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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记念的优越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针对记念真主的

指导 

对于记念伟大尊严的真主，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是最完善的人。他时时刻刻，在各种情况下都记

念真主，他所有的言词都是在连续不断地记念真主，他的

命令，禁止，立法都是对超绝万物的真主的记念；他告知

真主的美名，属性，行为和裁决也是对自己养主的记念；

他赞颂自己的养主，赞颂他清净，赞颂他伟大，颂扬他，

向他祈求，向他祈祷，畏惧他的惩罚，以及渴望他的慈悯，

也是对自己养主的记念。愿真主赐福他幸福，平安。 

-在这一篇中引证了《古兰经》和正确的《圣训》中

提到的法定的记念词。 

-记念真主是最简单，最容易，最荣耀，最优越地崇

拜真主的方式之一。舌头的运动是各个肢体中最轻的运动，

然而真主确已为它安排的恩惠和慈恩，并未为它安排其它

的工作。 

-记念与祈祷的形式 

记念和祈祷真主原本是秘密的工作，除非是经训中提

到的公开地记念和祈祷真主的则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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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ۉ ۉ ې ې ې ې ى ى ائ )/ مل ا ؽىل-1

 [.205/ األؼصاف]  (ائ ەئ ەئ وئ وئ ۇئ ۇئ ۆئ
【[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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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清高的真主说： 

 (ہ ہ ھ ھ ھ ھ ے ے ۓ ۓ)/ مل ا ؽىل-2
 [.55/ األؼصاف]

【[55]你们要虔诚地，秘密地祈祷你们的主，他确是

不喜欢过分者的。】
②
 

-记念真主的裨益 

记念真主有许多伟大的，重要的裨益： 

记念真主能获得至慈主的喜悦，能驱逐恶魔，使困难

为容易，消除邪恶，消去忧愁和悲伤，加强身心，使内心

和面容充满光明，带来给养，消除畏惧；记念真主也是在

乐园里的栽种。 

记念真主消除错误，使人脱离真主的惩罚，消除仆人

与自己养主之间的恐惧；记念真主能使仆人喜悦和亲近真

主，向真主忏悔，接近真主。记念真主能给记念者带来力

                                                        

①《高处章》第 205节 

②《高处章》第 5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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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能给记念者赋予荣耀，敬畏和援助，是安宁降临记念

者的因素，也是真主的慈悯笼罩他们，众天使为他们落下

翅膀，真主对阙前的爱仆提起他们，众天使争先记录他们

的因素；因此，伟大尊严的真主命令我们持之以恒地记念

他。清高的真主说： 

مئ ىئ  ىئ ىئ ی ی ی ی جئ حئ) /مل ا ؽىل

 [.42-41/ األخضاب] (يئجب
【[41]信士们啊！你们应当常常记念真主，[42]你们

应当朝夕赞颂他超绝万物。】
①
  

-长存的善功 

包括所有真主的喜悦的善功——记念，祈祷，以及其

它的各种功修，如： 

1-赞美真主超绝万物（سبحان اهلل）：意思是“赞颂真主，

赞颂他远离一切缺陷和不足，否认在他的养育性和神性方

面没有任何伙伴，同样也否认在他的美名和属性方面也没

有类似的。” 

2-一切赞颂全归真主（احلمد هلل）：意思是“确定所有的

赞颂全部归于真主，在他的本身，美名和属性方面是值得

赞扬的，在他的行为，施恩，制度和法律方面也是值得称

                                                        

①《同盟军章》第 41-42节 



 记念  8 

赞的。” 

3-除真主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意思是

“只有真主才是真正应受朝拜者，否定所有被造物具备受

崇拜的属性，确定崇拜只归独一无二的真主。” 

4-真主至大（اهلل أكرب）：意思是“确定伟大，崇高和至大

的属性通归独一无二的真主。” 

5-无能为力，全凭真主（ال حول وال قوة إال باهلل）：意思是“独

一的真主是拥有力量和权力者，也只有真主能改变状况，

我们无能力做任何工作，除非凭借真主的帮助。” 

-记念真主的优越 

-清高的真主说： 

  (ى ائ ائ ەئ ەئ وئ وئ)/ مل ا ؽىل -1

 [.152/ ابلنصة]
【[152] 故你们当记念我，（你们记念我），我就记起

你们；你们当感谢我；不要孤负我。】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مب ىب يب جت حت خت مت ىت يت جث )/ مل ا ؽىل-2

 [.28/ الصؼس] (مث ىث يث
【[28]他们信道，他们的心境因记忆真主而安静，真

                                                        

①《黄牛章》第 1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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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心境因记忆真主而安静。】
①
 

-清高的真主说： 

ۇ ۇ ۆ ۆ ۈ ۈ ٴۇ ) /مل ا ؽىل-3

 [.35/ األخضاب] (ۅ ۅۋ ۋ 
【[53]„„常念真主的男女，真主已为他们预备了赦

宥和重大的报酬。】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س / يَـُقُْل اهلل َتَعاَل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مل ؼِ أيب ٔصيصة  -4 ٍَا ِع
َ
أ

 ُِ ُُ إَذا َذَلَصِِن، َؾإْن َذَلَصِِن ِِف َجْؿِع ٍَا َيَع
َ
ٌِ َخْتِسي ِِب، َوأ ُُ ِِف َجْؿِِس، َوإْن َظ َذَلْصحُـ

 ُِ ـْى، َوإْن َتَقَصَب ِشرباً إيََلَ َتَقَصْبُج إََل ُّ َْـ ُُ ِِف َمئٍل َرْْيٍ ِي َذَلَصِِن ِِف َمئٍل َذَلْصحُـ
ْصَوهَثً  َِ  ُُ حَحُْخـ

َ
ِِش أ ًْ حَاِِن يَـ

َ
ُِ ةَااعً، َوإْن أ . «ِذَرااعً، َوإْن َتَقَصَب إيََلَ ِذَرااعً َتَقَصْبُج إََل

 .َمجتكل ؼٌيٓ
“清高的真主说：我正如仆人对我坚信的那样。当他

记念我时，我跟他同在；如果他在内心记我，我也在内心

记他；如果他在众人面前记念我，我就在众天使面前记起

他。如果他接近我一柞，我就接近谁一尺；如果他接近我

一尺，我就接近谁一丈；如果他走着来看我，我就跑着去

迎接谁。”
③ 

                                                        

①《雷霆章》第 28 节 

②《同盟军章》第 35节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740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67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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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穆沙（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مل ؼِ أيب مٖىس  -5 َيَرُن اََّلِي يَْشُلُص َرَب
ِيِج  ًَ ُُ َيَرُن اهيََحِ َوال  .أرصجٓ ابلزري. «َواََّلِي ال يَْشُلُص َرَب

“记念主的人与不记念主的人，犹如活人与死人的例

子一样。”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在麦加的路上行走，途

经一座被称之为朱姆丹的山时，他说： 

ؾًص  ،يعْي ِف طصيـ ممث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هلل اكن رظْل / مل وؼِ أيب ٔصيصة  -6
َؿِصُدوَن » /ؾقال. ىلع جتن يقال هل مجسان ًُ ْ ـَ ال َشا مُجَْساُن َظَت َِ وَ / ملٖا« ِظُْيوا 

 .معٌٍأرصجٓ .«َواََّلالَِصاُت  َلرِْياً  اهللاََّلالُِصوَن »  /فال املكصدون ي رظٖل ا؟

“你们前进吧！这是朱姆丹山，那些独特的人确已领

先了。”他们问：“主的使者啊！什么是独特的人？”使者

说：“就是那些常念真主的男女。”
②

 

-记念真主场所的贵重 

-艾安尔·艾布穆斯林的传述，他说：我作证艾布胡

莱赖和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俩）曾经作

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2676 段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270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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أػٕس ىلع أيب ٔصيصة وأيب ظؽيس اخلسري / ؼِ األؿص أيب معٌٍ أّٓ مل -1
ٌْْم يَْشُلُصوَن اهلَل »/ أٍُ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نليب ريض ا ؼُْٕ إُّٔ ػٕسا ىلع  ال يَـْقُعُس َف

ـُى  ِّ ُث، َوٍََضهَْج َعوَْيـ ًَ ـُى الصَْخـ ُّ ـُى املبلئَِسُث، َوَػِشحَْخـ ُّ َعَض وََجَن إاَل َخَؿْخـ
ََْسهُ  ٌْ ِع ًَ ـُى اهلُل ذِي ُِ ََُث، َوَذَلَص  .أرصجٓ معٌٍ. «الَعِمي

“只要有一伙人坐下来记念伟大尊严的真主，众天使

就会围饶着他们，慈悯就会笼罩着他们，安宁就会降临于

他们，真主就会对自己跟前的众天使表扬他们。”
①
 

-穆阿维耶（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出来看到他的弟子们环坐在一起，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يا »  /ؾقالرصج ىلع خٌن َِ أؾدٓ  رظٖل ا  أن َؽوي  وؼِ -2
ْجوََعُسْى 

َ
. جٌعْ ّشوص ا وحنُسه ىلع َ ٔساّ لإلظالم، وَِ ٓ ؼٌيْ/ ملٖا ،«أ

ْجوََعُسْى إاَِل َذاكَ  آهلل» /فال
َ
َيا إِِِن » /فال. َ أجٌعْ إال ذاك ！وا/ ملٖا ،« ؟َيا أ

َ
أ

َن 
َ
ِِن أ ْررَبَ

َ
حَاِِن ِجرْبِيُن َؾأ

َ
ُُ أ ََ ًث هَُسْى َوهَِم ًَ ّْ ْظَخْدوِْؿُسْى ُت

َ
َعَض وََجَن ُحَتاِِه  اهلللَْى أ

بَلئَِسَث  ًَ ْ  معٌٍأرصجٓ  .«ةُِسُى ال
“什么事让你们这样坐着？”他们说：“我们坐着记念

真主，赞颂真主引导和恩赐我们伊斯兰。”他说：“指主发

誓！你们就为此事而坐着？”他们说：“指主发誓！我们就

为此事而坐着。”使者说：“真的，我让你们发誓，并不是

怀疑你们，而是因为吉布笠莱天使降临我，他告诉我真主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70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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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天使面前夸耀你们。”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تَتاَرَك َوَتَعاَل  هللإَِن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لم وؼِ أيب ٔصيصة  -3
ُِ ِذْلٌص َرَعُسوا  َمبَلئَِسًث َظَياَرةً ؾُُضبًل يَتََخَتُعَْن دَلَالَِط اَِّلْلِص َؾإَِذا وََجُسوا دَلْوِعاً  ذِي

اءِ اّدُلْجَيا  ًَ ْى َوَبْْيَ الَع ُّ ََ ْا َيا ةَحْ وَُئ ًْ ْى َخََّت َح ِّ ْجََِدخِ
َ
ْى َبْعًضا ةِأ ُّ ْى وََخَؽ َبْعُض ُّ َيَع

اءِ ؾَ  ًَ ْا َوَصِعُسوا إَِل الَع ْا َعصَُج  .َمجتكل ؼٌيٓ .«إَِذا َتَؿَصفُ
“清高真主有一些天使到处视察，寻找记念真主的场

所。当他们发现有记念真主的场所时，他们便跟记念真主

的人坐在一起，并相互用自己的翅膀将他们通天彻地地包

围起来，当他们的记念结束散开时，他们便升回天上。”
② 

-任何场所都必须记念清高的真主，以及祝福他的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清高的真主说： 

 [.8/ املضمي]  (چ چ ڇ ڇ ڇ ڇ ڍ)/ مل ا ؽىل -1
【[8]故你应当记念你的主的尊名，你应当专心致志地

敬事他。】
③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701 段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046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6089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③《披衣的人章》第 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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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 َيـْجوِعاً هَـْى يَْشُلُصوا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انليب  ؼِ أيب ٔصيصة -2 َيا َجوََط َف
ـْى، َوإْن  ُّ ِّـْى حَِصةً، َؾإْن َشاَء َعَشةَـ ِّـْى، إال اَكَن َعوَي ْا ىلَعَ ٍَبِِي ، َوهَـْى يَُصوُ ُِ اهلل ذِي

ـىْ  ُّ  .أرصجٓ أمحس واًرتَشي.  «َشاَء َدَؿَص هَـ
“任何一伙人坐在一个场所里，他们在其中没有记念

真主，也没有祝福他们的先知，那么，他们都有一种罪责。

如果真主意欲，就惩罚他们；如果真主意欲，就饶恕他

们。”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يـْجوٍِط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انليب  ؼِ أيب ٔصيصة -3 ٍْم يَـُقُْمَْن ِي ٌْ َف َيا ِي
ةً  ـْى َخْْسَ ُّ اٍر، َوََكَن هَـ ًَ ٌْ ِيْرِن ِجيَؿِث ِخـ ْا َخ ُِ إاَل َفاُم  .«ال يَْشُلُصوَن اهلل ذِي

 .أرصجٓ أٖ داود واًرتَشي
“任何一伙人从一个没有记念真主的场所里站起来，

他们在其中，那么，他们好像从一头死驴的尸体身旁离开

一样，他们真可悲。”
②
 

-坚持记念清高真主的优越 

-清高的真主说： 

ڈ ژ ژ ڑ ڑ ک ک ک ک ): قال اهلل تعاىل -1

ڱ ڱ ڱ ں  ڱ  ڳ  ڳ ڳ   ڳ  گ  گ گ گ

                                                        

①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9580 段，《正确丛书》第44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380 段，原文出自《提

勒秘日圣训集》 

②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4544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日圣训集》第885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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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آل عمران] (ں ڻ ڻ ڻ ڻ ۀ ۀ ہ ہ ہ ہ ھ
191-191.] 

【[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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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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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ٹ ٹ ڤ ڤ ڤ ڤ ڦ ڦ ڦ ڦ ): قال اهلل تعاىل -2

 [.11: اجلمعة] (ڄ ڄ ڄ ڄ ڃ ڃ
【[10]当礼拜完毕时，你们当散布在大地上寻求真主

的恩惠，你们应当多多地记念真主，以便你们成功。】
②
 

-阿布杜拉·本·白西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有

一男子说： 

ي رظٖل ا إَن رشاػ اإلظالم / أن رجاًل مل ؼِ ؼسا ِ برس -3
تََؼَُجحت ٓ 

َ
َ قرربين بيشء أ ٌْ ِذْلِص »/ فالمس ورثت َلََعَ ال يََضاُل لَِعاٍَُك َرْطتاً ِي

 .أرصجٓ اًرتَشي واِ َجٓ .«اهلل
“主的使者啊！伊斯兰的法律对我来说太多了，你告

诉我一件我常守不懈的善功吧！”使者说：“让你的舌头因

                                                        

①《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90-191 节 

②《聚礼章》第 1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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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记念真主而一直成为湿润的。”
①
 

-艾布戴尔达易（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اهُِسْى،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انليب / مل ؼِ أيب ادلرداء -4 ًَ ْخ
َ
ٍَبُِئُسْى ةِـَزْيِ أ

ُ
اَل أ

َ
أ

ِب  َِ ٌْ إْجَؿاِق اََّل ا ِِف َدرََجاحُِسْى، وََرٌْي هَُسْى ِي َّ ْرَؾِع
َ
ََْس َموِيِمُسْى، َوأ ا ِع َِ َوأْزاَك
 ٌْ رِِق، وََرٌْي هَُسْى ِي َْ ْا  َوال ُب ـْى َويَْْضِ ُّ ََاَر ْخ

َ
ْا أ ُب ْْا َعُسَوُزْى َذَخْْضِ ْن حَوَْق

َ
أ

ََاَفُسىْ  ْخ
َ
ْا« أ ُ  .أرصجٓ اًرتَشي واِ َجٓ .«ِذْلُص اهلل حعال»/ ةَََل َفاَل / َفال

“我告诉你们一件最美好的善功好吗？它在你们的主

看来是最纯洁的，在你们品级中是最高的，对你们比施舍

的金银更好，对你们比遇到敌人，相互厮杀更优越？”他

们说：“好啊！”他说：“记念清高的真主。”
②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يَْشُلُص اهلل ىلَعَ لُُكِ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كَن انليَِبُ / ؼِ اعئؼ ريض ا ؼْٕ مً-5
 ُِ ْخَياٍِـ

َ
 .أرصجٓ معٌٍ .أ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时时刻刻都记念

真主。”
③
 

                                                        

①正确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8844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伊本马哲圣训集》第8468段 

②正确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8844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伊本马哲圣训集》第8466段 

③《穆斯林圣训集》第 3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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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记念的种类 

1-早晚的记念词 

-记念的时间： 

早晨：从黎明至太阳升起。 

晚上：从进入晡礼的时间至太阳没落；对于忙碌或忘

记者，时间是充足的。 

ڌ ڎ  چ ڇ ڇ ڇ ڇ ڍ ڍ ڌ): قال اهلل تعاىل

 [.39: ق] (ڎ ڈ ڈ
【[39]故你应当忍受他们所说的谰言。在日出和日落

之前，你应当赞颂你的主。】
①
 

-早晚的记念词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فاَل ِخَْي يُْصتِـُح، وَِخَْي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 مل أيب ٔصيصة  ؼِ َي
ِِس  ًْ ِت / يُـ

ْ
ِسهِ ِيائَث َمَصٍة، هَـْى يَأ ًْ ْؾَضَن ُظْتـَداَن اهلل َوبِـَدـ

َ
َْم اهِقَياَيِث ةَأ َخٌس يَ

َ
أ

 ُِ ْو َزاَد َعوَي
َ
َخٌس َفاَل ِيْرَن َيا َفاَل، أ

َ
، إاَل أ ُِ ا َجاَء ةِـ ًَ  .أرصجٓ معٌٍ .«ِيـ

“谁早晨与晚上说了一百遍‘赞主超绝，赞颂真主’，

在复生日，没有任何人比他所带来的更优越了，除非说了

                                                        

①《戛弗章》第 3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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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他所说的或者比他说的更多的人。”
①
在另一传述中提

到： 

« ْْ ِسهِ ِِف يَ ًْ ٌْ َفاَل ُظْتـَداَن اهلل َوبِـَدـ ٍم ِيائَث َمَصٍة ُخَّطْج َرَّطايَاهُ َولَْ َي
 .َمجتكل ؼٌيٓ. «اَكٍَْج ِيْرَن َزَبِس ابَلـْدصِ 

“谁每天说了一百遍‘赞主超绝，赞颂真主；’那么，

他所有的错误都被消除了，即使他的错误如同海水的泡沫

一样多也罢！”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فاَل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رظْل اهلل  أيب ٔصيصة  ؼِ َُ إاَل اهلل وَْخَسهُ / َي ال إهَـ
ٍْم ِيائََث َمَصٍة،  ٍء َفِسيٌص ِِف يَ َْ ىلَعَ لُُكِ ََشْ ُِ ُس َو ًْ ُُ احَلـ وُْك َوهَـ ًُ ُُ ال ، هَـ ُُ ال ََشِيَك هَـ

ُُ ِيا َْـ ٍََث، َوُيـِدَيْج َخ ُُ ِيائَُث َخَع ُُ َعْسَل َعْْشِ رَِفاٍب، َوُكخَِتْج هَـ ئَُث َظحَِئٍث، اَكٍَْج هَـ
ْؾَضَن 

َ
َخٌس أ

َ
ِت أ

ْ
، َوهَـْى يَأ ِِسَ ًْ ُُ َذلَِك َخََّت يُـ ٌَ الَشْيَّطاِن يََْي ُُ ِخْصزاً ِي َوََكٍَْج هَـ

ٌْ َذلَِك  ْكََثَ ِي
َ
َن أ ًِ َخٌس َع

َ
ُِ إاَل أ ا َجاَء ةِـ ًَ  .َمجتكل ؼٌيٓ. «ِيـ

“谁每天念一百遍：‘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应

受崇拜的，他拥有一切权力，拥有一切赞美，他确是大能

于万物的主’；那么，这个记念词对于他犹如释放了十个奴

隶的回赐，并为他记录一百件善功，消除他的一百件过错；

这个记念词是他那一天中的堡垒，保护他免遭恶魔的伤害，

直至夜晚；没有任何人比他带来的更优越了，除非是比他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6692 段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0464段，《穆斯林圣训集》第6062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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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更多者。”
① 

-善达迪·本·奥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ن يَـُقَْل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نليب ؼِ  ػساد ِ أوس  ؼِ
َ
َى / َظِيُس االْظخِْؼَؿارِ أ ُّ الو

َُ إاَل  ٍَْج َرِِّب ال إهَـ
َ
ِسَك َوَوْعِسَك َيا أ ّْ ٍَا ىلَعَ َخ

َ
ٍَا َخْتُسَك، وَأ

َ
ٍَْج َروَْقَخِِن، َوأ

َ
أ

ُْء ةَِشٍيِْب َؾاْػِؿْص  ةُ
َ
، َوأ َ خَِك َلََعَ ًَ ُْء لََك ةَِِْع ةُ

َ
ََْعُج، أ ٌْ ََشِ َيا َص ُْذ ةَِك ِي ُع

َ
اْظَخَّطْعُج، أ

ٍَْج 
َ
ُُ ال يَـْؼِؿُص اَُّلٍَُْب إاَل أ ٌْ »/ َفاَل « يَِل إٍَ اَت َوَي ًَ ا َذ َّ ْفَِاً ةِـ ارِ ُم َّ ٌَ انلَ ا ِي َّ َفاهَـ

