《讨拉特》

、《引芝勒》和《古兰经》的主，我求你保护免遭万事万物的

伤害——你确是掌管它的。主啊，你是最初的，在你之前没有

任何物；你是最终的，在你之后亦没有任何物；你是明显的，

没有任何物比你显著；你是隐微的，没有任何物比你细微。求

你完成我们的宗教吧，使我们摆脱贫困而富裕。”（《穆斯林

圣训实录》） 

12- 念诵《黄牛章》（《古兰经》第二章）最后两节经

文：“使者确信主所降示他的经典，信士们也确信那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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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圣训》中记述：“谁在夜间念诵这

两节经文，得以从所有的恶劣、憎恶和邪恶上脱

离。”（《布哈里圣训实录》及《穆斯林圣训实

录》） 

13- 应保持清洁，《圣训》中说：“当你前往床铺之时，做

一个小净。” 

14- 侧朝右边睡。“然后，侧右而睡……”（《布哈里圣训

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 

15- 将右手置于有脸颊下。“当他睡觉的时候便将右手放在

他的脸颊下。”（《艾卜•达伍德圣训集》） 

16- 扫床铺。“当你们想要上床的时候，要扫一下床铺……

因为他不知道在他之后留下了什么……”（《布哈里圣训实

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 

17- 念诵《不信道者章》（《古兰经》第一零九章），念诵

的结果：“使他与多神崇拜脱离关系。”（《艾卜•达伍德圣

训集》、《铁尔密济圣训集》和《艾哈迈德圣训集》，伊本•

哈巴尼、哈基姆、扎哈比和阿尔巴尼认定为正确的圣训，哈菲

兹认定为良好的圣训） 

** 我们发现，很多人每天睡两次，如果是这样，他可以将

这些圣行都实行两次，因为这些圣行不只针对夜间，而是涵盖

所有的睡眠——甚至午觉，这些圣训是普遍性的。

实践这些圣行的结果： 

1- 如果一个穆斯林在睡觉前坚持这些圣行，将会被记录上

一百件的施舍。因为先知（祈主福安之）说：“每一个清净词

（赞主清净）是施舍、每一个大赞词（安拉至大）是施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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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赞主词（万赞归主）是施舍、每一个清真言（除安拉外别

无应受崇拜的）是施舍……” 

2- 如果一个穆斯林在睡觉前坚持这些圣行，天堂中将有一

百棵树为他植下。这是根据前述《伊本•马哲圣训集》中关于

拜后赞词回赐的圣训叙述。 

3- 安拉将在这夜里保护他的这个仆人远离恶魔、赐他平

安、脱离伤害和灾难。 

4- 这个仆人以记念安拉、顺服安拉、托靠安拉、向安拉求

助、认主独一而结束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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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记念安拉 
1- 记念安拉是最基本的功修，因为它在任何时间、任何情

况下都是仆人与其创造者之间的纽带。阿伊莎（愿主喜悦之）

说：“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随时记念安拉。”（《穆斯

林圣训实录》）

*同安拉相联系就是生命，求安拉庇护就是出路，接近安拉就

是成功和喜悦，远离安拉就是迷误和损失。 

2- 记念安拉是信士与伪信士的区别，伪信士的标志就是不

记念安拉——除了极少的时候。 

3- 恶魔只在人们忽略记念安拉的时候才能战胜人，记念安

拉是保护人们免遭恶魔诡计的堡垒。

*恶魔喜欢人们忘记记念安拉。 

4- 记念安拉是获得幸福的途径。清高的安拉说：“他们信

道，他们的心境因记忆真主而安静，真的，一切心境因记忆真

主而安静。”（《古兰经》13：28） 

5- 记念安拉必须持之以恒，天堂里的居民惋惜的事情，只

是当他们在世界上时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没有记念安拉而任其流

逝。（持续记念安拉，就意味着与安拉的联系持久。）

脑威说：学者们一致同意，在没有大小净、妇女来月经及产血

的情况下可以用心、用口记念安拉，即可以念清赞词（赞主清

净）、赞美词（万赞归主）、大赞词（真主至大）、认一词（

除安拉外别无应受崇拜的）、祝福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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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祈祷等——在上述情况下，学者们只对是否允许诵读《古

兰经》有分歧。 

6- 谁记念他的主，他的主就记念他。清高的安拉说：“故

你们当记忆我，（你们记忆我），我就记忆你们；你们当感谢

我；不要孤负我。”（《古兰经》2：152）如果一个人被告知

某位国王在其会议上提到了他的名字并赞扬了他，这个人会感

到很荣幸，那么，如果众王之王的安拉提记了他，情况又该如

何呢？ 

7- 记念安拉并不意味着口里嘟囔着念词，却心不在焉地忽

视尊大安拉、服从安拉。口舌的记念必须伴随着对每一个单词

思考与理解。清高的安拉说：“你当朝夕恭敬而恐惧地记念你

的主，应当低声赞颂他，你不要疏忽。”（《古兰经》7：205

）

*记念安拉之人应意识到他所念诵的，心要随同口舌一同记

念，以成为人和主宰之间外在和内在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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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这就是一昼夜间的圣行，我们祈求安拉使我们生在使者穆罕默

德（祈主福安之）的圣行之中，死也在其中。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众世界的主。

 作者：哈立德•哈西南

 译者： 马 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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