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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作者序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我们赞颂他，求他援助，求他恕
饶，求真主保佑我们远离邪恶的秉性及罪恶，谁得到真主
的引领，没有人再能使他迷误；真主使谁迷误，没有人再
能引领他。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没有真正应受崇拜的
主宰，他是独一无二的主；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
仆人、使者和爱友。愿真主赐福他、他的家人、他的圣门
弟子以及所有遵循他们正道的人，直到复生日。
这是一篇关于“副功拜”的、简明扼要的文章，我在
其中为大家阐明了《副功拜》的含义、贵重性和它的种类；
以及作为一名穆斯林想要了解它时所需要的《古兰经》和
《圣训》中的证据。我确从伊斯兰学者阿布杜阿齐兹·本·阿
布杜拉·本·巴兹的决策中受益很多，求主光耀他的坟园，
升高他在最高天堂中的品级。
我求至高无上的真主接受这项工作，并使之吉祥，虔
诚为主，使我在生前死后都能以此获益，使所有读到它的
人都能受益。的确，他是超绝万物的主，负责的、慷慨的
主，他使我们满足，是最好的监护者；无能为力，只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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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真主；真主确已赐福他的仆人、他的使者，人类中最
优秀者，我们的先知、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楷模——穆罕
默德·本·阿布杜拉——和他的家人、众圣门弟子，以及
所有遵循他们的正道的人，直到复生日。

作者序

伊历 1420/11/20 星期六，昏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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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功拜
第一篇:副功拜的意义
所有额外的、自愿做的功修。做额外功修的人都是行
善的人，也就是做副功的人。
清高的真主说：

١٨٤: ﺍﻵﻳﺔ، ﺳﻮﺭﺓ ﺍﻟﺒﻘﺮﺓ  ﹶﻓ ﹶﻤﻦ ﹶﺗ ﹶﻄ ﱠﻮ ﹶﻉ ﹶﺧ ﹾ ﹰﲑﺍ ﹶﻓ ﹸﻬ ﹶﻮ ﹶﺧ ﹾ ﹲﲑ ﱠﻟ ﹸﻪ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自愿行善者，必获更多的善报。】

①

P0F

副功：即是身为穆斯林自愿做的，而不是主命的功修。

①

《黄牛章》第 18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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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副功拜的优越性
第一章
它能完美和弥补欠缺的主命拜
泰米慕·达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ﺃﻭﻝ ﻣﺎ ﳛﺎﺳﺐ ﺑﻪ ﺍﻟﻌﺒﺪ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ﺻﻼﺗﻪ: ﻣﺮﻓﻮﻋ ﹰﺎ ﻋﻦ ﲤﻴﻢ ﺍﻟﺪﺍﺭﻱ

 ﺍﻧﻈﺮﻭﺍ ﻫﻞ ﲡﺪﻭﻥ: ﳌﻼﺋﻜﺘﻪ  ﻭﺇﻥ ﱂ ﻳﻜﻦ ﺃﲤﱠﻬﺎ ﻗﺎﻝ ﺍﷲ،ﻓﺈﻥ ﻛﺎﻥ ﺃﲤﱠﻬﺎ ﻛﹸﺘﺒﺖ ﻟﻪ ﺗﺎﻣﺔ

 ﺛﻢ ﺗﺆﺧﺬ ﺍﻷﻋﲈﻝ ﻋﲆ، ﺛﻢ ﺍﻟﺰﻛﺎﺓ ﻛﺬﻟﻚ،ﺗﻄﻮﻉ ﻓﺘﻜﻤﻠﻮﻥ ﲠﺎ ﻓﺮﻳﻀﺘﻪ
ﻟﻌﺒﺪﻱ ﻣﻦ ﱡ

.ﺣﺴﺐ ﺫﻟﻚ«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ﻭﺃﲪﺪ

“复生日，仆人首先受到清算的就是他的拜功。如果
他完美了拜功，那么，就会被记录在‘完美拜功者’的行
列之中；如果他没有完美拜功，伟大的真主就会对他的众
天使说：
“你们看看，我的这个仆人有没有副功拜，如果有，
你们就用它去补全他的主命拜吧！”然后天课也是如此，所
有的工作都以此类推。

①

①
P1F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864，866 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425 段，
《艾哈默德圣训集》
4/65，103；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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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副功拜能升高品级，消除过错
真主使者的仆人梢巴努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对他说：

ﻋﻦ ﺛﻮﺑﺎﻥ ﻣﻮﱃ ﺭﺳﻮﻝ ﺍﷲ ^ ،ﻋﻦ ﺍﻟﻨﺒﻲ ^ ﺃﻧﻪ ﻗﺎﻝ ﻟﻪ» :ﻋﻠﻴﻚ ﺑﻜﺜﺮﺓ

ﱠ
ﻭﺣﻂ ﻋﻨﻚ ﲠﺎ ﺧﻄﻴﺌﺔ«
ﺍﻟﺴﺠﻮﺩ؛ ﻓﺈﻧﻚ ﻻ ﺗﺴﺠﺪ ﷲ ﺳﺠﺪ ﹰﺓ ﺇﻻ ﺭﻓﻌﻚ ﺍﷲ ﲠﺎ ﺩﺭﺟ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你应该多多的叩头，因为你为真主所叩的每一个头，
①
P2F

”。真主都会以此升高你的一个品级，消除你的一个过错

《穆斯林圣训集》第 488 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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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多礼副功拜是进天堂陪伴使者的最大因素之一
莱比阿·本·开阿拜·艾勒艾斯莱米（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

 ﻓﺂﺗﻴﻪ،^  ﻛﻨﺖ ﺃﺑﻴﺖ ﻣﻊ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ﺭﺑﻴﻌﺔ ﺑﻦ ﻛﻌﺐ ﺍﻷﺳﻠﻤﻲ

ﻏﲑ
 ﻗﺎﻝ » ﹶﺃﻭ ﹶ، ﺃﺳﺄﻟﻚ ﻣﺮﺍﻓﻘﺘﻚ ﰲ ﺍﳉﻨﺔ: ﻓﻘﻠﺖ،« »ﺳﻞ: ﻓﻘﺎﻝ ﱄ،ﺑﻮﺿﻮﺋﻪ ﻭﺣﺎﺟﺘﻪ
 »ﻓﺄﻋﻨﱢﻲ ﻋﲆ ﻧﻔﺴﻚ ﺑﻜﺜﺮﺓ ﺍﻟﺴﺠﻮﺩ«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ﻗﺎﻝ، ﻫﻮ ﺫﺍﻙ:ﺫﻟﻚ؟« ﻗﻠﺖ
我曾经陪同圣人（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过夜，

