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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修的优越性
ﻓﻀﺎﺋﻞ اﻟﻌﺒـﺎدات
-小净的优越性(；)ﻓﻀﺎﺋﻞ الﻮﺿﻮء
欧斯曼·本·安法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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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ﺟﺖ ﺮﻮﺀَ ﺧﺿ ﺍﻟﻮﻦﺴﺄﹶ ﻓﹶﺄﹶﺣﺿﻮ ﺗﻦ »ﻣ: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ﺜﲈﻥ ﺑﻦ ﻋﻔﺎﻥ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ﺃﹶ ﹾﻇﻔﹶﺎﺭﹺﻩﺤﺖ
 ـ ﺗﻦ ﻣﺝﺮـﺨﻰ ﺗﺘ ﺣﻩﺪﺴ ﺟﻦ ﻣﺎﻩﻄﹶﺎﻳﺧ
“谁完美地洗了小净，他的一切过错都从其身体中流了出去，
甚至从他的指甲缝中流出。” ①
P0F

-洗小净等以右边开始的优越性：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ﻮﺭﹺﻩﻃﹸﻬ ﻭ،ـﻪﻠﺟﺮﺗ ﻭ،ـﻪﻠﻌﻨﻲ ﺗ ﻓﻦـﻤﻴ ﺍﻟﺘـﻪﺠﹺﺒـﻌﻳ

ﺒﹺﻲ ﻛﹶﺎﻥﹶ ﺍﻟﻨ: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ﻛﹸﻠﱢﻪ ﹾﺄﻧﹺـﻪﻲ ﺷﻓﻭ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穿鞋、梳头、洗小净
等所有的事情都喜欢从右边开始。” ②
P1F

-小净之后拜功的优越性：
欧格柏·本·阿米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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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45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6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68 段

②

2

ﻋﻦ ﻋﻘﺒﺔ ﺑﻦ ﻋﺎﻣ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ﻪ ﺳﻤﻊ ﺍﻟﻨﱯ

ﻳﻘﻮﻝ» :ﻣﺎ ﻣﻦ ﻣﺴﻠـﻢﹴ ﻳﺘﻮﺿﺄﹸ ﻓﹶﻴـﺤﺴِﻦ ﻭﺿﻮﺀَﻩ،

ﺛﹸﻢ ﻳـﻘﹸﻮﻡ ﻓﹶﻴﺼﻠﱢﻲ ﺭ ﹾﻛﻌﺘﲔﹺ ﻣﻘﹾﺒﹺﻞﹲ ﻋﻠﹶﻴـﻬﹺـﻤﺎ ﺑﹺﻘﹶ ﹾﻠﺒﹺـﻪ ﻭﻭ ﺟﻬﹺﻪ ،ﺇﻟﱠﺎ ﻭﺟﺒﺖ ﻟﹶـﻪ ﺍﳉﹶﻨﺔﹸ«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任何一位穆斯林洗了完美的小净，然后他站起来全身心地去
① ”。礼两拜，那么，他一定能进入天堂
P2F

)ﻓﻀﺎﺋﻞ اﻷذان( -宣礼的优越性
-阿布杜拉·本·阿布杜莱哈曼的传述，艾布塞尔德·艾勒胡
德利曾对他说：
ﹸـﺤﺐ ﺍﻟ ﹶﻐﻨﹶﻢ ﻭﺍﻟﺒ ﹺ
ﺇﲏ ﹶﺃﺭ ﹶ ﹺ
ﺎﺩ ﹶﻳ ﹶﺔ ،ﹶﻓﺈ ﹶﺫﺍ
ﹶ ﹶ ﹶ
ﺍﻙ ﺗ ﱡ
 -١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ﺒﺪﺍﻟﺮﲪﻦ ﺃﻥ ﺃﺑﺎ ﺳﻌﻴﺪ ﺍﳋﺪﺭﻱ ﻗﺎﻝ ﻟﻪ :ﱢ ﹶ
ﹾﺖ ﻟﹺﻠﺼ ﹺ
ﹺ ﹺ
ﹺ
ﻼﺓ ﹶﻓ ﹾﺎﺭ ﹶﻓ ﹾﻊ ﹶﺻﻮﺗ ﹶ
ﹶـﻚ ﺑﹺﺎﻟﻨﱢﺪﹶ ﹺﺍﺀ ،ﻓﹶﺈﻧﻪ» ﻻ ﻳﺴﻤﻊ ﻣﺪﻯ ﺻﻮﺕ ﺍﳌﹸﺆﺫﱢﻥ ﺟﹺﻦ
ﹸﻛﻨ ﹶﹾﺖ ﹺﰲ ﹶﻏﻨﹶﻤ ﹶﻚ ﹶﺃ ﹾﻭ ﹶﺑﺎﺩ ﹶﻳﺘ ﹶﻚ ﹶﻓ ﹶﺄ ﱠﺫﻧ ﹶ ﱠ
ﹺ ﹴ
ﻴﺪ :ﺳ ﹺﻤ ﹾﻌ ﹸﺘـ ﹸﻪ ﹺﻣ ﹾﻦ ﺭﺳ ﹺ
ﻮﻝ ﺍﷲ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ﹶ ﹸ
ﻭﻻ ﺇﻧﺲ ﻭﻻ ﺷﻲﺀٌ ﺇﻻ ﺷﻬﹺﺪ ﻟﹶـﻪ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ﹶﻗ ﹶﺎﻝ ﹶﺃ ﹸﺑﻮ ﹶﺳﻌ ﹶ

“我看见你喜爱羊群和草原，如果你在牧羊、或者是在草原
上，然后你念宣词召唤人们礼拜，那么，你都应当高声地念宣礼
词，因为只要有任何一个精灵、或人、或任何事物听到宣礼员的声
音，在复生日，都会为其作证的。”艾布塞尔德说：“这是我听主的
②
P

P3F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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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ﻟﹶﻮ ﻳـﻌﻠﹶـﻢ ﺍﻟﻨﺎﺱ ﻣﺎ ﻓﻲ ﺍﻟﻨﺪﺍﺀِ ﻭﺍﻟﺼﻒ

ﺍﻷَﻭﻝﹺ ﺛﹸﻢ ﻟﹶـﻢ ﻳـﺠﹺﺪﻭﺍ ﺇﻟﱠﺎ ﺃﹶﻥﹾ ﻳﺴﺘـﻬﹺـﻤﻮﺍ ﻋﻠﹶﻴـﻪ ﻻﺳﺘـﻬـﻤﻮﺍ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4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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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人们知道念宣礼词和站在第一班的优越性，他们只有通
① ”。……过抽签才能获得它，那么他们一定会争先抽签
-穆阿维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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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ﹸﻮﻥ ﹶﺃ ﹾﻃ ﹶﻮ ﹸﻝ ﺍﻟﻨ ﹺ
 -٣ﻋﻦ ﻣﻌﺎﻭﻳ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ﻘﻮﻝ» :ﺍ ﹸ
ﳌ ﹶﺆ ﱢﺫﻧ ﹶ
ﱠﺎﺱ ﹶﺃ ﹾﻋﻨﹶﺎﻗ ﹰﺎ ﹶﻳﻮ ﹶﻡ
ﹺ
ﺍﻟﻘ ﹶﻴﺎ ﹶﻣ ﹺ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② ”。“复生日，宣礼员们是脖子最长的人
P5F

)ﻓﻀﺎﺋﻞ الﺼـﻼة(-礼拜的优越性
-步行去礼拜与在清真寺里集体礼拜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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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 ﻗﺎﻝ» :ﺻﻼﺓﹸ ﺍﳉﹶـﻤﻴﻊﹺ ﺗﺰﹺﻳﺪ ﻋﻠﹶﻰ ﺻﻼﺗـﻪ ﻓﻲ ﺑﻴﺘـﻪ
ﻭﺻﻼﺗـﻪ ﻓﻲ ﺳﻮﻗﻪ ﺧـﻤﺴﺎﹰ ﻭﻋﺸﺮﹺﻳﻦ ﺩﺭﺟﺔﹰ ،ﻓﹶﺈﻥﱠ ﺃﹶﺣﺪﻛﹸﻢ ﺇﺫﹶﺍ ﺗﻮﺿﺄﹶ ﻓﹶﺄﹶﺣﺴﻦ ﻭﺃﹶﺗﻰ ﺍﳌﹶﺴﺠﹺﺪ ﻻ ﻳﺮﹺﻳﺪ ﺇﻟﱠﺎ ﺍﻟﺼﻼﺓﹶ
ﻟﹶـﻢ ﻳـﺨﻂﹸ ﺧ ﹾﻄﻮﺓﹰ ﺇﻟﱠﺎ ﺭﻓﹶﻌﻪ ﺍﷲ ﺑﹺـﻬﺎ ﺩﺭﺟﺔﹰ ،ﻭﺣﻂﱠ ﻋﻨـﻪ ﺧﻄﻴﺌﹶﺔﹰ ﺣﺘﻰ ﻳﺪﺧﻞﹶ ﺍﳌﹶﺴﺠﹺﺪ ،ﻭﺇﺫﹶﺍ ﺩﺧﻞﹶ ﺍﳌﹶﺴﺠﹺﺪ ﻛﹶﺎﻥﹶ
ﺤﺒﹺﺴﻪ ،ﻭﺗﺼﻠﱢﻲ ﻋﻠﹶﻴـﻪ ﺍﳌﻼﺋﻜﹶﺔﹸ ﻣﺎ ﺩﺍﻡ ﻓﻲ ﻣـﺠﻠﺴِﻪ ﺍﻟﱠﺬﻱ ﻳﺼﻠﱢﻲ ﻓﻴـﻪ :ﺍﻟﻠﱠﻬـﻢ ﺍﻏﹾﻔﺮ
ﺖ ﺗـ 
ﻓﻲ ﺻﻼﺓ ﻣﺎ ﻛﹶﺎﻧ 
ﻟﹶـﻪ ﺍﻟﻠﱠﻬـﻢ ﺍﺭﺣـﻤﻪ ﻣﺎ ﻟﹶـﻢ ﻳـﺤﺪﺙﹾ ﻓﻴ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参加集体礼拜比在家中与市场上单独礼的拜优越二十五倍
的确，你们任何人洗了完美的小净，然后只为礼拜而去清真寺，那
么，真主会根据他所迈出的每一步升高他的一个品级，消除他的一
个罪过。直到他进入清真寺。如果他进入清真寺礼了拜，并且等待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1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437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38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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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礼下番拜功，犹如他一直在礼拜；他在自己礼拜的地方等待，没
有坏小净或发生阻碍礼拜的事情，那么，众天使就会为他祝福：
‘主啊！求您饶恕他吧！主啊！求您怜悯他吧！’” ①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ﻊﹴﺒﻼﺓﹶ ﺍﻟﻔﹶﺬﱢ ﺑﹺﺴﻞﹸ ﺻﻔﹾﻀ ﺗﺔﺎﻋﻼﺓﹸ ﺍﳉﹶـﻤ »ﺻ:ﻗﺎﻝ

ﹺ
ﻮﻝﹶ ﺍﷲﺳﴈ ﺍﷲ ﹶﻋﻨﹾ ﹸـﻬـﲈ ﺃﻥﱠ ﺭ
 ﻋﻦ ﺍ ﹾﺑ ﹺﻦ ﹸﻋ ﹶﻤ ﹶـﺮ ﹶﺭ ﹶ-٢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ﺔﹰﺟﺭ ﺩﺮﹺﻳﻦﺸﻋﻭ

“集体礼拜比单独礼拜优越二十七倍。” ②
P7F

-早晚去清真寺礼拜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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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ﻟﹶـﻪﺰ ﻧ ﺍﷲ ﻟﹶـﻪﺪ ﺃﹶﻋﺍﺡﺭ ﻭﺠﹺﺪﺍ ﺇﻟﹶﻰ ﺍﳌﹶﺴ ﻏﹶﺪﻦ »ﻣ: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ﺍﺡ ﺭﺍ ﺃﹶﻭﺎ ﻏﹶﺪ ﻛﹸﻠﱠﻤﺔ ﺍﳉﹶﻨﻦﻣ
“谁早晨或晚上去清真寺里礼拜，真主就为谁在天堂中准备一
处居所，每当他早晚去清真寺的时候。” ③
P8F

