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ﺘﺐ اﺘﻟﻌﺎو� ل�ﻋﻮة وﺗﻮﻋﻴﺔ اﺠﻟﺎﻴﻟﺎت ﺑﺎلﺮ�ﻮ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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ﺴﻢ اﷲ

الﺮﻤﺣﻦ الﺮﺣﻴﻢ

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١ﻔﺎﻟﺔ اﻴﻟتﻴﻢ:
（1）保护孤儿者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ﻓﺮﺝ ﺑﻴﻨﻬﻤﺎ.

 ”:ﺃﻧﺎ ﻭﻛﺎﻓﻞﹸ ﺍﻟﻴﺘﻴﻢ ﰲ ﺍﳉﻨﺔ ﻫﻜﺬﺍ“ﻭﺃﺷﺎﺭ ﺑﺎﻟﺴﺒﺎﺑﺔ ﻭﺍﻟﻮﺳﻄﻰ
〗ﺍﻟﺒﺨﺎﺭﻱ〖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我和孤儿
的保护人在天堂里就是这样。”他以分开的食指和中指，
①

。暗示两者之间的距离

P0F

)(٢اءة آﻳﺔ الﻜﺮﻲﺳ دﺑﺮ ﻞﻛ ﺻﻼة مﻜﺘﻮ�ﺔ:
（2）每番主命拜之后诵念‘库尔西’经文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ﺩﺧﻮﻝ ﺍﳉﻨﺔ ﺇﻻ ﺃﻥ ﳝﻮﺕ.

”:ﻣﻦ ﻗﺮﺃ ﺁﻳﺔ ﺍﻟﻜﺮﺳﻲ ﺩﺑﺮ ﻛﻞ ﺻﻼﺓ ﻣﻜﺘﻮﺑﺔ،ﱂ ﳝﻨﻌﻪ ﻣﻦ
“〗ﺍﻟﻨﺴﺎﺋﻲ〖

①

》《布哈里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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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在每番
主命拜之后诵念‘库尔西’经文，除了死亡，没有能阻止
他能进入天堂的。” ①
P1F

:(ﺬﻟﻛﺮ ﺑﻌﺪ الﻮﺿﻮء٣)
（3）小净之后的赞词
” ﻣﺎ ﻣﻨﻜﻢ ﻣﻦ ﺃﺣﺪ ﻳﺘﻮﺿﺄ ﻓﻴﺒﻠﻎ ﺃﻭ ﻓﻴﺴﺒﻎ ﺍﻟﻮﺿﻮﺀ ﰒ: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ﻭﺃﺷﻬﺪ ﺃﻥ ﳏﻤﺪﺍﹰ ﻋﺒﺪﻩ ﻭﺭﺳﻮﻟﻪ، ﺃﺷﻬﺪ ﺃﻥ ﻻ ﺇﻟﻪ ﺇﻻ ﺍﻟﻠﱠﻪ ﻭﺣﺪﻩ ﻻ ﺷﺮﻳﻚ ﻟﻪ:ﻗﺎﻝ
〖“〗ﻣﺴﻠﻢ

.ﺇﻻ ﻓﺘﺤﺖ ﻟﻪ ﺃﺑﻮﺍﺏ ﺍﳉﻨﺔ ﺍﻟﺜﻤﺎﻧﻴﺔ ﻳﺪﺧﻞ ﻣﻦ ﺃﻳﻬﺎ ﺷﺎﺀ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你们中只
要有任何人洗了完美的小净，然后他说：
‘我作证：除真主
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他是独一无二的主；我
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那么，天堂的八
座门都为他敞开，他可以随意的进入其中。” ②
P2F

:(ﻼة اﻟﻔﺠﺮ واﻟﻌﺮﺼ٤)
①

《奈萨伊圣训集》
《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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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晨礼拜和晡礼拜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ﻣﻦ ﺻﻠﻰ ﺍﻟﱪﺩﻳﻦ ﺩﺧﻞ ﺍﳉﻨﺔ “ .ﺃﻱ :ﺻﻼﺓ ﺍﻟﻔﺠﺮ

ﻭﺍﻟﻌﺼﺮ〗.ﺍﻟﺒﺨﺎﺭﻱ ﻭ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谁礼了两
① 。个凉爽的拜，他必进入天堂。”即：晨礼拜与晡礼拜
P3F

