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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主麻拜的合法哲理： 

超绝万物的真主为穆斯林大众规定各种聚会，以便加深

他们之间和睦与友爱的关系。其中有生活区内的聚会：五番

礼拜；有地方上的聚会：主麻拜和两节日拜；以及各个国家

之间的聚会：在麦加的朝觐。这些属于穆斯林的小型聚会，

中型聚会和大型聚会。 

-主麻日的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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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 «: قال أن النبي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وْ سُ يَ مْ يْـهِ الشَّ لَ لَعَتْ عَ مٍ طَ وْ ُ يَ ريْ خَ

ةُ إالَّ  اعَ ومُ السَّ قُ ال تَ ا، وَ نْـهَ جَ مِ رِ فِيْـهِ أُخْ ، وَ نَّةَ لَ اجلَ فِيْـهِ أُدْخِ ، وَ مُ لِقَ آدَ ، فِيْـهِ خُ ةِ عَ ـمُ مِ اجلُ وْ  يفِ يَ

ةِ  عَ ـمُ  أخرجه مسلم. »اج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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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麻日来临。” 0F

①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85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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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麻拜的断法： 

-主麻拜共有两拜，每一位成年的、理智健全的、居家

的穆斯林男子都必须要礼主麻拜，然而主麻拜对于妇女，病

人，儿童和旅行者不是必须要礼的，但如果他们中谁参加了

礼主麻拜，那么，他就可以获得礼主麻拜的回赐；如果旅行

者住下了，那么，当他听到宣礼词时，他必须要去礼主麻拜。 

-主麻拜替代了晌礼拜，不允许任何人在礼完主麻拜之

后又礼晌礼拜，但必须看守主麻拜，谁因为轻视而放弃三次

主麻拜，那么，真主将封闭他的心。 

-主麻拜的时间： 

主麻拜最贵重的时间：从太阳偏西直到晌礼拜的最后时

间，也允许从太阳偏西之前。 

-主麻日的宣礼词： 

主麻日的第一次宣礼和第二次宣礼之间最好间隔一段时

间，尤其是路途遥远的，或睡觉的，或疏忽的穆斯林有时间

去准备礼拜，并当遵守主麻的礼节和圣行，致力于礼主麻拜，

那间隔的时间大约为一个小时。 

-主麻成立的条件： 

必须按时礼主麻拜，不少于三个人参加的集体礼拜，居

家者，主麻拜前的两个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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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麻日洗大净和念大赞词的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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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 «: قال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١ سْ ةِ غُ عَ ـمُ مَ اجلُ وْ لَ يَ تَسَ نْ اغْ مَ

رَّ  امَ قَ أَنَّ كَ ةِ الثَّانِيَةِ فَ اعَ احَ يفِ السَّ نْ رَ مَ ، وَ ةً نَ دَ بَ بَ رَّ امَ قَ أَنَّ كَ احَ فَ ، ثُمَّ رَ ةِ نَابَ احَ يفِ اجلَ نْ رَ مَ ، وَ ةً رَ قَ بَ بَ

بَ  رَّ امَ قَ أَنَّ كَ ةِ فَ عَ ابـِ ةِ الرَّ اعَ احَ يفِ السَّ نْ رَ مَ ، وَ نَ رَ بْشاً أَقْ بَ كَ رَّ امَ قَ أَنَّ كَ ةِ الثَّالِثَةِ فَ اعَ نْ  السَّ مَ ، وَ ةً اجَ دَجَ

جَ اإل رَ ا خَ إذَ ، فَ ةً يْضَ بَ بَ رَّ امَ قَ أَنَّ كَ ةِ فَ سَ امِ ةِ اخلَ اعَ احَ يفِ السَّ ونَ رَ عُ تَـمِ سْ ةُ يَ تِ املَالئِكَ َ رضَ امُ حَ مَ