-庄重、平静地去礼拜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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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7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649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4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650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62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669 段
②

5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ﺴﻌﻮﻥﹶ،
ﻗﺎﻝ» :ﺇﺫﹶﺍ ﺛﹸﻮﺏ ﻟﻠﺼﻼﺓ ﻓﹶﻼ ﺗﺄﹾﺗﻮﻫﺎ ﻭﺃﹶﻧﺘـﻢ ﺗ 

ﻭﺃﹾﺗﻮﻫﺎ ﻭﻋﻠﹶ ﻴﻜﹸﻢ ﺍﻟﺴﻜﻴﻨﺔﹶ ،ﻓﹶﻤﺎ ﺃﹶ ﺩﺭ ﹾﻛﺘـﻢ ﻓﹶﺼﻠﱡﻮﺍ ،ﻭﻣﺎ ﻓﹶﺎﺗـﻜﹸﻢ ﻓﹶﺄﹶﺗـﻤﻮﺍ ،ﻓﹶﺈﻥﱠ ﺃﹶﺣﺪﻛﹸﻢ ﺇﺫﹶﺍ ﻛﹶﺎﻥﹶ ﻳـﻌﻤﺪ ﺇﻟﹶﻰ
ﺍﻟﺼﻼﺓ ﻓﹶﻬﻮ ﻓﻲ ﺻﻼﺓ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拜功成立时，你们不要跑步去赶拜，你们当从容不迫地去赶
拜，当保持平静，你们赶上的你们就礼，你们失去的当补全；的
① ”。确，当你们某人去礼拜时，都犹如他在礼拜之中
P9F

-求准词（阿米乃）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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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ﺇﺫﹶﺍ ﻗﹶﺎﻝﹶ ﺃﹶﺣﺪﻛﹸﻢ ﺁﻣﲔ ،ﻭﻗﹶﺎﻟﹶﺖ ﺍﳌﻼﺋﻜﹶﺔﹸ ﻓﻲ

ﺍﻟﺴﻤﺎﺀِ :ﺁﻣﲔ ،ﻓﹶﻮﺍﻓﹶﻘﹶﺖ ﺇﺣﺪﺍﻫـﻤﺎ ﺍﻷُﺧﺮﻯ ،ﻏﹸﻔﺮ ﻟﹶـﻪ ﻣﺎ ﺗﻘﹶﺪﻡ ﻣﻦ ﺫﹶﻧﺒﹺـ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如果你们某人与天上众天使所说的‘阿米乃’一致了，那
② ”。么，他以前所有的罪过都得到了饶恕
P10F

-按时礼拜的优越性：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我曾请教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ﺳﺄﹶﻟﹾﺖ ﺍﻟﻨﺒﹺﻲ ﺃﹶﻱ ﺍﻟﻌﻤﻞﹺ ﺃﹶﺣﺐ ﺇﻟﹶﻰ ﺍﷲ؟ ﻗﹶﺎﻝﹶ» :ﺍﻟﺼﻼﺓﹸ ﻋﻠﹶﻰ
ﻭﻗﹾﺘـﻬﺎ« ﻗﹶﺎﻝﹶ ﺛﹸﻢ ﺃﹶﻱ؟ ﻗﹶﺎﻝﹶ» :ﺑﹺﺮ ﺍﻟﻮﺍﻟﺪﻳﻦﹺ« ﻗﹶﺎﻝﹶ ﺛﹸﻢ ﺃﹶﻱ؟ ﻗﹶﺎﻝﹶ» :ﺍﳉﻬﺎﺩ ﻓﻲ ﺳﺒﹺﻴﻞﹺ ﺍﷲ« ﻗﹶﺎﻝﹶ :ﺣﺪﺛﹶﻨﹺﻲ ﺑﹺـﻬﹺﻦ ﺭﺳﻮﻝﹸ
ﺍﷲ

ﻭﻟﹶﻮﹺ ﺍﺳﺘﺰﺩﺗـﻪ ﻟﹶﺰﺍﺩﻧﹺ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3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02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布哈里圣训集》第 78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410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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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工作最受真主的喜爱？”他说：“按时礼拜。”我又
问：“其次呢？”他说：“孝敬父母。”我又问：“再其次呢？”
使者说：“为主道奋斗。”他（传述人）说：“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告诉我的这些，假若我再多问一些问题，他也
一定会回答我的。” ①

-晨礼拜与晡礼拜的优越性：
-艾布穆沙·艾勒艾斯阿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ﺔﹶﻞﹶ ﺍﳉﹶﻨﺧﻦﹺ ﺩﻳﺩﺮﻠﱠﻰ ﺍﻟﺒ ﺻﻦ »ﻣ: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ﻣﻮﺳﻰ ﺍﻷﺷﻌﺮﻱ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١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谁礼了两番凉爽的拜 ②，他就能进入天堂。” ③
P12F

P

P13F

-艾布白素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ﻩﺬ »ﺇﻥﱠ ﻫ:ﺺ ﻓﻘﺎﻝﺍﻟﻌﺼﺮ ﺑﺎﳌﺨﻤ

 ﺻﻠﻰ ﺑﻨ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ﹶﺑﴫ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ﻦﹺﻴﺗﺮ ﻣﻩﺮ ﺃﹶﺟﺎ ﻛﹶﺎﻥﹶ ﻟﹶـﻪﻠﹶﻴﻬﺎﻓﹶﻆﹶ ﻋ ﺣﻦ ﻓﹶﻤ،ﻮﻫﺎﻌﻴﻢ ﻓﹶﻀ ﺒﻠﹶﻜﹸ ﻦ ﻛﹶﺎﻥﹶ ﻗﹶ ﻠﹶﻰ ﻣﺖ ﻋ
 ﺮﹺﺿﻼﺓﹶ ﻋﺍﻟﺼ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在牧罕麦苏带着我们
礼了晡礼拜，然后他说：“这番拜功为我呈现，你们之前的人，确
已疏忽了它；谁看守了它，对谁有两次回报。” ④
P14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2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85 段
译者注：两番凉爽的拜指的是晨礼拜与晡礼拜。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7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635 段
④
《穆斯林圣训集》第 830 段
②

7

-宵礼拜与晨礼拜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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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ﻋﺜﲈﻥ ﺑﻦ ﻋﻔﺎﻥ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ﻘﻮﻝ» :ﻣﻦ ﺻﻠﱠﻰ ﺍﻟﻌﺸﺎﺀَ ﻓﻲ ﺟـﻤﺎﻋﺔ

ﻓﹶﻜﹶﺄﹶﻧﻤﺎ ﻗﹶﺎﻡ ﻧﹺﺼﻒ ﺍﻟﻠﱠ ﻴﻞﹺ ،ﻭﻣ ﻦ ﺻﻠﱠﻰ ﺍﻟﺼﺒـﺢ ﻓﻲ ﺟـﻤﺎﻋﺔ ﻓﹶـﻜﹶـﺄﹶﻧـﻤـﺎ ﺻﻠﱠﻰ ﺍﻟﱠﻠﻴﻞﹶ ﻛﹸﻠﱠ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谁参加了集体的宵礼拜，他就像礼了半夜的副功拜；谁参加
① ”。了集体的晨礼拜，他就像礼了全夜的副功拜
P15F

-礼拜之后等待礼拜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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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ﺃﹶﻻ ﺃﹶﺩﻟﱡﻜﹸﻢ ﻋﻠﹶﻰ ﻣﺎ ﻳـﻤـﺤﻮ ﺍﷲَ ﺑﹺـﻪ ﺍﳋﹶﻄﹶﺎﻳﺎ،

ﻭﻳﺮﻓﹶﻊ ﺑﹺـﻪ ﺍﻟﺪﺭﺟﺎﺕ؟« ﹶﻗﺎ ﹸﻟﻮﺍ ﹶﺑ ﹶﲆ ﹶﻳﺎ ﹶﺭ ﹸﺳ ﹶ
ﻮﻝ ﺍﷲ ،ﻗﹶﺎﻝﹶ» :ﺇﺳﺒﺎﻍﹸ ﺍﻟﻮﺿﻮﺀِ ﻋﻠﹶﻰ ﺍﳌﻜﹶﺎﺭﹺﻩ ،ﻭﻛﹶﺜﹾﺮﺓﹸ ﺍﳋﹸﻄﹶﺎ ﺇﻟﹶﻰ ﺍﳌﺴﺎﺟﹺﺪ
ﻭﺍﻧﺘﻈﹶﺎﺭ ﺍﻟﺼﻼﺓ ﺑـﻌﺪ ﺍﻟﺼﻼﺓ ﻓﹶﺬﹶﻟﻜﹸﻢ ﺍﻟﺮﺑﺎﻁﹸ«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难道我没有告诉你们真主以此消除过错、升高品级的工作
吗？”圣门弟子们说：“主的使者啊！怎么不是呢？”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在困难时完美小净，徒步去很远的清
② ”。真寺礼拜，礼拜之后等待另一番拜功，那就是你们的纽带
P16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65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51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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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礼拜之后坐在礼拜殿的优越性：
塞玛库·本·哈尔比的传述，他说：我曾对贾比尔·本·塞姆
尔说：“你曾经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一起坐过
吗？”他说：
ﹸـﺠﺎﻟﹺ ﹸﺲ ﹶﺭ ﹸﺳ ﹶ
ﻮﻝ ﺍﷲ ؟ ﹶﻗ ﹶﺎﻝ :ﹶﻧ ﹶﻌ ﹾﻢ ﻛﹶﺜﹺﲑ ﹰﺍ ،ﻛﹶﺎﻥﹶ
ﻋﻦ ﺳﲈﻙ ﺑﻦ ﺣﺮﺏ ﻗﺎﻝ :ﻗﻠﺖ ﳉﺎﺑﺮ ﺑﻦ ﺳﻤﺮﺓ ﹶﺃ ﹸﻛﻨ ﹶﹾﺖ ﺗ ﹶ
ﻻ ﻳـﻘﹸﻮﻡ ﻣﻦ ﻣﺼﻠﱠﺎﻩ ﺍﻟﱠﺬﻱ ﻳﺼﻠﱢﻲ ﻓﻴﻪ ﺍﻟﺼﺒـﺢ ﺃﹶﻭﹺ ﺍﻟﻐﺪﺍﺓﹶ ﺣﺘﻰ ﺗﻄﹾﻠﹸﻊ ﺍﻟﺸﻤﺲ ،ﻓﹶﺈﺫﹶﺍ ﻃﹶﻠﹶﻌﺖ ﺍﻟﺸﻤﺲ ﻗﹶﺎﻡ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是的，经常在一起；他在礼完晨礼拜之后，一直坐在礼拜的
① ”。地方，直至太阳升起，当太阳升起之后，他才站起来
P17F