 ٌٌ ِ ْف َْ ُم ُِ ٌَ الوَيِن، َو ا ِي َّ ٌْ َفاهَـ ََِث، َوَي ِن اجَل ِْ َ
ٌْ أ َْ ِي ُّ ، َذ ِِسَ ًْ ْن يُـ

َ
ُِ َرْتَن أ ٌْ يَِْي ِي

ََثِ  ِن اجَل ِْ َ
ٌْ أ َْ ِي ُّ ْن يُْصتِـَح، َذ

َ
اَت َرْتَن أ ًَ ا، َذ َّ  .أرصجٓ ابلزري .«ةِـ

“最好的求饶词是：‘主啊！您是我的主，除您外，绝

无应受崇拜的，您创造了我，我是您的仆人；我尽力实践

对您的诺言和许约，我求您从我所做的一切伤害中保护我。

我承认您赐予我的恩惠，也承认我的过错，求您恕饶我吧！

只有您才是恕饶一切罪过的主’。”然后他说：“谁在白天坚

信不移地说了这段求饶词，如果他在天黑之前去世了，那

么，他就属于乐园的居民；谁在晚上坚信不移地说了这段

求饶词，如果他在天亮之前去世了，那么，他就属于乐园

的居民。”
②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046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6062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布哈里圣训集》6306 段 



 记念  19 

ٖد  ؼِ ْمََس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كَن ٍيَِبُ اهلل / مل ؼسا ِ معؽ
َ
ََا »/ إَذا أ ْمَعحْ

َ
أ

َى إِِن  ُّ ، الو ُُ َُ إاَل اهلل وَْخَسهُ ال ََشِيَك هَـ ُس هلل، ال إهَـ ًْ وُْك هلل، َواحَلـ ًُ ْمََس ال
َ
َوأ

ا، وَ  َِ ٌْ ََشِ ُْذ ةَِك ِي ُع
َ
ا، َوأ َّ ِشهِ الوَيوَِث، وََرْيِ َيا ذِي َِ ٌْ َرْيِ  لَُك ِي

َ
ْظأ

َ
ا، أ َّ ََشِ َيا ذِي

ََِث اّدُلْجَيا َوَعَشاِب اهَقرْبِ  ْءِ الِمرَبِ، َوؾِْخ َصِم، َوُظ َّ ٌَ الَمَعِن، َوال ُْذ ةَِك ِي ُع
َ
َى إِِن أ ُّ . «الو

يْضاً 
َ
ْصَتـَح َفاَل َذلَِك أ

َ
وُْك هلل»َوإَذا أ ًُ ْصَتـَح ال

َ
ََا وَأ ْصَتـْد

َ
 .أرصجٓ معٌٍ .«اهذ... أ

每当主的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到了晚上

时，他都会说：“我们到了晚上，晚上的王权全归真主，一

切赞颂全归真主；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

崇拜者，主啊！我向您祈求这个夜晚及其中的福利；我求

您保佑免遭今夜及其中的伤害。主啊！我求您保佑远离懒

惰，老朽和昏花，求您保佑我免遭今世的灾难和坟墓中的

惩罚。”每当他到了早晨时，他也说类似的：“我们到了早

晨，早晨的王权全归真主„„。”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صَتـَح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كَن انليَِبُ / مل أيب ٔصيصة  ؼِ
َ
ََا، »/ إَذا أ ْصَتـْد

َ
َى ةَِك أ ُّ الو

ُْت، َوإََلَك اهجُُشْرُ  ًُ ََا، َوبَِك ََنَْيا، َوبَِك َج ْمَعحْ
َ
ْمََس َفاَل «َوبَِك أ

َ
َى »/ ، وإَذا أ ُّ الو

ِصْيُ  ًَ ُْت، َوإََلَك ال ًُ ََا، َوبَِك ََنَْيا، َوبَِك َج ْصَتـْد
َ
ََا، َوبَِك أ ْمَعحْ

َ
أرصجٓ  .«ةَِك أ

 .بلزري يف األدب املكصد وأٖ داودا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到了早晨时，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64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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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都会说：“主啊！我们因为您而活到了早晨，我们因为您

而活到了晚上，我们因为您而活着，我们因为您而死去，

我们都将回归于您。” 每当他到了晚上时，他都会说：“主

啊！我们因为您而活到了晚上，我们因为您而活到了早晨，

我们因为您而活着，我们因为您而死去，我们都将回归于

您。”
①
 

-阿慕鲁·本·阿税（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忠实

的艾布白克尔请教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他说： 

ظل  ؼسا ِ ؼُصو ريض ا ؼُْٕ أن أ لص الؿسيل  ؼِ
يا »/ ؾقالي رظٖل ا ؼٌُِين َ أمٖل إذا أؾد وإذا أمعي، / ، ملانليب 

اَدةِ، َرَب لُُكِ / أةَا ةَْسٍص فُْن  َّ ْرِض، اَعهِـَى اهَؼيِب َوالَش
َ
اَوات َِواأل ًَ َى َؾاِطَص الَع ُّ الو

 ُُ ٍء َوَموِْيَم ْن أْرََتَِف ََشْ
َ
، َوأ ُِ لِ ٌْ ََشِ الَشْيَّطاِن َوَِشْ ٌْ ََشِ َجْؿِِس، َوِي ُْذ ةَِك ِي ُع

َ
، أ

ُجصَهُ إَل ُمْعوِـىٍ 
َ
ْو أ

َ
ْءاً أ أرصجٓ ابلزري يف األدب املكصد . «ىلَعَ َجْؿِِس ُظ

 .واًرتَشي
“主的使者啊！您教授我一段在早晚说的记念词吧！”

使者说：“艾布白克尔啊！你说：‘主啊！创造天地的主啊！

全知幽玄的，明显的主啊！养育，掌管万物的主啊！我求

您保佑我免遭私欲和恶魔及其同伙的伤害，并求您保佑我

不要犯罪或嫁祸于任何穆斯林’。”
②
 

                                                        

①正确的圣训，《布哈里圣训集》“独一的礼节篇”第 1234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4668 段 

②正确的圣训，《布哈里圣训集》“独一的礼节篇”第 1239段，原文出自“独一的礼节篇”，《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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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无论

早晨，还是晚上，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从没有放弃过这些记念词： 

يََسُع ِؤالء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لى يسٌ رظْل اهلل / اِ ؼُص ريض ا ؼُْٕ مل ؼِ
ْات، خْي يًِس، وخْي يصتح َْ َواهَعاذَِيَث ِِف اّدُلْجَيا »/ اّدلع لَُك اهَعْؿ

َ
ْظأ

َ
َى إِِن أ ُّ الو

َى  ُّ ِِل َوَيايَِل، الو ِْ َ
َْ َواهَعاذِيَث ِِف ِديِِن َوُدْجَياَي َوأ لَُك اهَعْؿ

َ
ْظأ

َ
َى إِِن أ ُّ َواآلِرَصةِ، الو

ٌْ َرْواَع  َراِِت، َو آِي ْْ يِِن، اْظَُتْ َع ًِ ٌْ َروْيِِ، عٌ يَـ ٌْ ةَِْي يََسَي َوِي ِِن ِي ْْ ِِت، َواْخَؿ
ٌْ حَـْدِت  ْدَخاَل ِي

ُ
ْن أ

َ
ُْذ ةَِك أ ُع

َ
ٌْ َؾِِْق، َوأ ايَِل، َوِي ًَ أرصجٓ أٖ داود واِ . «عٌ ِش

 .َجٓ
“主啊！我向您祈求今后两世的宽恕和安康；主啊！

我因为我的信仰，今世，家人和钱财而向您祈求宽恕和安

康；主啊！求您遮掩我的羞体，安定我的心灵；主啊！求

您从我的前后左右和上面保佑我，我求您保护我免遭地陷

之灾。”
①
 

-艾布安雅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إاَل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رظْل اهلل  أيب ؼيش  ؼِ ْصَتـَح ال إهَـ
َ
ٌْ َفاَل إَذا أ َي

ٍء َفِسيٌص، اَكَن  َْ ىلَعَ لُُكِ ََشْ ُِ ُس، َو ًْ ُُ احَلـ وُْك، َوهَـ ًُ ُُ ال ، هَـ ُُ اهلل وَْخَسهُ ال ََشِيَك هَـ
ُُ َعْْشُ  َْـ ََاٍت، وَُخَّط َخ ُُ َعْْشُ َخَع اِخيَن، َوُكخَِب هَـ ًَ ٌْ َوّدَلِ إْظ ُُ ِعْسُل َرَرَتٍث ِي  هَـ

، َوإْن  ِِسَ ًْ ٌَ الَشْيَّطاِن َخََّت يُـ ُُ َعْْشُ َدرََجاٍت، َوََكَن ِِف ِخْصٍز ِي َظحَِئاٍت، َوُرؾَِع هَـ

                                                        

①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4644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8542段，原文出自《伊本马哲圣训集》 



 记念  22 

ُُ ِيْرُن َذلَِك َخََّت يُْصتِـحَ  ْمََس، اَكَن هَـ
َ
ا إَذا أ َّ  .أرصجٓ أٖ داود واِ َجٓ. «َفاهَـ

“谁在早晨说了：‘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应受

崇拜的，他拥有一切权力，拥有一切赞美，他确是大能于

万物的主’，那么，对他有如释放一个伊斯玛依赖后裔的报

酬，并为他记录十件善功，消除他的十件过错，升高他的

十个品级；他在那一天中都受到保护，免遭恶魔的伤害，

直至夜晚；如果他在晚上也说了这个记念词，那么，他也

能获得类似的报酬，直至早晨。”
①
 

-欧斯曼·本·安法努（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خْتٍس »/ يقْ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رظْل اهلل  ظُؽ/ مل ؼِ ؼمحتُن ِ ؼكن  َيا ِي
ٍْم َوَمَعاءِ لُُكِ ََلْوَثٍ  ٌء / يَـُقُْل ِِف َصَتاِح لُُكِ يَ ُِ ََشْ ًِ ةِاْظِى اهلل اََّلِي ال يَُْضُ َيَع اْظ

يُع اهَعوِيُى، ذبَلَث َمَصاٍت ؾَ  ًِ َْ الَع ُِ اءِ َو ًَ ْرِض َوال ِِف الَع
َ
ءٌ وى ِِف األ  .«يَُْضَهُ ََشْ

 .َجٓأرصجٓ اًرتَشي واِ 
“任何仆人在每天早晨与每天晚上念了三遍‘以真主

的尊名——以他的尊名不会遭到天地间的任何伤害，他是

全听的，全知的主’，那么，任何东西都不能伤害他。”
②
 

-阿布杜拉·本·爱部瑞（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每

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到了早晨或晚上时，

他都会说： 
                                                        

①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4644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伊本马哲圣训集》第8504段 

②正确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8855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8506段，原文出自《伊本马哲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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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صَتـَح َوإَذ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نليب  ؼِ ؼسا ِ أضى  ؼِ
َ
ُُ اَكَن يَـُقُْل إَذا أ ٍَ

َ
أ

ْمََس 
َ
ََا »/ أ ٌِ ٍَبِِي ِث اإلْربلِص، َوىلَعَ ِدي ًَ ََا ىلَعَ ؾِّْطَصةِ اإلْظبلِم، َوىلَعَ ََكِـ ْصَتـْد

َ
أ
ٍس  ًَ ٌَ املْْشِكِْيَ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يـَدـ ِِيَى َخَِيؿاً ُمْعوِـًاً َوَيا اَكَن ِي ََا إةَْصا ةِح

َ
 .«، َوىلَعَ ِموَِث أ

 .جٓ أمحس وادلاريمأرص
“我们早晨生活在伊斯兰的基础上，生活在认主独一

的言词上，生活在我们的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的信仰上，生活在我们的先人伊布拉欣纯正的，顺从的教

门上，他绝不是一个举伴主的人。”
①
 

-欧班耶·本·凯阿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曾

有个晒枣场，而枣子却无故减少，有一天夜晚，他在晒枣

场上看护，突然，他发现一个类似青年人的牲畜，他向其

致以伊斯兰的问候，它回答之，然后他问：“你是谁？是人

还是精灵？”它说：“我不是人，是精灵。”„„在其中提

到，欧班耶说：“什么能使我们免遭你们的伤害呢？” 

أّٓ اكن هل ُجْصٌن َِ ُص، قاكن يْنؽ، قدصظٓ ذات  أيب ِ وؽ  ؼِ
َ / يلٌ قذا ٖٔ سا ػٓ اًـالم املدمجتٌٍ، قعٌٍ ؼٌيٓ، قصد ؼٌيٓ العالم، قنل

يبّ  -وقيٓ-... أّ؟ جيّن أو إنيّس؟ مل ال، ي جين
ُ
 قُ يْجيْ َْلٍ؟/ قنل أ

ِ مهل َ...  (ڻ ۀ ۀ ہ ہ ہ ہ ھ)/ ٔشه اآلي اًيت يف ظٖرة ابلنصة/ مل
جري َْ خىت يُيس، 

ُ
جري َْ خىت يؿح، وَِ مهل خني يؿح أ

ُ
خني يُيس أ

أرصجٓ . «َصَسَق اخَلتِْيُد »/ ؾقالقشوص ذله هل،  قٌُ أؾح أىت رظٖل ا 

                                                        

①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24484段，原文出自《艾哈默德圣训集》，《达尔米圣训集》第6455段 



 记念  24 

 .احلكٍ واًطرباين
它说：“在《黄牛章》中提到的这节经文【真主，除他

外决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
①
，谁在晚上念

了它，那么，他就能获救免遭我们的伤害，直到早上；谁

在早上念了它，那么，他就能获救免遭我们的伤害，直到

晚上。”到了早晨，欧班耶来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向他提到了晚上所发生的那一切，使者说：“可

恶的东西说的是实话。”
 ②
 

-稍巴尼（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خْتٍس ُمْعوِـٍى يَـُقُْل ذبَلَث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رظْل اهلل  جحتٖبن  ؼِ َيا ِي
ْو يُْصتِـحُ 

َ
ِِس أ ًْ ٍس ٍَبِّياً، / َمَصاٍت ِخَْي يُـ ًَ ـَدـ ًُ ِ َرِضيُج ةِاهلل َرّباً، َوبِاإلْظبلِم ِديَاً، َوب

َْم اهِقَياَيثِ  ُُ يَ ْن يُْصِضَيـ
َ
 .داود أرصجٓ أمحس وأٖ. «إاَل اَكَن َخّقاً ىلَعَ اهلل َعَض وََجَن أ

“任何一位穆斯林在晚上或早晨说了三遍‘我喜爱真

主为我的主宰，喜爱伊斯兰为我的生活准绳，喜爱穆罕默

德为我的先知’，那么，复生日他就有权受到伟大尊严的真

主的喜爱。”
③
 

-穆阿兹·本·阿布杜拉的传述，他的父亲说：我们

遇到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漆黑的夜晚，我们等待主的使

                                                        

①《黄牛章》第 255节 

②正确的圣训，《哈克姆圣训集》第6604段，《泰白拉尼圣训集》 (2 :662)  

③优良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68466段，原文出自《艾哈默德圣训集》，《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464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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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带着我们礼拜„„。然后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出来带着我们礼拜，

他说：
 

ٌ قَْجمجتََغْصَّ رَُظَٖل / َؽذ ِ ؼسا ؼِ أيٓ مل ؼِ َُ َؾَبَْ َطٌغ َوُعٌْـ
َ
أ

مُُٖل « فُْن »/ َذَقاَل يِلَُؿٌِلَ َِْ  قََزَصَج رَُظُٖل ا ... يِلَُؿٌِلَ َِْ ا 
َ
 أ ََ / َفُنٌُْ 

ِِس »/ َفاَل  ًْ َِْذَتْْيِ ِخَْي حُـ َع ًُ َخٌس، َوال
َ
َْ اهلل أ ُِ وَِخَْي حُْصتِـُح ذبَلذاً يَْسِؿيَك لُُكَ فُْن 

ءٍ   .أرصجٓ اًرتَشي واًنعيئ. «ََشْ
“你说！”我说：“我说什么？”然后他说：“当到了早

晨或晚上时，你念三遍：【［1］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

主„„】
①
和求护佑的两章经文，那足够保护你不受任何伤

害。”
②
 

-艾布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صَتـَح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 مل أيب َله  ؼِ
َ
َخُسُزْى َؾوَْيـُقْن إَذا أ

َ
أ

ِْم  َشا اََل َِ لَُك َرَْي 
َ
ْظأ

َ
َى إِِن أ ُّ َْي، الو ًِ وُْك هلل َرِب اهَعاهَـ ًُ ْصَتـَح ال

َ
ََا َوأ ْصَتـْد

َ
أ

، َوََشِ َيا ةَـْعَسهُ،  ُِ ٌْ ََشِ َيا ذِي ُْذ ةَِك ِي ُع
َ
َساهُ، وَأ ُِ ُُ َو ُُ َوٍَْْصَهُ َوٍَُْرهُ َوَبَصَكَخـ َذْخـَد

 
َ
 .رصجٓ أٖ داودأ. «ْمََس َؾوَْيـُقْن ِيْرَن َذلَِك ُثَى إَذا أ

“当你们某人到了早晨，让他说：‘我们到了早晨，早

晨的王权归于真主——养育众世界的主，主啊！我向您祈

求这一天的幸福——幸福，援助，光明，吉庆和引导；我

                                                        

①《忠诚章》第 1-4节 

②优良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8444段，《奈沙伊圣训集》第4465段，原文出自《奈沙伊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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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您保佑免遭其中及其之后的伤害。’当到了晚上时，也让

他说类似的。”
①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发图麦说： 

ْن »/ هؿاطًث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 مل أنط ِ َله  ؼِ
َ
ََُعِك أ ًْ َيا يَـ

ْمَعيِج 
َ
ْصَتـْدِج َوإَذا أ

َ
ْن َتُقِِْل إَذا أ

َ
؟ أ ُِ ْوِصيِك ةِـ

ُ
ِِع َيا أ ًَ ُْم / تَْع يَا يََحُ يَا َرُي

، َوال حَـِِكِِْن إَل َجْؿِس َطْصَؾَث َعْيٍ  ُُ ِِن َُكَ
ْ
ْصوِـْح يَِل َشأ

َ
ْظَخِؼيُد، أ

َ
خَِك أ ًَ  .«ةِصَْخـ

 .ىربى واحلكٍأرصجٓ اًنعيئ يف ال
“是什么阻止你听从我对你的嘱托呢？你当在早晚说：

‘永生不灭的主啊！维护万物的主啊！我以着您的慈悯向

您求救，求您改善我的所有事情，求您片刻也不要把我委

托给我自身’。”
②
 

-艾布戴尔达易（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فاَل ِخَْي يُْصتِـُح وَِخَْي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نليب  ؼِ أيب ادلرداء  ؼِ َي
ِِس  ًْ يِى َظْتَع / يُـ ِْ َْ َرُب اهَعْصِش اهَع ُِ ََّكُْج َو َْ ُِ حَ َْ َعوَي ُِ َُ إاَل  َخْعيِبَ اهلل ال إهَـ

ٌَ اّدُلْجَيا َواآلِرَصةِ  ُُ ِي ًَ ـ َِ  .أرصجٓ اِ العين .«َمَصاٍت، َلَؿاهُ اهلل َعَض وََجَن 
“谁在早晚各说七遍：‘真主确已使我满足，除他之外，

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我只托靠他，他是伟大的阿尔西的

                                                        

①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4684 段 

②正确的圣训，奈沙伊在《伟大的圣训集》中传述，第26464段，《哈克姆圣训集》第 2000 段，《正确丛书》第 2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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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主，’那么，伟大尊严的真主使他满足于今后两世的需要。”

①
 

-早上的记念词 

-信士之母朱外丽耶（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礼晨礼拜时离开她出去了，她当

时坐在自己的礼拜处，杜哈拜的时间后先知回来时，她还

坐着，先知问道： 

رصج َِ ؼْسٔ لصة خني  ؼِ جٖيصي ريض ا ؼْٕ أن انليب و
يا »/ ؾقالؾًل الؿح ويه يف معجسٔ، جحتٍ رجػ ؽس أن أضىح ويه جلع، 

هََقْس فُْوُج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انليب ّؽٍ، / مً« زِهِْج ىلَع احَلاِل اهَِت َؾاَرْرُخِك َعوَْيـّا؟
ا فُوِْج  ًَ ِ ْْ ُوزٍَِْج ة َ اٍت ذبَلَث َمَصاٍت ل ًَ ْرَبـَع ََكِـ