我为他准备了洗小净的水和他所需之物，他对我说：
“你要
求吧！”我说：“我要求在天堂里陪伴您。”他（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还有其它的吗？”我说：“仅此而
已。”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那你就以多多
地叩头为你自己来帮助我吧！”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489 段

①
P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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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副功拜是在圣战，学习和教授知识之后最贵重的
身体功修
梢巴努（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真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ﻭﺍﻋﻠﻤﻮﺍ ﺃﻥ، »ﺍﺳﺘﻘﻴﻤﻮﺍ ﻭﻟﻦ ﹸﲢﺼﻮﺍ:^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ﺛﻮﺑﺎﻥ

 ﻭﻻ ﹸﳛﺎﻓﻆ ﻋﲆ ﺍﻟﻮﺿﻮﺀ ﺇﻻ ﻣﺆﻣﻦ«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ﻣﺎﺟﻪ، ﺧﲑ ﺃﻋﲈﻟﻜﻢ ﺍﻟﺼﻼﺓ
ﻭﺍﻟﺪﺍﺭﻣﻲ ﻭﺃﲪﺪ

“你们应当多多的礼拜，你们应该知道，你们最好的
工作就是礼拜；只有信士才能经常保持小净。”

①

①
P4F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77 段，
《达尔米圣训集》1/168，
《艾哈默德圣训集》5/276，277，
28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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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家中礼副功拜可以给家里带来吉庆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ﺇﺫﺍ ﻗﴣ ﺃﺣﺪﻛﻢ ﺍﻟﺼﻼﺓ ﰲ ﻣﺴﺠﺪﻩ:^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ﺟﺎﺑﺮ

ﹲ
ﺟﺎﻋﻞ ﰲ ﺑﻴﺘﻪ ﻣﻦ ﺻﻼﺗﻪ ﺧﲑ ﹰﺍ« ﺃﺧﺮﺟﻪ
ﻓﻠﻴﺠﻌﻞ ﻟﺒﻴﺘﻪ ﻧﺼﻴﺒ ﹰﺎ ﻣﻦ ﺻﻼﺗﻪ؛ ﻓﺈﻥ ﺍﷲ

ﻣﺴﻠﻢ

“当你们某人在清真寺里礼完拜后之后（主命拜），让
他在自己的家中也礼一些（副功拜）吧！的确，真主会因
为他的拜功而在其家中降福。”

①
P5F

在宰德·本·沙比特传述的《圣训》中提到：

 »ﻓﺼ ﱡﻠﻮﺍ ﺃﳞﺎ ﺍﻟﻨﺎﺱ ﰲ ﺑﻴﻮﺗﻜﻢ ﻓﺈﻥ ﺃﻓﻀﻞ ﺍﻟﺼﻼﺓ: ﻭﻓﻴﻪ ﻋﻦ ﺯﻳﺪ ﺑﻦ ﺛﺎﺑﺖ
ﺻﻼ ﹸﺓ ﹺ
ﺍﳌﺮﺀ ﰲ ﺑﻴﺘﻪ ﺇﻻ ﺍﳌﻜﺘﻮﺑ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人们啊！你们应该在你们的家中礼拜，除主命拜之
外，最好的拜功就是一个人在他家中所礼的拜。”

②
P6F

在穆斯林的传述中提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78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73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1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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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ﻓﻌﻠﻴﻜﻢ ﺑﺎﻟﺼﻼﺓ ﰲ ﺑﻴﻮﺗﻜﻢ؛ ﻓﺈﻥ ﺧﲑ ﺻﻼﺓ ﺍﳌﺮﺀ ﰲ ﺑﻴﺘﻪ ﺇﻻ ﺍﻟﺼﻼﺓ ﺍﳌﻜﺘﻮﺑ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你们应该在你们的家中礼拜（副功拜），的确，除主
命拜之外，最好的拜功就是一个人在他家中所礼的拜。”

①
P7F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ﺍﺟﻌﻠﻮﺍ ﰲ ﺑﻴﻮﺗﻜﻢ ﻣﻦ: ﻗﺎﻝ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ﺻﻼﺗﻜﻢ ﻭﻻ ﺗﺘﺨﺬﻭﻫﺎ ﻗﺒﻮﺭ ﹰﺍ«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你们应该把你们的家当成礼拜场所，不要把它当成
坟墓。”

②
P8F

伊玛目脑威说：
“之所以鼓励人们在家中礼副功拜，因
为那样可以使人避免沽名钓誉，保护他远离使其功课作废
的因素；并以此给他家中带来吉庆，也是为了能让真主的
慈悯和众天使降临他的家中，并以此将恶魔从其中驱逐出
去。
”

③

P9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81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432，118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77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1/529，《穆斯林圣训集注释》6/314
②

副功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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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副功拜能使仆人获得真主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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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ﺇﻥ ﺍﷲ ﺗﻌﺎﱃ ﻗﺎﻝ :ﻣﻦ ﻋﺎ ﹶﺩ ﱄ
ﹴ
ﺇﱄ ﳑﺎ ﺍﻓﱰﺿﺘﻪ ﻋﻠﻴﻪ ،ﻭﻣﺎ
ﺑﴚﺀ
ﺇﱄ ﻋﺒﺪﻱ
ﱠ
ﻭﻟ ﱠﻴ ﹰﺎ ﻓﻘﺪ ﺁﺫﻧﺘﻪ ﺑﺎﳊﺮﺏ ،ﻭﻣﺎ ﱠ
ﺃﺣﺐ ﱠ
ﺗﻘﺮﺏ ﱠ
ﻛﻨﺖ ﺳﻤﻌﻪ ﺍﻟﺬﻱ ﻳﺴﻤﻊ ﺑﻪ،
ﺇﱄ ﺑﺎﻟﻨﻮﺍﻓﻞ ﺣﺘﻰ ﺃﺣ ﹼﺒﻪ ﻓﺈﺫﺍ ﺃﺣﺒﺒﺘﻪ ﹸ
ﻳﺰﺍﻝ ﻋﺒﺪﻱ ﱠ
ﻳﺘﻘﺮﺏ ﱠ