-主麻日的优越性：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ﱯ ﻗﺎﻝ» :ﺧﻴﺮ ﻳﻮﻡﹴ ﻃﹶﻠﹶﻌﺖ ﻋﻠﹶﻴـﻪ ﺍﻟﺸﻤﺲ ﻳﻮﻡ ﺍﳉﹸـﻤﻌﺔ ،ﻓﻴﻪ
ﺧﻠﻖ ﺁﺩﻡ ،ﻭﻓﻴﻪ ﺃﹸﺩﺧﻞﹶ ﺍﳉﹶﻨﺔﹶ ،ﻭﻓﻴﻪ ﺃﹸﺧﺮﹺﺝ ﻣﻨـﻬﺎ ،ﻭﻻ ﺗﻘﹸﻮﻡ ﺍﻟﺴﺎﻋﺔﹸ ﺇﻟﱠﺎ ﻓﻲ ﻳﻮﻡﹺ ﺍﳉﹸـﻤﻌ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自从太阳升起，最好的日子就是主麻日，阿丹在主麻日被
造，在主麻日进入乐园，在主麻日离开乐园。复生日在主麻日来
② ”。临
P18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67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85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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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大净、倾听主麻演讲与礼主麻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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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ﺛﹸﻢ، ﻟﹶـﻪﺭﺎ ﻗﹸﺪﻠﱠﻰ ﻣ ﻓﹶﺼ،ﺔﹶﻌﻰ ﺍﳉﹸـﻤ ﺃﹶﺗ ﺛﹸﻢ،ﻞﹶﺴ ﺍﻏﹾﺘﻦ »ﻣ: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 ﻗﺎﻝ
ـﻞﹸﻓﹶﻀﻯ ﻭـﺮ ﺍﻷُﺧـﺔﻌ ﺍﳉﹸـﻤـﻦﻴﺑ ﻭـﻪﻨﻴ ﻣـَﺎ ﺑ ﻟﹶـﻪﺮ ﻏﹸﻔ،ﻪﻌﻠﱢﻲ ﻣﺼ ﻳ ﺛﹸﻢ،ـﻪﺘﻄﹾﺒ ﺧﻦﻍﹶ ﻣﻔﹾﺮﻰ ﻳﺘ ﺣﺖﺼﺃﹶﻧ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ﺎﻡﹴ ﺃﹶﻳﺛﹶﻼﺛﹶﺔ
“谁洗了大净，然后去参加主麻拜，按照自己的能力礼了拜
（副功拜），然后仔细静听，直至伊玛目的演讲结束，他又与伊玛
目一起礼了主麻拜，那么，他这个主麻与下一个主麻之间都得到了
饶恕，甚至其后的三天。” ①
P19F

-主麻日的一段时间的优越性（即晡礼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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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到主麻日时，他说：
ﺪﺒﺎ ﻋﻘﹸﻬﺍﻓﻮﺔﹲ ﻻ ﻳﺎﻋ ﺳـﻪﻴ »ﻓ:ﺫﻛﺮ ﻳﻮﻡ ﺍﳉﻤﻌﺔ ﻓﻘ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ﺃﺷﺎﺭ ﺑﻴﺪﻩ ﻳﻘﻠﻠﻬﺎ:« ﺯﺍﺩ ﻗﺘﻴﺒﺔ ﰲ ﺭﻭﺍﻳﺘﻪﺎﻩ ﺇﻳﻄﹶﺎﻩﺌﺎﹰ ﺇﻟﱠﺎ ﺃﹶﻋﻴﺄﹶﻝﹸ ﺍﷲ ﺷﺴ ﻳ،ﻠﱢﻲﺼ ﻳﻮﻫ ﻭـﻢﻠﺴﻣ
“在主麻日，有一段时光，任何一位顺从的仆人恰好在礼着拜
遇到它，他向真主祈求的任何事情，真主都会给予他。”古泰柏在
他的传述中增加的有：“他用手指点着示意这个时辰很短暂。” ②
P20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857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93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52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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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强调的圣行拜的优越性：
温姆哈比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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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ﻠﱢﻲ ﷲﺼـﻢﹴ ﻳﻠﺴ ﻣﺪﺒ ﻋﻦﺎ ﻣ »ﻣ:ﻳﻘﻮ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ﻡ ﺣﺒﻴﺒ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ﳖﺎ ﻗﺎﻟﺖ

«ﺔﻲ ﺍﳉﹶﻨ ﻓﺖﻴ ﺑ ﻟﹶـﻪﻨﹺﻲ ﺇﻟﱠﺎ ﺑ ﺃﹶﻭ،ﺔﻲ ﺍﳉﹶﻨﺘﺎﹰ ﻓﻴﻰ ﺍﷲ ﻟﹶـﻪ ﺑﻨ ﺇﻟﱠﺎ ﺑﺔ ﻓﹶﺮﹺﻳﻀﻴﺮ ﻋﺎﹰ ﻏﹶﻄﹶﻮﺔﹰ ﺗﻛﹾﻌﺓﹶ ﺭﺮﺸ ﻋﻲﻨﺘ ﻮﻡﹴ ﺍﺛﻛﹸﻞﱠ ﻳ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ﻓﲈ ﹶﺑ ﹺﺮ ﹾﺣ ﹸﺖ ﹸﺃ ﹶﺻ ﱢﻠﻴﻬ ﱠﻦ ﹶﺑـ ﹾﻌﺪﹸ:ﻗﺎﻟﺖ ﺃﻡ ﺣﺒﻴﺒﺔ
“任何一个穆斯林，为取得真主的喜悦而每昼夜礼十二拜副功
拜，那么，真主就为他在天堂中建造一座房子，或者在天堂之中就
有一座房子为他而建造。”温姆哈比白说：“此后我一直礼这十二
拜。” ①
P21F

-夜间拜的优越性：
-清高的真主说：
k j ihgfed)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ﰲ ﺻﻔﺔ ﺍﳌﺆﻣﻨﲔ-١
(}|{zyx w v u t s r q p o n m l
.[١٧-١٦/]ﺍﻟﺴﺠﺪﺓ
【[16]他们肋不落床，他们以恐惧和希望的心情祈祷他们的
主；他们施舍我所赐予他们的。[17]任何人都不知道已为他们贮藏
了什么慰藉，以报酬他们的行为。】 ②
P2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28 段
《叩头章》第١6-1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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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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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ﺍﷲﺮﻬﺎﻥﹶ ﺷﻀﻣ ﺭﺪـﻌﺎﻡﹺ ﺑﻴﻞﹸ ﺍﻟﺼ »ﺃﹶﻓﹾﻀ: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ﻞﹺﻼﺓﹸ ﺍﻟﻠﱠﻴ ﺻﺔ ﺍﻟﻔﹶﺮﹺﻳﻀﺪـﻌ ﺑﻼﺓﻞﹸ ﺍﻟﺼﺃﹶﻓﹾﻀ ﻭ،ﻡﺮـﺤﺍﻟـﻤ
“斋月之后，最贵重的斋戒是真主的月份——一月份的斋戒；
主命拜之后，最贵重的拜功是夜间拜。” ①
P23F

-夜末礼威特尔拜的优越性：
贾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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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ﺮﺗﻮﻞﹺ ﻓﹶﻠﹾﻴﺮﹺ ﺍﻟﻠﱠﻴ ﺁﺧﻦ ﻣـﻘﹸﻮﻡ ﺃﹶﻥﹾ ﻻ ﻳﺎﻑ ﺧﻦ »ﻣ: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ﺟﺎﺑ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ﺃﺧﺮﺟﻪ.«ﻞﹸ ﺃﹶﻓﹾﻀﻚﺫﹶﻟﺓﹲ ﻭﻮﺩﻬﺸﻞﹺ ﻣﺮﹺ ﺍﻟﻠﱠﻴﻼﺓﹶ ﺁﺧﻞﹺ؛ ﻓﹶﺈﻥﱠ ﺻ ﺍﻟﻠﱠﻴﺮ ﺁﺧﺮﺗﻮ ﻓﹶﻠﹾﻴﻩﺮ ﺁﺧـﻘﹸﻮﻡ ﺃﹶﻥﹾ ﻳﻊ ﻃﹶﻤﻦﻣ ﻭ،ﻟﹶـﻪﺃﹶﻭ
.ﻣﺴﻠﻢ
“谁担心不能在后半夜醒来礼威特尔拜，那么，就让他在夜初
礼；谁渴望他能在后半夜醒来，那就让他在后半夜礼威特尔拜；的
确，后半夜的拜功是被作证，那是最好的。” ②
P24F

-夜末祈祷和礼拜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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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163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5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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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ﻳ ﻨﺰﹺﻝﹸ ﺭﺑﻨﺎ ﺗـﺒﺎﺭﻙ ﻭﺗﻌـَﺎﻟﹶﻰ ﻛﹸﻞﱠ ﻟﹶﻴﻠﹶﺔ ﺇﻟﹶﻰ

ﺳﻤـَﺎﺀِ ﺍﻟﺪﻧﻴـﺎ ﺣﲔ ﻳﺒﻘﹶﻰ ﺛﹸﻠﹸــﺚﹸ ﺍﻟﻠﱠﻴﻞﹺ ﺍﻵﺧﺮ ﻳـﻘﹸــﻮﻝﹸ :ﻣﻦ ﻳﺪﻋﻮﻧﹺﻲ ﻓﹶﺄﹶﺳﺘـﺠﹺﻴﺐ ﻟﹶـﻪ؟ ﻣﻦ ﻳﺴﺄﹶﻟﹸﻨﹺﻲ
ﻓﹶﺄﹸﻋﻄﻴـﻪ؟ ﻣﻦ ﻳﺴﺘﻐﻔﺮﻧﹺﻲ ﻓﹶﺄﹶﻏﹾﻔﺮ ﻟﹶـ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清高吉庆的真主在每夜的后三分之一降临近天，他说：‘谁
祈求我，我就应答谁；谁向我寻求，我就给于谁；谁向我求饶，我
① ”。’就饶恕谁
P25F

-夜间祈祷的优越性：
贾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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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ﺟﺎﺑ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ﺍﻟﻨﱯ

ﻳﻘـﻮﻝ» :ﺇﻥﱠ ﻓﻲ ﺍﻟﻠﱠﻴﻞﹺ ﻟﹶﺴﺎﻋﺔﹰ ،ﻻ ﻳﻮﺍﻓﻘﹸﻬﺎ ﺭﺟﻞﹲ

ﻣﺴﻠـﻢ ﻳﺴﺄﹶﻝﹸ ﺍﷲ ﺧﲑﺍﹰ ﻣﻦ ﺃﹶﻣﺮﹺ ﺍﻟﺪﻧﻴﺎ ﻭﺍﻵﺧﺮﺓ ،ﺇﻟﱠﺎ ﺃﹶﻋﻄﹶﺎﻩ ﺇﻳﺎﻩ ،ﻭﺫﹶﻟﻚ ﻛﹸﻞﱠ ﻟﹶﻴﻠﹶ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的确，在每天夜里有一段时间，任何一位穆斯林在其中向真
② ”。主祈求今后两世的幸福，真主都会给予他
P26F

-杜哈拜的优越及其最优越的时间：
-艾比冉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١ﻋﻦ ﺃﰊ ﺫﺭ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

ﺃﻧﻪ ﻗﺎﻝ» :ﻳﺼﺒﹺـﺢ ﻋﻠﹶﻰ ﻛﹸﻞﱢ ﺳﻼﻣﻰ ﻣﻦ ﺃﹶﺣﺪﻛﹸﻢ ﺻﺪﻗﹶﺔﹲ،

ﻓﹶﻜﹸﻞﱡ ﺗﺴﺒﹺﻴﺤﺔ ﺻﺪﻗﹶﺔﹲ ،ﻭﻛﹸﻞﱡ ﺗـﺤـﻤﻴﺪﺓ ﺻﺪﻗﹶﺔﹲ ،ﻭﻛﹸﻞﱡ ﺗـﻬﻠﻴﻠﹶﺔ ﺻﺪﻗﹶﺔﹲ ،ﻭﻛﹸﻞﱡ ﺗـﻜﹾﺒﹺﲑﺓ ﺻﺪﻗﹶﺔﹲ ،ﻭﺃﹶﻣﺮ ﺑﹺﺎﳌﻌﺮﻭﻑ
ﺻﺪﻗﹶﺔﹲ ،ﻭﻧـﻬﻲ ﻋﻦﹺ ﺍﳌﹸﻨﻜﹶﺮﹺ ﺻﺪﻗﹶﺔﹲ ،ﻭﻳـﺠﺰﹺﺉ ﻣ ﻦ ﺫﹶﻟﻚ ﺭﻛﹾﻌﺘﺎﻥ ﻳ ﺮﻛﹶﻌﻬـﻤﺎ ﻣﻦ ﺍﻟﻀﺤﻰ«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4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75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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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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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宰德·本·艾尔盖姆（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说：
.«ﺎﻝﹸﺼ ﺍﻟﻔﺾﻣﺮ ﺗﻦﻴ ﺣﺍﺑﹺﲔﻼﺓﹸ ﺍﻷَﻭ »ﺻ:ﻗﺎﻝ

 ﻋﻦ ﺯﻳﺪ ﺑﻦ ﺃﺭﻗﻢ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٢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忏悔顺从者的拜功（杜哈拜）是在驼羔晒太阳的时候。” ②
P28F

