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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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ﺖ ﹶﻋ ﹶﻠ ﹾﻴ ﹺـﻪ ﱠ
ﺍﻟﺸ ﹾﻤ ﹸﺲ ﹶﻳ ﹾﻮ ﹸﻡ
 » ﹶﺧ ﹾ ﹸﲑ ﹶﻳ ﹾﻮ ﹴﻡ ﹶﻃ ﹶﻠ ﹶﻌ ﹾ: 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ﹺ
ﹺ ﹺ
 ﹶﻭﻓﹺ ﹾﻴ ﹺـﻪ ﹸﺃ ﹾﺩ ﹺﺧ ﹶﻞ ﹶ، ﻓﹺ ﹾﻴ ﹺـﻪ ﹸﺧﻠﹺ ﹶﻖ ﺁ ﹶﺩ ﹸﻡ،ﺍﳉ ﹸـﻤ ﹶﻌ ﹺﺔ
ﹸ
ﺍﻟﺴﺎ ﹶﻋ ﹸﺔ ﱠﺇﻻ ﹺﰲ ﹶﻳ ﹾﻮ ﹺﻡ
 ﹶﻭﻻ ﹶﺗ ﹸﻘﻮ ﹸﻡ ﱠ، ﹶﻭﻓ ﹾﻴـﻪ ﹸﺃ ﹾﺧ ﹺﺮ ﹶﺝ ﻣﻨ ﹶﹾـﻬﺎ،ﺍﳉ ﱠﻨ ﹶﺔ