ﻭﺑﴫﻩ ﺍﻟﺬﻱ ﻳﺒﴫ ﺑﻪ ،ﻭﻳﺪﻩ ﺍﻟﺘﻲ ﻳﺒﻄﺶ ﲠﺎ ،ﻭﺭﺟﻠﻪ ﺍﻟﺘﻲ ﻳﻤﴚ ﲠﺎ ،ﻭﺇﻥ ﺳﺄﻟﻨﻲ
ﻷﻋﻄﻴﻨﻪ ،ﻭﻟﺌﻦ ﺍﺳﺘﻌﺎﺫﲏ ﻷﻋﻴﺬﻧﻪ ،ﻭﻣﺎ ﺗﺮﺩﺩﺕ ﰲ ﳾﺀ ﺃﻧﺎ ﻓﺎﻋﻠﻪ ﺗﺮﺩﺩﻱ ﻋﻦ ﻧﻔﺲ

ﺍﳌﺆﻣﻦ ﻳﻜﺮﻩ ﺍﳌﻮﺕ ﻭﺃﻧﺎ ﺃﻛﺮﻩ ﻣﺴﺎﺀﺗﻪ«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清高的真主说：“谁敌对我的仆人，我就向他宣战
我的仆人用各种善功来接近我，但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一种
善功比他完成我为他所规定的功课更受我的喜爱。我的仆
人不断地用副功来接近我，以便我喜爱他。当我喜爱他时，
我就是他用以听闻的听觉；用以观看的视觉；用以猛攻的
手；是他行走的脚。如果他向我祈求，我必定给予他；若
他向我求护佑，我必定保护他；我做任何事都不会犹豫不
定，但对信士的生命我犹豫了，因为他讨厌死亡，我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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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10F

事实上，真主对仆人的喜爱是建立在仆人坚持完成各
项主命功课——礼拜，封斋，交纳天课，朝觐天房等等之
后，然后又持之以恒地用副功去接近真主的基础上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02 段

副功拜

20

第七章
完美的副功能增加仆人对真主的感谢
圣妻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礼夜间拜礼得双脚都站裂了。她说：

، ﻛﺎﻥ ﻳﻘﻮﻡ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ﺣﺘﻰ ﺗﺘﻔ ﱠﻄﺮ ﻗﺪﻣﺎﻩ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ﹺﱂ ﹶ ﺗﺼﻨﻊ ﻫﺬﺍ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ﻗﺪ ﻏﻔﺮ ﺍﷲ ﻟﻚ ﻣﺎ ﺗﻘﺪﻡ ﻣﻦ ﺫﻧﺒﻚ ﻭﻣﺎ ﱠ:ﻓﻘﺎﻟﺖ
ﺗﺄﺧﺮ؟
. »ﺃﻓﻼ ﺃﻛﻮﻥ ﻋﺒﺪ ﹰﺍ ﺷﻜﻮﺭ ﹰﺍ«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ﻓﻘﺎﻝ
“主的使者啊！真主确已饶恕了您前前后后所有的过
错，您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他说：
“难道我不应该成为
一个感谢主的仆人吗？”

①
P1F

穆尔莱（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ﻏﻔﺮ ﺍﷲ ﻟﻚ ﻣﺎ:ﺗﻮﺭﻣﺖ ﻗﺪﻣﺎﻩ ﻓﻘﻴﻞ ﻟﻪ
 ﺣﺘﻰ ﱠ  ﻗﺎﻡ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ﻋﻦ ﺍﳌﻐﲑﺓ

 »ﺃﻓﻼ ﺃﻛﻮﻥ ﻋﺒﺪ ﹰﺍ ﺷﻜﻮﺭ ﹰﺍ«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ﺗﻘﺪﱠ ﻡ ﻣﻦ ﺫﻧﺒﻚ ﻭﻣﺎ ﺗﺄﺧﺮ؟ ﻗﺎﻝ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礼夜间拜，甚至
双脚都站肿了；有人对他说：
‘真主确已饶恕了您前前后后
所有的过错，您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他说：
“难道我不
应该成为一个感谢的仆人吗？”
①

②
P12F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3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20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3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1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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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允许坐着礼副功拜
在有能力的时候，坐着礼副功拜也是正确的；伊玛目
脑威说：“这是学者们一致公认的。”
同样，站着礼一部分副功拜，再坐着礼另一部分也是
正确的。但是，在礼主命拜中立站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谁
有能力而放弃了立站，他的拜功无效。

①

P13F

的确，有许多《圣训》可证明这一点；如在阿依莎（愿
主喜悦她）的传述关于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礼夜间拜的《圣训》中，她说：

ﻛﺎﻥ ﻳﺼﲇ ﻣﻦ...»:ﻗﺎﻟﺖ، ﺑﺎﻟﻠﻴﻞ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ﰲ ﺻﻼﺓ ﺍﻟﻨﺒﻲ

ﻼ ﻃﻮﻳ ﹰ
ﻭﻟﻴ ﹰ،ﻼ ﻗﺎﺋ ﹰﲈ
ﻼ ﻃﻮﻳ ﹰ
ﻭﻛﺎﻥ ﻳﺼﲇ ﻟﻴ ﹰ، ﻓﻴﻬﻦ ﺍﻟﻮﺗﺮ،ﺍﻟﻠﻴﻞ ﺗﺴﻊ ﺭﻛﻌﺎﺕ
ﻼ

ﻭﺇﺫﺍ ﻗﺮﺃ ﻗﺎﻋﺪ ﹰﺍ ﺭﻛﻊ ﻭﺳﺠﺪ،ﻭﻛﺎﻥ ﺇﺫﺍ ﻗﺮﺃ ﻭﻫﻮ ﻗﺎﺋﻢ ﺭﻛﻊ ﻭﺳﺠﺪ ﻭﻫﻮ ﻗﺎﺋﻢ،ﻗﺎﻋﺪ ﹰﺍ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ﻭﻫﻮ ﻗﺎﻋﺪ