-多多叩头的优越性：
-莱比阿·本·开阿拜·艾勒艾斯莱米（愿主喜悦他）的传
述，他说：“我曾经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一起
过夜，我为他准备了洗小净的水和他所需之物，他（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对我说：
ﻮﻝ ﺍﷲ ﹶﻓ ﹶﺄ ﹶﺗﻴ ﹸﺘـﻪ ﺑﹺﻮ ﹸﺿ ﹺ
ﻴﺖ ﻣ ﹶﻊ ﺭﺳ ﹺ
ﻮﺋ ﹺﻪ
ﹾ ﹸ ﹶ
 ﹸﻛﻨ ﹸﹾﺖ ﹶﺃﺑﹺ ﹸ ﹶ ﹶ ﹸ: ﻋﻦ ﺭﺑﻴﻌﺔ ﺑﻦ ﻛﻌﺐ ﺍﻷﺳﻠﻤﻲ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ﻞﹾ« ﹶﻓ ﹸﻘ ﹾﻠ ﹸﺖ ﹶﺃ ﹾﺳ ﹶﺄ ﹸﻟ ﹶﻚ ﹸﻣ ﹶﺮﺍ ﹶﻓ ﹶﻘ ﹶﺘ ﹶ »ﺳ:ﻲﺎﺟﺘﹺ ﹺـﻪ ﻓﹶﻘﹶﺎﻝﹶ ﻟ
: ﻗﹶﺎﻝﹶ. ﺫﹶﺍﻙﻮ ﻫ:« ﻗﹸﻠﹾﺖﻚ ﺫﹶﻟﺮ ﻏﹶﻴ »ﺃﹶﻭ:ـﻚ ﹺﰲ ﺍﳉﹶﻨ ﹺﱠﺔ ﻗﹶﺎﻝﹶ
ﹶﻭ ﹶﺣ ﹶ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ﻮﺩﺠ ﺍﻟﺴﺓ ﺑﹺﻜﹶﺜﹾﺮ ﹾﻔﺴِﻚﻠﹶﻰ ﻧﻲ ﻋﻨ»ﻓﹶﺄﹶﻋ
“你想要得到什么？”我说：“我想在天堂中陪你。”他（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还有其他的要求吗？”我说：“没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2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4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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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仅此而已。”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那你就多
多地叩头吧。” ①
-梢巴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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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ﷲﺪﺠﺗﺴ  ﻻﻚ ﻓﹶﺈﻧ،  ﷲﻮﺩﺠ ﺍﻟﺴﺓ ﺑﹺﻜﹶﺜﹾﺮﻚﻠﹶﻴ »ﻋ: ﻮﻝﹸ ﺍﷲﺳ ﻗﹶﺎﻝﹶ ﺭ: ﻋﻦ ﺛﻮﺑﺎﻥ ﹶ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ﻴﺌﹶﺔﹰﻄﺎ ﺧ ﺑﹺـﻬﻨﻚ ﻂﱠ ﻋﺣ ﻭ،ﺔﹰﺟﺭﺎ ﺩ ﺍﷲ ﺑﹺـﻬﻚﻓﹶﻌﺓﹰ ﺇﻻ ﺭﺠﺪ
 ﺳ
‘你应该多多的叩头，因为你所叩的每一个头，真主都会以此
升高你的一个品级，消除你的一个过错’。” ②
P30F

-在家中礼副功拜的优越性：
宰德·本·沙比特（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ﺍﳌﺮﺀﻼﺓ ﺻﺮﻴ ﻓﹶﺈﻥﱠ ﺧﻜﹸﻢﻮﺗﻴﻲ ﺑ ﻓﻼﺓ ﺑﹺﺎﻟﺼﻜﹸﻢﻠﹶﻴ ﻓﹶﻌ...» :ﻗﺎﻝ

ﻋﻦ ﺯﻳﺪ ﺑﻦ ﺛﺎﺑﺖ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ﱯ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ﺔﹶﻮﺑﻼﺓﹶ ﺍﳌﻜﹾﺘ ﺇﻟﱠﺎ ﺍﻟﺼـﻪﺘﻴﻲ ﺑﻓ

“……你们应该在家礼拜，的确，除了主命拜，最好的拜
功，是在自己家中礼的拜。” ③
P31F

-完美主命拜与副功拜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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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489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488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73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1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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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ﺇﻥﱠ ﺍﷲ ﺗﻌﺎﻟﹶﻰ ﻗﹶﺎﻝﹶ :ﻣﻦ ﻋﺎﺩﻯ ﻟﻲ ﻭﻟﻴﺎﹰ ﻓﹶﻘﹶﺪ
ﺁﺫﹶﻧﺘـﻪ ﺑﹺﺎﳊﹶﺮﺏﹺ ،ﻭﻣﺎ ﺗﻘﹶﺮﺏ ﺇﻟﹶﻲ ﻋﺒﺪﻱ ﺑﹺﺸﻲﺀٍ ﺃﹶﺣﺐ ﺇﻟﹶﻲ ﻣـﻤﺎ ﺍﻓﹾﺘﺮﺿﺘـﻪ ﻋﻠﹶﻴﻪ.
ﻭﻣﺎ ﺯﺍﻝﹶ ﻋ ﺒﺪﻱ ﻳﺘﻘﱠﺮﺏ ﺇﻟﹶﻲ ﺑﹺﺎﻟﻨﻮﺍﻓﻞﹺ ﺣﺘﻰ ﺃﹶﺣﺒﺒﺘـﻪ ،ﻓﹶﻜﹸﻨﺖ ﺳﻤﻌﻪ ﺍﻟﱠﺬﻱ ﻳﺴﻤﻊ ﺑﹺـﻪ ،ﻭﺑﺼﺮﻩ ﺍﻟﱠﺬﻱ ﻳﺒﺼﺮ
ﺑﹺـﻪ ،ﻭﻳﺪﻩ ﺍﻟﱠﺘﻲ ﻳﺒﻄﺶ ﺑﹺـﻬﺎ ،ﻭﺭﹺ ﺟﻠﹶـﻪ ﺍﻟﱠﺘﻲ ﻳـ ﻤﺸﻲ ﺑﹺـﻬﺎ ،ﻭﺇﻥﹾ ﺳﺄﹶﻟﹶﻨﹺﻲ ﻷُﻋﻄﻴﻨﻪ ،ﻭﻟﹶﺌﻦ ﺍﺳﺘﻌﺎﺫﹶﻧﹺﻲ ﻷُﻋﻴﺬﹶﻧﻪ ،ﻭﻣﺎ
ﺗﺮﺩﺩﺕ ﻋ ﻦ ﺷ ﻲﺀٍ ﺃﹶﻧﺎ ﻓﹶﺎﻋﻠﹸـﻪ ﺗﺮﺩﺩﻱ ﻋﻦ ﻧ ﹾﻔﺲﹺ ﺍﳌﺆﻣﻦﹺ ﻳﻜﹾﺮﻩ ﺍﳌﻮﺕ ﻭﺃﹶﻧﺎ ﺃﹶﻛﹾﺮﻩ ﻣﺴﺎﺀَﺗـﻪ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清高的真主说：‘谁敌对一个我所喜悦的人，我确已向他宣
。战；我的仆人一直用我为他规定的、最受我喜爱的功课来接近我
我的仆人不断的用副功来接近我，直至我喜悦他。当我已喜爱他
时，我就是他用以听闻的听觉，是他用以观看的视觉，是他用以紧
握的手，是他用以行走的脚；假若他向我寻求，我必定赐予他；假
若他向我求保护，我必定保护他。我做任何事情，从不会犹豫不
定，但是我对信士的生命犹豫了，因为他厌恶死亡，我厌恶伤害
① ”。’他
P32F

-在主命拜出拜之后记念真主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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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ﺭﺳﻮﻝ ﺍﷲ » :ﻣﻦ ﺳﺒﺢ ﺍﷲ ﻓﻲ ﺩﺑﺮﹺ ﻛﹸﻞﱢ ﺻﻼﺓ ﺛﹶﻼﺛﺎﹰ ﻭﺛﹶﻼﺛﲔ،
ﺴﻌﺔﹲ ﻭﺗﺴﻌﻮﻥﹶ ،ﻭﻗﹶﺎﻝﹶ ﺗـﻤﺎﻡ ﺍﳌﺎﺋﹶﺔ :ﻻ ﺇﻟﹶـﻪ ﺇﻟﱠﺎ ﺍﷲ
ﻭﺣـﻤﺪ ﺍﷲ ﺛﹶﻼﺛﺎﹰ ﻭﺛﹶﻼﺛﲔ ،ﻭﻛﹶﺒﺮ ﺍﷲ ﺛﹶﻼﺛﺎﹰ ﻭﺛﹶﻼﺛﲔ ،ﻓﹶﺘﻠﹾﻚ ﺗ 
ﻭﺣﺪﻩ ﻻ ﺷﺮﹺﻳﻚ ﻟﹶـﻪ ،ﻟﹶـﻪ ﺍﳌﻠﹾﻚ ﻭﻟﹶـﻪ ﺍﳊﹶـﻤﺪ ﻭﻫﻮ ﻋﻠﹶﻰ ﻛﹸﻞﱢ ﺷﻲﺀٍ ﻗﹶﺪﻳﺮ ﻏﹸﻔﺮﺕ ﺧﻄﹶﺎﻳﺎﻩ ﻭﺇﻥﹾ ﻛﹶﺎﻧﺖ ﻣﺜﹾﻞﹶ ﺯﺑﺪ
ﺍﻟﺒـﺤﺮﹺ«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0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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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每番拜之后赞主清静三十三遍、赞颂真主三十三遍、以
及真主至大三十三遍，那是九十九遍。”他又说了完整的第一百
句：除真主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宰。独一无偶，一切权力属于
他，一切赞美属于他，他确是万能的主。那么，他所有的错误都被
一笔勾销，即使他的错误犹如海水的泡沫一样多也罢！” ①

-殡礼拜与送殡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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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ﻛﹶﺎﻥﹶ ﻭ،ﺎﺑﺎﹰﺴﺘﺍﺣﺎﻧﺎﹰ ﻭـﻢﹴ ﺇﳝﻠﺴﺓﹶ ﻣﺎﺯﻨ ﺟـﻊﺒﻦﹺ ﺍﺗ »ﻣ: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ﻠﱠﻰ ﺻﻦﻣ ﻭ،ﺪﺜﻞﹸ ﺃﹸﺣ ﻣﺍﻁﲑ ﻛﹸﻞﱡ ﻗ،ﺍﻃﹶﲔﹺﲑﺮﹺ ﺑﹺﻘ ﺍﻷَﺟﻦ ﻣﺟﹺﻊﺮ ﻳﻪ ﻓﹶﺈﻧ،ﺎﻓﹾﻨﹺـﻬ ﺩﻦﻍﹶ ﻣﻔﹾﺮﻳﺎ ﻭـﻬﻠﹶﻴﻠﱠﻰ ﻋﺼﻰ ﻳﺘ ﺣﻪﻌﻣ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ﺍﻁﲑ ﺑﹺﻘﺟﹺﻊﺮ ﻳﻪ ﻓﹶﺈﻧﻓﹶﻦﺪﻞﹶ ﺃﹶﻥﹾ ﺗ ﻗﹶﺒﻊﺟ ﺭﺎ ﺛﹸﻢـﻬﻠﹶﻴﻋ
“谁为了获得回赐地、虔诚敬意地跟随亡人从其家中出去，然
后他为其礼了殡礼拜，并且跟随着直至将其埋葬，那么，他确已带
着两个基拉特的报酬返回了，每一个基拉特都类似吴侯德山一样
重；谁参加了殡礼，然后在埋葬之前他返回了，他确已带着一个基
拉特的报酬回来了。” ②
P34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597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4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94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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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大众参加殡礼的优越性：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ـﻤﲔﻠ ﺍﳌﺴﻦﺔﹲ ﻣ ﺃﹸﻣـﻪﻠﹶﻴﻠﱢﻲ ﻋﺼ ﻳﺖﻴ ﻣﻦﺎ ﻣ »ﻣ:ﻗﺎﻝ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ﻋﻦ ﺍﻟﻨﱯ-١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ﻴﻪﻮﺍ ﻓﻔﱢﻌﻮﻥﹶ ﻟﹶـﻪ ﺇﻻ ﺷﻔﹶﻌﺸ ﻳـﻢﺎﺋﹶﺔﹰ ﻛﹸﻠﱡﻬﻮﻥﹶ ﻣﻠﹸﻐﺒﻳ
“任何一个亡人，只要有达到一百位穆斯林参加他的殡礼，他
们为其求情，那么，他们为其的求情都会被承领。” ①
P35F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ـﻢﹴﻠﺴﻞﹴ ﻣﺟ ﺭﻦﺎ ﻣ »ﻣ:ﻳﻘﻮ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٢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ﻴﻪ ﺍﷲ ﻓـﻢﻬﻔﱠﻌﻴﺌﺎﹰ ﺇﻟﱠﺎ ﺷﺮﻛﹸﻮﻥﹶ ﺑﹺﺎﷲ ﺷﺸ ﻻ ﻳ،ﻼﹰﺟﻮﻥﹶ ﺭـﻌﺭﺑ  ﺃﹶـﻪﺗﺎﺯﻨﻠﹶﻰ ﺟ ﻋـﻘﹸﻮﻡ ﻓﹶﻴﻮﺕـﻤﻳ
“任何一位穆斯林去世后，只要有四十位没有举伴主的人参加
他的殡礼，那么，真主将为他而接受他们的求情。” ②
P36F