ﹸ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ﺍﳉ ﹸـﻤ ﹶﻌ ﹺ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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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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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圣训集》第85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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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 :ﹶﻣ ﹾﻦ ﺍ ﹾﻏﺘ ﹶﹶﺴ ﹶﻞ ﹶﻳ ﹾﻮ ﹶﻡ ﹸ
ﺍﳉ ﹸـﻤ ﹶﻌ ﹺﺔ ﹸﻏ ﹾﺴ ﹶﻞ
ﹺ ﹺ ﹺ
ﹶ ﹺ
ﺍﺡ ﹺﰲ
ﺍﻟﺴﺎ ﹶﻋﺔ ﺍﻟ ﱠﺜﺎﻧ ﹶﻴﺔ ﹶﻓﻜ ﹶﹶﺄﻧ ﹶﱠﲈ ﹶﻗ ﱠﺮ ﹶﺏ ﹶﺑ ﹶﻘ ﹶﺮﺓﹰ ،ﹶﻭ ﹶﻣ ﹾﻦ ﹶﺭ ﹶ
ﺍﺡ ﹶﻓﻜ ﹶﹶﺄﻧ ﹶﱠﲈ ﹶﻗ ﱠﺮ ﹶﺏ ﹶﺑﺪﹶ ﹶﻧ ﹰﺔ ،ﹶﻭ ﹶﻣ ﹾﻦ ﹶﺭ ﹶ
ﺍﳉﻨﹶﺎ ﹶﺑﺔ ،ﹸﺛ ﱠﻢ ﹶﺭ ﹶ
ﺍﺡ ﹺﰲ ﱠ
ﹺ
ﹺ
ﹺ ﹺ ﹺ
ﺎﺟ ﹰﺔ ،ﹶﻭ ﹶﻣ ﹾﻦ
ﺍﻟﺮﺍﺑﹺـ ﹶﻌﺔ ﹶﻓﻜ ﹶﹶﺄﻧ ﹶﱠﲈ ﹶﻗ ﱠﺮ ﹶﺏ ﹶﺩ ﹶﺟ ﹶ
ﺍﻟﺴﺎ ﹶﻋﺔ ﺍﻟ ﱠﺜﺎﻟ ﹶﺜﺔ ﹶﻓﻜ ﹶﹶﺄﻧ ﹶﱠﲈ ﹶﻗ ﱠﺮ ﹶﺏ ﹶﻛ ﹾﺒﺸ ﹰﺎ ﹶﺃ ﹾﻗ ﹶﺮ ﹶﻥ ،ﹶﻭ ﹶﻣ ﹾﻦ ﹶﺭ ﹶ
ﺍﻟﺴﺎ ﹶﻋﺔ ﱠ
ﺍﺡ ﹺﰲ ﱠ
ﱠ
ﺕ ﺍ ﹶﳌﻼﺋﹺ ﹶﻜ ﹸﺔ ﻳﺴﺘ ﹺ
ﺍﳋ ﹺﺎﻣﺴ ﹺﺔ ﹶﻓﻜ ﹶﹶﺄﻧﱠﲈ ﹶﻗﺮﺏ ﺑﻴ ﹶﻀ ﹰﺔ ،ﹶﻓﺈ ﹶﺫﺍ ﹶﺧﺮﺝ ﺍﻹﻣﺎﻡ ﺣ ﹶﴬ ﹺ
ﹺ
ﻮﻥ
ﹶـﻤ ﹸﻌ ﹶ
ﹶﺭ ﹶ
ﹶ ﹾ
ﹶ ﱠ ﹶ ﹶﹾ
ﺍﻟﺴﺎ ﹶﻋﺔ ﹶ ﹶ
ﺍﺡ ﹺﰲ ﱠ
ﹶ ﹶ ﹶ ﹸ ﹶ ﹶ
ﱢ
ﺍﻟﺬﻛ ﹶﹾﺮ«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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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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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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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ﻭﻋﻦ ﺃﻭﺱ ﺑﻦ ﺃﻭﺱ ﺍﻟﺜﻘﻔﻲ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ﻘﻮﻝ » :ﹶﻣ ﹾﻦ
ﹺ
ﹶﻏﺴ ﹶﻞ ﻳﻮﻡ ﹸ ﹺ
ﹶـﻤ ﹶﻊ
ـﻢ ﹶﻳ ﹾﺮﻛ ﹾ
ﺎﺳﺘ ﹶ
ﺍﻹﻣﺎ ﹺﻡ ﹶﻓ ﹾ
ﹶﺐ ،ﹶﻭ ﹶﺩﻧﹶﺎ ﻣ ﹶﻦ ﹶ
ﺍﳉ ﹸـﻤ ﹶﻌﺔ ﹶﻭﺍ ﹾﻏﺘ ﹶﹶﺴ ﹶﻞ ،ﹸﺛ ﹼﻢ ﹶﺑﻜ ﹶﱠﺮ ﹶﻭﺍ ﹾﺑﺘﹶـﻜ ﹶﹶﺮ ،ﹶﻭ ﹶﻣ ﹶﺸﻰ ﹶﻭ ﹶﻟ ﹾ
ﱠ ﹶ ﹶ
ﹶﺎﻥ ﹶﻟـ ﹸﻪ ﺑﹺﻜ ﱢﹸﻞ ﹶﺧ ﹾﻄ ﹶﻮ ﹴﺓ ﹶﻋ ﹶﻤ ﹸﻞ ﹶﺳﻨ ﹴﹶﺔ ﹶﺃ ﹾﺟ ﹸﺮ ﹺﺻ ﹶﻴ ﹺﺎﻣ ﹶﻬﺎ ﹶﻭ ﹺﻗ ﹶﻴ ﹺﺎﻣ ﹶﻬﺎ«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ـﻢ ﹶﻳ ﹾﻠﻎﹸ  ،ﻛ ﹶ