“……他曾经在夜里礼九拜，其中有威特尔（奇数拜）；
有时他长夜地站着礼，有时他长夜地坐着礼；如果他当时
是站着念的，那么，他就站着鞠躬和叩头；如果他当时是

①

《穆斯林圣训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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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14F

”。……坐着念的，那么，他就坐着鞠躬和叩头
她又传述说：

ﻋﻨﻬﺎ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ﻣﺎ ﺭﺃﻳ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ﻘﺮﺃ ﰲ ﳾﺀ ﻣﻦ ﺻﻼﺓ

ﺍﻟﻠﻴﻞ ﺟﺎﻟﺴ ﹰﺎ ﺣﺘﻰ ﺇﺫﺍ ﻛ ﹺﹶﱪ ﻗﺮﺃ ﺟﺎﻟﺴ ﹰﺎ ﺣﺘﻰ ﺇﺫﺍ ﺑﻘﻲ ﻋﻠﻴﻪ ﻣﻦ ﺍﻟﺴﻮﺭﺓ ﺛﻼﺛﻮﻥ ﺃﻭ ﺃﺭﺑﻌﻮﻥ
ﺁﻳﺔ ﻗﺎﻡ ﻓﻘﺮﺃﻫﻦ ﺛﻢ ﺭﻛﻊ«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看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只是
在年纪大了之后才坐着礼夜间拜，当他坐着念到只剩下三
②
P15F

”。十或四十节经文时，他就站起来念它，然后鞠躬
哈夫筛（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ﻋﻦ ﺣﻔﺼ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ﻣﺎ ﺭﺃﻳ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ﲆ ﰲ ﺳﺒﺤﺘﻪ

ﻗﺎﻋﺪ ﹰﺍ ﺣﺘﻰ ﻛﺎﻥ ﻗﺒﻞ ﻭﻓﺎﺗﻪ ﺑﻌﺎﻡ ،ﻓﻜﺎﻥ ﻳﺼﲇ ﰲ ﺳﺒﺤﺘﻪ ﻗﺎﻋﺪ ﹰﺍ ،ﻭﻛﺎﻥ ﻳﻘﺮﺃ ﺑﺎﻟﺴﻮﺭﺓ
ﻓﲑﺗﱢﻠﻬﺎ ﺣﺘﻰ ﺗﻜﻮﻥ ﺃﻃﻮﻝ ﻣﻦ ﺃﻃﻮﻝ ﻣﻨﻬ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我看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只是
在去世前的一年才坐着礼夜间拜。他坐着礼拜，即使再长
③
P16F

”。的章节他都有条不紊地诵读它

。对于有能力的穆斯林站着礼拜比坐着礼拜更贵重
阿布杜拉·本·阿穆鲁（愿主喜悦他俩）传述的《圣
》训
：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30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18，111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48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733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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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ﺻﻼﺓ ﺍﻟﺮﺟﻞ ﻗﺎﻋﺪ ﹰﺍ ﻧﺼﻒ ﺍﻟﺼﻼﺓ: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坐着礼拜相当于站着礼拜的一半回赐。”

①
P17F

伊穆兰·本·侯赛尼（愿主喜悦他俩）传述，他说：

 ﻋﻦ ﺻﻼﺓ  ﺳﺄﻟﺖ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ﻤﺮﺍﻥ ﺑﻦ ﺣﺼ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ﺇﻥ ﱠ:ﺍﻟﺮﺟﻞ ﻗﺎﻋﺪ ﹰﺍ ﻓﻘﺎﻝ
 ﻭﻣﻦ ﺻﲆ ﻗﺎﻋﺪ ﹰﺍ ﻓﻠﻪ ﻧﺼﻒ ﺃﺟﺮ،ﺻﲆ ﻗﺎﺋ ﹰﲈ ﻓﻬﻮ ﺃﻓﻀﻞ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ﺍﻟﻘﺎﺋﻢ
P

P

“我关于坐着礼拜的断法询问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他说：“如果他站着礼拜，那是最好的；谁
坐着礼拜，他只有站着礼拜者的一半回赐……。”

②
P18F

对于坐着礼拜的人在礼拜时盘腿坐是可嘉的事情，圣
妻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ﻳﺼﲇ ﻣﱰ ﱢﺑﻌ ﹰﺎ« ﺃﺧﺮﺟﻪ  »ﺭﺃﻳﺖ ﺍﻟﻨﺒﻲ: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ﺍﻟﻨﺴﺎﺋﻲ

“我看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盘腿坐着
礼拜。”

③
P19F

伊玛目伊本盖伊穆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曾经礼的夜间拜分为三种：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35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15 段
③
《奈萨伊圣训集》第 1661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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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他站着礼拜——这是最多的一种；
2-他坐着礼拜，坐着鞠躬；
3-他坐着念《古兰经》
，当剩下不多时，他站起来念，
然后站着鞠躬。这三种圣行都是正确的。 ①
P20F

的确，我听我的老师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阿布
杜拉·本·巴兹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所礼的夜间拜分为四种”——聚集了圣妻阿依莎所传述的
《圣训》。
1-站着礼拜，站着鞠躬；
2-他坐着念《古兰经》
，当只剩下三十节或四十节经文
时，他站起来接着念，然后鞠躬；
3-他坐着念《古兰经》，当他念完之后，他站起来再鞠
躬；
4-他坐着礼拜，坐着鞠躬。

①

《归途的干粮》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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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允许旅行中乘坐在交通工具上礼副功拜
在乘骑牲畜，或乘坐飞机、汽车、船舶以及其它的交
通工具中所礼的副功拜均为正确的。至于主命拜，如果有
能力必须从乘骑上下来礼。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
说：

 ﻳﺼﲇ ﰲ ﺍﻟﺴﻔﺮ ﻋﲆ  »ﻛﺎﻥ ﺍﻟﻨﺒﻲ: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ﻭﻳﻮﺗﺮ ﻋﲆ،ﺇﻳﲈﺀ ﺻﻼﺓ ﺍﻟﻠﻴﻞ ﺇﻻ ﺍﻟﻔﺮﺍﺋﺾ
ﺭﺍﺣﻠﺘﻪ ﺣﻴﺚ ﱠ
 ﻳﻮﻣﺊ ]ﺑﺮﺃﺳﻪ[ ﹰ،ﺗﻮﺟﻬﺖ ﺑﻪ