َ
ٌَ ةَـْعَسِك أ ُّ َزَجْخـ َْ َ ِْم ل َُْش اََل / ُي

، َوِيَساَد  ُِ ، َوزٍََِث َعْصِش ُِ ، َورَِضا َجْؿِع ُِ ِسهِ، َعَسَد َروِْق ًْ ُظْتـَداَن اهلل َوبِـَدـ
 ُِ احِـ ًَ  .أرصجٓ معٌٍ .«ََكِـ

“自从我离开你之后你一直这样坐着吗？”她说：“是

的！”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离开你之后，

我把四句赞词各说了三遍，假若把它与你今后所念的赞词

相比较，那是相等的：赞主超绝！以他创造的万物的数量，

他自身的喜悦，他阿尔西的重量和书写他的言词的墨汁赞

颂他。”
②
 

                                                        

①正确的圣训，《西纳圣训集》“昼夜工作篇”第 71 段，查看《归途的干粮》 (6 :840)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642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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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的记念词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有一男子

来于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他说： 

ي رظٖل ا َ / قنل جء رجي إىل انليب / أّٓ مل أيب ٔصيصة  ؼِ
ْمَعيَج »/ فالًني َِ ؼنصب دلؿمجتين ابلرخ، 

َ
َيا لَْ فُوَْج ِخَْي أ

َ
ُْذ / أ ُع

َ
أ

اِت اهلل  ًَ ، هَـْى حَُْضَكَ ةَِسوِـ ـَ ٌْ ََشِ َيا َروَ  .أرصجٓ معٌٍ .«اتلَاَياِت ِي
“主的使者啊！我昨晚被蝎子蜇了一下。”先知说：“假

若你晚上念了：‘我以真主完美的言辞祈求真主保护，免遭

万物的伤害’，那么，它就不能够伤害你。”
①
 

-夜间的记念词 

艾布麦斯欧德·艾勒白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د ابلسري  ؼِ ٌْ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مل أيب معؽ آِرِص اآلَحَخاِن ِي
ا ِِف ََلْوٍَث َلَؿَخاهُ  ًَ ـ ُِ َ

ٌْ َفَصأ  .َمجتكل ؼٌيٓ. «ُظَْرةِ ابَلَقَصةِ َي
“谁在夜晚诵读了《黄牛章》中最后的两节经文，那

么，它俩足够他的了。”
②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6466段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400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80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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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普通的记念词 

-在这一篇中提到了许多在任何时候都是合法的记

念词——赞主超绝，赞主清静，赞颂真主，赞主至大和求

主宽恕的优越，以及类似这些的记念词。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خاِن َرِؿيَؿَخاِن ىلَعَ الوَِعاِن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فاَل َرظُْل اهلل/ مَل  ؼِ أيب ٔصيصة  ًَ ِ ََك
ًِزيَاِن َختِحَتَخاِن إَِل الصَْْحٌَ ْ ِسهِ، ُظْتَداَن  اهللُظْتَداَن / ذَِقيوََخاِن ِِف ال ًْ ِِبَ  اهللَو

يىِ  ِْ  .ؼٌيٓ َمجتكل .«اهَْع

“两句话说起来是轻松的，在天平上是沉重的，在至

仁主跟前是受到喜欢的：赞主超绝，赞颂真主！赞颂伟大

的真主超绝万物！”
①
 

-塞姆莱图·本·君德布（愿主喜悦他）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خُب اللََكِم إَل اهلل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مل ؼِ ظُصة ِ جْسب و
َ
أ

ْرَبـعٌ 
َ
َُ إاَل اهللُ / أ ُس هلل، َوال إهَـ ًْ ٌَ  ، َواهللُ ُظْتـَداَن اهلل، َواحَلـ ِّ ِح

َ
َك ةِأ ، ال يَُْضُ ْكرَبُ

َ
أ

َت 
ْ
 .أرصجٓ معٌٍ .«ةََسأ

“最受真主喜爱的四句话：‘赞主超绝，一切赞颂全归

真主，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真主至大’，你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6682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69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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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中的任何一句开始对你并无伤害。”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فَُْل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 مل ؼِ أيب ٔصيصة و
َ
ْن أ

َ
ُظْتـَداَن اهلل، / أل

َُ إاَل اهللُ  ُس هلل، َوال إهَـ ًْ ُط  ، َواهللُ َواحَلـ ًْ ُِ الَش ا َطوََعْج َعوَي ًَ َخُب إيََلَ ِيـ
َ
، أ ْكرَبُ

َ
 .«أ

 .أرصجٓ معٌٍ
“的确，我说‘赞主超绝，一切赞颂全归真主，除真

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真主至大’，比太阳升起来

更受我的喜爱。”
②
 

-艾布马立克·艾勒艾斯阿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ر َشّْطُص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 مل ؼِ أيب َله األػؽصي و ُّ اهُّط
 
ُ
ؤل ًْ ْو حَـ

َ
آلِن أ ًْ ُس هلل حَـ ًْ ًِزيَاَن، وَُظْتـَداَن اهلل َواحَلـ  ال

ُ
ؤل ًْ ُس هلل حَـ ًْ اِن، َواحَلـ ًَ اإليْـ

اٌن، َوالَصرْبُ ِضَياٌء، َواهُقصآُن  َِ ْرِض، َوالَصبلةُ ٌٍُْر، َوالَصَسَفُث ةُْص
َ
اَواِت َواأل ًَ َيا ةََْي الَع

ْو َعوَيَك، لُُكُ انلَ 
َ
اُخَجٌث لََك أ َّ بُِق ْْ ْو ُم

َ
ا أ َّ ْعخُِق ًُ ، َذ ُُ  .«اِس يَـْؼُسو، َذَتايِـٌع َجْؿَع

 .أرصجٓ معٌٍ
“清洁是拜功的一半，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充满天平，

赞主超绝和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充满天地之间，拜功是光明，

施济是明证，坚忍是光辉，《古兰经》是对你有利于或对你

有害的证据。人们每天早出晚归，都在拍卖自己，要么是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6137 段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669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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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要么是毁灭。”
①
 

-艾布冉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曾有人询问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最优越的言词是什么？”

他说： 

ْن رَُظَٖل ا  ؼِ أيب ذر و
َ
قَْضُي؟  أ

َ
ُي اللََكِم أ

َ
َيا »/ َفاَل ُظَِي أ

ْو هِِعَتاِدهِ 
َ
ُِ أ بلئَِسخِـ ًَ ِسهِ / اْصَّطََف اهلل هِـ ًْ  .أرصجٓ معٌٍ. «ُظْتـَداَن اهلل َوبِـَدـ

“真主为他的众天使，或为他的众仆人选择了：赞主

超绝，赞颂真主。”
②
 

-塞阿德·本·艾布万噶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我们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跟前

坐着，他说： 

يَـْعِجُض »/ ؾقال وْ ؼْس رظٖل ا / مل ؼِ ظؽس ِ أيب ومص و
َ
أ

ٍََث؟ هَْؽ َخَع
َ
ٍْم أ ْن يَْسِعَب لُُكَ يَ

َ
َخُسُزْى أ

َ
ُِ « أ ِ ٌْ ُجوََعائ ُُ َظائٌِن ِي هَـ

َ
َلْيَؽ / َؾَعأ

ٍََث؟  هَْؽ َخَع
َ
َخُسٍَا أ

َ
ْهُؽ يَُعِتُح ِيائََث تَْعبِيَدٍث، »/ َفاَل يَْسِعُب أ

َ
ُُ أ َذُيْمَخُب هَـ

هُْؽ َرِّطيَئثٍ 
َ
ُُ أ َْـ ٍََث، أْو يُـَدُّط َخ  .أرصجٓ معٌٍ  .«َخَع

“你们哪个人每天做不了一千件善功呢？”在座的有

人问：“我们哪个人如何能做一千件善功呢？”他说：“他

赞颂真主一百次，就会为他记录一千件善功，或者是消除

一千个过错。”
③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623段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6431 段 

③《穆斯林圣训集》第669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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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هُْؽ َظحَِئثٍ »
َ
ُُ أ َْـ ٍََث، َوحُـَدُّط َخ هُْؽ َخَع

َ
ُُ أ أرصجٓ أمحس  .«حُْسَخُب هَـ

 .واًرتَشي
“为他记录一千件善功，消除他的一千个过错。”

①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يِى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نليب  ؼِ ؼِ جص و ِْ ٌْ َفاَل ُظْتـداََن اهلل اهَع َي
ََثِ  ُُ ََنْوٌَث ِِف اجَل ِسهِ ُػصَِظْج هَـ ًْ  .أرصجٓ اًرتَشي .«َوبِـَدـ

“谁说了‘赞美伟大的真主超绝万物，赞颂他’，那么，

在乐园中就有一棵椰枣树为他而被栽种。”
②

 

-艾布安优布·艾勒安刷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إاَل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رظْل اهلل  ؼِ ؼِ أيب أيٖب األّؿري و ٌْ َفاَل ال إهَـ َي
ٍء َفِسيٌص، َعْْشَ  َْ ىلَعَ لُُكِ ََشْ ُِ ُس َو ًْ ُُ احَلـ وُْك َوهَـ ًُ ُُ ال ، هَـ ُُ اهلل وَْخَسهُ ال ََشِيَك هَـ

اِخيَن  ًَ ٌْ َوّدَلِ إْظ ْجُؿٍط ِي
َ
ْرَبـَعَث أ

َ
ـَ أ ْخَخ

َ
ٌْ أ ًَ  .أرصجٓ معٌٍ .«ِمَصاٍر اَكَن َل

“谁说了十遍：‘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应受崇

拜的，他拥有一切权力，拥有一切赞美，他确是大能于万

物的主’，那么，他犹如释放了四个伊斯玛依赖的后裔的人。”

③
 

                                                        

①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496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463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②正确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465 段，《正确丛书》第 64段 

③《穆斯林圣训集》第669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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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阿德·本·艾布万噶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有个贝杜因人来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他说： 

ْؼَصايِبٌ إىَل رَُظِٖل ا / مل ؼِ ظؽس ِ أيب ومص و
َ
/ َفَنَل  َجَء أ

مًُُٖـٓ
َ
ُْيِن لََكًَ أ ْكرَبُ »/ لفا /َؼٌِ

َ
، اهلل أ ُُ َُ إاَل اهلل وَْخَسهُ ال ََشِيَك هَـ فُْن ال إهَـ

َة إاَل ةِاهلل  َْ ًَِْي، ال َخَْل َوال فُ ُس هلل َلرِْياً، ُظْتـَداَن اهلل َرِب اهَعاهَـ ًْ َلتِْياً، َواحَلـ
 يِل؟/ مََل « اهَعِضيِض احَلِميىِ  َُ الِء لَِصِِّب َف َٕ ىَ / فُْن »/ َفاَل  َف ُّ ِِن  الو ًْ اْػِؿْص يَِل َوارَْخـ
ِسِِن َواْرُزْفِِن  ِْ  .أرصجٓ معٌٍ .«َوا

“你说：‘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

者，真主至大无比，多多地赞颂全归真主，赞颂真主超绝

万物——养育众世界的主，无能为力，全凭伟大的，明哲

的真主’。”他说：“这是属于我的养主的，我有什么呀！”

使者说：“你说：‘主啊！求您饶恕我，慈悯我，引导我，

供给我’。”
①
 

-艾布冉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曾有人询问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最优越的言词是什么？”

他说： 

ٌْ »/ أٍُ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نليب  ؼِ ؼِ أيب ذر و يُْصتِـُح ىلَعَ لُُكِ ُظبلََم ِي
وِيوٍَث  ّْ يَسٍة َصَسَفٌث، َولُُكُ حَـ ًِ َخِسُزْى َصَسَفٌث، َؾلُُكُ تَْعبِيَدٍث َصَسَفٌث، َولُُكُ حَـْدـ

َ
أ

ََْمِص َصَسَفثٌ  ٌِ امل ْمٌص ةِاملْعُصوِف َصَسَفٌث، َوٍَـْْهٌ َع
َ
، َصَسَفٌث، َولُُكُ حَـْمتَِْيٍة َصَسَفٌث، َوأ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669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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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 يٌ الُضَح  ًَ ـ ُّ ٌْ َذلَِك َرْكَعَخاِن يَْصَلُع  .أرصجٓ معٌٍ. «َويُـْجضُِئ ِي
“早晨起来，对于你们的每一个骨关节都有一种施舍；

所有的清净词都是一种施舍；所有的感赞词都是一种施舍；

所有的赞美真主都是一种施舍；每一句大赞词都是一种施

舍；命人行好是一种施舍；止人干歹是一种施舍；在早晨

礼两拜（杜哈拜）就可以代替这所有的一切。”
①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فاَل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رظْل اهلل  ؼِ أيب ظؽيس اخلسري و َرِضْيُج ةِاهلل / َي
ََثُ  ُُ اجَل ٍس َرُظْالً وََجَتْج هَـ ًَ ـَدـ ًُ ِ أرصجٓ معٌٍ وأٖ  .«َرّبـاً، َوبِاإلْظبلِم ِديَاً، َوب

 .داود
“谁说：‘我喜爱真主为我的主宰，喜爱伊斯兰为我的

生活准绳，喜爱穆罕默德为我的先知’，他必进乐园。”
②
 

-艾布穆萨（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对他说： 

ُدهَُك ىلَعَ »/ فال ه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انليب  ؼِ أيب مٖىس و
َ
ال أ

َ
ٌَ َفحٍط أ يَا عْتَساهلل ْب

ََِث؟ َُْزِ اجَل ٌْ ُل َة إاَل / فُْن »/ ةَََل يَا َرُظَْل اهلل، َفاَل / َذُقوُْج « َلْْنٍ ِي َْ ال َخَْل َوال فُ
 .َمجتكل ؼٌيٓ .«ةِاهلل

“阿布杜拉·本·盖伊斯啊！我告诉你乐园里的一座

宝藏好吗？”我说：“好啊！主的使者啊！”使者说：“无能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720 段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638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707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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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力，全凭真主。”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我听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ظَخْؼِؿُص »/ يقْ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رظْل اهلل  ظُؽ/ مل ؼِ أيب ٔصيصة و
َ
َواهلل إِِن أل

ٌْ َظْتِعَْي َمَصةً  ْكََثَ ِي
َ
ِْم أ ُِ ِِف اََل حُُْب إََل

َ
 .أرصجٓ ابلزري .«اهلل َوأ

“指主发誓，的确，我每天向真主求饶，向真主忏悔

七十多次。”
②
 

-艾安尔·艾勒穆兹尼（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لُـَؼاُن ىلَعَ َفويِْب، َوإِِن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رظْل اهلل  ؼِ األؿص املضين و إٍَ
ِْم ِيائَث َمَصةٍ  ْظَخْؼِؿُص اهلل ِِف اََل

َ
 .أرصجٓ معٌٍ .«أل

“我的心有时也会疏忽，的确，我每天向真主求饶一

百次。”
③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واِخَسةً َصََل اهلل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رظْل اهلل  ؼِ أيب ٔصيصة و ٌْ َصََل َلََعَ َي
ُِ َعْْشاً   .أرصجٓ معٌٍ. «َعوَي

“谁祝福我一次，真主赐福他十次。”
④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1884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529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②《布哈里圣训集》6307 段 

③《穆斯林圣训集》第6462 段 

④《穆斯林圣训集》第 40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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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听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د و ْظَخْؼِؿُص اهلل اََّلِي »/ يقْ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نليب  أّٓ ظُػ ؼِ اِ معؽ
َ
ٌْ َفاَل أ َي

 ٌَ ُُ َوإْن اَكَن َؾاّراً ِي ُِ ذبلذاً، ُػِؿَصْت ُذٍُُْبـ حُُْب إََل
َ
ُْم َوأ َْ اهيََحُ اهَقُي ُِ َُ إاَل  ال إهَـ

 .أرصجٓ احلكٍ. «الضَْخِؽ 
“谁说了三次‘我向真主求饶恕，除他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主，我向

他仟悔，那么，他所有的罪过均被饶恕，即使他曾临阵脱

逃也罢！’”
①
 

 

                                                        

①正确的圣训，《哈克姆圣训集》第 2550段，《正确丛书》第 27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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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殊的记念词 

1．一般情况的记念词 

-穿新衣服时的言词：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 

اهُ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كَن َرُظُْل اهلل / مل ؼِ أيب ظؽيس اخلسري  ًَ إَذا اْظَخـَجَس ذَْباً َظ
 ُِ ًِ اَيًث ُثَى يَـُقْلُ / ةِاْظ ًَ ْو ِع

َ
ًِيصاً أ لَُك »/ إَيا َف

َ
ْظأ

َ
، أ ُِ ٍَْج َلَعْحَجِي

َ
ُس أ ًْ َى لََك احَلـ ُّ الو

 ُُ هِ َوََشِ َيا ُصََِع هَـ ٌْ ََشِ ُْذ ةَِك ِي ُع
َ
، َوأ ُُ ُٖ َّ  «ِيٌ َرْْيِهِ وََرْْيِ َيا ُصََِع هَـ

َ
ةَ مََل أ / ْْضَ

ْؾَدُب انَليِبِ 
َ
ُٓ  قَاَكَن أ ٍْ جحتَٖبً َجِسيساً ِقيَي ًَـ ـ ُٔ َخُس

َ
ٌُِف / إَذا ًَِبَط أ ُتٌِْل َوُيـْز

 .أرصجٓ أٖ داود واًرتَشي. ا َتَؽىَل 

每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穿新衣服

时，他就指名那件衣服，如长袍或缠头，接着祈祷说：“主

啊！一切赞颂都归于您，您使我穿上了这件新衣，求您使

我获得它带来的幸福，使我知恩感恩；求您使我免遭它带

来的不幸，不要使我忘恩负义。”艾布奈杜尔说：“每当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某位弟子穿新衣服时，

就有人对他说：‘你穿破了它
①
，清高的真主为你更换新衣

服’。”
②
 

                                                        

①译者注：这是阿拉伯语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意思是愿真主使你长寿。 

②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020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米日圣训集》第 176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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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姆哈立德•宾图•哈立德的传述，她说： 

ِِتَ َرُظُْل اهلل  /ؼِ أم ردل ْ ردل مً
ُ
ْيَصٌث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 ًِ ا َرـ َّ ةِثَِياٍب ذِي

َْداُء َذَقاَل  يَصَث؟»/ َظ ًِ ِشهِ اخَلـ َِ ا  َِ ٌْ حََصوَن ٍَْسُعْ ْظِىَ اًَنٖمُ « َي
ُ
/ َذَقاَل  .قَ

ِم َراّدِلٍ »
ُ
ِِتَ ِِبَ انليَِبَ « اْئُخِِْن ةِأ

ُ
ا بَِيِسهِ، َوَ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ؾأ َّ هْبََعجِي

َ
. َمَصحَْيِ « أةِِْل َوأْروِِق »/ َؾأ

، َويَـُقْلُ  ُص إَل َعوَـِى اخَلـًيَصِث َويُِشُْي بَِيِسهِ إيََلَ ُْ َْ َشا »/ َؾَجَعَن َح َِ َم َراّدِلٍ 
ُ
يَا أ

 .أرصجٓ ابلزري.«َظَا
有人给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送了一

件黑格子衣服，使者问：“你们看谁最合适穿这件格子衣服

呢？”人们都沉默不语，他说：“你们给我把温姆哈立德喊

来。”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喊来我之后，他亲

手为我穿上那件衣服，并且连说了两遍：“你要穿破它（愿

真主使你长寿）。”他观看了一下格子图案，然后用手指着

我说：“温姆哈立德，这个很好。”
①
 

-进家时的言词：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我听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ؾَشَلَص »/ يقْ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نليب  ظُؽ/ مل ؼِ جص  ُُ إَذا َدَرَن الصَُجُن ةَحَْخـ
، َفاَل الَشْيَّطانُ  ُِ ََْس َطَعاِي ُِ َوِع ََْس ُدُرْهِـ ال َيتِيَج هَُسْى َوال َعَشاَء، َوإَذا / اهلل ِع

تِيَج، َوإَذا هَـىْ  ًَ ْدَرْكُخـُى ال
َ
، َفاَل الَشْيَّطاُن أ ُِ ََْس ُدُرْهِـ  َدَرَن َؾوَـْى يَْشُلِص اهلل ِع

تِيَج َواهَعَشاءَ  ًَ ْدَرْكُخـُى ال
َ
ُِ َفاَل أ ََْس َطَعاِي  أرصجٓ معٌٍ. «يَْشُلِص اهلل ِع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584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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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家里，进门时他记念真主，吃

饭时也记念真主，恶魔就对它的同伴们说：‘今晚你们没有

住处和晚饭。’如果那个人在进家时没有记念真主，恶魔就

会说：‘你们找到了住处。’如果他吃饭时也没有记念真主，

恶魔就会说：‘你们找到了住处，也找到了晚餐’。”
①
 

-出家时的言词： 

-温姆塞莱麦（愿主喜悦她）的传述，每当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离开家门时他都会说： 

