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大小净与礼拜

清洁篇
洁净和污秽
污秽：
穆斯林应当谨防污物的污染，受到污染
后应当清洗。如果是可见的污物，如:例假血，
污染了衣服和身体，就当清洗，若洗后留下了
一些难于除掉的痕迹，则是无妨的；至于意义
上的脏物只需清洗一遍即成。
至于被污染的地面，可以用水冲洗。如
果是液体的污物，待其挥发干燥后，地面也就
洁净了。若是固体的污物，则必须将污物清除
掉方能达到洁净。
用以做大小净，清除污秽的是水，如:雨
水、海水等。有洁净的物体混入，但仍保持了
水的本质，也可用来做大小净。而混有污物的
水，若其味道、气味和颜色受到了改变，就不
可用来做大小净。如果这三种特征没有受到改
变，就可以用其做大小净。但三种性质中任何
一种改变了都不能再用。
还可以使用容器中喝剩的水做大小净，
只有狗或猪喝剩的水不可，因它是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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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物的种类：
a)
粪便。
b)
前列腺分泌物:小便后出现的粘
稠白色液体。
c)
欢水：受到性刺激时出现的透明
黏液。
至于“欢水”仅用水冲洗即可。精液是
洁净的，但若仍是湿的，最好清洗，如果已经
干燥，可以将其搓擦掉。
d)
不可食的动物的粪便属于污物，
至于可食的动物的粪便则不是污物。这些脏物
一旦落在身上或衣物上必须清洗。
e)
经血与产血。
“欢水”落到衣物上只要搓净即可。
有关污秽的教律：
1－ 如果沾染了不知是否为污物的东
西，则不必询问，也没有必要清洗。因为物品
的根本是清洁的。
2－ 如果结束礼拜以后发现身上或衣服
上有污物，此前并不知晓，或知道被污物污染
但忘了清洗，礼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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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知污物在衣服上的具体位置，必
须仔细寻找，然后清洗他认为是污秽的位置，
因为污秽是可以感觉的东西，有它的颜色或特
殊的气味可用味觉或视觉分辨。
大小便的规矩
大小便的规矩包括:
1－进厕所先迈左脚，念:
（ﺑﺴﻢ اﷲ اﻟﻠﻬﻢ إﻧﻲ أﻋﻮذ ﺑﻚ ﻣﻦ اﻟﺨﺒﺚ و اﻟﺨﺒﺎﺋﺚ以真
主的名义，主啊，求你护佑我免遭男女恶魔的
伤害。
）从厕所出来先迈右脚，念:“”ﻏﻔﺮاﻧﻚ
（主
啊，祈求你的饶恕。
）。
2－ 不要将写有真主尊名的东西带入厕
所，只有在害怕丢失时可例外。
3－ 在野外大小便时不要面向或背对着
礼拜的朝向。至于在室内，则无妨面向或背对
着礼拜的朝向。
4－ 不可在他人面前暴露羞体，这是不
容轻视。男子的羞体从肚脐至膝盖；妇女的全
身都是羞体，只有在礼拜时脸不为羞体。若有
外男子在，礼拜时也应遮脸。
5－ 谨防身体或衣服被粪便、尿液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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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小便后用水清洗。没有水时可用
纸或石子等物清洁身体上的污垢。清洁时用左
手。
小净
没有小净的礼拜是不被接受的。艾布胡
莱一莱（祈求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 T 说:
“真主不接受你们任何人的拜功，只除做了小
净的。
”（圣训学家一致同意：225，6954）
做小净时，必须按照顺序，并连贯完成。
1
小净有许多益处，我们应当体会到，其中包
括：大贤欧斯曼（求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
主的使者 T 说：
“谁完美了他的小净，他的过
错就此离开他的身体，甚至从他的指甲下离
开。”《穆斯林圣训集：245》他又传述，主的
使者 T 说：
“谁按照真主的命令完成小净，主
命拜功就是它们之间（过错）的罚赎”
。
《穆斯
林圣训集：231》
1

按照顺序：指按照顺序清洗各部位，不可将前后次序颠倒。洗脸、
洗双手至肘、抹头与抹耳，然后洗双脚。
连贯完成：要求洗小净过程连贯，不可在洗到某一肢体时停顿长
时间，至使洗过的肢体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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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净的方法:
1－ 心中举意小净，无需念出，举意是