.«ﺭﺍﺣﻠﺘ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旅行中除了主命
拜之外，他都是坐在坐骑上点头指示着礼拜的，而他的坐
骑自由地走动；并且他坐在乘骑上礼威特尔拜。”
另一传述中提到：

»ﻏﲑ ﺃﻧﻪ ﻻ ﻳﺼﲇ ﻋﻠﻴﻬﺎ ﺍﳌﻜﺘﻮﺑ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 但 是 他 不 在 他 的 坐 骑 上 礼 主 命 拜 。”

①
P21F

P

据阿姆

尔·本·莱比阿传述，他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9，1000，1095，1096，1098，110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0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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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ﻳﺼﲇ ﻋﲆ ﺭﺍﺣﻠﺘﻪ ﺣﻴﺚ  »ﺭﺃﻳﺖ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ﻋﻦ ﻋﺎﻣﺮ ﺑﻦ ﺭﺑﻴﻌﺔ

.«ﺗﻮﺟﻬﺖ ﺑﻪ
ﱠ

“我看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坐在他的
坐骑上礼拜，而他的坐骑自由地走动。”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 ﻳﺼﻨﻊ ﺫﻟﻚ ﰲ ﺍﳌﻜﺘﻮﺑﺔ »ﻭﱂ ﻳﻜﻦ ﺭﺳﻮﻝ ﺍﷲ
“圣人（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没有在他的坐骑
上礼过主命拜。”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ﻳﺼﲇ ﺍﻟﺴﺒﺤﺔ ﺑﺎﻟﻠﻴﻞ ﰲ ﺍﻟﺴﻔﺮ ﻋﲆ ﻇﻬﺮ ﺭﺍﺣﻠﺘﻪ ﺣﻴﺚ »ﺃﻧﻪ ﺭﺃ ﺍﻟﻨﺒﻲ

ﺗﻮﺟﻬﺖ ﺑ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他在旅行中看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骑在坐骑的背上礼副功拜，而他的坐骑自由地走动。”

①
P2F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ﻳﺼﲇ ﻋﲆ ﺭﺍﺣﻠﺘﻪ ﺣﻴﺚ ﺗﻮﺟﻬﺖ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ﺟﺎﺑﺮ

ﻓﺈﺫﺍ ﺃﺭﺍﺩ ﺍﻟﻔﺮﻳﻀﺔ ﻧﺰﻝ ﻓﺎﺳﺘﻘﺒﻞ ﺍﻟﻘﺒﻠﺔ«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ﺑ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坐在他
的坐骑上礼拜，而他的坐骑自由地走动；当他要礼主命拜
的时候，他就从他的坐骑上下来，面对朝向礼拜。”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93，110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01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400，1094，1099，4140 段

②

②
P2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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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ﻓﺈﺫﺍ ﺃﺭﺍﺩ ﺃﻥ ﻳﺼﲇ ﺍﳌﻜﺘﻮﺑﺔ ﻧﺰﻝ ﻓﺎﺳﺘﻘﺒﻞ،»ﻛﺎﻥ ﻳﺼﲇ ﻋﲆ ﺭﺍﺣﻠﺘﻪ ﻧﺤﻮ ﺍﳌﴩﻕ

ﺍﻟﻘﺒﻠ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他曾经坐在他的坐骑上对着东方礼拜，当他要礼主
命拜的时候，他就从他的坐骑上下来，面对朝向礼拜。”还
有许多其它的《圣训》
，像艾奈斯所传述的这段一样可证明
这一点。

①
P24F

在念大赞词入拜时面对朝向是可嘉的事项。艾奈斯（愿
主喜悦他）的传述：

 ﻛﺎﻥ ﺇﺫﺍ ﺳﺎﻓﺮ ﻓﺄﺭﺍﺩ ﺃﻥ ﻳﺘﻄﻮﻉ ﺍﺳﺘﻘﺒﻞ ﺑﻨﺎﻗﺘ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ﻧﺲ

ﻭﺟ ﹶﻬ ﹸﻪ ﺭﻛﺎﺑﻪ«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ﺛﻢ ﺻﲆ ﺣﻴﺚ ﱠ، ﻓﻜﱪ،ﺍﻟﻘﺒﻠﺔ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旅行中，当
他想礼副功拜时，他就让他的骆驼面对朝向，念大赞词入
拜；然后在他礼拜时，他的坐骑自由地走动。”

②
P25F

如果没有那样做，执行其他正确的《圣训》，拜功也是
正确的。犹如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巴兹所选择的那
样。伊玛目脑威提出：
“旅行时，在坐骑背上减短副功拜是
穆斯林公认许可的。
”
①

③
P26F

《穆斯林圣训集》第 702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225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注释》5/216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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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旅行中不减短拜功，正确的说法是许可的，这
是大众的主张。证据是清高真主的言词：

 ﹶﻭﷲ ﺍﻟـ ﹶﹾﻤ ﹾ ﹺ: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ﴩ ﹸﻕ ﹶﻭﺍﻟـ ﹶﹾﻤﻐ ﹺﹾﺮ ﹸﺏ ﹶﻓ ﹶﺄ ﹾﻳﻨ ﹶﹶﲈ ﺗ ﹶﹸﻮ ﱡﻟﻮ ﹾﺍ ﹶﻓ ﹶﺜ ﱠﻢ ﹶﻭ ﹾﺟ ﹸﻪ ﺍﷲ ﺇﹺ ﱠﻥ ﺍﷲ
ﹺ
ﹺ
.١١٥ : ﺍﻵﻳﺔ، ﺳﻮﺭﺓ ﺍﻟﺒﻘﺮﺓ ﻴﻢ
ﹶﻭﺍﺳ ﹲﻊ ﹶﻋﻠ ﹲ
【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无论你们转向哪方，那里

就是真主的方向。】

①
P27F

伊玛目伊本杰利立选择了这节经文，作为旅行时在坐
骑背上礼副功拜，坐骑可以自由地走动的证据。哈菲茹伊
本哈杰勒提到伊玛目戴白勒为大众求证：真主允许病人和
旅行的人打土净；他们一致公认当一个人离城市一英里或
者少于一英里。他举意回家，而不去其它的地方旅行了，
当他没有找到水洗小净时，允许他打土净；在这种情况下
允许他打土净也允许他在坐骑上礼副功拜；因为它俩所聚
集的共同点是旅行和没有水。 ②
P28F