ٌْ ةَحْخِـُ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أن انليَِبَ  ريض ا ؼْٕؼِ أم ظٌُ  -1 / اكن إذا َرصج ِي
ْو »

َ
وِـَى أ ْْ ْو ٍ

َ
ْو ٍِضَن، أ

َ
ْن ٍِضَل أ

َ
ُْذ ةَِك يٌ أ َى إٍّا ٍُع ُّ بعى اهلل حََّّْكج ىلَع اهلل الو

َن َعوَيَا َّ ْو يُـْج
َ
َن أ َّ ْو جْن

َ
وَـَى، أ ْْ  ي واًنعيئأرصجٓ اًرتَش .«ُج

“奉真主之名，我只托靠真主；主啊！我们求您保佑

远离失足或迷误，保佑我们远离行亏或被亏，保佑我们远

离愚昧无知或遭人愚弄的伤害。”
②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انليب  ؼِ أنط ِ َله و -2 ٌْ ةَحْخِـ إَذا َرَصَج الصَُجُن ِي
َة إاَل ةِاهلل/ َذَقاَل  َْ َل َوال فُ ْْ ََّكُْج ىلَعَ اهلل، ال َخ َْ يُـَقاُل ِخيجَئٍِش »/ َفاَل « ةِاْظِى اهلل، حَ

ُُ َشْيَّطاٌن آَرصُ  ُُ الَشَياِطُْي، َذَيـُقُْل هَـ َََح هَـ ِسيَج َوُكِؿيَج َوُورِيَج َذَختَ  َليَؽ / ُِ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018 段 

②正确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427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奈沙伊圣训集》第 548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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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سَي َوُكيَِِ َوُوِِقَ  ُِ  .أرصجٓ أٖ داود واًرتَشي. «لََك ةِصَُجٍن َفْس 
“当一个人从自己的家中出去时，他说：‘奉真主之名，

我托靠真主，无能无力，全凭真主’。”他又说：“这时就会

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已经获得了指引，获得了满足，获

得了保护’，所有的恶魔只能远离他。另一个恶魔对他说：

‘你对这个人怎么了，他确已获得了指引，获得了满足，

获得了保护’。”
①
 

-进卫生间时的言词：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ذ ةَِك »/ إذا درن اخلبلء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كن انليب  /مل ؼِ أنط  ُع
َ
َى إِِن أ ُّ الو

ٌَ اخلُْتِد َواخَلَتائِِد   .َمجتكل ؼٌيٓ .«ِي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进厕所时，他

都说：“主啊！我求您保护免遭男女恶魔的伤害。”
②
 

-出卫生间时的言词：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ن انليَِبَ  ؼِ اعئؼ ريض ا ؼْٕ
َ
ٌَ اهَؼائِِّط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 / اَكَن إَذا َرَصَج ِي

 .أرصجٓ أٖ داود واًرتَشي. «ُدْؿَصاٍََك »

                                                        

①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095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426 段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14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7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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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从厕所出来时，

他都说：“主啊！求您饶恕吧！”
①
 

-进出清真寺时的言词： 

-又说： 

خَِك » -1 ًَ َْاَب رَْخـ ةْ
َ
َى اْذَخـْح يَِل أ ُّ  .أرصجٓ معٌٍ «الو

“主啊！求您为我打开您的慈悯之门吧。”
②
 

-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进清真寺时他都说： 

ٌَ الَشْيَّطاِن » -2 ُِ اهَقِسيِى ِي ُِ الَمِصيِى، َوُظوَّْطاٍِـ ِّ َْْج ِ يِى، َوب ِْ ُْذ ةِاهلل اهَع ُع
َ
أ

 .أرصجٓ أٖ داود .«الصَِجيىِ 
“我求伟大的真主及其尊容，永恒的权威护佑我，免

遭被驱逐恶魔的伤害。”
③
 

每当他出清真寺时会说： 

ٌْ َؾْضوَِك »/ َفاَل  لَُك ِي
َ
ْظأ

َ
َى إِِن أ ُّ  أرصجٓ معٌٍ  «الو

“主啊！我向您祈求您的恩典。”
④
 

-听见宣礼声时的言词： 

-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本·阿税（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他听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0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7 段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713 段 

③《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66 段 

④《穆斯林圣训集》第 7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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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نليب  ؼِ ؼسا ِ ؼُصو ِ اًؽص ريض ا ؼُْٕ أّٓ ظُػ -1
َ »/ يقْل ٌْ َصََل َلََعَ ُُ َي ؛ َؾإٍَ َ ْا َلََعَ ْا ِيْرَن َيا يَـُقُْل، ُثَى َصوُ ُ َؤِذَن َذُقْل ًُ ْعُخـُى ال ًِ إَذا َظ

ََِث ال  ا َيْْنِهٌَث ِِف اجَل َّ َِْظيوََث َؾإَج ْا اهلل يَِلَ ال ا َعْْشاً، ُثَى َظوُ َّ ُِ ةِـ َصبلةً َصََل اهلل َعوَي
َِْظيوََث حَجَْتـِِغ إاَل هِعَ  َل يَِلَ ال

َ
ٌْ َظأ ًَ ، َذ َْ ُِ ٍَا 

َ
ُكَْن أ

َ
ْن أ

َ
رُْجْ أ

َ
ٌْ ِعَتاِد اهلل، َوأ ْتٍس ِي

ُُ الَشَؿاَعثُ   .  أرصجٓ معٌٍ .«َخوَْج هَـ
“当你们听到宣礼员念宣礼词时，你们应该和宣礼员

念的一样，然后你们当祝福我；的确，谁祝福我一次，真

主以此赐福他十次；然后你们当向真主为我祈求媒介，那

是乐园中的一个品级，在真主的众仆人中只有一个人能获

得，我希望我就是那个人，所以，谁为我祈求媒介，他在

复生日将能得到我的说情。”
①
 

-塞阿德·本·艾布万噶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رظْل اهلل  ؼِ ؼِ ظؽس ِ أيب ومص و -2 ٍَ
َ
ٌْ َفاَل ِخَْي »/ أ َي

َؤِذنَ  ًُ ُع ال ًَ ساً َخْتُسُه / يَْع ًَ َن ُيـَدـ
َ
، َوأ ُُ َُ إاَل اهلل وَْخَسهُ ال ََشِيَك هَـ ْن ال إهَـ

َ
ُس أ َّ ْش

َ
أ

 ُُ ُُ َذْجُتـ ٍس َرُظْالً، َوبِاإلْظبلِم ِديَاً، ُػِؿَص هَـ ًَ ـَدـ ًُ ِ ، َرِضيُج ةِاهلل َرّباً، َوب ُُ . «َوَرُظْهُـ
 .أرصجٓ معٌٍ

“谁听见宣礼词之后说了：‘我作证除独一无二的真主

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和使者；

我喜爱真主为我的主宰，喜爱穆罕默德为我的先知，喜爱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38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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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为我的生活准绳’，那么，他的罪过都己得到了饶恕。”

①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中，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رظْل اهلل ؼِ جص ِ ؼسا ريض ا ؼُْٕ و -3 َي
ُع انلَِساءَ  ًَ ِث، آِت / َفاَل ِخَْي يَْع ًَ ِ ةِ اتلَاَيِث، َوالَصبلةِ اهَقائ َْ ِشهِ اّدَلْع َِ َى َرَب  ُّ الو

 ُُ ، َخوَْج هَـ ُُ ْداً اََّلِي َوَعْسحَـ ًُ ُُ َيَقاياً َيـْدـ َِْظيوََث َواهَؿِضيوََث، َواْبَعْر ساً ال ًَ ُيـَدـ
َْم اهِقَيايَ   أرصجٓ ابلزري. «ثِ َشَؿاَعِت يَ

“谁当他听见宣礼词之后说：‘主啊！这个完美召唤词

的养主啊！完美拜功的主，求您赐予穆罕默德亲近您的媒

介和尊贵，求您将他提升到您曾许约他的一个值得称颂的

地位。’那么，在复生日他就有权得到我的说情。”
②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386 段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6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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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困难时的记念词 

-遇到忧愁时的言词：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ن َرُظَْل اهلل ؼِ اِ ؼس ريض ا ؼُْٕ  -1
َ
ََْس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 اَكَن يَـُقُْل ِع

يِى، ال »/ الَمْصِب  ِْ َُ إاَل اهلل َرُب اهَعْصِش اهَع يُى احَلوِيُى، ال إهَـ ِْ َُ إاَل اهلل اهَع ال إهَـ
ْرِض، َوَرُب اهَعْصِش الَمصيىِ 

َ
َُ إاَل اهلل َرُب الَعًاََواِت، َوَرُب األ  .َمجتكل ؼٌيٓ .«إهَـ

“除了伟大宽容的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

除了伟大的阿尔西的养育者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

的，除了诸天地和尊贵阿尔西的养育者真主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的。”
①
 

-在《穆斯林圣训集》中提到， 

ُُ أمٌص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أن انليب / ويف ًكظ ملعٌٍ -2 ؾشلص ةًرن يا ... اكن إذا َخَضَب
َُ إاَل اهلل َرُب اهَعْصِش الال»/ حقسم، وزاد يعٌّ  . معٌٍأرصجٓ   .«َمصيىِ  إهَـ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遇到使其忧愁

的事情时，他就说上面这段记念词，与此同时，他还增加：

“除了尊贵阿尔西的养育者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

的。”
②
 

-塞阿德·本·艾布万噶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634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730段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273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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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ةُ ِذي انلُِْن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 مل ؼِ ظؽس ِ أيب ومص و -3 َْ َدْع
ٌِ احُلِْت  َْ ِِف َبّْط ُِ ؾإٍُ ( ِإِوي ُكىُت ِمَه الَّظاِلِمنَي اَل ِإَلَه ِإاَل َأِوَت ُسِبَحاَوَك)/ إْذ َداَع َو

 ُُ ٍء َرُّط إاَل اْظَخـَجاَب اهلل هَـ ا رَُجٌن ُمْعوِـٌى ِِف ََشْ َّ  .أرصجٓ اًرتَشي. «هَـْى يَْسُع ةِـ

“先知优努斯当初在鱼腹中所做的杜阿是：【除您之外，

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我赞颂您超绝万物，我曾经确是不

义的。】
①
的确，任何一位穆斯林因某件事情而以此一直向

真主祈求，那么，真主必定应答他。”
②
 

-遇到害怕的事情时的言词： 

稍巴尼（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每当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遇到某件使他害怕的事情时，他就说： 

َن انليَِبَ  ؼِ جحتٖبن 
َ
ٌء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 ُُ ََشْ َْشُِك »/ اَكَن إَذا َراَع

ُ
َْ اهلل َرِِّب ال أ ُِ

ُِ َشحْئاً   .أرصجٓ اًنعيئ يف ؼُي ايلٖم والٌيٌ. «ةِـ
“他是真主——我的养育主，我绝不以任何举伴他。”

③
 

-遭遇忧愁和烦恼时的言词：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众先知章》第 87节 

②《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05 段 

③正确的圣训，《奈沙伊圣训集》“昼夜工作篇”第 657 段，《正确丛书》第 207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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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  َخساً َرُّط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 مل ؼِ ؼسا ِ معؽ
َ
َصاَب أ

َ
َيا أ

ـٌى َوال ُخْضٌن َذَقاَل  َيخَِك ٍَاِصَيِت بَِيِسَك، / َِ
َ
ٌُ أ ٌُ َخْتِسَك، َواْب َى إِِن َخْتُسَك، َواْب ُّ الو

َك، َعْسٌل  ًُ ُِ َياٍض ِِفَ ُخْم ْيَج ةِـ ًَ َْ لََك َظ ُِ لَُك ةُِسِن اْظٍى 
َ
ْظأ

َ
ِِفَ َفَضاُؤَك، أ

ُِ ِِف  ذَْصَت ةِـ
ْ
ْو اْظَخأ

َ
ُُ ِِف لَِخاةَِك، أ ٍَْضتْلَـ

َ
ْو أ

َ
َخساً ِيٌ َروِْقَك، أ

َ
ُُ أ َخـ ًْ ْو َعوَ

َ
َجْؿَعَك، أ

ْن حَـْجَعَن اهُقصآَن َربِيَع َفوْيِب، َوٍُْرَ 
َ
ََْسَك، أ َصْسرِي، وَِجبلَء ُخْضِِن  ِعوْـِى اهَؼْيِب ِع

ُُ َؾصََخاً  ُُ َيََكٍَـ ةَْسهَـ
َ
ُُ َوأ ُُ وَُخْضٍَـ ًَ ـ َِ َب اهلل  َِ ْذ

َ
ـِِّم، إاَل أ َِ اَب  َِ يَ / قَِنيَي / مََل  «َوَذ

 َٕ ُُ ا»/ َذَقاَل  رَُظَٖل ا أال َجمجتََؽٌَ َّ ًَ ْن َحَخَعوَ
َ
ا أ َّ َع ًِ ٌْ َظ ًَ أرصجٓ  .«ةَََل يَجَْتـِِغ هِـ

 .أمحس
“任何一个人，当他忧愁和烦恼的时候说：‘主啊！我

是您的仆人，是您仆人的儿子，是您奴婢的孩子，我的生

命由您掌管，我的过去由您裁决，您秉公判决，我以您所

有的尊名向您祈求——您自称的尊名，或者是您降示在您

的经典中的尊名，或者是您教授给您某个仆人的尊名，或

者是在您跟前只有您才知道的幽玄知识中的尊名向您祈祷，

求您使伟大的《古兰经》成为我心中之春，我胸中之光，

求您排除我的忧愁，消除我的极度忧伤吧！’只要他这样说

了，那么，真主就会消除他的忧愁，而以欢乐取而代之。”

他说：“有人问：‘主的使者啊！我们应该学习它吗？’”使

者说：“当然，凡听到它的人都应当学习它。”
①
 

 

                                                        

①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3712 段，《正确丛书》第 19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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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遭到他人伤害时的言词： 

-艾布穆沙·艾勒艾斯阿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每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害怕受到人们

的伤害时，他都会说： 

َن  ؼِ أيب مٖىس األػؽصي  -1
َ
ياً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انليَِبَ أ ْْ َى »/ اَكَن إَذا َراَف َف ُّ الو

ِِـىْ  ورِ ٌْ َُشُ ُْذ ةَِك ِي ِِـْى، َوَجُع  .أرصجٓ أمحس وأٖ داود .«إٍَا جَنَْعوَُك ِِف َُنُْرِ
“主啊！我们求您战胜他们，我们求您保护免遭他们

的伤害。”
①
 

-又说： 

ا ِشْئَج » -2 ًَ ِ ِّـْى ة َى اْلِؿَِي ُّ  .أرصجٓ معٌٍ .«الو
“主啊！求您随意地保护我免遭他们的伤害。”

②
 

-与敌人开战时的言词：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每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开战前，他都

会说： 

ٍَْج »/ إَذا َػَضا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كَن َرُظُْل اهلل  /مل ؼِ أنط ِ َله  -1
َ
َى أ ُّ الو

َفاحُِن 
ُ
ُصُْل، َوبَِك أ

َ
ُخُْل، َوبَِك أ

َ
أرصجٓ أٖ داود . «َعُضِسي َوٍَِصْيِي ةَِك أ

 .واًرتَشي
“主啊！您是我的后盾，是我的援助者，我以您的名

                                                        

①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26645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2484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30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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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转移，我以您的名义进攻，我以您的名义厮杀。”
①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 

 (حب جب يئ ىئ)/ ؼِ اِ ؼس ريض ا ؼُْٕو -2
ٌس  ًَ ا ُيـَدـ َّ هِْقَ ِِف انلَارِ، َوَفاهَـ

ُ
ُِ الَعبلُم ِخَْي أ ِِيُى َعوَي ا إةَصا َّ ْا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هَـ ُ  /ِخَْي َفال

ىئ ىئ ی ی ی ی جئ حئ مئ ىئ يئ جب )

 .أرصجٓ ابلزري. (حبخب
当伊布拉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被投入大火

时所说的【真主是使我们满足的，他是优美的监护者！】，

也是当他们说【“那些人确已为进攻你们而集合队伍了，故

你们应当畏惧他们。”这句话却增加了他们的信念，他们说：

“真主是使我们满足的，他是优美的监护者”】
②
时穆罕默

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所说的话。
③
 

-当遇见敌人时的言词： 

艾奈斯·本·马里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真主的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由艾布白克尔陪

同迁徙麦地那，艾布白克尔是多数人都认识的老者，主的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是大多数人都不认识的

                                                        

①正确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632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84 段 

②《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73节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456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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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①
。他说：有一男子

②
遇见艾布白克尔，他说：“艾布白

克尔啊！你前边这个人是谁？”他说： 

ْقََي ّيَِبُ  /مََل  ؼِ أنط ِ َله 
َ
َ إىَِل امل  اأ

َ
َٖ ُمصِْدٌف أ ُٔ ِسيَِْ َو

ُٖ َْلٍص َػيٌْذ ُحْؽَصُف َوّيَِبُ اِ  ،َْلصٍ 
َ
َ  مََل َفيٌَََْق الصَُجُي  ،َػٌب اَل ُحْؽَصُف  َوأ

َ
أ

َشا الصَُجُي اَّلِ  /َْلٍص َفيَُنُٖل  َٔ  ِْ ََ َ َْلٍص 
َ
َشا الصَُجُي  /َفيَُنُٖل  ؟ي َبنْيَ يََسيَْه يَ أ َٔ

ِسييِن الَعِبيَي  ْٕ  َحْؽيِن َظِبيَي  ،َح َُ  َحْؽيِن اًَطِصيَل َوإَِج َُ ُٓ إَِج َّ
َ
مََل َفيَْدِعُ احْلَِظُ أ

ٍْ  ،اخلرَْيِ  ُٕ َٖ َِكرٍِس مَْس حَلَِن ُٔ ُٖ َْلٍص قََِذا 
َ
َشا قَرٌِس  ا َفَنَل يَ رَُظَٖل  ،قَْْلََكَ أ َٔ

ُُ » / َذَق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اهللَؾاتْلََؿَج ٍيَِبُ  ،مَْس حَلَِل َِْ ْع َى اْْصَ ُّ ٍَ  «الوَ ُٓ اًَْكَصُس ُث قَََصََؼ
 ْ ََ ٍُ ُُ  مَ ِد ُْ  أرصجٓ ابلزري. حتَ

“这个是指引我道路的人。”别人都认为他指的是行走

的道路，其实他指的是幸福之道。艾布白克尔回头一看，

突然发现一个乘骑者已经追上来了，他说：“主的使者啊！

这个乘骑者确已追上了我们”。主的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转身说：“主啊！求您摔倒他吧！”他的马随即

把他摔倒，然后直立嘶鸣。
③
 

-祈求援助战胜敌人的言词： 

阿布杜拉·本·艾布奥斐（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 

                                                        

① 译者注：由于艾布白克尔满头白发，并且在他经商时多次途经麦地那，所以麦地那的大多数的人都认识他；而主

的使者（）并没有满头白发，并且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已离开了麦加，正在前往麦地那与他们会晤的途中。事实上

主的使者（）年长于艾布白克尔。 

② 译者注：指是的苏拉格图·本·马立克。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456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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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داع رظْل اهلل / ؼِ ؼسا ِ أيب أوىف ريض ا ؼُْٕ مل ي
ضِِم »/ األخضاب ىلع املْشكْي ؾقال ِْ َى ا ُّ َى ُيْْنَِل الِمَخاِب، ََسِيَع احلَِعاِب، الو ُّ الو

ـىْ  ُّ ـْى َوَزلِْضهْـ ُّ ِضْم ِْ َى ا ُّ ْخَضاَب، الو
َ
 .َمجتكل ؼٌيٓ. «األ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联盟军战役

之日诅咒多神教徒，他说：“主啊！降示经典，清算神速的

主啊！主啊！求您击败联军吧！求您使他们败逃吧！求您

使他们混乱吧！”
①
 

-对伤害穆斯林者的诅咒： 

-阿里·本·艾布塔利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ػ انَليِبِ / مل ؼِ َلَع ِ أيب طً  -1 ََ  َْ / َذَقاَل يََٖم اخلََْْسِق  ُو
ٌِ الَصبلةِ الُْْظَّطٓ َخََّت ََغةَِج » ا َشَؼوٍَُْا َع ًَ ـْى ٍَاراً َل ُّ ـْى َوُبُيْحَـ ُِ  اهلل ُرُتَْر

َ
َمؤل

ُط  ًْ  .َمجتكل ؼٌيٓ.«الَش
壕沟战役之日，我们曾经伴随着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他说：“愿真主使他们的坟墓里，他们的家

中充满大火，犹如他们使我们忙碌的没有礼成中间的拜功

一样。”
②
 

-又说： 

ِّـْى ِظجَِْي َلِعِِنِ » -2 ا َعوَي َّ َى اْجَعوْـ ُّ ، الو حَـَك ىلَعَ ُمَْضَ
َ
َى اْشُسْد َوْطأ ُّ الو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293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742 段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639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6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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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جتكل ؼٌيٓ.«يُُْظَؽ 
“主啊！求您严厉地惩罚穆达尔人吧！主啊！求您对