ﹶﻭ ﹶﻟ 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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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ﺍﷲ ﺗﻌﺎ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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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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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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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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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ﹶﺎﻥ ﹶﺭ ﹸﺳ ﹸ
،ﺍﺣ ﹶـﻤ ﱠﺮ ﹾﺕ ﹶﻋ ﹾﻴﻨﹶﺎ ﹸﻩ
 ﻛ ﹶ: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ﺍﷲ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ﺐ ﹾ
 ﺇ ﹶﺫﺍ ﹶﺧ ﹶﻄ ﹶ ﻮﻝ ﺍﷲ
 ﹶﺣﺘﱠﻰ ﻛﹶﺄ ﱠﻧ ﹸﻪ ﹸﻣﻨ ﹺﹾﺬ ﹸﺭ ﹶﺟ ﹾﻴ ﹴ،ﹶﻀ ﹸﺒـ ﹸﻪ
ﺶ ﹶﻳـ ﹸﻘ ﹸ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ﹶﺻ ﱠﺒ ﹶﺤﻜ ﹾﹸﻢ ﹶﻭ ﹶﻣ ﱠﺴﺎﻛ ﹾﹸﻢ:ﻮﻝ
 ﹶﻭ ﹾﺍﺷﺘﹶﺪﱠ ﻏ ﹶ،ﹶﻭ ﹶﻋﻼ ﹶﺻ ﹾﻮﺗﹸـ ﹸ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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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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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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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ﻭﺭ ﹶﺃ ﹾﻧ ﹸﻔ ﹺﺴﻨﹶﺎ ﻭ ﹺﻣﻦ ﺳﻴﺌ ﹺ
ﺍﳊ ﹾـﻤﺪﹶ ﷲ ﻧ ﹾﹶﺤ ﹶـﻤﺪﹸ ﹸﻩ ﹶﻭﻧ ﹾﹶﺴﺘ ﹺﹶﻌﻴﻨﹸـ ﹸﻪ ،ﹶﻭﻧ ﹾﹶﺴ ﹶﺘﻐ ﹺﹾﻔ ﹸﺮ ﹸﻩ ،ﹶﻭ ﹶﻧ ﹸﻌﻮ ﹸﺫ ﺑﹺﺎﷲ ﹺﻣ ﹾﻦ ﹸﴍ ﹺ
ﺇﻥ ﹶ
ﹶﺎﺕ
» ﹼ
ﹶ ﹾ ﹶ ﱢ
ﹸ
ﹺ
ﹺ
ﹺ
ﹺﹺ
ﹺ
ﻱ ﹶﻟـ ﹸﻪ ،ﹶﻭ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ﹾﻥ ﻻ ﺇ ﹶﻟـ ﹶﻪ ﱠﺇﻻ ﺍﷲ ﹶﻭ ﹾﺣﺪﹶ ﹸﻩ
ﹶﺃ ﹾﻋ ﹶﲈﻟﻨﹶﺎ ،ﹶﻣ ﹾﻦ ﹶﻳ ﹾـﻬﺪﻩ ﺍﷲ ﹶﻓﻼ ﹸﻣﻀ ﱠﻞ ﹶﻟـ ﹸﻪ ،ﹶﻭ ﹶﻣ ﹾﻦ ﹸﻳ ﹾﻀﻠ ﹾﻞ ﹶﻓﻼ ﹶﻫﺎﺩ ﹶ
ﻻ ﹶ ﹺ
ﴍ ﹶ
ـﺤ ﱠـﻤﺪ ﹰﺍ ﹶﻋ ﹾﺒﺪﹸ ﹸﻩ ﹶﻭ ﹶﺭ ﹸﺳﻮ ﹸﻟـ ﹸﻪ.
ﻳﻚ ﹶﻟـ ﹸﻪ ،ﹶﻭ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ﱠﻥ ﹸﻣ 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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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9 8 7 6 5 4ﺁﻝ ﻋﻤﺮﺍﻥ ﺁﻳﺔ:

)[(١٠٢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真实地敬畏真主，你们只有成

9

为顺从真主的人才能去世。】

①

0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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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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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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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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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的人，确已获得伟大的成功。】 有时不提这些经文，在说完
7F

这些之后，有时按照圣行要说以下的言词：
ﺈﻥ ﹶﺧﲑ ﹶ ﹺ ﹺ ﹺ
 ﹶﻭ ﹶﴍ ﺍﻷﹸ ﹸﻣ ﹺ،ـﺤ ﱠـﻤ ﹴﺪ
،ـﺤﺪﹶ ﹶﺛﺎﺗ ﹶﹸـﻬﺎ
ﺍﳊﺪﻳﺚ ﻛﺘ ﹸ
ﻮﺭ ﹸﻣ ﹾ
 ﹶﻭ ﹶﺧ ﹾ ﹸﲑ ﹸﺍﳍﺪﹶ  ﹸﻫﺪﹶ  ﹸﻣ ﹶ،ﹶﺎﺏ ﺍﷲ
ﱡ
» ﹶﻓ ﱠ ﹾ ﹶ
 ﹶﻭﻛ ﱡﹸﻞ ﹶﺿﻼ ﹶﻟ ﹴﺔ ﹺﰲ ﺍﻟﻨ ﹺ، ﹶﻭﻛ ﱡﹸﻞ ﺑﹺﺪﹾ ﹶﻋ ﹴﺔ ﹶﺿﻼ ﹶﻟ ﹲﺔ،ـﺤﺪﹶ ﹶﺛ ﹴﺔ ﺑﹺﺪﹾ ﹶﻋ ﹲﺔ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ﱠﺎﺭ
ﹶﻭﻛ ﱡﹸﻞ ﹸﻣ 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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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ﹾﺖ ﹸﺃ ﹶﺻ ﱢﲇ ﻣ ﹶﻊ ﺭﺳ ﹺ
ﹶﺖ ﹶﺻﻼﺗﹸـ ﹸﻪ
 ﹶﻓﻜﹶﺎﻧ ﹾ ﻮﻝ ﺍﷲ
 ﹸﻛﻨ ﹸ: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ﹶﺳﻤ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ﹶ ﹶ ﹸ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ﹶﻭ ﹸﺧ ﹾﻄ ﹶﺒﺘﹸـ ﹸﻪ ﹶﻗ ﹾﺼﺪ ﹰﺍ،ﹶﻗ ﹾﺼﺪ ﹰ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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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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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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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ﺍﳉ ﹸـﻤ ﹶﻌ ﹺﺔ ﹶﻭ ﹺ
 »ﺍﻟﻐ ﹾﹸﺴ ﹸﻞ ﹶﻳﻮ ﹶﻡ ﹸ: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ﻠﻴﻪ ﺍﻟﺼﻼﺓ ﻭﺍﻟﺴﻼﻡ
.«ـﺤﺘﹶﻠﹺـ ﹴﻢ
ﺐ ﹶﻋ ﹶﲆ ﻛ ﱢﹸﻞ ﹸﻣ ﹾ
ﺍﺟ 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每个成年人，都应当在主麻日洗大净。”

①
1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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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ﻓﹺ ﹺﻴﻪ ﹶﺳﺎ ﹶﻋ ﹲﺔ ﻻ: ﺫﻛﺮ ﻳﻮﻡ ﺍﳉﻤﻌﺔ ﻓﻘ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ﹺ
ﹺ
. ﻭﺃﺷﺎﺭ ﺑﻴﺪﻩ ﻳﻘﻠﻠﻬﺎ.«ـﻢ ﹶﻭ ﹸﻫ ﹶﻮ ﹶﻗﺎﺋﹺ ﹲﻢ ﹸﻳ ﹶﺼ ﱢﲇ ﹶﻳ ﹾﺴ ﹶﺄ ﹸﻝ ﺍﷲ ﹶﺗ ﹶﻌ ﹶﺎﱃ ﹶﺷ ﹾﻴﺌ ﹰﺎ ﱠﺇﻻ ﹶﺃ ﹾﻋ ﹶﻄﺎ ﹸﻩ ﺇ ﱠﻳﺎ ﹸﻩ
ﹸﻳ ﹶﻮﺍﻓ ﹸﻘ ﹶﻬﺎ ﹶﻋ ﹾﺒﺪﹲ ﹸﻣ ﹾﺴﻠ 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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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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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ﹶﻣ ﹾﻦ ﺗ ﹶﹶﺮ ﹶﻙ ﹶﺛ ﹶ: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ﰊ ﺍﳉﻌﺪ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ﻼﺙ ﹸﺟ ﹶـﻤ ﹴﻊ ﺗ ﹶﹶـﻬ ﹸﺎﻭﻧ ﹰﺎ ﺑﹺ ﹶـﻬﺎ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ﹶﻃ ﹶﺒ ﹶـﻊ ﺍﷲ ﹶﻋ ﹶﲆ ﹶﻗ ﹾﻠﺒﹺ ﹺـﻪ
“谁轻视地放弃三次主麻拜，那么，真主比将封闭他的
心。” ②
1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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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