رَ  كْ  متفق عليه. »الذِّ

“谁在主麻日像没大净的人一样洗了完美的大净，然后

在第一时间内来到清真寺，就好像他献了一峰骆驼；谁在第

二时间内来到清真寺，就好像他献了一头牛；谁在第三时间

内来到清真寺，就好像他献了一只羊；谁在第四时间内来到

清真寺，就好像他献了一只鸡；谁在第五时间内来到清真寺，

就好像他献了一个蛋。当伊玛目出来时，众天使都来临倾听

记念真主。” 1F

①
 

-奥斯·本·奥斯·艾勒赛格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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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نْ «: يقول رسول اهللا سمعت : وعن أوس بن أوس الثقفي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٢ مَ

عَ  تَـمَ اسْ امِ فَ نَ اإلمَ ا مِ نَ دَ ، وَ كَبْ رْ لَـمْ يَ ى وَ شَ مَ ، وَ رَ تَـكَ ابْ رَ وَ مّ بَكَّ ، ثُ لَ تَسَ اغْ ةِ وَ عَ ـمُ ومَ اجلُ لَ يَ سَّ  غَ

لِّ  انَ لَـهُ بِكُ ، كَ لْغُ لَـمْ يَ ا وَ هَ قِيَامِ ا وَ هَ يَامِ رُ صِ نَةٍ أَجْ لُ سَ مَ ةٍ عَ طْوَ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وابن ماجه. »خَ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881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85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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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主麻日洗了大净，然后他早早地去清真寺，步行

而非骑乘，他接近伊玛目，静听演讲，不说闲话；那么，他

每走的一步都有全年斋戒和礼拜的报酬。”
①
 

-主麻日洗大净的时间： 

主麻日洗大净的时间是从主麻日的黎明升起开始，一直

延续到礼主麻拜之前。把大净推迟到去礼主麻拜之前才洗为

嘉义的行为。 

-从事于主麻拜的最贵重的时间： 

-从事于主麻拜嘉义的时间是从太阳初升开始；至于必

须从事于主麻拜的时间是在伊玛目进入清真寺，念第二次宣

礼词的时候开始。 

-穆斯林要知道五段时间：把从太阳初升到伊玛目来临

之间分为五个时间段，从而知道每段时间的距离。  

-主麻日旅行的断法： 

主麻日，在念第二次宣礼之前都允许旅行。 

不允许任何人在主麻日念完第二次宣礼之后旅行，除非

是因为特殊情况，就像害怕失去了同伴，或错过了航班，如

汽车，或船舶，或飞机。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45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伊本马哲圣

训集》第 108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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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 + , - (: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 ]٩/اجلمعة [ )6 7. / 0 1 2 3 4 5 

【[9]信道的人们啊！当主麻日召人礼拜的时候，你们应

当赶快去记念真主，放下买卖，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

你们知道。】 3F

①
 

-赶拜者何时算赶上主麻拜？： 

谁赶上同伊玛目一起礼的一拜主麻拜，然后他补礼失去

的另一拜，那么，他确已礼全了主麻拜。谁一拜都没有赶上，

那么，他应当把它举意为晌礼拜，礼四拜。 

-伊玛目何时来礼主麻拜？： 

按照圣行，跟拜者应当早早地去参加主麻拜，两节日拜

和求雨拜；至于伊玛目，在礼主麻拜和求雨拜时，伊玛目是

在演讲的时候来临；礼两节日拜时，他是在礼拜的时候才来

临。 

-演讲稿是由什么构成？： 

按照圣行，对于懂得阿拉伯语的听众，主麻日的两篇演

讲稿是由阿拉伯语构成；对于不懂阿拉伯语的听众，伊玛目

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把演讲稿翻译给听众更为适合，如果没有
                                                        
①
《聚礼章》第 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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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能力，就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为他们演讲；至于礼拜，必

须用阿拉伯语。 

-旅行者必须礼主麻拜吗？： 

如果旅行者经过某个礼主麻拜的地方，他听到了宣礼声，

并且他想在那个地方休息，那么，他必须参加礼主麻拜。如

果他为听众演讲，并且带着人们礼主麻拜，那么，他们所有

人的拜功都是正确的。 

-演讲的形式：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ولُ اهللا : عن جابر بن عبداهللا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قال سُ انَ رَ ،  كَ يْنَاهُ تْ عَ رَّ ـمَ طَبَ احْ ا خَ إذَ