①

《黄牛章》第 115 节
《布哈里圣训注释》2/575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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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礼副功拜最贵重的场所是在家中
副功拜可以在清真寺、在家以及任何洁净的地方礼，
如：沙漠等等。但是在家中礼副功拜最贵重，除非是要求
必须集体礼的，如：斋月的间歇拜在清真寺里礼最贵重。
至于副功拜并没有被要求必需集体礼，有许多正确的
《圣训》阐明了在家里礼副功拜最贵重。其中有宰德·本·沙
比特（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在其中提到：

 »ﻓﺈﻥ ﺃﻓﻀﻞ ﺻﻼﺓ ﺍﳌﺮﺀ ﰲ ﺑﻴﺘﻪ ﺇﻻ ﺍﳌﻜﺘﻮﺑ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ﻓﻴﻪ ﺯﻳﺪ ﺑﻦ ﺛﺎﺑﺖ
P P

“除主命拜之外，个人最贵重的拜功是他在家中所礼
的拜。”

①
P29F

②

③

以及贾比尔 和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 所传述
P30F

P

P31F

P

的《圣训》
。这所有的《圣训》都能证明除主命拜之外，在
家中所礼的拜是最贵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3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1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78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43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7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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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最受真主喜爱的是持之以恒的副功
最受真主喜爱的是持之以恒的工作，即使很少也罢。
圣妻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ﻋﲇ
 ﻓﺪﺧﻞ ﱠ، ﻛﺎﻧﺖ ﻋﻨﺪﻱ ﺍﻣﺮﺃﺓ ﻣﻦ ﺑﻨﻲ ﺃﺳﺪ: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ﺗﺬﻛﺮ ﻣﻦ، ﻻ ﺗﻨﺎﻡ ﺍﻟﻠﻴﻞ، ﻓﻼﻧﺔ: »ﻣﻦ ﻫﺬﻩ؟« ﻗﻠﺖ: ﻓﻘ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ﻠﻴﻜﻢ ﻣﺎ ﺗﻄﻴﻘﻮﻥ ﻣﻦ ﺍﻷﻋﲈﻝ؛ﻓﺈﻥ ﺍﷲ ﻻ ﹼ،» ﻣﻪ:ﻓﻘﺎﻝ،ﺻﻼﲥﺎ
ﻳﻤﻞ ﺣﺘﻰ ﲤ ﱡﻠﻮﺍ«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有一个白尼艾赛德的女人 在我跟前，然后主的使者
P32F

P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到我这里，他问：
“这是谁？”
我说：
“是某某女人，她夜里不睡觉，她提到了她礼拜的问
题。”他说：“不要这样，你们应当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真
主不会放弃你们的报酬，直到你们放弃工作。”最受他喜爱
的工作是持之以恒者的工作。

②
P3F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走进清真寺，突然发现有根绳子拴在
两根柱子上，于是问道：
①

译者注：她是侯俩坞·宾图·图外特（愿主喜悦她）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51，4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5 段

②

副功拜

31

ﻋﻦ ﺃﻧﺲ  ﻗﺎﻝ :ﺩﺧﻞ ﺍﻟﻨﺒﻲ  ﺍﳌﺴﺠﺪ ﻓﺈﺫﺍ ﺣﺒﻞ ﳑﺪﻭﺩ ﺑﲔ ﺳﺎﺭﻳﺘﲔ ﻓﻘﺎﻝ:

»ﻣﺎ ﻫﺬﺍ ﺍﳊﺒﻞ؟« ﻗﺎﻟﻮﺍ :ﻟﺰﻳﻨﺐ ﺗﺼﲇ ﻓﺈﺫﺍ ﻛﺴﻠﺖ ﺃﻭ ﹶﻓ ﹶﱰ ﹾﺕ ﺃﻣﺴﻜﺖ ﺑﻪ ،ﻓﻘﺎﻝ» :ﻻ،
ﹸﺣ ﹼﻠﻮﻩ ،ﻟ ﹸﻴ ﱢ
ﺼﻞ ﺃﺣﺪﻛﻢ ﻧﺸﺎﻃﻪ ،ﻓﺈﺫﺍ ﻓﱰ ﻓﻠﻴ ﹾﻘ ﹸﻌﺪﹾ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P P

“这根绳子是干什么的？”他们说：
“是宰依奈布礼拜
。用的，当她感到累了或者是体弱时，她抓住它
”他说：
“绝

不然，你们解除它，你们每个人都应精力充沛地去礼拜，
①
P34F

”。当他体弱时，让他坐下休息

麦斯鲁戈说：“我曾经请教阿依莎（愿主喜悦她），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最喜爱的工作是什么
她说：

ﺃﺣﺐ ﺇﱃ ﺭﺳﻮﻝ
ﻗﺎﻝ ﻣﴪﻭﻕ :ﺳﺄﻟﺖ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ﻱ ﺍﻟﻌﻤﻞ ﻛﺎﻥ
ﹼ

ﺍﷲ ؟ ﻗﺎﻟﺖ :ﺍﻟﺪﺍﺋﻢ ،ﻗﻠﺖ :ﻣﺘﻰ ﻛﺎﻥ ﻳﻘﻮﻡ؟ ﻗﺎﻟﺖ :ﻛﺎﻥ ﻳﻘﻮﻡ ﺇﺫﺍ ﺳﻤﻊ ﺍﻟﺼﺎﺭﺥ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持之以恒。”我问：
“他何时起床？”她说：
“每当听
②
P35F

”。见公鸡啼鸣时他就起床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在其中提到：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ﻭﻓﻴﻪ» :ﺧﺬﻭﺍ ﻣﻦ ﺍﻷﻋﲈﻝ ﻣﺎ ﺗﻄﻴﻘﻮﻥ؛ ﻓﺈﻥ ﺍﷲ ﻻ