心中对要做某事的决定。举意后，念:“”ﺑﺴﻢ اﷲ
（以真主的名义）。
2－ 洗手三遍。
3－ 用水漱口、呛鼻各三遍。
4－ 洗脸三遍。应洗到的区域:横向为左
右两耳之间，纵向是从发际至胡须的末端。
5－ 洗前臂三遍。从手指尖洗到两肘部，
先右后左。
6－ 抹头一遍。将两手沾湿，从头的前
部抹至脑后，再从脑后抹回。
7－ 抹两耳一遍。用两食指抹耳内，两
拇指抹耳外。
8－ 洗两脚三遍。从指尖洗至脚踝，先
右后左。
9－ 然后念“作证言”:
أﺷﻬﺪ أن ﻻ إﻟﻪ إﻻ اﷲ وﺣﺪﻩ ﻻ ﺷﺮﻳﻚ ﻟﻪ وأﺷﻬﺪ أن ﻣﺤﻤﺪا
ﻋﺒﺪﻩ ورﺳﻮﻟﻪ
（我作证，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者，
他独一无偶，绝无伙伴；我作证，穆罕默德 T
是主的仆人，是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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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贤欧麦尔（求主喜悦他）传述：主的
使者 T 说：
“谁完美的洗完小净，然后说‘我
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应受崇拜者，他独一无
偶，绝无伙伴；我作证，穆罕默德 T 是主的
仆人，是主的使者。’天堂的八扇大门必然开
启，他可以从任何一扇门进去。
”
《穆斯林圣训
集：234》
抹靴
在伊斯兰宽大易行的教律中，允许以抹
靴代替洗脚，它是传自主的使者 T 的确凿的
圣行。阿目尔·本·乌迈亚说:“我曾看到先
知 T 抹他的缠头巾和两靴。”
《布哈里圣训集：
205 》牧诶拉·本·舒尔拜说:“那天夜里，
我和主的使者 T 在一起，他出去方便，回来
后我拿着水袋给他倒水，他做了小净，抹了两
靴。
”（众圣训学家一致同意：203，274）
。
抹靴的必要条件是:穿靴的时候应具备
大小净。抹靴应抹脚背部分，而不是抹靴底。
抹靴的有效时限:居家的人一昼夜，旅行者三
昼夜。超过时限，或在抹靴后将其脱下，或坏
了大净（坏大净的人必须将靴子脱下，以便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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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净）
，就不能再以抹代洗。
坏小净的事项
1.有物从前后窍排出，如:大小便、下气、
精液、欢水、前列腺分泌物（而发生射精是应
当做大净的）、血。2.睡眠、没有任何阻隔直
接抚摸阴部。3.吃驼肉。4.昏迷、失去知觉。
大净
即:以大净的举意，用水清洗周身，并漱
口、呛鼻。出现以下五种情况时，必须做大净:
第一:无论男女，在清醒或睡眠时伴有快
感地射精。没有快感的泻精则不必做大净，或
遗精的原因是因生病或寒冷所导致的，则无需
洗大净。在春梦以后若没有发现精液，或精液
的痕迹也不必做大净，只有在发现了精液或精
液的痕迹后无论是否忆及梦境，都必须做大
净。
第二:两性器相接。即:龟头进入了阴道，
即使没有射精。
第三:月经和产血期结束以后。
第四:归真。人去世以后别人应当为他清
洗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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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非穆斯林皈依伊斯兰，应当做大
净。
身无大净者不能做的事情:
1、 礼拜
2、 转天方
3、 抚摸、携带古兰经，默默地或出声
地诵读《古兰经》或依照《古兰经》册页诵读
或背诵。
4、
在清真寺里停留。至于只是经过
则无妨，如果身带小净也能在清真寺停留。还
是月经的妇女，但从其中通过则无妨。
土净
在居家时或旅行中，当遇到以下任何一
种情况时，均可以土净代替大净或小净:
1－ 没有水，或现有的水不够做大小净。
但首先应努力找水，若找不到则土净。如果在
距离较近的地方可以找到水，但是若前往取
水，恐怕其生命或财产会受到损失，在这种情
况下也可以做土净。
2－ 若在应洗的肢体上有伤口，能洗则
洗，如不能用水洗，就用湿手抹过，若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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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这个肢体就用土净代替，剩余的则用水洗。
3－ 如果水温很低，或天气非常寒冷，
用水做大小净恐怕造成伤害。
4－ 有水，但是需要饮用，可以做土净。
土净的做法:举意土净，双手拍打地面一
次，然后抹脸，然后用左手掌抹右手背，然后