ـقُولُ  يْشٍ يَ رُ جَ نْذِ هُ مُ أنَّ تَّى كَ ، حَ بُـهُ ضَ تَدَّ غَ اشْ ، وَ ـهُ تُ وْ ال صَ عَ مْ : وَ اكُ سَّ مَ مْ وَ كُ بَّحَ  أخرجه مسلم .صَ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演讲，他两

眼通红，声音洪亮，情绪激昂，他甚至就像一位军事指挥官

一样，他说：“你们早晚都面临着敌人的进攻。” 4F

①
 

-演讲员进入清真寺后的工作： 

-按照圣行，伊玛目应在有三个台阶高的演讲台上演

讲，当他进入清真寺之后，就登上演讲台，然后面对礼拜的

人们，向他们致意色兰问候，然后坐下，直到宣礼员念完宣

礼词，然后他站起来演讲第一篇稿子，讲完之后他坐一下，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86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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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次站起来演讲第二篇稿子；如果遇到意外的事情发生，

允许中断演讲，然后再继续下去。 

-按照圣行，伊玛目应背记短篇的演讲稿子；如果做不

到，他可以拿着稿子演讲。 

-演讲稿的形式： 

演讲有时是以演讲的需要开始的，有时是以其它的开始

的；演讲需要的原文如下： 

يِّئَاتِ « نْ سَ مِ نَا وَ سِ فُ ورِ أَنْ ُ نْ رشُ وذُ بِاهللا مِ عُ نَ ، وَ هُ رُ فِ تَغْ نَسْ ، وَ ينُـهُ تَعِ نَسْ هُ وَ دُ ـمَ دَ هللا نَحْ ـمْ  إنّ احلَ

هَ  أَشْ ، وَ ادِيَ لَـهُ لِلْ فَال هَ نْ يُضْ مَ ، وَ لَّ لَـهُ ضِ هِ اهللا فَال مُ دِ ـهْ نْ يَ لِنَا، مَ امَ هُ أَعْ دَ حْ دُ أَنْ ال إلَـهَ إالَّ اهللا وَ

ولُـهُ  سُ رَ هُ وَ بْدُ داً عَ ـمَّ ـحَ دُ أَنَّ مُ هَ أَشْ ، وَ يكَ لَـهُ ِ  .ال رشَ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我们赞颂他，我们求他援助，我

们求他恕饶，我们求真主保护我们远离邪恶的灵性和罪恶的

行径。获得真主的引导者，没有谁能使其迷误；遭到真主的

弃拒者，也没有谁能使其获得引领。我作证：除真主外，绝

无应受崇拜的，真主是独一无偶的；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

真主的仆人、是真主的使者。 

: آل عمران آية[ )4 5 6 7 8 9 : ; > = < ? @( 

)١٠٢[(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真实地敬畏真主，你们只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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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从真主的人才能去世。】
① 

 )     !     "  #  $   % &  '     (   )  + *   , -    .     /   0
 )]١(: النساء آية[ ) 1 2 3 4 5 6 7 8 9 : ; > = < ?

【众人啊！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从一个人中创造你

们，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并且从他们俩中创

造许多男人和女人。你们当敬畏真主——你们常假借他的名

义，而要求相互权利的主——当尊重血亲，真主确是监视你

们的。】 6F

② 

 ) | { z y x w v u } ~   ¡ ے  ¥ ¤ £ ¢

 ̄® ¬ « ª ©  ̈§ ¦(   ]األحزاب آية :)٧١-٧٠[( 

【信士们啊！你们应当敬畏真主，应当说正话。[71]他

就改善你们的行为，就赦宥你们的罪过。服从真主及其使者

的人，确已获得伟大的成功。】7F

③
 有时不提这些经文，在说完

这些之后，有时按照圣行要说以下的言词： 

دِ « َ احلَ ريْ إنَّ خَ ا، فَ ـهَ اتُ ثَ دَ ـحْ ورِ مُ ُّ األُمُ رشَ ، وَ دٍ ـمَّ ـحَ  مُ دَ  هُ دَ ُ اهلُ ريْ خَ يثِ كِتَابُ اهللا، وَ