-失去亲人，坚忍并寻求伟大尊严的真主回赐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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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ﺍﺀﺰﻱ ﺟﺪﻨﻦﹺ ﻋﻣﻱ ﺍﳌﹸﺆﺪﺒﻌﺎ ﻟ ﻣ:ﺎﻟﹶﻰﻌـﻘﹸﻮﻝﹸ ﺍﷲ ﺗ »ﻳ:ﻗﹶﺎﻝﹶ

ﻮﻝﹶ ﺍﷲﺳ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ﹶﻥﱠ ﺭ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ﺔﹶ ﺇﻟﱠﺎ ﺍﳉﹶﻨـﻪﺒﺴﺘ ﺍﺣﺎ ﺛﹸﻢﻴﻧﻞﹺ ﺍﻟﺪ ﺃﹶﻫﻦ ﻣﻪﻴﻔ ﺻﺖﻀﺇﺫﹶﺍ ﻗﹶﺒ
“清高的真主说：‘当我收回某个信仆在今世中的亲人时，他
坚忍并寻求失去亲人的回赐，那么，我给他的报酬就是天堂’。” ①
P37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947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94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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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禁寺和圣寺中礼拜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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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ﻼﺓ ﺻ ﺃﹶﹾﻟﻒﻦ ﻣﺮﻴﺬﹶﺍ ﺧﻱ ﻫﺠﹺﺪﺴﻲ ﻣﻼﺓﹲ ﻓ »ﺻ: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١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ﺍﻡ ﺍﳊﹶﺮﺴﺠﹺﺪ
  ﺇﻟﱠﺎ ﺍﳌﹶﺍﻩﻮﺎ ﺳﻴﻤﻓ

“除禁寺之外，在我的这座清真寺中礼一拜比在其它的清真寺
中礼一千拜还要贵重。” ②
P38F

-贾比尔（愿主喜悦）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ﺎﻴﻤ ﻓﻼﺓ ﺻ ﺃﹶﻟﹾﻒﻦﻞﹸ ﻣﻱ ﺃﹶﻓﹾﻀﺠﹺﺪﺴﻲ ﻣﻼﺓﹲ ﻓ »ﺻ:ﻗﺎﻝ

 ﻋﻦ ﺟﺎﺑ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٢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ﺍﺑﻦ.«ﺍﻩﻮﺎ ﺳﻴﻤ ﻓﻼﺓ ﺻ ﺃﹶﻟﹾﻒﺎﺋﹶﺔ ﻣﻦﻞﹸ ﻣﺍﻡﹺ ﺃﹶﻓﹾﻀ ﺍﳊﹶﺮﺠﹺﺪﻲ ﺍﳌﹶﺴﻼﺓﹲ ﻓﺻ ﻭ،ﺍﻡ ﺍﳊﹶﺮﺠﹺﺪ ﺇﻟﱠﺎ ﺍﳌﹶﺴﺍﻩﻮﺳ
.ﻣﺎﺟﻪ

“除禁寺之外，在我的这座清真寺中礼一拜比在其它的清真寺
中礼一千拜还要贵重；在禁寺里礼一拜相当于在其它的清真寺中礼
十万拜的回赐。” ③
P39F

-在远寺中礼拜的优越性：
艾比冉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我们曾经在主的使者
跟前一起讨论是使者的清真寺更优越，还是远寺更优越。”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424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9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394 段
③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4750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406 段，原文出自《伊本马哲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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ﺃﳞﲈ ﺃﻓﻀﻞ ﻣﺴﺠﺪ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ﺫﺭ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ﺗﹶﺬﺍﻛ ﹾﹶﺮﻧﺎ ﻭﻧﺤﻦ ﻋﻨﺪ ﺭﺳﻮﻝ ﺍﷲ ﱡ
ﺴﺠﹺﺪﻱ ﻫﺬﺍ ﺃﻓﹾﻀﻞﹸ ﻣﻦ ﺃﺭﺑـﻊﹺ ﺻﻠﹶﻮﺍﺕ ﻓﻴﻪ ﻭﻟﹶﻨﹺﻌﻢ
ﺃﻡ ﻣﺴﺠﺪ ﺑﻴﺖ ﺍﳌﻘﺪﺱ .ﻓﻘ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ﺻﻼﺓﹲ ﻓﻲ ﻣ 
ﺍﳌﹸﺼﻠﱠﻰ .«..ﺃﺧﺮﺟﻪ ﺍﳊﺎﻛﻢ.
“在我的这座清真寺中礼一拜比在远寺礼四拜还要优越。多么
① ”！优越的礼拜场所
P40F

-在古巴清真寺中礼拜的优越性：
赛赫鲁·本·哈尼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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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ﺳﻬﻞ ﺑﻦ ﺣﻨﻴﻒ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ﻣﻦ ﺗﻄﹶﻬﺮ ﻓﻲ ﺑﻴﺘـﻪ ،ﺛﹸﻢ ﺃﹶﺗﻰ ﻣﺴﺠﹺﺪ
ﻗﹸﺒﺎﺀٍ ،ﻓﹶﺼﻠﱠﻰ ﻓﻴﻪ ﺻﻼﺓﹰ ،ﻛﹶﺎﻥﹶ ﻟﹶـﻪ ﻛﹶﺄﹶ ﺟﺮﹺ ﻋ ﻤﺮﺓ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谁在自己的家中洗好小净，然后去古巴清真寺，并在其中礼
② ”。拜，那么，他能获得犹如副朝的回赐
P41F

)ﻓﻀﺎﺋﻞ اﻟـﺰ�ـﺎة(-天课的优越性
-交纳天课的优越性：
-清高的真主说：
 -١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kjihgfedcba) :
] (tsrqponmlﺍﻟﺒﻘﺮﺓ.[٢٧٧/

①

正确的圣训，《哈克姆圣训集》第 8553 段，《正确丛书》第 2902 段
》正确的圣训，《奈萨伊圣训集》第 699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412 段，原文出自《伊本马哲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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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信道而且行善，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的人，将在他们
的主那里享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会忧愁。】 ①
-清高的真主说：
®¬«ª©¨§¦¥¤£¢¡ )|}~ﮯ: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٣٩/( ]ﺍﻟﺮﻭﻡµ´³²±°¯
【[39]你们为吃利而放的债，欲在他人的财产中增加的，在真
主那里，不会增加；你们所施的财物，欲得真主的喜悦的，必得加
倍的报酬。】 ②
P43F

P

-清高的真主说：
¶µ´³²±°¯®¬)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٢٧٤/»¼½¾¿( ]ﺍﻟﺒﻘﺮﺓº¹¸
【[274]不分昼夜，不拘隐显地施舍财物的人们，将在他们的主
那里享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 ③
P4F

-清高的真主说：
yx wvuts rqponmlkj)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٤
.[١٠٣/{|( ]ﺍﻟﺘﻮﺑﺔz
【[103]你要从他们的财产中征收赈款，你借赈款使他们乾净，
并使他们纯洁。你要为他们祈祷；你的祈祷，确是对他们的安慰。
真主是全聪的，是全知的。】 ④
P45F

①

《黄牛章》第 277 节
《罗马章》第 39 节
③
《黄牛章》第 274 节
④
《忏悔章》第١٠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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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一个游牧人来见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他说：“你指示我一项工作，我完
成了它就能进人天堂。”主的先知说：
ﺩﺧﻠﺖ
 -٥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ﺃﻋﺮﺍﺑﻴ ﹰﺎ ﺃﺗﻰ ﺍﻟﻨﺒﻲ ﻓﻘﺎﻝ :ﹸﺩ ﱠﻟﻨﻲ ﻋﲆ ﻋﻤﻞ ﺇﺫﺍ ﻋﻤﻠ ﹸﺘـﻪ
ﹸ
ﺍﳉﻨﺔ .ﻗﺎﻝ» :ﺗﻌﺒﺪ ﺍﷲ ﻻ ﺗﺸﺮﹺﻙ ﺑﹺـﻪ ﺷﻴﺌﺎﹰ ،ﻭﺗﻘﻴﻢ ﺍﻟﺼﻼﺓﹶ ﺍﳌﹶﻜﹾﺘﻮﺑﺔﹶ ،ﻭﺗﺆﺩﻱ ﺍﻟﺰﻛﹶﺎﺓﹶ ﺍﳌﹶﻔﹾﺮﻭﺿﺔﹶ ،ﻭﺗﺼﻮﻡ ﺭﻣﻀﺎﻥﹶ«
ﻗﺎﻝ :ﻭﺍﻟﺬﻱ ﻧﻔﴘ ﺑﻴﺪﻩ ﻻ ﺃﺯﻳﺪ ﻋﲆ ﻫﺬﺍ ،ﻓﻠﲈ ﱠ
ﻭﱃ ﻗﺎﻝ ﺍﻟﻨﱯ » :ﻣﻦ ﺳﺮﻩ ﺃﹶﻥﹾ ﻳﻨﻈﹸﺮ ﺇﻟﹶﻰ ﺭﺟﻞﹴ ﻣﻦ ﺃﹶﻫﻞﹺ ﺍﳉﹶﻨﺔ
ﻓﹶﻠﹾﻴﻨﻈﹸﺮ ﺇﻟﹶﻰ ﻫﺬﹶﺍ«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你崇拜真主，不要以任何事物举伴他；立行各番主命拜功
交纳被规定的天课；封‘赖麦丹’月的斋戒。”那人当即表态说：
“指我生命的主宰发誓，我不会增加丝毫。”当他转身离开之后，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想见天堂里的居民，让
① ”！他来看看这个人吧
P46F

-施舍合法所得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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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ﻣﻦ ﺗﺼﺪﻕ ﺑﹺـﻌﺪﻝﹺ ﺗـﻤﺮﺓ ﻣﻦ ﻛﹶﺴﺐﹴ ﻃﹶﻴﺐﹴ،
ﻭﻻ ﻳـﻘﹾﺒﻞﹸ ﺍﷲ ﺇﻟﱠﺎ ﺍﻟﻄﱠﻴﺐ ،ﻭﺇﻥﱠ ﺍﷲ ﻳﺘﻘﹶﺒﻠﹸـﻬﺎ ﺑﹺﻴـﻤﻴﻨﹺـﻪ ،ﺛﹸﻢ ﻳﺮﺑﻴﻬﺎ ﻟﺼﺎﺣﺒﹺـﻪ ﻛﹶﻤﺎ ﻳﺮﺑﻲ ﺃﹶﺣﺪﻛﹸﻢ ﻓﹶﻠﹸﻮﻩ ﺣﺘﻰ
ﺗـﻜﹸﻮﻥﹶ ﻣﺜﹾﻞﹶ ﺍﳉﹶﺒﻞﹺ«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9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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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从自己合法的收入中施舍了相当于一颗椰枣的东西，
那么，真主就用右手接受它，然后为施舍者培养它，犹如你们某人
① ”。饲养小马驹或母骆驼一样，直至它长的像一座小山或者更大