用右手掌抹左手背。
所有破坏小净的
事项，同样也破坏土净。因无水而为礼拜做了
土净，在拜前或拜中得到了水，其土净即为失
效，重新洗小净、礼拜。但若在礼拜结束以后
得到了水，其礼拜有效，无须重礼。
月经与产血：
妇女在月经期间或产后仍有恶露排
出期间不得礼拜或封斋。这是阿伊萨传输的圣
训：使者 T 说：
“若是月经来了，你就放下拜
功，若是干净了，你就清洗血迹，礼拜。”（穆
斯林圣训学家一致同意：331，333）
妇女无须还补月经或产血期间欠缺的拜
功，至于在这段时间欠缺的斋戒需要按照日子
还补。在经期的妇女不可环转天房，夫妻不可
性交，但可从事性交前的房事，不可触摸《古
兰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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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月经因经血的停止而结束，她必
须在经血停止后洗大净，之后方可做上述各项
因月经而被禁止的事物。
假若妇女在某一番礼拜的时刻内开始月
经或产血，而没来得及礼拜，那必须在经期或
恶露停止，西大净后还补这番拜。假若妇女在
月经或产后清洗完大净后，还有赶上一拜的时
间，那她必须完成这个时间的拜功，最好把上
一番拜功一起还补。例如：假若某妇女在昏礼
钱还剩下可以赶上一拜的时间完成大净，他必
须礼“晡礼”
，若她还补了当日的“晌礼”
，则
是受喜的行为。若这位妇女在午夜前洗了大
净，她必须及时礼“宵礼”，若还补礼了“昏
礼”则是受喜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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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
礼拜是伊斯兰的第二大基础，对每一个
成年的、理智健全的男女穆斯林是必须完成的
主命。谁否认礼拜的必要性就是叛，若因懒惰
或忽略而放弃礼拜者即已叛教，这是众学者的
一致观点。人在复生日受到审算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礼拜。清高的真主说：“拜功对于信士，
却是定时的义务。”
（
《妇女章》
：103）大贤本·欧
麦尔传述：先知说：“伊斯兰建立在五项基础
上：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神灵，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礼拜、交纳天课、朝
觐、封莱麦丹月的斋。
”
（众穆斯林学者一致公
认：8、16）加密而·塞阿布都拉传述：真主
的使者 T 说：
“一个人与举伴主和不崇拜主的
区别就是放弃礼拜。
”《穆斯林圣训集：82》
礼拜有许多的益处，其中有艾布·胡莱
伊莱的传述，先知 T 说：
“任何人在家中清洁
后做到任何一座清真寺，完成一次主命功课，
他的每一步都会消除一件过错，提升一个品
级。
”
《穆斯林圣训集：666》先知 T 说：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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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引导你们了解让真主恕饶过错，提升品级
的方法。”众人说：
“好啊！
”真主的使者 T 说：
“完美的小净，尽量去清真寺，礼完一次拜候
继续等下一番拜，这才是戒备。
”
《穆斯林圣训
集：251》 又说：“任何人每一次白天或夜晚
去清真寺，每次真主都为他预备天园的住宿。
”
《众圣训学家一致公认 ：662，669》
有关礼拜的几点重点：
1． 对男子来说到清真寺参加集体礼
拜是必须做到的“瓦直布”。圣训说：
“我确想
命人成班立拜，然后我去那些不跟我们一起礼
拜的人家，去烧他们。
”
《众圣训学家一致公认：
651、2420》
2． 尽早地稳定、庄重的去清真寺。
3． 进入清真寺时，先迈右脚，同时念
祈祷词：（اﻟﻠﻬﻢ اﻓﺘﺢ ﻟﻲ أﺑﻮاب رﺣﻤﺘﻚ主啊，求你为
我开启你慈善的大门）
《穆斯林圣训集：1652》
是圣行。
4． 进了清真寺，在坐下之前献礼两拜
庆寺拜是圣行。阿布·古塔代的传述：主的使
者说：“你们中谁进了清真寺后，在坐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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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礼两拜。”（众穆斯林学者一致公认 444、
714）
5． 拜中必须遮蔽羞体。男子的羞体从
脐至膝，妇女的全身皆为羞体，只有脸在拜中
不为羞体。
6． 礼拜的条件之一是面向朝向，除非