ﱡ
ﻳﻤﻞ ﺣﺘﻰ ﲤ ﱡﻠﻮﺍ«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5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4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32，6461，646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41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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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应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的确，真主不会放弃你
们的报酬，直到你们放弃工作。”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最喜爱的工作
就是持之以恒的工作，即使很少也罢；当他礼一种拜时，
他就会坚持它。 ①
P3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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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ﺍﻟﺪﻳﻦ ﺃﺣﺪﹲ ﺇﻻ
 ﻭﻟﻦ ﻳﺸﺎ ﹼﺩ، »ﺇﻥ ﺍﻟﺪﻳﻦ ﻳﴪ: ﻗﺎﻝ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ﹶ

.« ﻭﳾﺀ ﻣﻦ ﺍﻟﺪﹼ ﳉﺔ،ﻭﺍﻟﺮﻭﺣﺔ
 ﻭﺍﺳﺘﻌﻴﻨﻮﺍ ﺑﺎﻟﻐﺪﻭﺓ ﱠ، ﻭﺃﺑﴩﻭﺍ، ﻭﻗﺎﺭﺑﻮﺍ،  ﻓﺴﺪﱢ ﺩﻭﺍ،ﻏﻠﺒﻪ
“伊斯兰确是简单易行的，所以，人人都能遵守，故

你们当适中工作，你们当中庸，你们当报喜，并当在早晚
和夜里的一段时间向真主求援助。”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ﻭﻻ ﺃﻧﺎ، »ﻻ: ﻭﻻ ﺃﻧﺖ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ﻟﻦ ﹸﻳﺪﺧﻞ ﺃﺣﺪ ﹰﺍ ﻋﻤ ﹸﻠﻪ ﺍﳉﻨﺔ« ﻗﺎﻟﻮﺍ

ﹴ
 ﺇﻣﺎ، ﻭﻻ ﻳﺘﻤﻨﱠﻰ ﺃﺣﺪﻛﻢ ﺍﳌﻮﺕ، ﻓﺴﺪﱢ ﺩﻭﺍ ﻭﻗﺎﺭﺑﻮﺍ،ﺑﻔﻀﻞ ﻭﺭﲪﺔ
ﺪﲏ ﺍﷲ
ﻳﺘﻐﻤ ﹶ
ﺇﻻ ﺃﻥ ﱠ
.« ﻭﺇﻣﺎ ﻣﺴﻴﺌ ﹰﺎ ﻓﻠﻌﻠﻪ ﺃﻥ ﻳﺴﺘﻌﺘﹺﺐ،ﳏﺴﻨ ﹰﺎ ﻓﻠﻌﻠﻪ ﺃﻥ ﻳﺰﺩﺍﺩ
“任何人的工作都不能使他进入天堂。”他们说：“主
的使者啊！您的工作也不能使您进入天堂吗？”他说：
“是
的，我也不能，除非是凭真主对我的慈悯和恩惠（我才能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970，646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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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天堂），故你们当适中工作，你们当中庸，你们任何人
都不要渴望死亡；行善者，但愿他能增加善功；作恶者，
但愿他能自责改过。”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ﻭﺍﻟﻘﺼﺪﹶ ﺍﻟﻘﺼﺪﹶ، ﻭﺷﻴﺌ ﹰﺎ ﻣﻦ ﺍﻟﺪﹼ ﳉﺔ، ﻭﺍﻏﺪﻭﺍ ﻭﺭﻭﺣﻮﺍ،»ﺳﺪﱢ ﺩﻭﺍ ﻭﻗﺎﺭﺑﻮﺍ

ﺗﺒﻠﻐﻮﺍ«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P

P

“你们当适中工作，你们当中庸，你们当报喜，并当
在早晚和夜里的一段时间向真主求援助；你们当适中工作，
你们当适中工作，那么，就能达到你们的目的。”

①
P37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在其中提到：

 »ﻭﺃﻥ ﺃﺣﺐ ﺍﻷﻋﲈﻝ ﺇﱃ ﺍﷲ ﺃﺩﻭﻣﻬﺎ ﻭﺇﻥ ﱠ: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ﻭﻓﻴﻪ
.«ﻗﻞ
“最受真主喜爱的工作是持之以恒的工作。”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ﻭﺃﺑﴩﻭﺍ؛ ﻓﺈﻧﻪ ﻻ ﻳ ﹺ،»ﺳﺪﱢ ﺩﻭﺍ ﻭﻗﺎﺭﺑﻮﺍ
 ﻭﻻ ﺃﻧﺖ ﻳﺎ:ﺪﺧ ﹸﻞ ﺃﺣﺪ ﹰﺍ ﺍﳉﻨ ﹶﺔ ﻋﻤ ﹸﻠﻪ« ﻗﺎﻟﻮﺍ
ﹸ

 »ﻭﻻ ﺃﻧﺎ ﺇﻻ ﺃﻥ ﻳﺘﻐﻤﺪﲏ ﺍﷲ ﺑﻤﻐﻔﺮﺓ ﻭﺭﲪ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P

P

“……故你们当适中工作，你们当中庸，你们当报喜；
的确任何人的工作都不能使他进入天堂。”他们说：“主的
使者啊！连您也一样吗？”他说：
“是的，我也不能，除非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9，5673，646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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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凭真主对我的慈悯和恩惠。”

①
P38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有人询问她关于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工作时，她说：

 »ﻛﺎﻥ:؟ ﻗﺎﻟﺖ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ﳖﺎ ﹸﺳ ﹺﺌﻠﺖ ﻛﻴﻒ ﻛﺎﻥ ﻋﻤﻞ ﺍﻟﻨﺒﻲ

 ﻳﺴﺘﻄﻴﻊ«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ﺃﻳﻜﻢ ﻳﺴﺘﻄﻴﻊ ﻣﺎ ﻛﺎﻥ ﺍﻟﻨﺒﻲ،ﻋﻤﻠﻪ ﺩﻳﻤﺔ
P P

“他的工作都是持之以恒的，你们谁能够做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做过的工作呢？” ②
P39F