)ﻓﻀﺎﺋﻞ الﺼﻴـﺎم(-斋戒的优越性
-“赖麦丹”月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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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ﺇﺫﹶﺍ ﺩﺧﻞﹶ ﺭﻣﻀﺎﻥﹸ ﻓﹸﺘـﺤﺖ ﺃﹶﺑﻮﺍﺏ ﺍﻟﺴﻤﺎﺀِ،
ﻭﻏﹸﻠﱢﻘﹶﺖ ﺃﹶﺑﻮﺍﺏ ﺟﻬﻨﻢ ،ﻭﺳﻠﹾﺴِﻠﹶﺖ ﺍﻟﺸﻴﺎﻃﲔ ،«ﻭﰲ ﻟﻔﻆ» :ﻓﹸﺘـﺤﺖ ﺃﹶﺑﻮﺍﺏ ﺍﳉﹶﻨ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当斋月来临时，天门都被打开了，火狱的门都被关闭了，所
有的恶魔都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在另一传述中：“天堂的门都
② ”。被打开了
P48F

-斋戒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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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ﹸ ﺍﷲ » :ﻗﹶﺎﻝﹶ ﺍﷲُ :ﻛﹸﻞﱡ ﻋﻤﻞﹺ ﺍﺑﻦﹺ ﺁﺩﻡ ﻟﹶـﻪ ﺇﻟﱠﺎ ﺍﻟﺼﻴﺎﻡ
ﻓﹶﺈﻧﻪ ﻟﻲ ،ﻭﺃﹶﻧﺎ ﺃﹶﺟﺰﹺﻱ ﺑﹺـﻪ ،ﻭﺍﻟﺼﻴﺎﻡ ﺟﻨﺔﹲ ،ﻭﺇﺫﹶﺍ ﻛﹶﺎﻥﹶ ﻳﻮﻡ ﺻﻮﻡﹺ ﺃﹶﺣﺪﻛﹸﻢ ،ﻓﹶﻼ ﻳﺮﻓﹸﺚﹾ ﻭﻻ ﻳﺼﺨﺐ ،ﻓﹶﺈﻥﹾ ﺳﺎﺑﻪ ﺃﹶﺣﺪ ﺃﹶﻭ
ﻗﹶﺎﺗﻠﹶـﻪ ﻓﹶﻠﹾﻴـﻘﹸﻞﹾ ﺇﻧﻲ ﺍﻣﺮﺅ ﺻﺎﺋﻢ ،ﻭﺍﻟﱠﺬﻱ ﻧﻔﹾﺲ ﻣـﺤـﻤﺪ ﺑﹺﻴﺪﻩ ﻟﹶـﺨﻠﹸﻮﻑ ﻓﹶﻢﹺ ﺍﻟﺼﺎﺋﻢﹺ ﺃﹶﻃﹾﻴﺐ ﻋﻨﺪ ﺍﷲ ﻣﻦ ﺭﹺﻳﺢﹺ
ﺍﳌﺴﻚ ،ﻟﻠﺼﺎﺋﻢﹺ ﻓﹶ ﺮﺣﺘﺎﻥ ﻳ ﹾﻔﺮﺣﻬـﻤﺎ :ﺇﺫﹶﺍ ﺃﹶﻓﹾﻄﹶﺮ ﻓﹶﺮﹺﺡ ،ﻭﺇﺫﹶﺍ ﻟﹶﻘﻲ ﺭﺑﻪ ﻓﹶﺮﹺﺡ ﺑﹺﺼﻮﻣ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40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014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98 和 189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07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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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除了斋戒，阿丹子孙的每一件工作都是为
了他自己，但斋戒是为了我，我将亲自报赏他。’斋戒是盾牌，如
果你们中任何人某天封了斋，他既没有胡言乱语，又没有无理取
闹，如果遇到有人辱骂他、或者伤害他的时候，让他说：‘我是封
斋的人’，指亲手掌管穆罕默德生命的主发誓，在真主看来，封斋
人嘴里的乾气，比麝香的气味更美；对于封斋的人，有两种快乐：
一是开斋时的快乐，二是见到真主，因自己的斋戒而快乐。” ①

-斋戒者的优越性：
赛海鲁·本·塞阿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ﻠﹸـﻪﺧﺪﺎﻥﹶ ﻻ ﻳﻳﻰ ﺍﻟﺮﻤﺴ ﻳﺎﺏﺎ ﺑﻴﻬ ﻓ،ﺍﺏﹴﻮﺔﹸ ﺃﹶﺑﺎﻧﹺﻴ ﺛﹶﻤﺔﻲ ﺍﳉﹶﻨ »ﻓ:ﻗﺎﻝ

ﻋﻦ ﺳﻬﻞ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ﻮﻥﹶﻤﺎﺋﺇﻻ ﺍﻟﺼ

“在天堂里有八扇门，其中有一扇门被称为‘岚雅努’，只有
斋戒者才能从中进入天堂。” ②
P50F

-坚信并渴望回赐地封了“赖麦丹”月斋戒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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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ﺎ ﻣ ﻟﹶـﻪﺮﺎﺑﺎﹰ ﻏﹸﻔﺴﺘﺍﺣﺎﻧﺎﹰ ﻭﺎﻥﹶ ﺇﳝﻀﻣﺎﻡ ﺭ ﺻﻦ »ﻣ: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ﻧﺒﹺـﻪ ﺫﹶﻦ ﻣﻡﻘﹶﺪﺗ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90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151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5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15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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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虔诚敬意地、渴望回赐地封了‘赖麦丹’月的斋，他从前
所有的过错都得到了饶恕。” ①

-坚信并渴望回赐地礼了“赖麦丹”月拜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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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ﹶﻣ ﹾﻦ ﹶﻗﺎ ﹶﻡ ﹶﺭ ﹶﻣ ﹶﻀ ﹶ: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ﺍﺣﺘﹺ ﹶﺴﺎﺑ ﹰﺎ ﹸﻏ ﹺﻔ ﹶﺮ ﹶﻟـ ﹸﻪ ﹶﻣﺎ
ﺇﻳﲈﻧ ﹰﺎ ﹶﻭ ﹾ
ﺎﻥ ﹶ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ﹶﺗ ﹶﻘﺪﱠ ﹶﻡ ﹺﻣ ﹾﻦ ﹶﺫﻧﹾﺒﹺ ﹺـﻪ
“谁虔诚敬意地、渴望回赐地礼了‘赖麦丹’月的拜，他从前
所有的过错都得到了饶恕，既往不咎。” ②
P52F

-坚信并渴望回赐地礼了“盖德尔”夜间拜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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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ﻡﻘﹶﺪﺎ ﺗ ﻣ ﻟﹶـﻪﺮﺎﺑﺎﹰ ﻏﹸﻔﺴﺘﺍﺣﺎﻧﺎﹰ ﻭﺭﹺ ﺇﳝﻠﹶﺔﹶ ﺍﻟﻘﹶﺪ ﻟﹶﻴ ﻗﹶﺎﻡﻦ »ﻣ: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ﺒﹺـﻪﻦ ﺫﹶﻧ ﻣ

“谁虔诚敬意地、渴望回赐地礼了‘盖德尔’夜晚的拜，他从
前所有的过错都得到了饶恕，既往不咎。” ③
P53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760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3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759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190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760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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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赖麦丹”月的斋后，又封十月里六天斋的优越性：
艾布安优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ﺎﻥﹶ ﺛﹸﻢﻀﻣ ﺭﺎﻡ ﺻﻦ »ﻣ:ﻳﻘﻮ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ﰊ ﺃﻳﻮﺏ ﺍﻷﻧﺼﺎﺭﻱ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ﻫﺮﹺ ﺎﻡﹺ ﺍﻟﺪﻴﺍﻝﹴ ﻛﹶﺎﻥﹶ ﻛﹶﺼﻮ ﺷﻦﺎﹰ ﻣﺘ ﺳﻪـﻌﺒﺃﹶﺗ

“谁封了‘赖麦丹’月的斋戒，紧接着又封了伊历十月份中的
六天斋戒，就像他封了终生的斋戒一样。” ①
P54F

-每月封三天斋的优越性：
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本·阿税（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在其中提到，先知对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ﺮﹺﻬ ﺍﻟﺸﻦ ﻣﻢ »ﻭﺻ:ﻗﺎﻝ ﻟﻪ

 ﺃﻥ ﺍﻟﻨﱯ-ﻭﻓﻴﻪ-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ﺑﻦ ﺍﻟﻌﺎﺹ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ﻫﺮﹺ ﺎﻡﹺ ﺍﻟﺪﻴ ﹾﺜﻞﹸ ﺻ ﻣﻚﺫﹶﻟ ﻭ،ﺎـﻬﺜﹶﺎﻟﺮﹺ ﺃﹶﻣﺸﺔﹶ ﺑﹺـﻌﻨ ﻓﹶﺈﻥﱠ ﺍﳊﹶﺴ،ﺎﻡﹴﺛﹶﻼﺛﹶﺔﹶ ﺃﹶﻳ

“你当每月封三天的斋，一件善行可以获得类似十倍的报酬，
那犹如封了终生的斋戒一样。” ②
P5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164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97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15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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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ﻀﺎﺋﻞ اﺤﻟﺞ واﻟﻌﻤـﺮة(-天课的优越性
-伊历十二月前十日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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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ﺃﻧﻪ ﻗﺎﻝ » :ﹶﻣﺎ ﺍﻟ ﹶﻌ ﹶﻤ ﹸﻞ ﹺﰲ ﹶﺃ ﱠﻳﺎ ﹴﻡ ﹶﺃ ﹾﻓ ﹶﻀ ﹸﻞ ﹺﻣﻨﹾ ﹶـﻬﺎ ﹺﰲ ﹶﻫ ﹺﺬ ﹺﻩ«
ﹺ ﹺ ﹺﹺ
ﹺ
ﹺ
ﹺ
ﹺ
ﴚ ﹴﺀ« .ﺃﺧﺮﺟﻪ
ﹶﻗﺎ ﹸﻟﻮﺍ :ﹶﻭﻻ ﺍﳉ ﹶﻬﺎ ﹸﺩ؟ ﻗﺎﻝ » :ﹶﻭﻻ ﺍﳉ ﹶﻬﺎ ﹸﺩ ﱠﺇﻻ ﹶﺭ ﹸﺟ ﹲﻞ ﹶﺧ ﹶﺮ ﹶﺝ ﹸﻳ ﹶـﺨﺎﻃ ﹸﺮ ﺑﹺﻨﹶ ﹾﻔﺴﻪ ﹶﻭ ﹶﻣﺎﻟـﻪ ﹶﻓ ﹶﻠ ﹾـﻢ ﹶﻳ ﹾﺮﺟ ﹾﻊ ﺑﹺ ﹶ ﹾ
ﺍﻟﺒﺨﺎﺭﻱ.
“没有任何工作比这些天的工作更优越了。”他们问：“为主
道奋斗也比不上这些天的工作吗?”使者说：“为主道奋斗也比不
上，除非是某个人用自己的身体和财产出去为主道奋斗，一去不
① ”。返
P56F

在另一传述中：
ﹺ ﹺ
ﹺ
ﺇﱃ ﺍﷲ ﹺﻣ ﹾﻦ ﹶﻫ ﹺﺬ ﹺﻩ ﺍﻷ ﱠﻳﺎ ﹺﻡ ﺍﻟ ﹶﻌ ﹺ
ﺐ ﹶ
ﴩ..ﺍﻟﺦ«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ﺍﻟﺼﺎﻟ ﹸـﺢ ﻓ ﹾﻴ ﹺـﻬ ﱠﻦ ﹶﺃ ﹶﺣ ﱡ
ﻭﰲ ﻟﻔﻆ » :ﹶﻣﺎ ﻣ ﹾﻦ ﹶﺃ ﱠﻳﺎ ﹴﻡ ﺍﻟ ﹶﻌ ﹶﻤ ﹸﻞ ﱠ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
“任何日子里的善功也没有在这十天中的更受真主喜爱
② ” 。…了
P57F