有理由，如卧病无法面向朝向。
7． 必须在拜时之内完成拜功。时间没
到就礼拜则无效，延误礼拜直到拜时逝去是受
禁止的。
8． 尽量及时参加集体礼拜，尽可能地
站在第一班，等待成班礼拜。艾布·胡莱伊莱
的传述：主的使者 T 说：
“若是人知道唤礼与
第一班的好处，而他们除了抽签以外无法解
决，他们必会抽签。若是他们知道提前到的益
处他们就会争先。”（众穆斯林学家一致公认
437、615）使者 T 又说：
“你们中的人只要是
为了礼拜，他就是在拜中。”
《布哈里圣训集：
649，穆斯林圣训集：659》
礼拜时间
晌礼:从日偏开始至物影一倍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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晡礼:从物影一倍时开始，至日落止。
昏礼:从日落起，至红霞散尽止。
宵礼:从红霞散尽时起，至半夜时止。
晨礼:从黎明至日出。
不可礼拜的地方：
1． 坟地。圣人 T 说：
“所有的土地都
是清真寺，除了厕所与坟地。
”
（五位圣训学者
传述）至于殡礼则可以在坟地举行。
2． 朝向坟墓礼拜。阿必马尔塞德·阿
尔鄂那维的传述：我听真主的使者 T 说：
“你
们不可朝向坟墓礼拜，也不可坐在上面。
”
《穆
斯林圣训集：973》
3． 骆驼圈，即养骆驼的地方，也不可
以在污秽的地方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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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的仪式：
礼拜时必须先举意，如同其它的宗教功
课一样必须先举意。
礼拜的形式如下:
1－ 礼拜者的整个身体须面向朝向，不
可偏斜和左顾右盼。
2－ 念入拜的大赞词“（”أﷲ أآﺒﺮ真主至
大），同时将双手抬至与两肩或两耳平齐。
3－ 将右手放在左手的手背上，置双手
于胸前。
4－ 念开拜的祈祷词: اﻟﺤﻤﺪ ﷲ ﺣﻤﺪا آﺜﻴﺮا ﻃﻴﺒﺎ
（ﻣﺒﺎرآﺎ ﻓﻴﻪ许多美好吉庆的赞美全归真主。
）
《穆
斯林圣训集：600》或
ﺳﺒﺤﺎﻧﻚ اﻟﻠﻬﻢ وﺑﺤﻤﺪك وﺗﺒﺎرك اﺳﻤﻚ وﺗﻌﺎﻟﻰ ﺟﺪك وﻻ
إﻟﻪ ﻏﻴﺮك
（主啊，藉着你的恩典，赞颂你超绝万
物，你的尊名真美好，你崇高伟大，除你之外
再无应受崇拜者。）
《艾布·达乌德：242》
《提
尔弥兹：775》或其它的开拜词，最好每次都
有变化，而不是每次都念一种祈祷词，如此较
能心中贯注，更为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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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念求护词“”أﻋﻮذ ﺑﺎﷲ ﻣﻦ اﻟﺸﻴﻄﺎن اﻟﺮﺟﻴﻢ
（我求真主护佑，免遭受驱逐的恶魔的伤害）
。
6－ 念“”ﺑﺴﻢ اﷲ اﻟﺮﺣﻤﻦ اﻟﺮﺣﻴﻢ
（以普慈特慈
的真主之名）。念古兰经首章“法啼哈”:
ﻥ
ﻴ ﹺﻭ ﹺﻡ ﺍﻟﺩ ﻴ ﻙ
 ﺎِﻟﻴ ﹺﻡ ﻤﺭﺤ ﻥ ﺍﻟ
ﻤ ﹺ ﺤ
 ﺭ ﻥ ﺍﻟ
 ﻴﺎﹶﻟﻤﺏ ﺍ ﹾﻟﻌ
 ﺭ ﻪ ﺩ ِﻟﱠﻠ ﻤ ﺤ
 ﺍ ﹾﻟ
ﻥ
 ﻴﻁ ﺍﱠﻟﺫ
ﺍ ﹶﺼﺭ
 ﻡ ﻴﺴ ﹶﺘﻘ
 ﻤ ﻁ ﺍ ﹾﻟ
ﺍ ﹶﺼﺭ
 ﻨﺎ ﺍﻟﻫﺩ ﻴﻥ ﺍﺴ ﹶﺘﻌ
 ﻙ ﹶﻨ
 ﺎﻭِﺇﻴ ﺩ ﺒ ﻌ ﻙ ﹶﻨ
 ﺎِﺇﻴ

ﺎﻟﱢﻴﻥﻻ ﺍﻟﻀﻡ ﻭ ﻴ ﹺﻬ ﻋﹶﻠ
 ﺏ
ﻭ ﹺﻤ ﹾﻐﻀ ﻴﺭﹺ ﺍ ﹾﻟ ﻏ
ﻡ ﹶ ﻴ ﹺﻬ ﻋﹶﻠ
 ﺕ
ﻤ ﹶ ﻌ َﺃ ﹾﻨ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众世界的主，至
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我们只崇拜你，只
求你襄助，求你引领我们正路，你所襄助者的
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
）
完毕后，念 "（"ﺁﻣﻴﻦ主啊，求你接受我们的祈
祷！）
7－ 然后诵读其它《古兰经》章节。
8－ 鞠躬：鞠躬时先抬双手与两肩平齐，
并念大赞词“（”أﷲ أآﺒﺮ真主至大）。鞠躬时双
手十指张开抓着两膝，念“（”ﺳﺒﺤﺎن رﺑﻲ اﻟﻌﻈﻴﻢ赞
颂我伟大的主超绝万物。）圣行应念三遍，也
可有所增减，即使只念一遍也可。
9－ 然后从鞠躬中起身，并念“ ﺳﻤﻊ اﷲ ﻟﻤﻦ
（”ﺣﻤﺪﻩ真主听到了赞颂者对他的赞颂。
）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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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抬起双手与两肩平齐。跟拜的人不念这