) (٥ﺤﺎﻓﻈﺔ ﻰﻠﻋ الﺼﻠﻮ اﺨﻟﻤﺲ ﻲﻓ أوﻗﺎﺗﻬﺎ:
（5）看守五番主命拜的时间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ﻣﻦ ﺻﻠﻰ ﺍﻟﺼﻠﻮﺍﺕ ﻟﻮﻗﺘﻬﺎ :ﻛﺎﻥ ﻟﻪ ﻋﻨﺪ ﺍﷲ ﻋﻬﺪ ﺃﻥ
ﻳﺪﺧﻠﻪ

ﺍﳉﻨﺔ〗“.ﺃﲪ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ﺍﻟﻨﺴﺎﺋﻲ〖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谁按时礼
②”。了主命拜，谁在真主的阙前就有使自己进入天堂的约会
P4F

)(٦إﻓﺸﺎء الﺴﻼم:
（6） 致以色俩目

①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艾哈默德圣训集》、《艾布达吾德圣训集》和《奈沙伊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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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ﻻ ﺗﺪﺧﻠﻮﻥ ﺍﳉﻨﺔ ﺣﱴ ﺗﺆﻣﻨﻮﺍ .ﻭﻻ ﺗﺆﻣﻨﻮﺍ ﺣﱴ ﲢﺎﺑﻮﺍ.

ﺃﻻ ﺃﺩﻟﻜﻢ ﻋﻠﻰ ﺷﻲﺀ ﺇﺫﺍ ﻓﻌﻠﺘﻤﻮﻩ ﲢﺎﺑﺒﺘﻢ؟ ﺃﻓﺸﻮﺍ ﺍﻟﺴﻼﻡ ﺑﻴﻨﻜﻢ.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你们任何
人都不能进入天堂，除非你们成为信士；你们任何人都不
能成为信士，除非你们相互喜爱；真的，我指引你们一件
事情，如果你们做了，它能使你们互相喜爱好吗？它就是：
① ”。你们之间当互致色俩目
P5F

)(٧ﻼة ر�ﻌﺘ� ﺤﺑﻀﻮر ﻗﻠﺐ ﺑﻌﺪ الﻮﺿﻮء:
（7）小净之后虔诚地礼两拜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ﻣﺎ ﻣﻦ ﻣﺴﻠﻢ ﻳﺘﻮﺿﺄ ﻓﻴﺤﺴﻦ ﻭﺿﻮﺀﻩ ﰒ ﻳﻘﻮﻡ ﻓﻴﺼﻠﻲ

ﺭﻛﻌﺘﲔ ﻣﻘﺒﻞ ﻋﻠﻴﻬﻤﺎ ﺑﻘﻠﺒﻪ ﻭﻭﺟﻬﻪ ﺇﻻ ﻭﺟﺒﺖ ﻟﻪ ﺍﳉﻨﺔ.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没有任何
一个穆斯林全美地洗了小净，然后他虔诚敬意地礼两拜，
② ”。只要有，他就可以进入天堂
P6F

①

》《穆斯林圣训集
》《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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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٨ﻃﻠﺐ اﻟﻌﻠﻢ :
（8）求知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ﻣﻦ ﺳﻠﻚ ﻃﺮﻳﻘﺎ ﻳﻠﺘﻤﺲ ﻓﻴﻪ ﻋﻠﻤﺎ ،ﺳﻬﻞ ﺍﷲ ﻟﻪ ﺑﻪ ﻃﺮﻳﻘﺎ ﺇﱃ ﺍﳉﻨﺔ.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谁走上求
①

”。知的道路，真主就以此使他容易地走上通向天堂的道路
P7F

)(٩ﺮ الﻮاﺪﻟﻳﻦ:
（9）孝敬父母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ﺭﻏﻢ ﺃﻧﻔﻪ .ﰒ ﺭﻏﻢ ﺃﻧﻔﻪ .ﰒ ﺭﻏﻢ ﺃﻧﻔﻪ" ﻗﻴﻞ :ﻣﻦ؟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 ﻗﺎﻝ :ﻣﻦ ﺃﺩﺭﻙ ﻭﺍﻟﺪﻳﻪ ﻋﻨﺪ ﺍﻟﻜﱪ ،ﺃﺣﺪﳘﺎ ﺃﻭ ﻛﻠﻴﻬﻤﺎ ،ﰒ ﱂ ﻳﺪﺧﻞ
ﺍﳉﻨﺔ〗“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连说了三遍：
“伤哉其人，伤哉其人，伤哉其人；”有人问道：“主的
使者，其人是谁呀？”使者说：“谁赶上他的双亲，或者
是其中的一位，但他不孝敬他俩，那么，他就不能进入天
② ”。堂
P8F