-完美朝觐的优越性：
-艾布胡莱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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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69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438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757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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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ﺍﻟﻨﺒﻲ ﻳﻘﻮﻝ » :ﹶﻣ ﹾﻦ ﹶﺣ ﱠﺞ ﺍﷲ ﹶﻓ ﹶﻠ ﹾـﻢ ﹶﻳ ﹾﺮ ﹸﻓ ﹾ
ﺚ ،ﹶﻭ ﹶﻟ ﹾـﻢ ﹶﻳ ﹾﻔ ﹸﺴ ﹾﻖ
ﹶﺭ ﹶﺟ ﹶﻊ ﹶﻛ ﹶﻴ ﹾﻮ ﹺﻡ ﹶﻭ ﹶﻟﺪﹶ ﺗﹾـ ﹸﻪ ﹸﺃ ﱡﻣ ﹸ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谁朝觐天房，在朝觐期间他没有说污言秽语，也没有作恶，
① ”。当他返回时，就犹如他母亲生他那天一样纯洁
P58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有人请教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哪种工作最高贵？”先知说：
ﹺ
ﹺ
ﺇﻳﲈ ﹲﻥ ﺑﹺﺎﷲ
 -٢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ﹸﺳﺌ ﹶﻞ ﺍﻟﻨﱠﺒﹺ ﱡﻲ ﹶﺃ ﱡﻱ ﺍﻷﹶ ﹾﻋ ﹶﲈﻝ ﹶﺃ ﹾﻓ ﹶﻀ ﹸﻞ؟ ﹶﻗ ﹶﺎﻝ » :ﹶ
ﹶﻭ ﹶﺭ ﹸﺳﻮﻟﹺ ﹺـﻪ« ﹺﻗ ﹶﻴﻞ ﹸﺛ ﱠﻢ ﹶﻣﺎ ﹶﺫﺍ؟ ﹶﻗ ﹶﺎﻝ » :ﹺﺟ ﹶﻬﺎ ﹲﺩ ﹺﰲ ﹶﺳﺒﹺ ﹺ
ﻭﺭ«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ﱪ ﹲ
ﻴﻞ ﺍﷲ« ﻗﻴﻞ ﹸﺛ ﱠﻢ ﹶﻣﺎ ﹶﺫﺍ؟ ﹶﻗ ﹶﺎﻝ » :ﹶﺣ ﱞﺞ ﹶﻣ ﹾ ﹸ
“归信真主及其使者。”又问：“其次？”使者说：“为主道
② ”。奋斗。”又问：“再其次？”使者说：“完美的朝觐
P59F

-女人为主道奋斗的优越性：
信士之母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ﻮﻝ ﺍﷲ ﻧ ﹶﹶﺮ ﹺ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ﺃﻡ ﺍﳌﺆﻣﻨ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ﳖﺎ ﻗﺎﻟﺖ :ﹶﻳﺎ ﹶﺭ ﹸﺳ ﹶ
ﺍﳉ ﹶﻬﺎ ﹶﺩ ﹶﺃ ﹾﻓ ﹶﻀ ﹸﻞ ﺍﻟ ﹶﻌ ﹶﻤ ﹺﻞ ،ﹶﻗ ﹶﺎﻝ:
ﹺ ﹺ
ﹶ
ﻭﺭ«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ﱪ ﹲ
» ﹶﻟﻜ ﱠﹸﻦ ﺃ ﹾﻓ ﹶﻀ ﹸﻞ ﺍﳉ ﹶﻬﺎﺩ ﹶﺣ ﱞﺞ ﹶﻣ ﹾ ﹸ
“主的使者啊！在我们看来为主道奋斗是最优越的工作。”使
③ ”。者说：“对于你们，最优越的为主道奋斗是完美的朝觐
P60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2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350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1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83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20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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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朝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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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ﹶﻭ ﹶ،ﺇﱃ ﺍﻟ ﹸﻌ ﹾﻤ ﹶﺮ ﹺﺓ ﹶﻛ ﱠﻔ ﹶﺎﺭ ﹲﺓ ﳌﺎ ﹶﺑ ﹾﻴﻨﹶ ﹸـﻬ ﹶـﲈ
 »ﺍﻟ ﹸﻌ ﹾﻤ ﹶﺮ ﹸﺓ ﹶ: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ﺍﳊ ﱡﺞ
ﹶﺍﺀ ﺇﻻ ﹶ
ﺍ ﹶ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ﺍﳉ ﱠﻨ ﹸﺔ
ﱪ ﹸ
ﻭﺭ ﹶﻟ ﹾﻴ ﹶﺲ ﹶﻟـ ﹸﻪ ﹶﺟﺰ ﹲ
ﳌﹾﹸ
“两个副朝可以消除其间的过错，完美朝觐的回赐只有天堂。
”①
P61F

⑦-为主道奋斗的优越性()ﻀﺎﺋﻞ اﺠﻟﻬـﺎد
-为主道奋斗的优越性：
清高的真主说：
´³² ±°¯®¬«ª©¨§¦)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ÆÅÄÃÂÁÀ¿¾½¼»º ¹¸¶µ
.[١١١/( ]ﺍﻟﺘﻮﺑﺔÓÒÑÐÏÎ ÍÌËÊÉÈÇ
【[100]迁士和辅士中的先进者，以及跟着他们行善的人，真主
喜爱他们，他们也喜爱他；他已为他们预备了下临诸河的乐园，他
们将永居其中；这正是伟大的成功。】 ②
P62F

-早晚为主道奋斗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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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77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349 段
《忏悔章》第١٠0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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ﺎﻣﻴﹺﺎ ﻭﻧ ﺍﻟﺪﻦ ﻣﺮﻴﺔﹲ ﺧﺣﻭ ﺭﺒﹺﻴﻞﹺ ﺍﷲ ﺃﹶﻭﻲ ﺳﺓﹲ ﻓﻭﺪ »ﻟﹶﻐ:ﻗﺎﻝ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١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ﺎﻴﻬﻓ

“为主道出去一个早晨或一个晚上要比今世及其中的一切更优
越。” ①
P63F

-艾布安优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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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ﳑﺎﺮﻴﺔﹲ ﺧﺣﻭ ﺭﻞﹺ ﺍﷲ ﺃﹶﻭﺒﹺﻴﻲ ﺳﺓﹲ ﻓﻭ »ﻏﹶـﺪ:  ﻗﺎﻝ ﺭﺳـ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ﺃﻳﻮ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ـﻪ ﻗﺎﻝ-٢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ﺖﺑﻏﹶﺮ ﻭﺲﻤ ﺍﻟﺸـﻪﻠﹶﻴ ﻋﺖﻃﹶﻠﹶﻌ
“为主道出去一个早晨或一个晚上要比今世的一切更好。” ②
P64F

-为主道出征而归真、或杀身成仁的优越性：
-清高的真主说：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 º¹) : ﻗـﺎﻝ ﺍﷲ ﺗﻌـﺎﱃ- ١
.[١٠٠/( ]ﺍﻟﻨﺴﺎﺀÎÍÌ Ë Ê
【[100]谁为主道而迁移，谁在大地上发现许多出路，和丰富的
财源。谁从家中出走，欲迁至真主和使者那里，而中途死亡，真主
必报酬谁。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③
P65F

-清高的真主说：
åäãâáàßÞÝÜÛÚÙØ×)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ـﺎﱃ-٢
.[١٥٨-١٥٧/ &'(( ]ﺁﻝ ﻋﻤﺮﺍﻥ%$# "!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792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88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883 段，
③
《妇女章》第 100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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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如果你们为主道而阵亡，或病故，那么，从真主发出的
赦宥和慈恩，必定比他们所聚集的（财产）还要宝贵些。[158]如果
你们病故，或阵亡，那么，你们必定被集合到真主那里。】 ①

-为主道出征，后因病症或其它缘故阻碍者的优越性：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在一次战役 中曾说：
②

P67F

P

ﻳﺎﹰﺍﺩﻻ ﻭﺒﺎﹰ ﻭﻌﺎ ﺷﻠﹶﻜﹾﻨﺎ ﺳﺎ ﻣﻠﹾﻔﹶﻨ ﺧﺔﺍﻣﺎﹰ ﺑﹺﺎﳌﺪﻳﻨ »ﺇﻥﱠ ﺃﹶﻗﹾﻮ:ﻛﺎﻥ ﰲ ﻏﺰﺍﺓ ﻓﻘﺎﻝ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ﱯ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ﺬﹾﺭ ﺍﻟﻌـﻢﻬﺴﺒ ﺣ،ﻴﻪﺎ ﻓﻨﻌ ﻣـﻢﻫﺇﻟﱠﺎ ﻭ
“的确，有些人留守在麦地那，他们因故受阻不能出征，但
是，我们所经越的每一条山道与河谷，他们的心和举意都与我们同
在，” ③
P68F

-帮助为主道出征者提供装备的优越性：
宰德·本·哈立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ﻠﹶﻒ ﺧﻦﻣ ﻭ،ﺍ ﻏﹶﺰﺒﹺﻴﻞﹺ ﺍﷲ ﻓﹶﻘﹶﺪﻲ ﺳ ﻏﹶﺎﺯﹺﻳﺎﹰ ﻓﺰﻬ ﺟﻦ »ﻣ:ﻗﺎﻝ

ﻋﻦ ﺯﻳﺪ ﺑﻦ ﺧﺎﻟ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ﺍ ﻏﹶﺰﻴﺮﹴ ﻓﹶﻘﹶﺪ ﺒﹺﻴﻞﹺ ﺍﷲ ﺑﹺـﺨﻲ ﺳﻏﹶﺎﺯﹺﻳﺎﹰ ﻓ

“谁帮助为主道出征者提供装备，谁确已获得参战的回赐了；
谁很好地照顾了战士的家属，谁确已获得参战的回赐了。” ④
P69F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57-158 节
译者注：这里是指塔布克战役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2839 段
④
《布哈里圣训集》第 284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89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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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道付出自己的生命财产者的优越性：
-清高的真主说：
Y X W VUTSRQPONMLK)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lk jih gfedcba`_ ^] \ [ Z
¡{|}~ﮯzyxwvutsrqponm
´³ ²±°¯®¬«ª©¨§¦¥¤£¢
.[١٢١-١٢٠/¶( ]ﺍﻟﺘﻮﺑﺔµ
【[120]麦地那人和他们四周的游牧的阿拉伯人，不该逗留在后
方，而不随使者出征；不该只顾自己的安逸，而不与使者共患难。
因为凡他们为真主而遭遇的饥渴和劳顿，他们触怒不信道者的每一
步伐，或每次对敌人有所获，每有一件就必为他们记一功，真主一
定不使行善者徒劳无酬。[121]他们所花的旅费，无论多寡，以及他
们所经历的路程，都要为他们记录下来，以便真主对他们的行为给
予最优厚的报酬。】 ①
P70F

-艾布阿柏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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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ﻪﻣﺮﺒﹺﻴﻞﹺ ﺍﷲ ﺣﻲ ﺳ ﻓﺎﻩﻣ ﻗﹶﺪﺕﺮ ﺍﻏﹾﺒﻦ »ﻣ:ﻳﻘﻮﻝ

 ﲰ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ﻋﺒ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ﺎﺭﹺﻠﹶﻰ ﺍﻟﻨﺍﷲ ﻋ

“双脚为主道而沾上灰尘者，真主保护他免遭火狱的之灾。” ②
P71F

-为主道费用的优越性：

①

《忏悔章》第١20-121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90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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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Z Y X W VUTSRQPONM)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٢٦١ /( ]ﺍﻟﺒﻘﺮﺓg f e d c b a ` _ ^ ] \ [
【[261]为主道而施舍财产的人，譬如（一个农夫，播下）一粒
谷种，发出七穗，每穗结一百颗谷粒。真主加倍地报酬他所意欲的
人，真主是宽大的，是全知的。】 ①
P72F