一句，而应念“（”رﺑﻨﺎ و ﻟﻚ اﻟﺤﻤﺪ我们的主啊，
一切赞颂属于你。）放下双手后，将右手放在
左手的手背上，置双手于胸前。
10－起身后站立时念:（我们的主啊，一
切赞颂属于你，对你的赞颂充满了天地之间及
你所意欲的一切事物。
）
《穆斯林圣训集：771》
رﺑﻨﺎ ﻟﻚ اﻟﺤﻤﺪ ﻣﻞء اﻟﺴﻤﺎوات وﻣﻞء اﻷرض وﻣﻞ ﻣﺎ
ﺑﻴﻨﻬﻤﺎ و ﻣﻞء ﻣﺎ ﺷﺌﺖ ﻣﻦ ﺷﻲء ﺑﻌﺪ
11－然后叩第一个头念大赞词“”أﷲ أآﺒﺮ
（真主至大）。叩头时，身体的七处部位应同
时着地:额头、鼻尖、双手、双膝、双脚脚趾。
两臂张开，不要贴在两肋上；两脚的脚趾尖冲
着朝向的方向。叩头时念
“”ﺳﺒﺤﺎن رﺑﻲ اﻷﻋﻠﻰ
（赞颂我至高无上的主
超绝万物。）依照圣行应念三遍，也可有所增
减，即使只念一遍也可。在叩头时多作祈祷是
受喜的事，这是祈祷被应承的地方。
12－然后从叩头中起身，同时念大赞词
“”أﷲ أآﺒﺮ
（真主至大）。坐于左脚之上，立起
右脚；左右手分别放在左右大腿接近膝盖处。
在这个小坐里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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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رب اﻏﻔﺮﻟﻲ رب اﻏﻔﺮ ﻟﻲ主啊，求你饶恕
我，求你恕饶我。）
13－ 然后第二次叩头，形式与第一次叩
头相同。
14－ 从第二次叩头中起身，同时念大赞
词“（”أﷲ أآﺒﺮ真主至大）。端正站立。
15－第二拜的做法与第一拜相同，只是
不念开拜词和求护词。第二拜的第二次叩头后
中坐，念“台善呼德”（证祷词），在念到
（ أﺷﻬﺪ أن ﻻ إﻟﻪ إﻻ اﷲ وأﺷﻬﺪ أن ﻣﺤﻤﺪا ﻋﺒﺪﻩ
（）ورﺳﻮﻟﻪ我作证，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者。
我作证，穆罕默德 T 是主的仆人，是主的使
者。
）时抬起食指示意。
“台善呼德”
（证祷词）
是这样的:
ﻲ
 ﺎ ﺍﻟ ﱠﻨ ﹺﺒﻴﻬ ﻴ ﹶﻜﻡ َﺃ ﹶﻠﻡ ﻋ ﻼﺕ ﺍﻟﺴ
ﺎ ﹸﻴﺒﻁ
ﺍﻟ ﱠﺕ ﻭ
ﺍ ﹸﺼﹶﻠﻭ
 ﺍﻟﻪ ﻭ ﺕ ِﻟﱠﻠ
ﺎ ﹸﺤﻴ
 ﺍﻟ ﱠﺘ
ﻥ
 ﻴﺎِﻟﺤﻪ ﺍﻟﺼ ﺩ ﺍﻟﱠﻠ ﺎﻋﺒ
 ﻋﻠﹶﻰ
 ﻭ ﻴﻨﹶﺎ ﻋﹶﻠ
 ﻡ ﻼﻪ ﺍﻟﺴ ﺭﻜﹶﺎﺘﹸ ﺒ ﻭ ﻪ ﺔ ﺍﻟﱠﻠﺤﻤ
 ﺭ ﻭ
 ﻭَﺃ ﻪ  ﺇِﻻ ﺍﻟﱠﻠﻥ ﻻ ﺇِﹶﻟﻪ
ﻥ ﻤﺤﻤﺩﹰﺍ ﻋﺒﺩﻩ ﻭﺭﺴﻭﻟﻪ
 ﺩ َﺃ ﻬ ﺸ
َﺃ ﹾ
（所有的致敬，祈祷与善功都归于真主。
先知啊，主的安宁、慈悯与吉庆属于你，愿真
主恩赐我们和主的清廉的众仆安宁。我作证，
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者，我作证，穆罕默德
T 是主的仆人和主的使者。《布哈里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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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也有其它的不同作证词。如果礼的是
三拜的礼拜，如:昏礼，或四拜的礼拜，如:
晌礼、晡礼和宵礼，礼拜者在念到这里时起立，
）”（真主至大أﷲ أآﺒﺮ“同时念大赞词
。起立后
抬双手与两肩齐平，然后在站立中将右手放在
左手手背上，置双手于胸前。进入下面的礼拜，
其形式与第二拜相同。但只念“法啼哈”，不
。再念其它经文
末坐时念：
اﻟﺘﺤﻴﺎت ﷲ واﻟﺼﻠﻮات واﻟﻄﻴﺒﺎت اﻟﺴﻼم ﻋﻠﻴﻚ أﻳﻬﺎ اﻟﻨﺒﻲ
و رﺣﻤﺔ اﷲ و ﺑﺮآﺎﺗﻪ اﻟﺴﻼم ﻋﻠﻴﻨﺎ و ﻋﻠﻲ ﻋﺒﺎد اﷲ اﻟﺼﺎﻟﺤﻴﻦ
أﺷﻬﺪ أن ﻻ اﻟﻪ اﻻ اﷲ وأﺷﻬﺪ أن ﻣﺤﻤﺪاﻋﺒﺪﻩ ورﺳﻮﻟﻪ
。（所有的致敬，祈祷与善功都归于真主
先知啊，主的安宁、慈悯与吉庆属于你，愿真
主恩赐我们和主的清廉的众仆安宁。我作证，
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者，我作证，穆罕默德
）。T 是主的仆人和主的使者
ﺖ
ﺻﻠﱠﻴـ َ
ل ﻣُﺤﻤﱠﺪ ،آَﻤـﺎ َ
ﻞ ﻋَﻠـﻰ ﻣُﺤﻤﱠـﺪَ ،وﻋَﻠـﻰ ﺁ ِ
ﺻﱢ
اﻟّﻠﻬُـ ﱠﻢ َ
ك
ﻚ ﺣَﻤـﻴ ٌﺪ ﻣَﺠـﻴﺪ  ،اﻟّﻠﻬُـ ﱠﻢ ﺑﺎ ِر ْ
ل إﺑْﺮاهـﻴﻢِ ،إ ﱠﻧ َ
ﻋَﻠـىﺈﺑْﺮاهـﻴ َﻢ َوﻋَﻠـﻰ ﺁ ِ
ﺖ ﻋﻠﻰ إﺑْﺮاهـﻴ َﻢ
ل ﻣُﺤﻤﱠـﺪ ،آَﻤـﺎ ﺑﺎ ِر ْآ َ
ﻋَﻠـﻰ ﻣُﺤﻤﱠـﺪَ ،وﻋَﻠـﻰ ﺁ ِ
ﻚ ﺣَﻤـﻴ ٌﺪ ﻣَﺠـﻴﺪ .