他们降下犹如在优素福时代降下的旱灾吧！”
①
 

-遭遇不幸时的言词：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خُب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 مل ؼِ أيب ٔصيصة 
َ
ٌُ اهَقُِْي َرٌْي َوأ ْؤِي ًُ ال

ٌْ ةِاهلل  ََْؿُعَك، َواْظَخِع ، اْخصِْص ىلَعَ َيا َح ٌِ الَضِعيِؽ، َوِِف لُُكٍ َرْْيٌ ْؤِي ًُ ٌَ ال إَل اهلل ِي
ٌء َؾبل َتُقْن  َصاةََك ََشْ

َ
ٌْ فُْن / َوال َتْعَجْض، َوإْن أ ِِن َذَعوُْج اَكَن َلَشا َوَكَشا، َوهَِس

َ
/ لَْ أ

َن الَشْيَّطانِ فَ  ًَ ْْ َتْؿَخـُح َخ َ  .أرصجٓ معٌٍ. «َسُر اهلل َوَيا َشاَء َذَعَن، َؾإَن ل
“坚强的信士在真主看来比软弱的信士更受喜爱，对

这两种人都有幸福。你当致力于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并求

真主襄助，你不要碌碌无为；如果你遇到不幸时，你不要

说：‘假如我曾经这样做了，它就会如此这般。’但是你当

说：‘这是真主的定然，真主随心所欲。’因为‘假如’一

词确为恶魔打开了工作之门。”
②
 

-犯罪之后的言行： 

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我听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00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75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266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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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خْتٍس يُْشٍُِب »/ يقْ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رظْل اهلل ظُؽ / مل ؼِ أيب لص  َيا ِي
ُْم َذُيَصِِل َرْكَعَخِْي، ُثَى يَْعَخْؼِؿُص اهلل إاَل َدَؿَص اهلل  َْر، ُثَى يَـُق ُّ ٌُ اهُّط َذٍْتاً َذُيـْدِع

 ُُ  (ڄ ڄ ڤ ڦ ڦ ڦ ڦ ڄ ڄ)/ ، جحتٍ مصأ ٔشه اآلي«هَـ
 .أرصجٓ أٖ داود واًرتَشي. إىل آرص اآلي

“任何一个仆人犯了过错，然后他洗个完美的小净，

站起来礼两拜，然后再向真主求饶，那么，真主都会饶恕

他。”他接着诵念了这节经文【当他们做了丑事或自欺的时

候，记念真主，且为自己的罪恶而求饶——除真主外，谁

能赦宥罪恶呢？——他们没有明知故犯地怙恶不悛】
①
。

②
 

-有债务而无力偿还者： 

-阿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一个交钱赎身的奴隶

来找他说： 

اَكًَ َجَءُه َفَنَل  ؼِ َلَع  -1 َُ َن 
َ
ِؼيِن / أ

َ
ِْ ِومجتَيَِت قَ إيِن مَْس َؼَجْضُت َخ

َِ رَُظُٖل ا / مََل  ِٕ ِْي َُ ٍت َؼٌَ َُ َه ََكِـ ُُ َؼٌِ
ُ
ال أ

َ
محتُْي َجَِي جحتَِبرٍي  أ َِ ْٖ اَكَن َؼٌَيَْه  َ ل

َداُه ا َخَْْه؟ 
َ
َى اْلِؿِِن ةِـَدبل»/ فُْن / فالَديًْْ أ ُّ َػَِِِن الو

َ
ٌْ َخَصاِمَك، وَأ لَِك َخ

َْاكَ  ٌْ ِظ ًَ  .أرصجٓ أمحس واًرتَشي .«ةَِؿْضوَِك َخ
“的确，我无能交纳赎金，您帮帮我吧！”阿里说：“我

教授你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教授我的

几句话，如你念了，即使你负有山大的债务，真主也会替

                                                        

①《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35节 

②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521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00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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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偿还的。”他说：“你说：‘主啊！您让我满足于您的合法

的给养，远离你所禁止的；让我满足于您的恩赐，无求于

他人’。”
①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ذ ةَِك »/ يَـُقْ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كَن انليَِبُ / مل ؼِ أنط ِ َله و -2 ُع
َ
َى إِِن أ ُّ الو

ٌِ َوَػوََتِث  ـِى َواحَلَضِن، َواهَعْجِض َوالَمَعِن، َواجُلْْبِ َوابلُـْزِن، َوَضوَِع اّدَلي َّ ٌَ ال ِي
 .أرصجٓ ابلزري .«الصَِجالِ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说：“主啊！我求

您保护远离忧愁，烦恼，无能，懒惰，胆怯，吝啬，负债

和压迫。”
②
 

-遭遇大小困境时的言词： 

-清高的真主说： 

ڦ ڦ ڦ ڦ ڄ ڄ ڄ  ڤ ڤ ڤ ) /مل ا ؽىل -1

ڃ چ چ چ چ ڇ ڇ ڇ ڇ ڍ  ڄ ڃ ڃ ڃ

 [. 157-155/ ابلنصة] (ڍ
【你当向坚忍的人报喜。[156]他们遭难的时候，说：

“我们确是真主所有的，我们必定只归依他。”[157]这等

人，是蒙真主的祜佑和慈恩的；这等人，确是遵循正道的。】

                                                        

①优良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319 段、《正确丛书》第 266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63段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636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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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温姆塞莱麦（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我听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يا »/ يقْ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رظْل اهلل ظُؽ / ؼِ أم ظٌُ ريض ا ؼْٕ مًو -2
ُُ ُمِصيَتٌث َذَيـُقْلُ  ٌْ َخْتٍس حُِصيُتـ ُجْصِِن ِِف / ِي

َ
َى أ ُّ ُِ َراِجُعَْن، الو إٍَا هلل َوإٍَا إََل

ُُ َرْياً  ْروََؽ هَـ
َ
ُِ َوأ َجصَهُ اهلل ِِف ُمِصيبَخِـ

َ
ا إاَل أ َّ ـ َْ ْروِْؽ يَِل َرْياً ِي

َ
ُمِصيبَِت، َوأ

ا َّ َْـ  .أرصجٓ معٌٍ .«ِي
“任何一位穆斯林在遭到不幸时，他说：‘我们都是真

主的，我们都将回归到他那里！主啊！求您在我所遭受的

不幸中报酬我吧！您为我安排更好的代替者吧！’那么，真

主一定会为他安排更好的代替者。”
②
 

-驱逐恶魔及其蛊惑的言词： 

-清高的真主说： 

﮳  ) /مل ا ؽىل -1 ﮲  ہ ھ ھ ھ ھ ے ے ۓ ۓ

 [. 36/ قؿٌ] (ۆ﮴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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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宣礼词，背记各种记念词，诵读《古兰经》以及“库

尔西”经文等等。 

                                                        

①《黄牛章》第 155-157节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918 段 

③《奉绥来特章》第 3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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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怒时的言词： 

苏莱曼·本·率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ؼَْْسُه  اْظمجتََ رَُجالِن ِؼَْْس انَليِبِ / مل ؼِ ظٌيُن ِ رصد  َوحَنْ
 ُٓ ُٕ َص وَْج َُ َضً مَِس اْخـ ـْ َُ  ُٓ  يَُعُ َؾِخَـ َُ ـ ُٔ َخُس

َ
إِِن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ذَقاَل انليَِبُ ُجٌٌُٖس َوأ

َب  َِ ا ََّلَ َّ ًث لَْ َفاهَـ ًَ ْعوَـُى ََكِـ
َ
ُُ َيا يَـِجُس، لَْ َفاَل أل َْـ ٌَ الَشْيَّطاِن / َخ ُْذ ةِاهلل ِي ُع

َ
أ

 َمجتكل ؼٌيٓ. «الصَِجيىِ 

有两个人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跟前对

骂，我们当时也坐在他跟前，其中的一个人面红脖子粗，

怒不可遏地骂另外一个人。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的确，我知道有一句话，如果他说了，恼怒将离

他而去，假若他说了：‘我求真主保护，免遭被逐恶魔的伤

害’。”
①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611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6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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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殊事件的记念词 

-离开座谈时的言词：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جوََط ِِف َيـْجوٍِط َؾَمَُثَ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 مل ؼِ أيب ٔصيصة  َي
ُِ َذلَِك  ٌْ َيـْجوِِع َْم ِي ْن يَـُق

َ
ُُ َذَقاَل َرْتَن أ ُِ هََؼُّط ِسَك، / ذِْيـ ًْ ـَى َوبِـَدـ ُّ ُظْتـَداٍََك الو

َُ إاَل  ْن ال إهَـ
َ
ُس أ َّ ْش

َ
ُِ أ ُُ َيا اَكَن ِِف َيـْجوِِع حُُْب إََلَْك إاَل ُػِؿَص هَـ

َ
ْظَخْؼِؿُصَك َوأ

َ
ٍَْج، أ

َ
أ

 .أرصجٓ أمحس واًرتَشي .«َذلَِك 

“谁坐在某一场合说了许多无意的言语，在从那个场

合站起身之前，他说：‘主啊！赞您超绝万物，赞颂您，我

作证除您之外，绝无真正的主宰；我向您求饶恕，我向您

悔过自新。’那么，他在那个场合里的过错都将得到饶恕。”

①
 

-听到鸡鸣，驴叫，犬吠时的言词：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ن انليَِبَ  ؼِ أيب ٔصيصة  -1
َ
ْعُخـْى ِصَياَح اّدِليََسِث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 ًِ إَذا َظ

َُْذوا  ارِ َذَخَع ًَ ـَ احلِـ ي ِّ ْعُخـْى ٍَـ ًِ ْت َموََكً، َوإَذا َظ
َ
ا َرأ َّ ، َؾإَج ُِ ٌْ َؾْضوِـ ْا اهلل ِي ُ ل

َ
َؾاْظأ

ْت َشْيَّطاٍاً 
َ
ا َرأ َّ ٌَ الَشْيَّطاِن َؾإَج  .َمجتكل ؼٌيٓ .«ةِاهلل ِي

                                                        

①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0420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433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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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听到公鸡打鸣时，你们当向真主祈求他的

恩惠，因为它确已看到了天使；如果听到驴叫时，你们当

祈求真主的护佑，免遭恶魔的伤害，因为它确已看到了恶

魔。”
①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إَذا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 ؼِ جص ِ ؼسا ريض ا ؼُْٕ ملو -2
 ٌَ ُّ َُْذْوا ةِاهلل، َؾإَج ِص ةِالوَيِن َذَخَع ًُ ـَ احُلـ ي ِّ ْعُخـْى ُجَتاَح اللَِكِب، َوٍَـ ًِ ٌَ َيا ال َظ يََصْي

 .أرصجٓ أمحس وأٖ داود .«حََصْونَ 

“如果你们在夜间听到犬吠或驴叫时，你们当祈求真

主的护佑，因为它们确已看到了你们看不到的东西。”
②
 

-看到患病者或其他遭灾者时的言词：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ى ُيْتَخََلً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 ؼِ اِ ؼُص ريض ا ؼُْٕ مل
َ
ٌْ َرأ َي

ـَ / َذَقاَل  ٌْ َروَ ًَ ، َوَؾَضوَِِن ىلَعَ َلرٍِْي ِيـ ُِ ا اْبَخبلَك ةِـ ًَ ُس هلل اََّلِي اَعَؾاِِن ِيـ ًْ احَلـ
ُُ َذلَِك ابَلبلءُ   .أرصجٓ اًطرباين. «َتْؿِضيبلً هَـْى يُِصْتـ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330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729 段 

②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4334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103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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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看见遭到患难者时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使

我免遭你所遭遇的灾难，他使我比其所创造的许多人都好。’

那么，他就不会遭遇那种灾难。”
①
 

-对高傲自大不接受忠告者的言词： 

赛莱麦图·本·艾勒艾克沃阿（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有个人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跟前用左

手吃饭，使者说： 

َكَي ِؼَْْس رَُظِٖل ا   ؼِ ظٌُ ِ األكٖع 
َ
َن رَُجاًل أ

َ
ِٓ  أ ًِـ  َُ بِِؼ

ْيََِك »/ َذَقاَل  ًِ ْظمجتَِطيُػ،/ مََل  «لُُكْ بَِيـ
َ
ُٓ إاَل « ال اْظَخَّطْعَج »/ َفاَل  ال أ ََْؽ ََ   ََ ، الِىرْبُ

ِٓ / مََل   إىَل ِفيْـ َٕ  َرَفَؽ َُ  .أرصجٓ معٌٍ. َف

“你当用右手吃饭。”他说：“我做不到。”使者（愿主

赐福之）说：“不，你做得到。”但骄傲阻止了他。他说：

“他再也无法将左手抬到嘴边。”
②
 

-当法定消除罪恶时的言词：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د  َل ابَلْيِج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دَرَن انليَِبُ / مل ؼِ ؼسا ِ معؽ ْْ َيَمَث وََخ
ٍْد ِِف يَِسهِ، وََجَعَن يَـُقْلُ  ا ةِـُع َّ َُـ ائٍَث َوِظُخَْن ٍُُصتاً، َؾَجَعَن َحّْطَع ًِ ڱ ڱ )»/ ذبَلذُ

 .َمجتكل ؼٌيٓ. «(ڱ ڱ ں 

                                                        

①《泰柏拉尼圣训集》第 5320 段，《正确丛书》第 2737 段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20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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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进入麦加时，在

天房的四周有三百六十座偶像，先知用手杖打着偶像说：

【真理已来临了，虚妄已消灭了】
①
。”

②
 

-对向自己行善者的言词：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上厕所去了，我为他备了洗小净用

的水，他问： 

َن انليَِبَ  ؼِ اِ ؼس ريض ا ؼُْٕ -1
َ
ُُ َدرَ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 ََْضْعُج هَـ َن اخَلبلَء َؾ

ْءاً، َفاَل وَ  َشا؟»/ ُض َِ ٌَ َوَضَع  ْررِبَ َذَقاَل « َي
ُ
ٌِ »/ َؾأ ُُ ِِف اّدِلي ّْ َى َذِق ُّ  .َمجتكل ؼٌيٓ. «الو

“这是谁放的水？”我告诉了他是我；然后他说：“主

啊！求您使他精通伊斯兰吧！”
③
 

-欧萨麦·本·宰德（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 ؼِ أظَ ِ زيس ريض ا ؼُْٕ ملو -2 َي
 ُِ ُِ يْعُصوٌف ؾقال هَِؿاِعوِـ ََاءِ / ُصََِع إََل ةْوََغ ِِف اّثَل

َ
أرصجٓ .«َجَضاَك اهلل َرْياً، َذَقْس أ

 اًرتَشي 

“凡得到他人帮助者，当对帮助者说：‘愿真主赐你幸

福’。那么，他已做到了对他的报答。”
④
 

                                                        

①《夜行章》第 81 节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247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781 段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14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477 段 

④正确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03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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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拉·本·艾布莱比阿（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跟我借了四万银

币，当他有钱之后，就把钱还给了我，并说： 

ْرَبـِعَْي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ظَخْقَصَض ِيِِن انليَِبُ  /مل ؼِ ؼسا ِ أيب ربيؽ و -3
َ
أ

ُُ إيََلَ َوَفاَل  هْؿاً َؾَجاَءهُ َياٌل َؾَسَذَع
َ
ا َجَضاُء »/ أ ًَ وَِك َوَيالَِك، إَج ِْ َ

ةَاَرَك اهلل لََك ِِف أ
َداءُ 

َ
ُس َواأل ًْ  .أرصجٓ اًنعيئ واِ َجٓ .«الَعوَِؽ احَلـ

“愿真主在你的家人和钱财中赐予你吉庆，先贤的回

报就是表扬和归还。”
①
 

-看见早熟的果子时的言词：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人们看见

早熟的果子，他们就把果子带给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拿到果子

时说： 

ِٓ إىَل / أّٓ مل ؼِ أيب ٔصيصة  ِص َجُؤْوا ِـ َُ َوَل اّثلَ
َ
ْوا أ

َ
اَكَن انلَُس إَذا َرأ

َرَشهُ َرُظُْل اهلل ، انَليِبِ 
َ
ِصٍَا، َوَبارِْك نَلَا ِِف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ؾإَذا أ ًَ َى ةَارِْك نَلَا ِِف َث ُّ الو

ََا، َوَبارِْك نَلَا ِِف ُيِسٍَا ََا، َوَبارِْك نَلَا ِِف َصاِع ُٓ / مََل « َيِسيْجَخِ َص َويِلٍس ًَـ ـَ ْؾ
َ
ٍَ يَْسُؼٖ أ ُث

ـصَ  َُ ِٓ َذلَِه اّثلَ  أرصجٓ معٌٍ. َفيُـْؽِطي

“主啊！求您在我们果子里赐予我们吉庆！求您在我

们的城市里赐予我们吉庆！求您在我们的沙阿里赐予我们

吉庆！求您在我们的莫德里赐予我们吉庆！”他说：“然后

                                                        

①优良的圣训，《奈萨伊圣训集》第 4683段，原文出自《奈萨伊圣训集》，《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4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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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喊来最小的儿童，把那个果子给予他。”
①
 

-遇到令人喜悦的事情时的行为 

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 َرَص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انليَِبَ  ؼِ أيب لصة  ْو يَُْسُ ةِـ
َ
هُ أ ْمٌص يَُْسُ

َ
حَاهُ أ

َ
اكَن إَذا أ

 أرصجٓ اًرتَشي واِ َجٓ .َظاِجساً ُشْمصاهلل حَـَتاَرَك َوَتَعاَل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遇到令他喜悦

或使他喜爱的事情时，他就会倒身下拜，感谢伟大尊严的

真主。
②
 

-愉快与高兴时的言词：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在麦地那的某

条道路上遇见了他，他当时没有大净，就悄悄溜走去洗大

净了。 

ُٓ انَليِبُ  ؼِ أيب ٔصيصة  -1 ُٓ ًَِنيَـ َّ
َ
َٖ  أ ُٔ ِسْحَِْ َو َُ ِْ ُطُصِق ال َِ يِف َطِصيٍل 

َ قَْؿتََعَي َفمجتََكَنَسُه انَليِبُ  َٔ ا َجاَءَه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جٌُْ قَنَْعَي قََش ًَ ةَا »/ َؾوَـ
َ
ََْج يَا أ ٌَ ُل ْح

َ
أ

َصيَصَة؟ ْؿتَِعَي  يَ رَُظَٖل ا ًَِنيْتيَِن / مََل  «ُِ
َ
َجلَِعَه َخىَت أ

ُ
ْن أ

َ
ُ أ ْٔ َ ُجٌُْ قََىِص َّ

َ
وأ

َُْجُط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ذَقاَل َرُظُْل اهلل  ٌَ ال َح ْؤِي ًُ  َمجتكل ؼٌيٓ. «ُظْتـَداَن اهلل إَن ال

然后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找他，当他返

回时，先知说：“艾布胡莱赖！你去哪了？”他说：“主的

使者！您遇见我时，我没有大净，我不喜爱没有洗大净与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1373 段 

②优良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578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394 段，原文出自《伊本马哲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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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同坐。”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赞

颂真主超绝万物，信士是洁净的。”
①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在其中提到，

欧麦尔说： 

ُص يَ رَُظَٖل ا..-وقيٓ-ؼِ اِ ؼس ريض ا ؼُْٕ و -2 َُ / مََل ُخ
ُه  َطٌَْنَ نَِعَءَك، قََصَفَػ إيَلَ َََصَ

َ
ْكرَبُ / َفُنٌُْ  «ال»/ َذَقاَل أ

َ
 َمجتكل ؼٌيٓ... ا أ

“主的使者啊！您休妻了？”他看了我一眼，然后说：

“没有。”我说：“真主至大„„。”
②
 

-遇到大风时的言词：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每当刮狂风时，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都会说： 

/ إذا عصؿج الصيح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كن انليب / ؼِ اعئؼ ريض ا ؼْٕ مً
« ٌْ ُْذ ةَِك ِي ُع

َ
، وَأ ُِ ْرِظوَْج ةِـ

ُ
ا، وََرْْيَ َيا أ َّ ا، وََرْْيَ َيا ذِي َِ لَُك َرْْيَ

َ
ْظأ

َ
َى إِِن أ ُّ الو

 ُِ ْرِظوَْج ةِـ
ُ
ا، َوََشِ َيا أ َّ ا َوََشِ َيا ذِي َِ  أرصجٓ معٌٍ. «ََشِ

“主啊！我向您乞求它的益处和它所带来的益处，以

及它被派遣的益处；我求您保佑免遭它的伤害，以及它所

带来的和它被派遣的伤害。”
③
 

-看见云和雨时的言词：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每当先知（愿主赐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28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71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519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479 段 

③《穆斯林圣训集》第 89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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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之，并使其平安）看见下雨时，他都会说： 

» /اكن إذا رأى املّطص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أن رظْل اهلل ؼِ اعئؼ ريض ا ؼْٕ   -1
َى َصِيًتا ٍَاؾًِعا  ُّ  أرصجٓ ابلزري. «الوَ