اللَةٍ يفِ النَّارِ  لُّ ضَ كُ ، وَ اللَةٌ ةٍ ضَ عَ لُّ بِدْ كُ ، وَ ةٌ عَ ةٍ بِدْ ثَ دَ ـحْ لُّ مُ كُ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والنسائي . »وَ

 وابن ماجه

的确，最好的言词就是真主的经典，最完美的引导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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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妇女章》第 1节 

③
《同盟军章》第 70-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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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引导，最恶劣的事

物就是新生的异端，所有的异端都是迷误。所有的迷误都是

在火狱之中。”
①
 

-主麻日演讲的内容：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和他的弟子们（愿主

喜悦他们）的演讲包含了认主独一和伊玛尼（信仰），提到伟

大尊严的养主的各种属性，伊玛尼的根本，记忆了清高的真

主赐予他所喜爱的仆人的各种恩惠，提到了那令人们对他的

刑罚感到惊恐万分的日子，命令人们记念和感谢真主，谴责

贪婪今世，记忆死亡，天堂和火狱，鼓励顺从真主及其使者，

远离一切违背的行为等等。 

演讲员提到真主的大能、美名和属性，以及赏赐最受仆

人喜爱的各种恩惠，他命令服从他，感谢他，记念他，什么

工作是他最喜爱的，人们致力于它；的确，他们喜爱他，他

也喜爱他们，他们的心中充满了伊玛尼和畏惧，他们的心灵

和肢体因为记念他、顺从他和崇拜他而运动。 

-演讲和礼拜的长度： 

伊玛目应当按照在圣行中提到的方式：演讲短，礼拜比

演讲长。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118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1578段，《伊本马哲圣训

集》第 1892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第 867，86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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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比尔·本·赛姆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مر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ولِ اهللا  :عن جابر بن سَ سُ عَ رَ يلِّ مَ نْتُ أُصَ ـهُ  كُ التُ انَتْ صَ كَ فَ

داً،  داً قَصْ طْبَتُـهُ قَصْ خُ  أخرجه مسلم .وَ

“我曾经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一起

礼主麻拜，他的拜礼的短，他的演讲也短。” 9F

①
 

演讲者在演讲中诵读《古兰经》文为嘉行，有时可以演

讲《戛弗章》中的内容。 

-坐着听演讲的姿势： 

当伊玛目登上演讲台时，跟拜者面对他为嘉义，是用心

去听，就是对演讲者的鼓励，应远离瞌睡。 

-主麻拜的形式： 

主麻拜是两拜，按照圣行，在第一拜的《开端章》之后

诵读《主麻章》，在第二拜的《开端章》之后诵读《伪信者章》；

或者是在第一拜的《开端章》之后诵读《主麻章》，在第二拜

的《开端章》之后诵读《大灾章》或者是在第一拜的《开端

章》之后诵读《黎明章》，在第二拜的《开端章》之后诵读《大

灾章》；如果伊玛目诵读其它的章节，也是许可的，当他礼完

两拜之后，就可以说色兰出拜了。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86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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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麻日的圣行： 

按照圣行，主麻拜后在家中礼两拜，有时候礼四拜，说

两次色兰；如果是在清真寺中礼，就礼四拜，说两次色兰。

至于在主麻拜前，没有任何主麻的圣行拜，然而，他可以随

意地礼副功拜。 

-演讲期间说话的断法： 

在伊玛目演讲期间说话会消除报酬，招致罪孽。伊玛目

演讲时，不允许说话，但是伊玛目例外，如果伊玛目是为了

改善而对某人说话，回色兰，回答打喷嚏的人，允许在演讲

之前或之后说话，主麻日，在伊玛目演讲时，禁止跨越别人

的脖子。 

-在同一个地区成立主麻拜的断法： 

如果条件完备，可以在同一个地区成立主麻拜，伊玛目

的许可并不是条件，因此，不论伊玛目许可与否。至于在同

一个地区的多处成立主麻拜，除了特殊需要，即使在得到伊

玛目的许可之后也是不允许的。因为特殊需要，允许在许多

的城市或村庄里多处成立主麻拜，但不是在沙漠中。 

-伊玛目正在演讲时，进入清真寺的人该做什么？： 

谁进入清真寺时，正值伊玛目在演讲，让他先轻快地礼

两拜，然后再坐下；在清真寺里感到瞌睡的人，按照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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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当站起来换一个其它的位置坐。 