ل إﺑْﺮاهﻴﻢِ ،إ ﱠﻧ َ
َوﻋَﻠـﻰ 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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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求你祝福穆罕默德 T 和他的眷
属，如同你祝福伊布拉欣圣人和他的眷属一
样，你确是受赞的、光荣的。主啊，求你降吉
庆给穆罕默德 T 圣人和他的眷属，就如同你
降吉庆给伊布拉欣和他的眷属一样，你确是受
赞的、光荣的。
）
然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向真主祈求今后
两世的福利。
圣训中的祈祷词
再念：
اﻟﻠﻬﻢ أﻋﻮذ ﺑﻚ ﻣﻦ ﻋﺬاب اﻟﻘﺒﺮو ﻣﻦ ﻋﺬاب اﻟﻨﺎر وﻣﻦ ﻓﺘﻨﺔ
اﻟﻤﺤﻴﺎ و اﻟﻤﻤﺎت وﻣﻦ ا ﻓﺘﻨﺔ اﻟﻤﺴﻴﺢ اﻟﺪﺟﺎل
（主啊，求你护佑我免遭坟墓和火狱的
惩罚，求你保佑我免遭生与死的磨难，免遭骗
子手‘麦斯哈·旦夹利’的灾难。
）
然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可以向真主祈求
今后两世的一切福利。
16－ 最后，先右，后左说“赛俩目”:
“（”اﻟﺴﻼم ﻋﻠﻴﻜﻢ ورﺣﻤﺔ اﷲ愿主赐予你们安
宁和慈悯。
）结束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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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٧－ 在晌礼、晡礼、昏礼、宵礼的末坐
时，礼拜者的坐姿是:立起右脚，左脚从右小
腿下伸出，臀部坐在地上。与中坐时一样把双
。手放在两大腿上
拜后的赞词
َأﺳْـ َﺘ ْﻐ ِﻔ ُﺮ اﷲ َأﺳْـ َﺘ ْﻐ ِﻔ ُﺮ اﷲ َأﺳْـ َﺘ ْﻐ ِﻔ ُﺮ اﷲ
）（我祈求真主的饶恕，三遍
ل
ﺖ ﻳﺎ ذا اﻟﺠَـﻼ ِ
ﻚ اﻟﺴﱠﻼم  ،ﺗَﺒﺎ َر ْآ َ
ﺖ اﻟﺴﱠﻼ ُم َ ،وﻣِـ ْﻨ َ
اﻟّﻠﻬُـ ﱠﻢ َأﻧْـ َ
ﻹآْـﺮام .
وَا ِ
ﺤﻤْﺪ،
ﻚ وﻟ ُﻪ اﻟ َ
ﻚ ﻟﻪُ ،ﻟ ُﻪ اﻟﻤُـ ْﻠ ُ
ﻻ اﻟّﻠ ُﻪ وﺣ َﺪ ُﻩ ﻻ ﺷﺮﻳ َ
ﻻ إﻟ َﻪ إ ّ
ﻞ ﺷَﻲ ٍء ﻗَﺪﻳﺮ،
وه َﻮ ﻋﻠﻰ آ ّ
ﻲ ﻟِﻤﺎ َﻣﻨَـﻌْﺖ ،وَﻻ
ﻋﻄَـﻴْﺖ ،وَﻻ ُﻣ ْﻌﻄِـ َ
اﻟّﻠﻬُـ ﱠﻢ ﻻ ﻣﺎ ِﻧ َﻊ ﻟِﻤﺎ َأ ْ
ﻚ اﻟﺠَـﺪ .
َﻳ ْﻨﻔَـ ُﻊ ذا اﻟﺠَـ ﱢﺪ ِﻣﻨْـ َ
ﻻ
ﻻ اﻟﻠّـﻪ ،وَﻻ َﻧﻌْـﺒُـ ُﺪ ِإ ّ
ﻻ ﺑِﺎﷲِ ،ﻻ إﻟ َﻪ إ ّ
ل وَﻻ ﻗـ ﱠﻮ َة ِإ ّ
ﻻ ﺣَـ ْﻮ َ
ﻻ اﻟّﻠ ُﻪ
إﻳّـﺎﻩَ ،ﻟ ُﻪ اﻟ ﱢﻨﻌْـ َﻤ ُﺔ َوَﻟ ُﻪ اﻟ َﻔﻀْﻞ َوَﻟ ُﻪ اﻟﺜﱠـﻨﺎ ُء اﻟﺤَـﺴَﻦ ،ﻻ إﻟ َﻪ إ ّ
ﻦ َوَﻟ ْﻮ آَـ ِﺮ َﻩ اﻟﻜـﺎﻓِﺮون .