-艾布麦斯欧德·艾勒安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ﻓﻘﺎﻝ، ﻫﺬﻩ ﰲ ﺳﺒﻴﻞ ﺍﷲ: ﺟﺎﺀ ﺭﺟﻞ ﺑﻨﺎﻗﺔ ﳐﻄﻮﻣﺔ ﻓﻘﺎﻝ: ﻋﻦ ﺃﰊ ﻣﺴﻌﻮﺩ ﺍﻷﻧﺼﺎ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ﹲﺔﻄﹸﻮﻣـﺨﺎ ﻣ ﻛﹸﻠﱡﻬﺎﻗﹶﺔ ﻧﺎﺋﹶﺔﻤﻌﺒ ﺳﺔﺎﻣﻴ ﺍﻟﻘﻮﻡﺎ ﻳ ﺑﹺـﻬ »ﻟﹶﻚ: ﺭﺳﻮﻝ ﺍﷲ
有个人牵来一峰带缰绳的骆驼，他说：“这峰骆驼是为主道而
奉献的。”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在复生
日将拥有七百峰骆驼，每峰骆驼都带着缰绳。” ②
P73F

-为主道阵亡者的优越性：
-清高的真主说：
s r qponml kjih gfed)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 ¦¥¤£¢¡ { | } ~ﮯz yx w v u t
.[١٧١ -١٦٩/( ]ﺁﻝ ﻋﻤﺮﺍﻥµ´³²±°¯®¬«ª©¨
【[169]为主道而阵亡的人，你绝不要认为他们是死的，其实，
他们是活着的，他们在真主那里享受给养。[170]他们又喜欢真主赏
赐自己的恩惠，又喜欢留在人间，还没有赶上他们的那些教胞，将

①

《黄牛章》第 261 节
《穆斯林圣训集》第 189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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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171]他们喜欢从真主发出的赏赐和恩惠，
并且喜欢真主不使信士们徒劳无酬。】 ①
-艾布盖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有个人来见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ﻜﹶﻔﱠﺮﺒﹺﻴﻞﹺ ﺍﷲ ﺃﹶﺗﻲ ﺳ ﻓﻠﹾﺖ ﺇﻥﹾ ﻗﹸﺘﺖﺃﹶﻳ ﺃﹶﺭ:ﻓﻘﺎﻝ

 ﺟﺎﺀ ﺭﺟﻞ ﺇﱃ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ﻗﺘﺎﺩ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ﺮﹺﻳﻞﹶ ﻓﹶﺈﻥﱠ ﺟﹺﺒ،ﻦﻳﺑﹺﺮﹴ ﺇﻟﱠﺎ ﺍﻟﺪﺪ ﻣﺮﻘﹾﺒﹺﻞﹲ ﻏﹶﻴ ﻣ،ﺴِﺐﺘـﺤ ﻣﺎﺑﹺﺮ ﺻﺖﺃﹶﻧ ﻭ،ﻢﻌ »ﻧ: ﻮﻝﹸ ﺍﷲﺳ؟ ﻓﹶﻘﹶﺎﻝﹶ ﺭﺎﻱﻄﹶﺎﻳﻲ ﺧﻨﻋ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ﻚ ﻗﹶﺎﻝﹶ ﱄ ﺫﹶﻟﻼﻡ ﺍﻟﺴـﻪﻠﹶﻴﻋ
“你告诉我，如果我为主道杀身成仁了，那能消除我的一切罪
过吗？”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是的，如果
你是一位忠诚为主的坚忍者，冲锋向前，而不是一个临阵逃脱者；
但是债务除外，的确，那是吉布拉依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告诉我的。” ②
P75F

⑧-记念的优越性()ﻀﺎﺋﻞ اﺬﻟﻛـﺮ
-记念的优越性：
-清高的真主说：
(æåäãâáà ßÞÝÜÛÚ)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٢٨/]ﺍﻟﺮﻋﺪ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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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P7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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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60-171 节
《穆斯林圣训集》第 1885 段
③
《雷霆章》第 11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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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ﺍﻟﻨﱯ » :ﻳـﻘﹸﻮﻝﹸ ﺍﷲ ﺗﻌﺎﻟﹶﻰ :ﺃﹶﻧﺎ ﻋﻨﺪ ﻇﹶﻦ ﻋﺒﺪﻱ ﺑﹺﻲ ،ﻭﺃﹶﻧﺎ ﻣﻌﻪ
ﺇﺫﹶﺍ ﺫﹶﻛﹶﺮﻧﹺﻲ ،ﻓﹶﺈﻥﹾ ﺫﹶﻛﹶﺮﻧﹺﻲ ﻓﻲ ﻧﻔﹾﺴِﻪ ﺫﹶﻛﹶﺮﺗـﻪ ﻓﻲ ﻧﻔﹾﺴِﻲ ،ﻭﺇﻥﹾ ﺫﹶﻛﹶﺮﻧﹺﻲ ﻓﻲ ﻣﻸٍ ﺫﹶﻛﹶﺮﺗـﻪ ﻓﻲ ﻣﻸٍ ﺧﻴﺮﹴ ﻣﻨـﻬـﻢ،
ﻭﺇﻥﹾ ﺗﻘﹶﺮﺏ ﺇﻟﹶﻲ ﺑﹺﺸﺒﺮﹴ ﺗﻘﹶﺮﺑﺖ ﺇﻟﹶﻴﻪ ﺫﺭﺍﻋﺎﹰ ،ﻭﺇﻥﹾ ﺗﻘﹶﺮﺏ ﺇﻟﹶﻲ ﺫﺭﺍﻋﺎﹰ ﺗﻘﹶﺮﺑﺖ ﺇﻟﹶﻴﻪ ﺑﺎﻋﺎﹰ ،ﻭﺇﻥﹾ ﺃﹶﺗﺎﻧﹺﻲ ﻳـﻤﺸﻲ ﺃﹶﺗﻴﺘـﻪ
ﻫﺮﻭﻟﹶﺔﹰ«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正如仆人对我坚信的那样。当他记念我时，我跟他同在
如果他内心记我，我也内心记他；如果他在众人面前记念我，我就
在众天使面前记起他。谁接近我一柞，我就接近谁一尺；谁接近我
① ”。’一尺，我就接近谁一丈；谁走着来见我，我就跑着去迎接谁
P7F

-艾布穆沙（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٣ﻋﻦ ﺃﰊ ﻣﻮﺳﻰ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ﺍﻟﻨﱯ » :ﻣﺜﹶﻞﹸ ﺍﻟﱠﺬﻱ ﻳﺬﹾﻛﹸﺮ ﺭﺑﻪ ﻭﺍﻟﱠﺬﻱ ﻻ ﻳﺬﹾﻛﹸﺮ ﺭﺑﻪ ﻣﺜﹶﻞﹸ ﺍﳊﹶﻲ
ﻭﺍﳌﹶﻴﺖ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记念主的人与不记念主的人，就像是活人与死人的例子一
② ”。样
P78F

-坚持记念真主与思考后世情况的优越性，有时允许放弃这
些：
韩若莱•艾勒爱赛迪（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在其中提到：
ﻋﻦ ﺣﻨﻈﻠﺔ ﺍﻷﺳﻴﺪ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ﻭﻓﻴﻪ :-ﻓﺎﻧﻄﻠﻘﺖ ﺃﻧﺎ ﻭﺃﺑﻮ ﺑﻜﺮ ﺣﱴ ﺩﺧﻠﻨﺎ ﻋﻠﻰ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ﻠﺖ:
ﻧﺎﻓﻖ ﺣﻨﻈﻠﺔ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ﻓﻘ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ﻭﻣﺎ ﺫﹶﺍﻙ؟« ،ﻗﻠﺖ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ﻧﻜﻮﻥ ﻋﻨﺪﻙ ﺗﺬﹶﻛﱢﺮﻧﺎ ﺑﺎﻟﻨﺎﺭ ﻭﺍﳉﻨﺔ
ﺣﱴ ﻛﺄﻧﺎ ﺭﺃﻱ ﻋﲔ ،ﻓﺈﺫﺍ ﺧﺮﺟﻨﺎ ﻣﻦ ﻋﻨﺪﻙ ﻋﺎﻓﹶﺴﻨﺎ ﺍﻷﺯﻭﺍﺝ ﻭﺍﻷﻭﻻﺩ ﻭﺍﻟﻀﻴـﻌﺎﺕ ﻓﻨﺴﻴﻨﺎ ﻛﺜﲑﺍﹰ.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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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集》第 640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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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和艾布白克尔起身去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我说：“主的使者啊！韩若莱成了伪信士。”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怎么回事?”我说：“主的使者
啊!我们在你的身边，您使我们记忆起天堂和火狱，犹如我们亲眼目
睹一样；当我们离开您时，我们忙于妻室、儿女和物质，我们忘记
了很多。”
،ﻲ ﺍﻟﺬﱢﻛﹾﺮﹺﻓﻱ ﻭﺪﻨﻮﻥﹶ ﻋـﻜﹸﻮﻧﺎ ﺗﻠﹶﻰ ﻣﻮﻥﹶ ﻋﻭﻣﺪ ﺗ ﺇﻥﹾ ﻟﹶﻮ،ﻩﺪ ﹾﻔﺴِﻲ ﺑﹺﻴﻱ ﻧﺍﻟﱠﺬ »ﻭ: ﻓﻘ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ﺔﹰ« ﺛﻼﺙ ﻣﺮﺍﺕﺎﻋﺳﺔﹰ ﻭﺎﻋﻨﻈﹶﻠﹶﺔﹸ ﺳ ﺎ ﺣ ﻳﻦﻟﹶﻜ ﻭ،ﻜﹸﻢﻗﻲ ﻃﹸﺮﻓ ﻭ،ﻜﹸﻢﺷﻠﹶﻰ ﻓﹸﺮﻜﹶﺔﹸ ﻋ ﺍﳌﻼﺋﻜﹸﻢﺘﺎﻓﹶﺤﻟﹶﺼ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指亲手掌管我生
命的主宰发誓，假若你们一直保持在我身边的那种状况，和常记真
主，众天使一定会来到你们的床边、或在路上与你们握手。但是，
韩若莱啊!有时这样，有时那样。” ①先知连说三次。
P79F

P

⑨-祈祷的优越性()ﻀﺎﺋﻞ اﺬﻟﻛـﺮ
-祈祷的优越性：
-清高的真主说：
ÈÇ ÆÅ ÄÃÂÁ À¿¾½¼»)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١٨٦/( ]ﺍﻟﺒﻘﺮﺓÎÍÌË ÊÉ
【[186]如果我的仆人询问我的情况，你就告诉他们：我确是临
近的，确是答应祈祷者的祈祷的。当他祈祷我的时候，教他们应答
我，信仰我，以便他们遵循正道。】 ②
P80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750 段
《黄牛章》第 18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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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ـﺎﺃﹶﻧ ﻭ،ﻱ ﺑﹺﻲﺪﺒ ﻋ ﻇﹶﻦﺪﻨﺎ ﻋ ﺃﹶﻧ:ـﻘﹸﻮﻝﹸ »ﺇﻥﱠ ﺍﷲ ﻳ: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ﺎﻧﹺﻲﻋ ﺇﺫﹶﺍ ﺩﻪﻌﻣ
“我正如仆人对我坚信的那样。当他祈求我的时候，我跟他同
在。” ①
P81F

-祈求饶恕罪过、稳定步伐及战胜敌人的优越性：
清高的真主说：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 º ¹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١٤٧/( ]ﺁﻝ ﻋﻤﺮﺍﻥÖ Õ Ô Ó Ò Ñ Ð Ï Î Í Ì Ë Ê É È
.[١٤٨
【[147]他们没有别的话，只说：“我们的主啊！求您赦宥我们
的罪恶，和我们的过失，求您坚定我们的步伐，求您援助我们以对
抗不信道的民众。”[148]故真主将今世的报酬和后世优美的报酬赏
赐他们，真主是喜爱行善者的。】 ②
P82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40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675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47-14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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