“主啊！求您使它成为有益的雨水吧！”
①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اكَن إذا رأى َظَداةاً ُيقتبلً يٌ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انليَِبَ ؼِ اعئؼ ريض ا ؼْٕ -2
ُُ ؾيُقْلُ  ُِ َخََّت يَْعَخْقتِوَـ َْ ؾيُ وإْن اكَن ِف َصبلحِـ ُِ ٌَ اآلؾاِق حَصَك يا  ـٍ ي

ؾُ
ُ
َى »/ أ ُّ الو

 ُِ ْرِظَن ةِـ
ُ
ُْذ ةَك يٌ ََشّ َيا أ َى »/ ؾإْن أيَّطَص فاَل « إٍَا َجُع ُّ َمَصحِْْي أو « حْتاً ٍَاؾِعاً ظَ الو

َس اهلل ىلع َذلَك ذبلذًث، وإْن  ًِ ُُ اهلل عَض وجَن ولْى يُـًِّطْص َخـ أرصجٓ ابلزري  .َلَشَؿ
 يف األدب املكصد واِ َجٓ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看到有乌云从

地平线升起，他就会停止工作，即使是在礼拜也罢！直到

他遇见它，他说：“主啊！我们求您保护它被派遣的伤害。”

如果下雨了，他就说两遍或三遍：“主啊！求您使它成为有

益的恩惠。”如果伟大尊严的真主消除了乌云，而没有下雨，

那么，他就会赞颂真主消除乌云。
②
 

-下雨之后的言词： 

« ُِ خِـ ًَ  َمجتكل ؼٌيٓ .«ُيِّطْصٍَا ةَِؿْضِن اهلل َورَْخـ

“我们凭借真主的恩典和慈悯才得到了雨水。”
③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032 段 

②正确的圣训，《布哈里圣训集》“独一的礼节篇”第 707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889 段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103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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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员祈福：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ي رظٖل ا ردمه ادع ا هل، / مً أيم/ مل ؼِ أنط 
« ُُ ْخَّطْيَخـ

َ
ا أ ًَ ُُ ذِي هُ، َوَبارِْك هَـ ، َوَوّدَلَ ُُ َى أْكَِثْ َياهَـ ُّ  ؼٌيَٓمجتكل . «الو

“我的母亲说：‘主的使者啊！您向真主为您的服务员

祈福吧！’”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主啊！

求您赐予他多福多子吧！求您在其中赐予他吉庆吧！”
①
 

-赞美他人时的言词： 

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在其中提到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خُسُزْى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رظْل اهلل .. -قيٓو- ؼِ أيب لصة 
َ
إَذا اَكَن أ

ُُ ال َيـَداهََث، َؾوَْيـُقْن  َزِِّك ىلَعَ / َياِدخاً َصاِخَتـ
ُ
، َوال أ ُُ ْخِعُب ؾُبلٍاً، َواهلل َخِعحُْتـ

َ
أ

 ُُ ْخِعُتـ
َ
َخساً، أ

َ
 َمجتكل ؼٌيٓ. «َلَشا َوَكَشا -إْن اَكَن يَـْعوَـُى َذاكَ -اهلل أ

“如果你们某人必须要赞美他的朋友，而他也了解实

情，那么，让他说：‘我认为某人是如此如此的，真主是最

知道他的，在真主面前我无权证明任何人的清白，但我认

为他是如此如此的’。”
②
 

-被证明是清白时的言词： 

阿迪云·本·艾尔泰爱的传述，他说：曾有一位圣门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634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660 段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266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000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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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每当有人证明他是清白的时，他都会说： 

/ فالإذا ُزيك  اكن الصجي َِ أؾدب انليب / ؼِ ؼسي ِ أرطة مل
ا يَـُقْلَُْن،  ًَ ِ َى ال حَُؤاِرْشِِن ة ُّ ْنَ الو ًُ أرصجٓ ابلزري يف  .َواْػِؿْص يَِل َيا ال يَـْعوَـ

 .األدب املكصد
“主啊！求您不要因为他们所说的话而惩罚我，对于

他们不知道的，求您饶恕我。”
①
 

-祈求财产和子嗣时的言词： 

清高的真主说： 

ٱ    ٻ  ٻ  ی  ی   ی  ی       جئ           حئ  مئ   )/ مل ا ؽىل

 12 - 10/ ّٖح [  (ٻ  ٻ  پ  پ  پ  پ   ڀ          ڀ  ڀ  ڀ     ٺ  ٺ
[. 

【[10]我说，你们应当向你们的主求饶，他确是至赦

的。[11]他就使丰足的雨水降临你们，[12]并且以财产和

子嗣援助你们，为你们创造园圃和河流。】
②
  

 

                                                        

①正确的圣训，《布哈里圣训集》“独一的礼节篇”第 782段 

②《努哈章》第 10-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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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穆斯林用于免遭恶魔伤害的祈祷词和记念词 

-疾病：疾病的种类与治疗： 

疾病分为两种：心病和身体疾病。心病也分为两种： 

-伪信者的疑病，犹如伟大尊严的真主所说： 

ڍ ڌ ڌ ڎ ڎ ڈ ڈ ژ ژ ڑ ): قال اهلل عز وجل -1

 [.11: البقرة] (ڑ ک ک ک
【[10]他们的心里有病，故真主增加他们的心病；他

们将为说谎而遭受重大的刑罚。】
①
 

-贪婪的疾病，如伟大尊严的真主对信士之母们说： 

 (ڤ ڤ ڤ ڤ ڦ ڦ ڦ ڦ)/ مل ا ؼض وجي -2

 [.32: األخضاب]
【你们不要说温柔的话，以免心中有病的人，贪恋你

们。】
②
  

至于身体疾病，就是身体遭到的各种病症。 

心理医学：只有通过认识众使者（愿真主赐他们幸福

和平安），才能为了解决内心的精神疾病。心灵只有通过认

识自己的养主，自己的创造主，认识主的尊名，属性，行

                                                        

①《黄牛章》第 10 节 

②《同盟军章》第 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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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法律，通过寻求主的喜悦，远离他的禁止和恼怒，才

能得到改善。 

生理物理医学分为两种：一种是真主为人类和动物而

创造的，这种并不需要医生去治疗与其相抵触的，如饥饿，

干渴和疲劳；另一种需要思考，需要用自然药物治疗，或

者是以正确的信仰治疗，或者是以两者兼并来治疗。 

-心病： 

内心疾病有损内心的健康和正直，内心的健康是认识

和喜爱真理，而不会选择其他的。心病要么是因为对真理

的怀疑，要么是选择其他的；伪信者的心病是对真理的疑

问和怀疑，违背者的心病是欲望，还有其它的心病，如在

大地上沽名钓誉，傲慢，自负，嫉妒，自夸，骄矜，喜爱

权势和显赫的地位，而这些疾病就会产生猜疑和欲望的患

者，我们祈求真主赐予健康和宽恕。 

-消除人类与精灵中的恶魔的伤害： 

-真主命令人们对待制造敌对者，当抚慰和善待他，

以便他回归到良好的本性和高尚的品德。超绝万物的真主

说： 

ڑ ک ک ک ک گ گ گ گ ژ ژ ڑ )/ مل ظدّٓ-1

ڱ ں ں ڻ ڻ ڻ ڻ ۀ ۀ ہ  ڳ ڳ ڳ ڳ ڱ ڱ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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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34/ قؿٌ] (ہ ہ
【[34]善恶不是一样的。你应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

付恶劣的品行，那么，与你相仇者，忽然间会变得亲如密

友。[35]唯坚忍者，获此美德，唯有大福分者，获此美德。】

①
 

-伟大尊严的真主命令人们当祈求真主保护，免遭人

类与精灵中工作和施舍都不被接受的恶魔的伤害，因为其

本性就是欺骗和敌视人类。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  ہ ھ ھ ھ ھ ے ے ۓ )/ مل ظدّٓ -2 ﮲  ۓ

 [. 36/ قؿٌ] ( ﮴﮵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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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天使与恶魔在白天和黑夜相继到于人类的心中，其

中有些人的夜晚比白天更长，有些人的白天的比夜晚更长，

有些人所有的时间都是黑夜，有些人所有的时间都是白天。

人内心与天使接触，也与恶魔接触，真主命令人心向善，

而恶魔对人心有两种怂恿：要么是极端，过度；要么是疏

忽，怠慢。 

 

                                                        

①《奉绥来特章》第 34-35 节 

②《奉绥来特章》第 3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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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对人类的敌对： 

伟大尊严的真主专门赐予了承担职责的被造物——人

类与精灵——三大恩典：理智，信仰和自由选择。易卜劣

厮是第一个滥用这种恩典，坚持背叛自己养主的命令；它

请求真主宽限它复生日，然后它恶劣地利用这些恩典诱骗

人类，促使他们犯罪，以便人类跟它一同进入火狱。 

-清高的真主说： 

ڦ ڦ ڦ ڄ ڄ ڄ ڄ ڃ ڃ ڃ ڃ ): قال اهلل تعاىل -1

 [. 6: قطص] (چ چ چ چ
【[6]恶魔确是你们的仇敌，所以你们应当认他为仇敌。

他只号召他的党羽，以便他们做烈火的居民。】
①
 

-清高的真主说： 

 [. 5: يوسف] (ڀ ڀ ٺ ٺ ٺ ٺ): قال اهلل تعاىلو -2

【恶魔确是人类公开的仇敌。】
②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إَن َعْصَش إةْوِحَط »/ يقْل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رظْل اهلل ظُؽ / مل وؼِ جص  -3
ََثً  ـْى ؾِْخ ُّ ًُ َْ ْخ

َ
ََْسهُ أ ـْى ِع ُّ ًُ َْ ْخ

َ
ََُْن انلَاَس، َؾأ ايَاهُ َذَيْؿخِ . «ىلَعَ ابَلـْدِص َذَيْتَعُد ََسَ

 .معٌٍأرصجٓ 

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易卜

                                                        

①《创造者章》第 6节 

②《优素福章》第 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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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厮的宝座是在海上的，它派遣自己的部队去诱惑人类；

在它跟前，功劳最大者就是它们中对人类诱惑最大者。”
①
 

-恶魔对人类仇恨的表现： 

恶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人类为敌： 

其中包括：诱惑人类，促使他们犯罪与作恶，然后与

他们断绝关系。  

其中包括：工作时教唆地诱惑人类。  

其中包括：它使人类误入歧途，使他们处于幻想和亏

折之中，并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 

其中包括：它引诱他们犯罪，以及其它的非法事情。  

其中包括：它坐在所有行善的道路上，阻止人行善，

并对人进行妨碍，阻扰和恐吓。 

其中包括：它忙碌于在人们之间进行挑拨是非，并在

他们之间制造敌意和仇恨。 

其中包括：它在人们的心中制造嫉妒和仇恨。  

其中包括：用各种灾害与疾病伤害他们，并尽其所能

地阻止人们遵行正道。 

其中包括：它在人的耳朵里尿尿，使其睡觉直到早上，

并在人的头上打结扣，阻止其醒来。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813 段 



 记念  71 

谁听从恶魔的，顺服它，那么，他就成为恶魔的党羽，

将于恶魔一起被稽核到火狱之中。谁服从自己的养主，抗

拒恶魔，那么，真主就会保护他免遭恶魔的伤害，并使其

进入乐园。 

-清高的真主说： 

حئ مئ ېئ ىئ ىئ ىئ ی ی ی ی جئ ) /مل ا ؽىل -1

  [.19/ املجدً]   (ىئ يئ جب حب خب مب ىب
【[19]恶魔已经制服了他们，因而使他们忘却真主的

教训；这等人，是恶魔的党羽，真的，恶魔的党羽确是亏

折的。】
①
 

-清高的真主说： 

ڻ ۀ ۀ ہ ہ ہ ہ ھ ھ )/ ومل ا ؽىل -2

﮴   ے ۓ ۓ ے  ھھ   ﮷  ﮵﮶    ﮲﮳ 

﮹   ﮻   ﮸ ﮿  ﮺ ﮾  ﮽    ﯀   ﮼      ﯁

 [. 65-63/ اإلرساء] (      
【[63]真主说：“你去吧！他们中凡顺从你的，火狱必

定是他们和你的充分的报酬。[64]你可以用你的声音去恫

吓他们中你所能恫吓的人；你可以统率你的骑兵和步兵，

去反对他们；你可以和他们同享他们的财产和儿女；你可

                                                        

①《辩诉者章》第 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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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许给他们任何东西——恶魔只许给他们妄想——[65]我

的仆人，你对他们没有任何权柄，你的主足为监护者。”】
①
 

-赛布尔·本·艾布法克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 

إَن »/ يقْل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رظْل اهلل ظُؽ / مل ؼِ ظربة ِ أيب قوٓ و -3
ـِ اإلظبِلم، َذَقاَل  ُُ ةَِّطِصي ، َذَقَعَس هَـ ُِ ْطُصفِ

َ
ٌِ آَدَم ةَأ

تُْعوِـُى َوحََشُر / الَشْيَّطاَن َرَعَس الةْ
ْظوَـىَ 

َ
بِيَك َذَعَصاهُ َؾأ

َ
ٌَ آةَائَِك وآةَاءِ أ َََك َوِدي ْجَصةِ َذَقاَل . ِدي ِّ ـِ ال ُُ ةَِّطِصي / ُثَى َرَعَس هَـ

اِجصُ  َّ ِل  حُـ َْ َرِن اهَؿَصِس ِِف اهِّط ًَ اِجِص َل َّ ًُ ا َيَرُن ال ًَ اَءَك، َوإَج ًَ ْرَضَك وََظ
َ
َوحََسُع أ

اَجصَ  َّ اِد، َذَقاَل . َذَعَصاهُ َذ َّ ـِ اجِل ُُ ةَِّطِصي ُس انلَْؿِط َواملاَِل / ُثَى َرَعَس هَـ ّْ َْ ُج ُّ ُِِس َذ حُـَجا
ةُ، وَ 

َ
ْصأ ًَ ََْمُح ال سَ َذُخَقاحُِن َذُخْقَخُن َذُخ َِ اُل، َذَعَصاهُ َؾَجا ًَ َذَقاَل َرُظُْل اهلل « يُـْقَعُى ال

ََثَ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 اجَل ْن يُْسِروَـ
َ
ٌْ َذَعَن َذلَِك اَكَن َخّقاً ىلَعَ اهلل َعَض وََجَن أ ًَ أرصجٓ . «..َذ

 أمحس واًنعيئ

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恶魔

坐在人的各条道路，坐在人皈依伊斯兰的道路上，它说：

‘你加入伊斯兰，你要背叛自己的信仰，背叛你父亲的，

你祖先的信仰吗？’然而人没有服从它，加入了伊斯兰；

坐在人迁徙的道路上，它说：‘你要放弃自己的天地而迁徙

吗？迁士就像长途旅行的马一样。’然而人没有服从它，而

迁徙了；坐在人为主道奋斗的道路上，它说：‘你要为主道

奋斗吗？那是生命和财产的付出，你参加战斗，如果你被

                                                        

①《夜行章》第 63-65 节 



 记念  73 

杀了，妻子会改嫁，财产被瓜分。’然而人没有服从它，而

参加了为主道奋斗。”然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又说：“谁这样做了，伟大尊严的真主必定会使他进

入乐园。”
①
 

-恶魔的道路： 

人们所走的道路有四条：右，左，前，后。人们在走

着其中的任何一条道路时，他都会发现恶魔在其中监测监

视着他。 

如果人走顺从的正道，从中他会发现恶魔阻扰和阻碍

自己遵循正道。 

如果他走违抗的罪恶之路，他就会发现恶魔对其进行

帮助，支持和美化。 

清高的真主说： 

ڌ ڎ ڎ ڈ  چ ڇ ڇ ڇ ڇ ڍ ڍ ڌ) /مل ا ؽىل

/ األؼصاف] (ڈ ژ ژ ڑ ڑ ک ک ک ک گ گ گ گ
16-17.] 

【[16]它说：“由于您使我迷误，我必定在您的正路上

伺候他们。[17]然后，我必定从他们的前后左右进攻他们。

                                                        

①《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6054 段，《正确丛书》第 2979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3134 段，原文出自《奈沙伊圣训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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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致于发现他们大半是感谢的。”】
①
 

-恶魔的入口： 

恶魔到于人类的入口有三个：欲望，恼怒和私欲。而

兽欲使人不公正地对待自己，其结果是贪婪和吝啬。 

恼怒是野兽，它是比欲望更大的祸害；恼怒使人不公

正地对待自己与他人。其结果是自负和得意忘形。 

私欲是恶魔，它是比恼怒更大的祸害；私欲使人不义

地违法乱纪，并以举伴与昧恩侵犯自己的创造主。其结果

是昧恩，制造异端，最大的罪孽就是兽欲，使他们对任何

事情都无论为力，从而使他们进入其它的各种恶魔的入口

之中。 

-恶魔的步骤： 

在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是恶魔造成的，它是罪恶的因

素，但是，它的罪孽局限在七个步骤之中，直至人类其中

的一个或多个步骤伤害： 

第一：也是最恶劣的就是它企图让人类否认和举伴真

主，并且敌对真主及其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如果它对这种无能为力时，它就会使其转向异端邪说，

这是第二种。 

                                                        

①《高处章》第 6-7节 



 记念  75 

如果它对这种无能为力时，它就会使其转向制造分裂

的大罪，这是第三种。 

如果它对这种无能为力时，它就会使其转向小罪，这

是第四种。 

如果它对这种无能为力时，它就会使其忙于无益也无

害的事情，从而放弃顺从真主与各种应尽的义务，这是第

五种。 

如果它对这种无能为力时，它就会使其忙于次要的而

放弃主要的，如忙于副功而失去主命，这是第六种。 

如果它对这种也无能为力时，它就会让人类与精灵中

的恶魔统治他，用各种灾难伤害他，使其忙碌，紊乱，这

是第七种。信士一直奴隶奋斗，直至与真主相见。我们祈

求真主援助，稳定我们的步伐。 

-人类祈求真主保佑免遭恶魔伤害的祷词： 

人类根据《古兰经》和正确的《圣训》所提到的祈祷

词和记念词祈求真主保护，免遭恶魔的伤害。凭借清高真

主的意欲，其中包含了康复，怜悯，指导和免遭今后两世

的一切伤害的祈祷词和记念词。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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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堡垒：祈求伟大的真主护佑。 

伟大尊严的真主确已命令他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全面地祈求真主保护，免遭恶魔的伤害——诵

读《古兰经》时，恼怒时，以及被诱惑时，尤其是在令人

厌恶的梦境中。 

-清高的真主说： 

﮳  ) /مل ا ؽىل -1 ﮲  ہ ھ ھ ھ ھ ے ے ۓ ۓ

 [. 36/ قؿٌ] (﮴﮵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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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清高的真主说： 

 ڱ ں ں ڻ ڻ ڻ ڻ ۀ ۀ) /مل ا ؽىلو -2

/ انلدي] (ہ ہ ہ ہ ھ ھ ھ ھ ے ے ۓ
98-99.]  