①

》《穆斯林圣训集
》《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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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١٠ﺣﻔﻆ الﻠﺴﺎن واﻟﻔﺮج:
（10）看住口舌，保护羞体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ﺍﳉﻨﺔ.“ .

”:ﻣﻦ ﻳﻀﻤﻦ ﱄ ﻣﺎ ﺑﲔ ﳊﻴﻴﻪ ﻭﻣﺎ ﺑﲔ ﻓﺮﺟﲔ،ﺃﺿﻤﻦ 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向我保
① ”。证看住口舌，保护羞体，我就保证他能进入天堂
P9F

)(١١اﺘدﻳﺪ ﺧﻠﻒ اﻤﻟﺆذن:
（11）回答宣礼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ﺇﺫﺍ ﻗﺎﻝ ﺍﳌﺆﺫﻥ :ﺍﷲ ﺃﻛﱪ ﺍﷲ ﺃﻛﱪ .ﻓﻘﺎﻝ ﺃﺣﺪﻛﻢ :ﺍﷲ ﺃﻛﱪ ﺍﷲ

ﺃﻛﱪ .ﰒ ﻗﺎﻝ :ﺃﺷﻬﺪ ﺃﻥ ﻻ ﺇﻟﻪ ﺇﻻ ﺍﷲ .ﻗﺎﻝ :ﺃﺷﻬﺪ ﺃﻥ ﻻ ﺇﻟﻪ ﺇﻻ ﺍﷲ .ﰒ ﻗﺎﻝ :ﺃﺷﻬﺪ ﺃﻥ ﳏﻤﺪﺍ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ﺃﺷﻬﺪ ﺃﻥ ﳏﻤﺪﺍ ﺭﺳﻮﻝ ﺍﷲ  .ﰒ ﻗﺎﻝ :ﺣﻲ ﻋﻠﻰ ﺍﻟﺼﻼﺓ .ﻗﺎﻝ :ﻻ ﺣﻮﻝ ﻭﻻ ﻗﻮﺓ
ﺇﻻ ﺑﺎﷲ .ﰒ ﻗﺎﻝ :ﺣﻲ ﻋﻠﻰ ﺍﻟﻔﻼﺡ .ﻗﺎﻝ :ﻻ ﺣﻮﻝ ﻭﻻ ﻗﻮﺓ ﺇﻻ ﺑﺎﷲ .ﰒ ﻗﺎﻝ :ﺍﷲ ﺃﻛﱪ ﺍﷲ ﺃﻛﱪ.
ﻗﺎﻝ :ﺍﷲ ﺃﻛﱪ ﺍﷲ ﺃﻛﱪ .ﰒ ﻗﺎﻝ :ﻻ ﺇﻟﻪ ﺇﻻ ﺍﷲ .ﻗﺎﻝ :ﻻ ﺇﻟﻪ ﺇﻻ ﺍﷲ ،ﻣﻦ ﻗﻠﺒﻪ  -ﺩﺧﻞ ﺍﳉﻨﺔ.

①

》《布哈里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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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当宣礼
员说：‘真主至大，真主至大；’你们中的一个人也说了：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当宣礼员说：‘我作证：除真
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他也说了：‘我作
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当宣礼员
说：‘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他也说了：
‘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当宣礼员说：‘快
来礼拜；’他说了：‘无能为力，全凭真主的相助；’当
宣礼员说：‘快来成功；’他说了：‘无能为力，全凭真
主的相助；’当宣礼员说：‘真主至大，真主至大；’你
们中的一个人也说了：‘真主至大，真主至大；’当宣礼
员说：‘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他虔
诚敬意地说了：
‘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
那么，他一定能进入天堂。” ①
P10F

①

《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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