ﻦ ﻟَـ ُﻪ اﻟﺪﱢﻳ َ
ﺨﻠِﺼـﻴ َ
ﻣْ
。（主啊，你是和平的主、安宁来自你
拥有尊严与荣耀的主啊，你真伟大！除真主外
再无应受崇拜者，他独一无偶，绝无伙伴。所
有的权利和赞颂都属于他。他对于万事是全能
的。主啊，你欲赐予的，绝没有阻挡者；你欲
。阻止的，绝无施予者。你使有权势者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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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无力，只凭借真主。除真主外再无应受崇
拜者，我们只崇拜他，一切恩惠与美好的赞美
都属于他。除真主外再无应受崇拜者，我们虔
诚地恪守正教，即使不信主的人们厌恶。）
晨礼和昏礼后念诵以下这段赞词十遍是
嘉行:
،ﺤﻤْﺪ
َ ﻚ وﻟ ُﻪ اﻟ
ُ  ﻟ ُﻪ اﻟﻤُﻠ،ُﻚ ﻟﻪ
َ ﻻ اﻟّﻠ ُﻪ وﺣْـ َﺪ ُﻩ ﻻ ﺷﺮﻳ
ّ ﻻ إﻟ َﻪ إ
ﺖ و ُه َﻮ ﻋﻠﻰ ُآﻞّ ﺷﻲ ٍء ﻗﺪﻳﺮ
ُ ﻳُﺤﻴـﻲ َوﻳُﻤـﻴ
（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者，他独一无
偶，绝无伙伴。所有的权利和赞颂都属于他。
他执掌生死。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然后念:
ﷲ أآْـﺒَﺮ
ُ  وا، ﺤﻤْـ ُﺪ ﷲ
َ  واﻟ،ِن اﷲ
َ ﺳُـﺒْﺤﺎ
（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一切赞颂全归真
主；真主至大。
）各 33 遍。
最后念这一段赞词来完成一百遍:
،ﺤﻤْﺪ
َ ﻚ وﻟ ُﻪ اﻟ
ُ  ﻟ ُﻪ اﻟﻤُـ ْﻠ،ُﻚ ﻟﻪ
َ ﻻ اﻟّﻠ ُﻪ وﺣ َﺪ ُﻩ ﻻ ﺷﺮﻳ
ّ ﻻ إﻟ َﻪ إ
ﻞ ﺷَﻲ ٍء ﻗَﺪﻳﺮ
ّ وه َﻮ ﻋﻠﻰ آ
（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者，他独一无
偶，绝无伙伴。所有的权利和赞颂都属于他。
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在每番拜后念“阿耶台·库尔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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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章》：255），和《忠诚章》、《曙光章》、《世
人章》个一遍。晨礼和昏礼拜后，诵读三遍是
嘉行。
赶拜
因迟到没有赶上拜功的一拜或几拜时，
应在伊玛目结束礼拜以后，将所差的拜数补
上。以赶上同伊玛目一起鞠躬，作为赶上一拜
的标准。如果没能赶上与伊玛目一起鞠躬，就
未赶上这一拜。迟到者到清真寺之后，无论人
们处于礼拜的哪一个环节:立站、鞠躬还是叩
头……，他都应当立即加入到集体礼拜中，而
不应等到他们起立进入下一拜后再加入礼拜。
加入礼拜时，应首先站立着念入拜的大赞词，
但如病人等无法站立的人则不必站立。
坏拜的事项
1－ 故意讲话，即使是只言片语。
2－ 整个身体偏离了朝向。
3－ 下气和所有使大小净失效的事项。
4－ 连续、频繁的多余动作。
5－ 大笑，即使只是片刻。
6－ 故意在拜中增加鞠躬、叩头、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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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跪坐的次数。
7－ 故意将动作提前于领拜的伊玛目。
礼拜的必行事项“瓦直布”
（）واﺟﺒﺎت اﻟﺼﻼة
1－ 拜内的各大赞词，入拜时的大赞词
除外。
2－ 鞠躬时念“（”ﺳﺒﺤﺎن رﺑﻲ اﻟﻌﻈﻴﻢ赞颂我
伟大的主超绝万物。
）
3－ 独自礼拜者或伊玛目鞠躬后起身时
念：
“（”ﺳﻤﻊ اﷲ ﻟﻤﻦ ﺣﻤﺪﻩ真主听到了赞颂者对
他的赞颂。
）
4－ 鞠躬起身后念“（”رﺑﻨﺎ و ﻟﻚ اﻟﺤﻤﺪ我们
的主啊，一切赞颂属于你。）
5－ 叩头时念“”ﺳﺒﺤﺎن رﺑﻲ اﻷﻋﻠﻰ
（赞颂我
至高无上的主超绝万物。
）
6－ 在两叩头之间的小坐中念:
“（”رب اﻏﻔﺮﻟﻲ主啊，求你饶恕我。
）
7－ 中坐的证祷词（台善呼德）。
8－ 中坐时的跪坐。
礼拜的基本要素（）أرآﺎن اﻟﺼﻼة
1－主命拜时，有能力者立站。副功并不
一定要站立，但坐着礼副功拜只有站者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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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赐。
2－ 入拜的大赞词。
3－ 每一拜中的每一拜念古兰经首章
“法啼哈”
。
4－ 鞠躬。
5－ 鞠躬起身后稳定地站立。
6－ 身体七个部位着地的叩头。
7－ 两叩头之间的小坐。
8－ 拜中的一切动作肃穆稳定。
9－ 末坐的证祷词。
10－ 末坐时的跪坐。
11－ 祝福先知。
12－ 说“赛俩目”出拜。
13－ 各项要素依照顺序完成。
弥补拜中的失误
失误就是遗忘，如果拜中出现失误（增
加或加少了拜功中的事项，或怀疑有所增减）
时，为弥补失误而叩的两个头。
如果在拜中由于失误而增加了动作，如：
增加了站立或鞠躬、中坐的次数。则应在说“赛
俩目”之后叩两次头，再次说“赛俩目”出拜。
如果忘做了一项拜功的基本要素（鲁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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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开始第二拜的念词之前发现，可以立即补