【[98]当你要诵读《古兰经》的时候，你应当求真主

保护，免遭被逐恶魔的干扰。[99]对信道而且信赖真主者，

他毫无权力。】
②
 

第二个堡垒：泰斯米。泰斯米是穆斯林免遭恶魔伤害

的堡垒，可以避免恶魔混杂到人的食物，饮料，房事，进

                                                        

①《奉绥来特章》第 36 节 

②《蜜蜂章》第 98-9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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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等其它的各种状况之中。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1-  ُٓ َّ
َ
َع انليَِبَ  ؼِ جص ِ ؼسا ريض ا ؼُْٕ أ ًِ إَذا »/ يقْ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ظ

، َفاَل الَشْيَّطانُ  ُِ ََْس َطَعاِي ُِ َوِع ََْس ُدُرْهِـ ، َؾَشَلَص اهلل ِع ُُ ال / َدَرَن الصَُجُن ةَحَْخـ
ََْس ُدرُ  ، َفاَل الَشْيَّطاُن َيتِيَج هَُسْى َوال َعَشاَء، َوإَذا َدَرَن َؾوَـْى يَْشُلِص اهلل ِع ُِ ْهِـ

تِيَج َواهَعَشاءَ  ًَ ْدَرْكُخـُى ال
َ
ُِ َفاَل أ ََْس َطَعاِي تِيَج، َوإَذا هَـْى يَْشُلِص اهلل ِع ًَ ْدَرْكُخـُى ال

َ
. «أ

 أرصجٓ معٌٍ
“当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家里，进门时他记念真主，吃

饭时也记念真主，恶魔就对它的同伴们说：‘今晚你们没有

住处和晚饭。’如果那个人在进家时没有记念真主，恶魔就

会说：‘你们找到了住处。’如果他吃饭时也没有记念真主，

恶魔就会说：‘你们找到了住处，也找到了晚餐’。”
①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ن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وؼِ اِ ؼس ريض ا ؼُْٕ مل -2
َ
لَْ أ

ُُ َذَقاَل  وَـ ِْ َ
ِِتَ أ

ْ
ْن يَأ

َ
َراَد أ

َ
َخَسُزْى إَذا أ

َ
َِِب / أ ََا الَشْيَّطاَن، وََج بْ َِ َى َج ُّ ةِاْظِى اهلل، الو

ا َوّدَلٌ ِِف َذلَِك هَـْى يَُْضَهُ َشْيَّطاٌن  ًَ ـ ُّ ََـ ُُ إْن يُـَقَسْر ةَحْ ََا، َؾإٍَ ةًَساالَشْيَّطاَن َيا َرَزْرَخ
َ
. «أ

 .َمجتكل ؼٌيٓ
“假若你们谁想跟妻室同房，让他就说：‘以真主之名，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0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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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求您使我们远离恶魔，求您使恶魔远离您所赐给我

们的。’如果在那次房事中他注定得子，那么，恶魔永远都

不能伤害他。”
①
 

第三个堡垒：在睡觉时，礼每番拜之后，生病等类似

情况下，诵读求护佑的两章经文——《曙光章》和《世人

章》。 

欧格柏·本·阿米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ػ رَُظِٖل ا / مل ؼِ ؼن ِ اعمص  ََ ِظرُي 
َ
َّ أ

َ
نََي اجلُْدَكِ  َيَْْ أ

ٌ َػِسيَسٌة،  َُ اِء إْذ َؿِؼيَمجتَْْ ِريْـٌح َوُعٌْـ َٖ ْ
َ
َُْذ ةـ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ؾَجَعَن َرُظُْل اهلل َواأل ٿ ) َحَخَع

ا »/ َويَـُقْلُ  (ڇ ڇ ڍ ڍ)و (ٿ ٹ ٹ ًَ ا َذ ًَ ِّـ َْْذ ةِـ يَا ُخْقَتُث َتَع
ََْذ  اَتَع ًَ ـ ِّ ْروِـ ًِ ِ ٌِْذ ة  يِف الَؿالةِ / مََل  .«ُيَخَع َُ ـ ِٕ َْ ِـ َُ ُٓ يَُ ْؽمجتُـ ُِ أرصجٓ أمحس وأٖ . وََظ
 داود

正当我伴随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走

在祖哈法和艾布瓦之间，突然遭遇暴风和黑暗。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一直诵读求护佑的两章经文：

【［1］你说：“我求曙光的主保护„„】
②
和【［1］你说：

“我求人类的养主保护„„】
③
，然后他说：“欧格柏啊！

你当以这两章经文祈求护佑，任何祈求护佑者的求助莫过

于这两章经文。”他说：“我听他在带着我们礼拜中诵读的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739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434 段 

②《曙光章》第 1-5节 

③《世人章》第 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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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两章经文。”
①
 

第四个堡垒：诵读“库尔西”的经文。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يِن  َوََّكيَِن رَُظُٖل ا / مل ؼِ أيب ٔصيصة 
َ
ِـِدْكِظ َزََكِة َرَمَضَن، قَ

ُٓ َفُنٌُْ  َرْشُـ
َ
َِ اًَطَؽِم، قَ َِ ََْه إىَل رَُظِٖل ا / آٍت قََجَؽَي يَـْدمحتُٖ  ْرَفَؽ

َ
،  أل

، / َفَنَؽ احلَِسيَجحت َفَنَل   آيََ الُىصيِِْسِ
ْ
َويَْ إىَل قَِصاِػَه قَمَْصأ

َ
َِ إَذا أ َِ َؽَه  ََ ٍْ يََضْل  ًَـ

َْ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ذَقاَل انليَِبُ ا َخقٌِظ، َوال يَـْنَصُبَه َػيَْطٌن َخىَت ُْؿِـَح،  ُِ َصَسَفَك َو
 .أرصجٓ ابلزري .«َلُشوٌب، َذاَك َشْيَّطانٌ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委派我看管赖

麦丹月里的天课，一天晚上来了一人，偷拿天课中的食物，

被我逮住了，我说：“我一定将你交给真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处理。”他在讲述中提到：那个人（小

偷对他）说：“当你上床睡觉时，你诵念‘库尔西’经文，

来自真主保护者会一直看护你，恶魔不能接近你，直到早

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是实话的，

他是说谎者，那是恶魔。”
②
 

第五个堡垒：诵读《黄牛章》的最后两节经文。 

艾布麦斯欧德·艾勒白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7483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63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5010 段，请查看谢赫艾勒巴尼的《布哈里圣训集简介》2: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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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 األّؿري  احَِْي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 مل ؼِ أيب معؽ َِ  
َ
ٌْ َفَصأ َي

ٌْ آِرِص ُظَْرةِ ابَلَقَصةِ ِِف ََلْوٍَث َلَؿَخاهُ  اآليَتَْْيِ   َمجتكل ؼٌيٓ. «ِي
“谁在夜晚诵读了《黄牛章》中最后的两节经文，那

么，它俩足够他的了。”
①
 

第六个堡垒：诵读《黄牛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ن َرُظَْل اهلل  ؼِ أيب ٔصيصة 
َ
ْا ُبُيْحَـُسْى َيَقاةَِص إَن »/ َ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 ال حَـْجَعوُ

ُِ ُظَْرةُ ابَلَقَصةِ   ذِي
ُ
ٌَ ابَلْيِج اََّلِي ُتْقَصأ ِؿُص ِي َْ  .أرصجٓ معٌٍ. «الَشْيَّطاَن َح

“你们不要把家当作墓地，恶魔会从颂读《黄牛章》

的家中逃走。”
②
 

第七个堡垒：以诵读《古兰经》，赞主清静，赞颂真主，

赞主至大和赞美真主等赞词多多地记念真主。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فاَل »/ فال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أن رظْل اهلل  ؼِ أيب ٔصيصة  َُ إاَل اهلل وَْخَسهُ / َي ال إهَـ
ٍْم ِيائََث َمَصٍة،  ٍء َفِسيٌص ِِف يَ َْ ىلَعَ لُُكِ ََشْ ُِ ُس َو ًْ ُُ احَلـ وُْك َوهَـ ًُ ُُ ال ، هَـ ُُ ال ََشِيَك هَـ

ٍََث، َوُيـِديَ  ُُ ِيائَُث َخَع ُُ َعْسَل َعْْشِ رَِفاٍب، َوُكخَِتْج هَـ ُُ ِيائَُث َظحَِئٍث، اَكٍَْج هَـ َْـ ْج َخ
ْؾَضَن 

َ
َخٌس أ

َ
ِت أ

ْ
، َوهَـْى يَأ ِِسَ ًْ ُُ َذلَِك َخََّت يُـ ٌَ الَشْيَّطاِن يََْي ُُ ِخْصزاً ِي َوََكٍَْج هَـ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500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08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78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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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ذلَِك  ْكََثَ ِي
َ
َن أ ًِ َخٌس َع

َ
ُِ إاَل أ ا َجاَء ةِـ ًَ  .َمجتكل ؼٌيٓ. «ِيـ

“谁每天念一百遍：‘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应

受崇拜的，他拥有一切权力，拥有一切赞美，他确是大能

于万物的主’；那么，这个记念词对于他犹如释放了十个奴

隶的回赐，并为他记录一百件善功，消除他的一百件过错；

这个记念词是他那一天中的堡垒，保护他免遭恶魔的伤害，

直至夜晚；没有任何人比他带来的更优越了，除非是比他

做的更多者。”
①
 

第八个堡垒：出门时的祈祷词。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ذَقاَل »/ فال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أن انليب  ؼِ أنط ِ َله  ٌْ ةَحْخِـ / إَذا َرَصَج الصَُجُن ِي
َة إاَل ةِاهللةِاْظِى  َْ َل َوال فُ ْْ ََّكُْج ىلَعَ اهلل، ال َخ َْ ِسيَج »/ َفاَل « اهلل، حَ ُِ يُـَقاُل ِخيجَئٍِش 

ُُ َشْيَّطاٌن آَرصُ  ُُ الَشَياِطُْي، َذَيـُقُْل هَـ َََح هَـ َليَؽ لََك / َوُكِؿيَج َوُورِيَج َذَختَ
ِسَي َوُكيَِِ َوُوِِقَ  ُِ  .أرصجٓ أٖ داود واًرتَشي .«ةِصَُجٍن َفْس 

“当一个人从自己的家中出去时，他说：‘奉真主之名，

我托靠真主，无能无力，全凭真主’。”他又说：“这时就会

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已经获得了指引，获得了满足，获

得了保护’，所有的恶魔只能远离他。另一个恶魔对他说：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640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69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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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这个人怎么了，他确已获得了指引，获得了满足，

获得了保护’。”
①
 

第九个堡垒：住宿时的祈祷词。 

呼来图·宾图·哈克米·艾勒赛莱米业（愿主喜悦她）

的传述，她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رظْل اهلل ؼِ رًٖ ْ خىيٍ العٌُي ريض ا ؼْٕ إّٔ ظُؽ 
ٌْ ٍََضَل َيْْنِالً ُثَى َفاَل »/ يقْل ، هَـْى / َي ـَ ٌْ ََشِ َيا َروَ اِت اهلل اتلَاَياِت ِي ًَ ُْذ ةَِسوِـ ُع

َ
أ

ُِ َذلَِك  ٌْ َيْْنِهِـ ٌء َخََّت يَْصحَـِدَن ِي  .أرصجٓ معٌٍ. «يَُْضُهُ ََشْ
“谁投宿某地，然后他说：我以真主完美的言辞祈求

护佑，免遭万物的伤害。那么，任何事物都不能伤害他，

直至离开他住宿的那个地方。”
②
 

第十个堡垒：把手放在嘴上，克制打哈欠。 

-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إَذا َتَراَوَب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 مل ؼِ أيب ظؽيس اخلسري  -1
ُِ َؾإَن الَشْيَّطاَن  ِعْك بَِيِسهِ ىلَعَ ذِي ًْ َخُسُزْى َؾوُْيـ

َ
 أرصجٓ معٌٍ. «يَْسُرُن أ

“你们中谁打哈欠，让他用自己的手捂住他的嘴，因

为他张开嘴打哈欠时，恶魔会钻进他的嘴里。”
①

 

                                                        

①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095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426 段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646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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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الَشْيَّطاِن، َؾإَذا »/ فال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أن رظْل اهلل  ؼِ أيب ٔصيصة  -2 اتلََراُؤُب ِي
ْى َيا اْظَخَّطاعَ  ِْ َخُسُزْى َؾوَْيْم

َ
 .َمجتكل ؼٌيٓ. «َتَراَءَب أ

“哈欠是来自于恶魔，如果中有人想打哈欠时，让他

当尽力克制。”
②
 

第十一个堡垒：宣礼词。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دةََص الَشْيَّطاُن »/ فال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أن رظْل اهلل  ؼِ أيب ٔصيصة 
َ
ِْدَي لِوَصبلةِ أ إَذا ٍُ
ْرَتَن، َخََّت إَذا 

َ
، َؾإَذا فُِِضَ انلَِساُء أ ٌَ ِذي

ْ
َع اتلَأ ًَ ُُ ُُضَاٌط َخََّت ال يَْع َِْب لِوَصبلةِ هَـ ذُ

، يَـُقُْل اْذُلْص  ُِ ْصءِ َوَجْؿِع ًَ ْرَتَن، َخََّت يَـْزُّطَص َبْْيَ ال
َ
ِْيُب أ ْدةََص، َخََّت إَذا فُِِضَ اتلَْر

َ
أ

َن الصَُجُن ال يَْسرِي َزْى َصََل  َْ ٌْ يَْشُلص َخََّت َي ا هَـْى يَُس ًَ  .«َلَشا، اْذُلْص َلَشا هِـ
 َمجتكل ؼٌيٓ

“当宣礼员为礼拜而念宣礼词时，恶魔就屁滚尿流地

逃之夭夭，直至它听不到宣礼声才停下；当宣礼词结束之

后，他就返回。当成拜词念起时，他又逃之夭夭；当成拜

词结束之后，它又再次返回，并穿梭在礼拜的人及其内心

之间进行蛊惑，他说：‘你当记起这件事，你当记起这件事。’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995 段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622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994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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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想起以前想不起来的事，直到那个礼拜的人不知道自

己已经礼了多少拜。”
①
 

第十二个堡垒：进入清真寺时的祈祷词 

欧格柏的传述，他说：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本·阿

税（愿主喜悦他俩）告诉我们：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انليب يض ا ؼُْٕ ؼِ خسجحتْ ؼسا ِ ؼُصو ر/ ؼِ ؼن مل ٍَ
َ
أ

ْعِجَس َفاَل  ًَ ُِ »/ اَكَن إَذا َدَرَن ال ُِ الَمِصيِى، َوُظوَّْطاٍِـ ِّ َْْج ِ يِى َوب ِْ ُْذ ةِاهلل اهَع ُع
َ
أ

ٌَ الَشْيَّطاِن الصَِجيىِ  َقُّط؟ مٌُُْ / مََل « اهَقِسيِى ِي
َ
، مََل / أ ٍْ قََذا مََل َذلَِه مََل / َجَؽ

يِن َظَِص ايلَٖمِ / الَؼيَْطنُ  َِ  أرصجٓ أٖ داود. ُخِكَظ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进入清真寺时，

他都会说：“我求伟大的真主及其尊容，永恒的权威护佑我，

免遭被驱逐恶魔的伤害。”他说：“仅此而已？”我说：“是

的。”他说：“如果他这样说了，那么恶魔则会说：‘这一整

天我无能侵扰他了！’”
②
  

第十三个堡垒：小净与礼拜。毋庸置疑，在恼怒与欲

望时，没有任何比小净与礼拜更能有效地熄灭恼怒与欲望

之火了。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60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89 段 

②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6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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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个堡垒：顺从清高的真主及其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远离无益地观看，以及过多地言语，饮

食和无益地交际。 

第十五个堡垒：清除家中的图像，雕像，狗和铃铛。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بلئَِسُث ةَحْخاً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مل ؼِ أيب ٔصيصة  -1 ًَ ال حَْسُرُن ال
ْو حََصاوِيصُ 

َ
اثِيُن أ ًَ ُِ حَـ  .أرصجٓ معٌٍ .«ذِي

“天使不进入其中有雕像或图像的家中。”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بلئَِسُث ُرْذَقًث »/ فال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أن رظْل اهلل  ؼِ أيب ٔصيصة  -2 ًَ ال حَْصَدُب ال
 .أرصجٓ معٌٍ .«ذِْيـّا ََكٌْب َوال َجَصٌس 

“众天使不伴随带有狗与铃铛的人结伴而行。”
②
 

第十六个堡垒：远离精灵与恶魔的居所，如洞穴，不

洁净的地方；又如粪堆，垃圾站；远离人烟稀少的地方，

如沙漠，遥远的海滨，骆驼的栏圈等等。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112 段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62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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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治疗魔术与中邪 

-魔术：就是影响身心的咒语，咒符与魔法。 

-魔术纯属是邪恶的，不公正的，作恶的，侵略的，

它侵犯了人类的权利，要么是人的身体，或他的金钱，或

他的理智，或他与他人的关系。 

-中邪：就是指精灵附入人体。 

-人类同精灵的各种状况： 

精灵是有生命的，有理智的，被命令的，被禁止的，

他们中有顺从的，也有违背的，他们有将获得赏赐的，也

有将遭受惩罚的： 

-其中有人根据真主及其使者命令自己的去命令人

类，或命令精灵皈依真主，并且命人行善，止人作恶，这

种人属于真主最优越的爱仆。 

-其中有人请求精灵帮助他做一些真主及其使者禁

止的事情，要么是举伴真主，或者是杀害受到保护的生命，

或者是暴虐，犹如使他们生病；要么是作恶。这种人求助

于精灵作恶和横暴。 

-其中有人求助于精灵，并认为他有许多荣誉；这种

人是在自欺欺人，他们确在欺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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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人请求精灵帮助他做一些许可的事情，这是

行为是被禁止的，因为这是在法律中没有依据的。 

-中邪的因素： 

中邪是直接来自于精灵，要么是通过欲望，私欲和恋

爱，就像是发生在部分人中间的那样；或者是因为恼怒，

报复不公正者而发生。或者是惩罚他们，要么杀死他们中

的部分人，或者是把热水或尿泼在他们中的部分人身上，

这也可能是来自于精灵的藐视和伤害，犹如无知的人们一

样。 

-治疗魔术与中邪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知道魔术所在，然后凭着真主的意欲，把其驱

除，销毁并使其无效。这是通常医治中邪者的方法，可以

通过以下方式知道魔术所在：要么是在睡梦之中，或者是

在搜索魔术之际真主赐予他的真知灼见，或者是通过精灵

的途径，就是在对中邪者诵读医治他的祈祷词时，迫使精

灵说出魔术所在。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被人施了魔术，甚至到了他想去

妻室那里，但是都没有去了。”苏福杨说：“如果事情真是

这样，这确是最严厉的魔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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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ظِدَص َخىَت اَكَن يََصى  اَكَن رَُظُٖل ا / ؼِ اعئؼ ريض ا ؼْٕ مً
 َِ ِٕ ِتي

ْ
ِِت اًنَِعَء َوال يَ

ْ
ُٓ يَ َّ

َ
ؤشا أػس َ يلٖن َِ العدص إذا اكن / مل ظكين. أ

حَاِِن »/ َذَقاَل  وشا،
َ
؟ أ ُِ ُُ ذِي ا اْظَخْؿَخحُْخـ ًَ ْذَخاِِن ذِْيـ

َ
َن اهلل َفْس أ

َ
ِج أ ًْ َعوِـ

َ
يَا اَعئَِشُث، أ

ََْس رِْجَِلَ  ِِس، َواآلَرُص ِع
ْ
ََْس َرأ ا ِع ًَ ـ ُِ َخُس

َ
ِِس . رَُجبلِن َذَقَعَس أ

ْ
ََْس َرأ َذَقاَل اََّلِي ِع

؟ َفاَل / ٌْب، َفاَل َيّْطتُ / َفاَل  َيا ةَاُل الصَُجِن؟/ لآِلَرصِ  ُُ ٌْ َطَت ْعَصِى رَُجٌن / َوَي
َ
ٌُ األ بَلِيُس ة

ََاؾِقاً، َفاَل  َْد اَكَن ُي ُّ ـٍ َخوِيٌؽ َِلَـ ٌْ ةَِِن ُزَرْي ِِف ُمْشٍّط َوُمَشاَطٍث، / َوذِيَى؟ َفاَل / ِي
؟ َفاَل / َفاَل  ٌَ ْح

َ
َْؾٍث ِِف ةِْْئِ َذْرَوا/ َوأ ََت / َفاهَْج « نَ ِِف ُجِؽ َطوَْعِث َذَلٍص حَـْدَج َرُع

َ
َؾأ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نليَِبُ   .َمجتكل ؼٌيٓ... ابلِْْئَ َخََّت اْظَخـْزصََج
“阿依莎啊！你知道吗？凡是我求真主判断的事情，

他都确已告诉了我对其的判断。有两个男子来于我，一个

坐在我的头旁，另一个坐在我的脚旁，坐在我头旁的对坐

在我脚旁的说：‘这个人怎么样了？’后者说：‘中了别人

的魔术。’前者说：‘中了谁的魔术？’后者说：‘来比

德·本·艾阿率姆，他是汝来古部落的人，是犹太人的盟

友，是一个伪信者。’前者说：‘他用的是什么魔术？’后

者说：‘一把梳子和一些梳落的头发。’前者问：‘在哪里？’

后者回答说：‘在扎尔万井的井石下的一个干公椰枣的花序

中。’”她说：“然后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到

那口水井，他取出了它„„。”
①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576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18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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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知道魔术所在，这时情况可以用两种方法进

行治疗： 

-法律疗法（الرقية الرشعية）。它就是必须要具备三个条

件：清高的真主的言语；因为《古兰经》可以全面地治愈

所有心灵和身体的弊病。或者是真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的言语，并且是阿拉伯语的。或者是其它明

白其含义的记念词。并且当坚信这种治疗是凭借清高真主

的大能，并非所念的经训，或记念词的本身。 

-法律允许的药物。如：蜂蜜，阿吉沃枣和芫荽子，

以及放血疗法等等。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ف / الِشَؿاُء ِِف ذبَلذَثٍ »/ فال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انليب ؼِ اِ ؼس ريض ا ؼُْٕ ؼِ
ٌِ الََكِ  َيِت َع

ُ
ََاٍر، َوأٍََه أ ِ ْو َلَيٍث ة

َ
َبِث َعَعٍن، أ ْو ََشْ

َ
َطِث ِيـْدَجـٍى، أ  .َمجتكل ؼٌيٓ. «ََشْ

“医疗分为三种：放血疗法，或喝蜜，或火烙疗法；

我憎恶族人用火烙疗法。”
①
 

-塞阿德·本·艾布万噶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 يقْل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رظْل اهلل ظُؽ / مل ؼِ ظؽس ِ أيب ومص و َيـ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568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2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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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 ُظـٌى َوال ِظْدــصٌ  ةً هَـْى يَُْضُهُ َذلَِك اََل َْ ـَصاٍت َعْج ًَ  .َمجتكل ؼٌيٓ. «حََصَتَح بَِعْتِع حَـ
“谁在早上吃了七颗阿吉沃枣，在那一天里任何毒物