-主麻日洗大净的断法： 

-主麻日洗大净是受强调的圣行，身上有异味的人必须

洗大净，以免他的异味伤害到众天使和礼拜的人们，因为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说： 

مٍ «: رسول اهللا عليه الصالة والسالم لاق تَلـِ ـحْ لِّ مُ ىلَ كُ بٌ عَ اجِ ةِ وَ عَ ـمُ ومَ اجلُ لُ يَ  .»الغُسْ

 متفق عليه

“每个成年人，都应当在主麻日洗大净。” 10F

①
 

-按照圣行，在主麻日洗完大净之后，清洁卫生和擦香，

并穿上最好的衣服，早早地去清真寺，在接近伊玛目的地方，

礼规定的拜功，多多地向真主祈祷，诵读《古兰经》。 

-伊玛目负责演讲和领拜。如果因故，允许某一个人演

讲，而另一个人领主麻拜。 

-按照圣行，主麻日诵读的经文： 

按照圣行，在主麻日的夜晚或白天诵读《山洞章》。谁在

主麻日诵读了《山洞章》，那么，他在两个主麻日之间都会受

到光明的照耀。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85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4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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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圣行，在主麻日的晨礼拜中诵读的经文： 

按照圣行，伊玛目在主麻日晨礼拜的第一拜中诵读《叩

头章》，在第二拜中诵读《人章》。 

-演讲中祈祷的断法： 

法律并没有为伊玛目、或为跟拜者规定，在演讲的祈祷

中要抬起双手。但是求雨拜例外，伊玛目和跟拜者都要抬起

双手；至于祈祷时所说的求准成词（阿米乃），法律规定的，

同时要降低声音。 

-伊玛目在演讲中的祈祷为嘉行，首先应当为伊斯兰和

穆斯林大众祈求，求真主保护他们，援助他们，联合他们的

心等等；伊玛目祈祷时可以伸出食指，但不要抬起双手。 

-被应答的时间： 

祈祷有希望被应答的时间是在主麻日的白天晡礼后的最后一

段时间，在此期间多多地记念和祈求真主，在这个时候的祈祷是

有希望获得应答的，它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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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ةٌ ال «: ذكر يوم اجلمعة فقال أن رسول اهللا  عن أيب هريرة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اعَ فِيهِ سَ

اهُ  طَاهُ إيَّ يْئاً إالَّ أَعْ اىلَ شَ عَ أَلُ اهللا تَ سْ يلِّ يَ ائِمٌ يُصَ وَ قَ هُ مٌ وَ لـِ سْ بْدٌ مُ ا عَ هَ افِقُ وَ . هاوأشار بيده يقلل. »يُ

 .متفق علي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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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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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放弃主麻拜的断法： 

因故而错过了主麻拜的人，应当还补四拜晌礼，并无罪

过；如果无故放弃了主麻拜，那么，他确因忽视主麻拜而犯

罪了。 

艾布洁阿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ناً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 عن أيب اجلعد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قال اوُ ـهَ عٍ تَ ـمَ كَ ثَالثَ جُ رَ نْ تَ ا  مَ هَ بـِ

هِ  بـِ لْ ىلَ قَ بَـعَ اهللا عَ  أخرجه أبو داود والرتمذي .»طَ

“谁轻视地放弃三次主麻拜，那么，真主比将封闭他的

心。” 12F

② 

-节日与主麻日遇到一起的断法： 

如果节日拜和主麻日遇到一块了，参加节日拜的人，可

以不参加主麻拜，他们礼晌礼拜就行了；但伊玛目例外，他

和没有参加节日拜的人都必须礼主麻拜。如果礼了节日拜的

人又礼了主麻拜，那么，他就不用再礼晌礼拜了。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35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852段 

②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052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题了秘日

圣训集》第 500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