上遗忘的动作，然后继续他的礼拜，最后作弥
补错误的叩头。如果在开始第二拜的念词之后
才发现失误他的上一拜因为欠缺（鲁昆）而作
废，把现在的这一拜作为代替，继续完成拜功，
在做弥补失误的口头。如果在说了“色俩目”
出拜之后，才发现失误了一项拜功的基本要素
（鲁昆），若是间隔时间不长，立即补一拜，
然后补叩头；若间隔时间久了，或是没有小净
了，必须重新礼拜。
如果遗忘了拜中一项必行的事项“瓦直
布”
，例如：中坐的祈祷词“台善乎德”
，或其
它一间必行事项，他应在说“色俩目”出拜之
前做弥补错误的两个叩头。
在怀疑的情形下，如果怀疑自己礼拜的
拜数，例如：是礼两拜还是三拜？他就以少的
拜数为基准，因为缺少的拜数是他确认的。然
后叩两个头，出“色俩目”出拜。
拜后做弥补错误的叩头。如果怀疑自己
在拜中少做了一项拜功的基本要素（鲁昆），
他就当作自己确是少做了，立即补上这基本要
素，然后依序完成礼拜，做了弥补错误的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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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己怀疑，而认为较有可能，就依
照自认较有可能的情形完成礼拜，然后做弥补
错误的叩头。
主命拜前后的圣行拜
每一位居家的穆斯林，最好坚持做主命
拜前后的十二拜圣行拜:晌礼前四拜，晌礼后
两拜，昏礼后两拜，宵礼后两拜，晨礼前两拜。
温姆·哈比拜传述：先知 T 说:“任何一个穆
斯林只要在每昼夜礼十二拜，真主就会为他在
天堂里就会为他建成一所家园。
”
《穆斯林圣训
集：728》
主命前后的圣行拜以及其它的副功拜最
好是在自己家里礼。贾米尔·塞·阿卜杜拉传
述：使者 T 说：
“如果你们中任何人在清真寺
里礼完一次拜，让他的家也能被用来礼拜，真
主使他家里的礼拜有好处。”
《穆斯林圣训集：
778》
使者 T 又说：“…除了主命的拜功之外，
人们最好的礼拜是他在家里的礼拜。”
《圣训学
家一致公认：781、6113》
穆斯林还应礼“威特尔”拜（奇数拜）
。
这是被肯定的圣训。它的时间是从宵礼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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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至黎明显现时止。对于那些确认能在夜间
礼副功拜的人，最贵重的时间是夜末做“威特
尔”拜。“威特尔”拜和晨礼之前的圣行拜，
是先知 T 无论在居家时还是在旅行中都未曾
放弃过的拜功。最少的“威特尔”拜是一拜。
圣人在夜间礼过十一拜，阿依萨传述：“圣人
T 在夜间礼十一拜，其中有一拜是威特尔。”
《穆斯林圣训集：736》
夜间的礼拜时两拜一计算，伊本·欧麦
尔传述：
“有人询问圣人 T 夜间的礼拜，真主
的使者 T 说：
‘夜间的礼拜是两拜、两拜的礼，
如果你们眼见晨礼的时间到了，就礼一拜，作
为威特尔’
”《穆斯林圣训集：749》
有时在威特尔鞠躬之后念“古奴台”祈
祷词是嘉行。圣人 T 曾经教导哈三·本·阿
里一些威特尔的祈祷词，但并非每次都念，因
为多数传述者都没有记忆使者的“古奴台”
。
对于没能在夜间礼拜的人，可以在白天
还补双数拜，礼两拜或四拜或六、八、十、十
二拜，因为使者 T 曾经做过。
晨礼的两拜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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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的无论是在居家还是在旅行中都没
有放弃过晨礼的两拜圣行。阿依萨传述：“圣
人 T 最注重的副功拜就是晨礼前的两拜圣
行。”（圣训学家一致公认：724、1163）圣人
T 曾这样叙述这两拜：“它们对我来说，胜过
今世的一切。
”《穆斯林圣训集：725》
在这里两拜中，第一拜念《古兰经》第
109《不信道的人们章》，第二拜念《古兰经》
112《忠诚章》是圣行，有时在第一拜中念《古
兰经》第二章《黄牛章》136 节，第二拜念《古
兰经》第三章六十四节。
简短地礼这两拜也是圣行，因为使者 T
如此做过，没有赶上在晨礼前做的人，可以在
拜后补礼，最好是在等到日出高达一丈后直至
正午。
上午的礼拜（都哈拜）：这是皈依真主的
人们所礼的拜，是被肯定的圣行，有许多圣训
鼓励人们礼这个拜。
阿布·哲尔传述：圣人 T 说：
“你们的每
一个关节都要施舍，每一次赞主清高都是施
舍，每一次感赞真主都是施舍，每一次赞主独
一都是一次施舍，每一次赞主至大都是一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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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命人行善是施舍，止人作恶也是施舍。而
两拜‘都哈拜’能取代这一切。
”
《穆斯林圣训
集：1720》艾布·胡莱伊莱传述：圣人 T 说：
“我的挚友叮嘱我，至死不应放弃三件事，每
月斋戒三天、‘都哈拜’、‘威特尔’拜。”（众
圣训学家一致公认：721，1178）
礼“都哈拜”最好的时间是旭日高升之
后，直到正午，最少两拜，最多没有限制。
禁止礼拜的时间：
有些时间不能礼拜。
1． 晨礼后至日出一丈高以前。
2． 太阳正中午，直到太阳开始偏西。
3． 晡礼之后直到日落。
但是，任由一些因素能在这些禁止的时
间内礼拜。如：进清真寺的两拜、殡礼、日食
拜、环绕天房的两
等等。也可以在这些时间内还补欠缺的
主命拜功。圣人 T 说：“任何人遗忘了拜功，
或睡觉延误了拜功，补偿的方法就是当及时还
补上。
”
（圣训学家一致公认：597，684）也可
以还补晨礼的两拜圣行拜，或在晡礼后还补未
及时礼的晌礼圣行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