与魔术都不能伤害到他。”
①
在《穆斯林圣训集》的另一传

述中提到： 

ا» َّ ا َبْْيَ الةَتَْيـ ًَ ـَصاٍت ِيـ ًَ َكَن َظْتَع حَـ
َ
ٌْ أ هُ ُظٌى َخََّت ِخَْي يُْصتِـُح هَـْى يَُْضَ  َي

ِِسَ  ًْ  . «يُـ
“谁在早上吃了七颗麦地那的椰枣，任何毒物都不能

伤害到他，直到晚上。”
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听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داِء »/ يقْل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رظْل اهلل أّٓ ظُػ  ؼِ أيب ٔصيصة  إَن ِِف احَلَتِث الَع
ٌْ لُُكِ َداٍء إاَل الَعامَ   .َمجتكل ؼٌيٓ .«ِشَؿاًء ِي

“的确，除了死亡，芫荽子可以治疗各种病症。”
③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ة،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فال رظْل اهلل / مل ؼِ أيب ٔصيصة و ٌْ اْخَخـَجـَى لَِعْتَع َعْْشَ َي
ٌْ لُُكِ َداءٍ  ٌَ اَكَن ِشَؿاًء ِي ي َة، َوإْخَسى َوِعْْشِ  .أرصجٓ أٖ داود. «َوتِْعَع َعْْشَ

“谁在十七，十九与二十一用放血疗法，便可消除所

有的病症。”
④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440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644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2644段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568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215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④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86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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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人治疗者洗小净，然后对着病人的胸部，或任

何肢体讽诵经文，然后念容易的经文并吹病人。其中有：

《开端章》，库尔西经文，《黄牛章》的最后几节经文，《不

信道的人们章》，《忠诚章》，《曙光章》和《世人章》，以及

其它有关魔术与精灵的经文，如： 

ەئ وئ وئ ۇئ ۇئ ۆئ ۆئ ۈئ ۈئ ېئ ېئ ېئ ىئ    ەئ   ائ ) 

 ىئ ىئ ی ی ی ی جئ حئ مئ ىئ يئ جب حب خب

 . [122-117/ األؼصاف] (ٱ ٻ ٻ ٻ ٻ پ پ پ پ

【[117]我启示穆沙说：“你抛出你的手杖吧。”于是，

那条手杖立刻消灭了他们所幻化的（大蛇）。[118]于是，

真理昭着，而他们所演的魔术变成无用的。[119]法老等当

场败北，一变而为屈辱者。[120]术士们不由己地拜倒下去，

[121]他们说：“我们已信仰全世界的主，[122]即穆沙和哈

伦的主。”】
①
 

پ پ ڀ ڀ ڀ ڀ ٺ ٺ    پ  ٱ ٻ ٻ ٻ ٻ پ) 

ٺ ٺ ٿ ٿ ٿ ٿ ٹ ٹ ٹ ٹ ڤ ڤ ڤ ڤ ڦ ڦ ڦ ڦ ڄ ڄ 

/ يٖنط] (ڄ ڄ ڃ ڃ ڃ ڃ چ چ چ چ ڇ
79-82] . 

【[79]法老说：“你们把一切高明的术士都召来看我

吧！”[80]当术士们来到的时候，穆沙对他们说：“你们要
                                                        

①《高处章》第 117-1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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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出什么就快抛出来吧！”[81]当他们抛出来的时候，穆沙

说：“你们所表演的确是魔术，真主必使它无效，真主必定

不相助破坏者的工作。”[82]真主将以他的言语证实真理，

即使犯罪的人不愿意。】
①
 

ٿ   ٺ ڀ ٺ ٺ ٺ  ٱ ٻ ٻ ٻ ٻ پ پ پ پ ڀ ڀ ڀ) 

ڦ ڄ ڄ  ڤ ڤ ڤ ڦ ڦ ڦ  ٿ ٿ ٿ ٹ ٹ ٹ ٹ ڤ

ڌ ڌ ڎ ڎ  ڍ  ڍ  ڇ   ڇ ڇ ڇ  چ  چ    چ  چ  ڃ ڄ ڄ ڃ ڃ ڃ 

 . [69-65/ طٓ]( ڈ ڈ ژ
【[65]他们说：“穆沙啊！是你先抛你的家伙呢？还是

我们先抛呢？”[66]他说：“还是你们先抛吧！”他们的绳

子和拐杖，在他看来，好像是因他们的魔术而蜿蜒的。[67]

穆沙就心怀畏惧。[68]我说：“你不要怕，你确是占优势的。

[69]你抛下你右手里的拐杖，它就会吞没了他们所造作的。

他们所造作的，只是术士的法术；术士们无论干什么总是

不成功的。”】
②
 

 [.102/ ابلنصة] إًذ اآلي  ( ...ٱ ٻ ٻ ٻ ٻ پ پپ) 
【[102]他们遵随众恶魔对于素莱曼的国权所宣读的

诬蔑言论„„】直至这节经文结束。
③
 

                                                        

①《优努斯章》第 79-82节 

②《塔哈章》第 65-69 节 

③《黄牛章》第 10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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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ڀ ڀ ڀ ڀ  پ پ پ ٻ ٻ پ ٱ ٻ ٻ) 

 ٹ ٹ ٹ ٹ ڤ ڤ ڤ  ٺ ٺ ٺ ٺ ٿ ٿ ٿ ٿ

چ ڇ  ڄ ڄ ڄ ڃ ڃ ڃ ڃ چ چ چ ڦ ڦ ڦ ڄ  ڦ   ڤ

 [.10-1/ الؿقت] (ڍ ڌ ڌ ڎ ڎ ڈ ڈ ژ ڇ ڇ ڇ ڍ
【［1］以列班者发誓，[2]以驱策者发誓，[3]以诵读

教诲者发誓，[4]你们所当崇拜者，确是独一的，[5]他是

天地万物之主，是一切东方的主。[6]我确已用文采即繁星

点缀最近的天，[7]我对一切叛逆的恶魔保护它。】
①

 

ٱ ٻ ٻ ٻ ٻ پ پ پ پ ڀ ڀ ڀ ڀ ٺ ) 

ٿ ٹ ٹ ٹ ٹ ڤ ڤ ڤ ڤ  ٺ ٺ ٺ ٿ ٿ ٿ

  چ چ چ چ  ڃ  ڦ ڦ ڦ ڦ ڄ ڄ ڄ ڄ ڃ ڃ ڃ

ڈ ڈ ژ ژ ڑ ڑ ک   ڎ ڎ   ڌ ڌ   ڍ  ڍ ڇ  ڇ   ڇ ڇ

 [.32-29/ األخنف]              (  گ ڳ ڳ ڳ ڳ ڱ ڱ ک ک ک گ گ گ
【[29]当时，我曾使一伙精灵，走到你面前，来静听

《古兰经》。当他们来到了他面前的时候，他们说：“大家

静听吧！”诵读既毕，他们就回去警告他们的宗族，[30]

他们说：“我们的宗族啊！我们确已听见一本在穆沙之后降

示的经典，它能证实以前的天经，能指引真理和正路。[31]

我们的宗族啊！你们当应答真主的号召者，而归信真主，

                                                        

①《列班者章》第 1-1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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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将赦宥你们的一部分罪过，并使你们得免于痛苦的刑

罚。[32]不应答真主号召者的人，在大地上绝不能逃避天

谴，除真主外，他们绝无保护者，这等人是在明显的迷误

中的。”】
①

 

﮵﮶  ﮷﮸    ﮴  ﮳ ﮲   ۓ ۓ   ے  ے  ھ ھ   ھ) 

﮼  ﮻  ﯁   ﮹﮺  ﯀  ﮿  ﮾           ﮽

 [. 36-33/ الصمحِ]  (       
【[33]精灵和人类的群众啊！如果你们能通过天地的

境界，你们就通过吧！你们必须凭据一种权柄，才能通过。

[34]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35]火焰和

火烟将被降于你们，而你们不能自卫。[36]你们究竟否认

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
② 

  ھ  ھ  ہ   ہ ہ  ہ  ۀ  ۀ   ڻ  ڻ  ڻ  ڻ  ں  ں  ڱ   ڱ ) 

 [. 52-51/ اًنٌٍ] (ھ ھ ے

【[51]不信道的人们几乎以他们的怒目使你跌倒。当

他们听到宣读教诲的时候，他们说：“他确是一个疯子。”[52]

这《古兰经》不是别的，它是对全世界的教诲。】
③
 

﮶ )  ﮵  ﮴  ﮳  ﮲  / املَْٖن] (ے ے ۓ ۓ

                                                        

①《沙丘章》第 29-32 节 

②《至仁主章》第 33-36节 

③《笔章》第 51-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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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115]难道你们以为我只是徒然地创造了你们，而你

们不被召归我吗？】
①
 

然后他再以正确的《圣训》中所提到的祈祷词祈求。

托靠真主，我们将在《治疗毒眼篇》提到。 

 

                                                        

①《信士章》第 1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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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治疗毒眼 

-毒眼：就是发自嫉妒者，惯用毒眼者的内心对被嫉

妒者与被毒眼看过者的毒箭，有时是故意地，有时错过的；

如果毒眼遇到毫无防备，毫无保护者时，那么，它对其必

定会有影响；如果毒眼遇到早有提防，设有防御者时，那

么，它对其就不会有任何影响。  

-人类遭到毒眼是由于遭到惯用毒眼者观看的同时

疏忽了记念真主所造成的，是嫉妒（羡慕），或者是因为过

于惊奇的结果，其次，也许是由于精灵中的恶魔帮助所致。  

-中毒眼的形式 

惯用毒眼者通常都是针对那些不记念清高真主的尊名，

不希望因记念真主而获得吉庆的人，恶魔的灵魂时刻抓住

他，他没有任何防备措施，如果伟大尊严的真主意欲时，

就会使此人遭受毒眼或受到伤害。 

-中毒眼者有两种情况： 

-如果知道是谁使用的毒眼，就应命令他洗大净，使

用毒眼者应为了顺从伟大尊严的真主及其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的命令，当服从命令而洗大净，然后从

遭受毒眼者的背后把使用毒眼者洗大净的水一次性地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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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上，凭借清高的真主意欲，遭受毒眼者就能得以康

复。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ولَْ »/ فال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ن انليب ؼِ اِ ؼس ريض ا ؼُْٕ ع -2 ـٌ اهَعْْيُ َخ
ْا ُُ اهَعُْي، َوإَذا اْظُخْؼِعوُْخـْى َؾاْػِعوُ ـَ اهَقَسَر َظَتَقْخـ ٌء َظاَب  .أرصجٓ معٌٍ .«اَكَن ََشْ

“毒眼致病是真是的，假若有任何事情抢先于前定，

那么，也只有毒眼抢先于它；如果有人让你们洗大净，你

们当洗大净。”
①
 

-洗大净的形式 

-艾布吴玛麦·本·赛海鲁·本·哈尼法的传述，他

的父亲告诉他，他们曾经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一起去往麦加的方向„„在其中提到„„ 

َن رَُظَٖل ا  -1
َ
 ؼِ أيب أََ ِ ظٕي ِ خْيف أن أه خسجحتٓ أ

َىَ  ََ  َٖ ُٓ حَنْ َؽ ََ ِٓ -.. َرَصَج وََظُروا  ِِتَ رَُظَٖل ا  -َوِفي
ُ
ٍي، قَ ْٕ ُٓ  قٌََُِّط بَِع / قَِنيَي ًَـ

 يُِكيُل، يَ رَُظَٖل  ََ ُٓ َو َظ
ْ
 يَْصَفُػ َرأ ََ ٍي َوا  ْٕ ْي لََه يِف َظ َٔ َْن »/ َفاَل ا،  ًُ ـ ِّ ْن َتَخ َِ

َخٍس؟
َ
ٌْ أ ُِ ِي ُِ َربِيَؽَ / مَلُٖا« ذِي ِٓ اَعِمُص   . َجَغَص إيَل

ُِ َوَفاَل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ؾَساَع َرُظُْل اهلل  َخُسُزْى »/ اَعِمصاً َذَخَؼَيَظ َعوَي
َ
َعبلَم يَـْقُخُن أ

 
َ
يَْج َيا يُـْعِجُتَك ةََصْلَج أ

َ
بَل إَذا َرأ َِ ُُ »/ ُثَى َفاَل هل« َراهُ؟  ُٓ  «اْػتَِعْن هَـ َٕ َعَي وَْج ـَ َف

ٍَ َؾَ َذلَِه  ِٓ وََداِرٌََ إَزارِهِ يِف مََسٍح ُث ْطـَصاَف رِْجٌَيْـ
َ
ِٓ َوأ ِٓ َوُرْوَتَي ِٓ َوِمْصَفَنيْـ َوَيَسي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18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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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ؿُٓ رَُجٌي  َء َؼٌَي َُ ٍَ يُْلِكُ اًَنَسَح َوَراَءُه، ال ، ُث ِٓ ِْ َرٌِْك َِ ِصهِ  ْٕ ِٓ َوَع ِظ
ْ
ىلَعَ َرأ

ٌس 
ْ
َ ِٓ َػ انَلِس ًَيَْط ِـ ََ ٌي  ْٕ  أرصجٓ أمحس واِ َجٓ. َفَكَؽَي ٓ َذلَِه قََصاَح َظ

赛海鲁跌倒在地，然后人们把他带来见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有人对使者说：“主的使者啊！

您有办法治疗赛海鲁吗？指主发誓，他头也不抬，昏迷不

醒。”他说：“你们怀疑是何人伤害了他？”他们说：“阿米

尔·本·莱比阿用毒眼看了他。”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非常生气地喊来阿米尔，他说：“你们某人为

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弟兄，如果你看到你喜爱的事物时，你

当为他祈求吉庆。”而后他对阿米尔说：“你为他沐浴吧！”

然后阿米尔在装水的容器里洗了脸，两手，两肘，两膝盖，

两脚跟和衣里。有人接过那个水，把水从赛海鲁的后面泼

在他的头部和背部，然后把容器里的水全部泼在他的后面，

通过这种行为之后，赛海鲁与其他人一样轻松，并没有巨

大的痛苦。
①
  

-如果不知道谁是使用的毒眼者，那么，可以在相信

真主的同时，用《古兰经》和正确的《圣训》治疗病人。

治疗者与被治疗者都应当坚信伟大尊严的真主才是真正使

人康复者，坚信《古兰经》是康复的良药。然后用《古兰

经》中容易的经文与正确的《圣训》为其治疗，其中有： 

                                                        

①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6076段，原文出自《艾哈默德圣训集》，《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50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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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章》，库尔西经文，《黄牛章》的最后几节经

文，《忠诚章》，《曙光章》和《世人章》，如果他意欲，可

以诵读下列以及其它的《古兰经》文： 

ڍ ڌ ڌ ڎ ڎ ڈ ڈ ژ ژ ڑ ڑ ک ک ک ک گ )

 .[137/ ابلنصة] (گ گ گ ڳ ڳ ڳ ڳ
【[137]如果他们象你们样信道，那么，他们确已遵循

正道了；如果他们背弃正道，那么，他们只陷于反对中；

真主将替你抵御他们。他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
①
 

/ اًنٌٍ] (ڱ ڱ ں ں ڻ ڻ ڻ ڻ ۀ ۀ ہ ہ ہ) 
51 .] 

【[51]不信道的人们几乎以他们的怒目使你跌倒。当

他们听到宣读教诲的时候，他们说：“他确是一个疯子。”】

②
 

ڦ ڦ ڦ ڦ ڄ ڄ ڄ ڄ ڃ ڃ   ڤ ڤ   ڤ  ٹ ڤ) 

 [. 54/ اًنعء]    (ڃ ڃ چ چ چ

【[54] 难道他们嫉妒别人享受真主所赐的恩惠吗？

我确已赏赐伊布拉欣的后裔天经和智慧，我又赏赐他们一

个广大的国土。】
③
 

                                                        

①《黄牛章》第 137节 

②《笔章》第 51 节 

③《妇女章》第 5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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ۀ ۀ ہ ہ ہ ہ ھ ھ ھ ھ ے ے ۓ ۓ ) 

 [. 82/ اإلرساء]  (﮲
【[82]我降示《古兰经》是对信士们的治疗和慈悯，

她只会使不信道者更加亏折。】
①
 

 [. 44/ قؿٌ]   (ۉ ۉ ې ې ې ې ى) 
【你说：“它是信道者的正道和康复。】

②
以及其她容易

的经文。 

-然后再诵读一些正确的《圣训》中提到的祈祷词，

其中有： 

َى َرَب » ُّ ٍَْج الَشاِِف، ال ِشَؿاَء إاَل ِشَؿاُؤَك، الو
َ
ُِ َوأ َس، َواْشِؿ

ْ
ِِِب ابَلأ ْذ

َ
انلَاِس، أ

 .َمجتكل ؼٌيٓ .«ِشَؿاًء ال يُـَؼاِدُر َظَقًاً 
-“人类的养育主啊！求您消除疾病吧！求您使其康

复吧！您是康复者，除您外，绝无康复者，您康复一切病

症。”
③
 

ٌْ ََشِ لُُكِ » ٍء يُْؤِذيَك، ِي ٌْ لُُكِ ََشْ ْررِيَك، ِي
َ
ْو َخْْيِ َخاِظٍس ةِاْظِى اهلل أ

َ
َجْؿٍط أ

ْررِيَك 
َ
 .أرصجٓ معٌٍ .«اهلل يَْشِؿيَك ةِاْظِى اهلل أ

-“凭借真主的尊名我为你治疗，治疗所有的伤害

——来自人类的伤害，或妒眼的伤害，愿真主使你康复，

凭借真主的尊名我为你治疗。”
①
 

                                                        

①《夜行章》第 82 节 

②《奉绥来特章》第 44 节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574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19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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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شِ َخاِظٍس إَذا َخَعَس، َوََشِ » ٌْ لُُكِ َداٍء يَْشِؿيَك، َوِي ةِاْظِى اهلل ُحرْبِيَك، َوِي
 أرصجٓ معٌٍ   .«َعْيٍ لُُكِ ِذْي 

-“奉真主之名使你痊愈，使你从所有的病症中恢复

健康，免遭嫉妒者嫉妒时的伤害，免遭所有毒眼的伤害。”

②
 

ٍَْج »
َ
ُُ إاَل أ َس َرَب انلَاِس، بَِيِسَك الِشَؿاُء، ال اَكِشَؽ هَـ

ْ
أرصجٓ  .«اْمَعـِح ابَلـأ

 .ابلزري
-“人类的养育主啊！求您消除疾病吧！您亲手掌管

康复，只有您才能解救他。”
③
 

اِت اهلل اتلَاَيِث، » ًَ ُْذ ةَِسوِـ ُع
َ
ٌْ لُُكِ َخْْيٍ الَيثٍ أ اَيٍث، َوِي َِ ٌْ لُُكِ َشْيَّطاٍن َو  .«ِي

 .أرصجٓ ابلزري
-“我以真主完美的言词祈求真主保护，免遭所有的

恶魔，毒虫与毒眼的伤害。”
④
 

ـَ » ٌْ ََشِ َيا َروَ اِت اهلل اتلَاَياِت ِي ًَ ُْذ ةَِسوِـ ُع
َ
 أرصجٓ معٌٍ  .«أ

-“我以真主所有完美的言辞祈求真主保护，免遭万

物的伤害。”
⑤
 

َخاِذرُ ( ذبَلذاً ) ةِاْظِى اهلل »
ُ
ِجُس وَأ

َ
ٌْ ََشِ َيا أ ُِ ِي ُْذ ةِاهلل َوفُْسَرحِـ ُع

َ
ظتع « أ

 أرصجٓ معٌٍ .مصات واضعاً يسه ىلع مَكن األلى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186 段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2185 段 

③《布哈里圣训集》第 5744 段 

④《布哈里圣训集》第 3371 段 

⑤《穆斯林圣训集》第 270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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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放在疼痛的地方，说三遍：“奉真主的尊名”，

然后再说七遍：“我以真主及其大能求保护，免遭疼痛和灾

难。”
①
 

ْن يَْشِؿَيَك إاَل اَعَؾاهُ اهلل »
َ
يِى أ ِْ يَى َرَب اهَعْصِش اهَع ِْ ُل اهلل اهَع

َ
ْظأ

َ
ٌْ َذلَِك أ ِي

 .أرصجٓ أٖ داود واًرتَشي. ظػ مصات «املَصِض 
-“我求伟大的真主，伟大阿尔西的养主使你康复。

那么，真主就会使他免遭那种绝症。”七遍
②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2202 段 

②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106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083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