以上这些《圣训》都鼓励人们，工作要持之以恒，即
使很少也罢；轻松愉快地崇拜真主，远离极端和过分；真
主最喜爱的是持之以恒的工作，即使很少也罢。 ③
P40F

从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言辞中有：

»ﻓﺈﻥ ﺍﷲ ﻻ ﱡ
«ﻳﻤﻞ ﺣﺘﻰ ﲤ ﱡﻠﻮﺍ
“真主不会中断你们的报酬，直到你们放弃工作。”这
里所指的“中断、厌倦”不同于人类的“中断、厌倦”，这
种“中断、厌倦”中没有欠缺和缺点；不然，它适合伟大
真主的属性。我曾听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阿布杜
拉·本·巴兹说过：
“这就类似真主的其他属性一样，依照
他的法律，他不会中断回赐，除非你们中断工作。
”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464，646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21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46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3 段
③
《穆斯林圣训注释》6/316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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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有些时候，允许集体礼副功拜
有些时候，穆斯林集体礼副功拜是可以的。阿布杜
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俩）传述，他说：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ﻗﺎﻝ» :ﺻﻠﻴﺖ ﻣﻊ ﺭﺳﻮﻝ ﺍﷲ  ﻟﻴﻠﺔ ﻓﺄﻃﺎﻝ ﺣﺘﻰ
ﳘﻤﺖ ﺑﺄﻣﺮ ﹴ
ﺳﻮﺀ ،ﻗﻴﻞ :ﻭﻣﺎ ﳘﻤﺖ ﺑﻪ؟ ﻗﺎﻝ :ﳘﻤﺖ ﺃﻥ ﺃﺟﻠﺲ ﻭﺃﺩﻋ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P

P

有一天夜里，我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一起礼拜，他礼的特别长，甚至我想到了不该想的事
情，有人问：“你想干什么？”他说：“我想坐下来让他自
①
P41F

”！己去礼那番拜吧

侯宰法·本·艾勒叶麦尼传述，他说：

ﻋﻦ ﺣﺬﻳﻔﺔ ﺑﻦ ﺍﻟﻴﲈﻥ  ﻗﺎﻝ» :ﺻﻠﻴﺖ ﻣﻊ ﺍﻟﻨﺒﻲ  ﺫﺍﺕ ﻟﻴﻠﺔ ،ﻓﺎﻓﺘﺘﺢ ﺍﻟﺒﻘﺮﺓ،

ﻓﻘﻠﺖ :ﻳﺮﻛﻊ ﻋﻨﺪ ﺍﳌﺎﺋﺔ ،ﺛﻢ ﻣﴣ ﻓﻘﻠﺖ :ﻳﺼﲇ ﲠﺎ ﰲ ﺭﻛﻌﺔ ،ﻓﻤﴣ ﻓﻘﻠﺖ ﻳﺮﻛﻊ ﲠﺎ،
ﻣﺮ ﺑﺂﻳﺔ ﺗﺴﺒﻴﺢ
ﺛﻢ ﺍﻓﺘﺘﺢ ﺍﻟﻨﺴﺎﺀ ﻓﻘﺮﺃﻫﺎ ،ﺛﻢ ﺍﻓﺘﺘﺢ ﺁﻝ ﻋﻤﺮﺍﻥ ﻓﻘﺮﺃﻫﺎ ﻳﻘﺮﺃ ﻣﺴﱰﺳﻼﹰ ،ﺇﺫﺍ ﱠ
ﹴ
ﺗﻌﻮﺫ«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ﻣﺮ ﺑﺘﻌﻮﺫ ﱠ
ﻣﺮ ﺑﺴﺆﺍﻝ ﺳﺄﻝ ،ﻭﺇﺫﺍ ﱠ
ﺳ ﱠﺒﺢ ،ﻭﺇﺫﺍ ﱠ

）“有一天夜晚，我同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礼夜间拜，他由《黄牛章》开始念，我想他可能在第一百
节鞠躬，然而他念过去了，我想他可能在这一拜中念全部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3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73 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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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黄牛章》，然而他又念过去了；然后他念了《妇女章》；
然后他又开始缓慢地念《伊姆兰的家属章》；当他念到赞颂
真主的经文时，他就赞颂；当他念到祈祷的经文时，他就
祈求；当他念到求饶恕的经文时，他就求饶……。”

①
P42F

奥菲·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ﻟﻴﻠﺔ ﻓﻘﺮﺃ ﺳﻮﺭﺓ ﺍﻟﺒﻘﺮﺓ  »ﻗﻤﺖ ﻣﻊ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ﻋﻮﻑ ﺑﻦ ﻣﺎﻟﻚ

 ﺛﻢ ﺭﻛﻊ ﺑﻘﺪﺭ،ﻭﺗﻌﻮﺫ
ﻳﻤﺮ ﺑﺂﻳﺔ ﻋﺬﺍﺏ ﺇﻻ ﻭﻗﻒ ﱠ
 ﻭﻻ ﱡ،ﻳﻤﺮ ﺑﺂﻳﺔ ﺭﲪﺔ ﺇﻻ ﻭﻗﻒ ﻓﺴﺄﻝ
ﻻ ﱡ
 ﻭﺍﻟﻌﻈﻤﺔ« ﺛﻢ، ﻭﺍﻟﻜﱪﻳﺎﺀ،ﻭﺍﳌﻠﻜﻮﺕ، »ﺳﺒﺤﺎﻥ ﺫﻱ ﺍﳉﱪﻭﺕ:ﻗﻴﺎﻣﻪ ﻳﻘﻮﻝ ﰲ ﺭﻛﻮﻋﻪ

 ﺛﻢ ﻗﺮﺃ، ﺛﻢ ﻗﺎﻡ ﻓﻘﺮﺃ ﺑﺂﻝ ﻋﻤﺮﺍﻥ، ﺛﻢ ﻗﺎﻝ ﰲ ﺳﺠﻮﺩﻩ ﻣﺜﻞ ﺫﻟﻚ،ﺳﺠﺪ ﺑﻘﺪﺭ ﻗﻴﺎﻣﻪ
ﺳﻮﺭﺓ ﺳﻮﺭﺓ«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有一天夜晚，我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礼夜间拜，他念了《黄牛章》，当他念到慈悯的经文
时，他就停下来祈求；当他念到惩罚的经文时，他就停下
来求饶；然后他以站立的时间鞠躬；他在鞠躬中念：赞颂
强大的、统治万物的、崇高的、伟大的主清净；然后他以
类似站立的时间叩头，他在叩头时念的类似于鞠躬时所念
的赞词，然后他念《伊姆兰的家属章》；他就这样一章一章
地念。”

②
P43F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在描述主的使者（愿主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72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873 段，《奈莎伊圣训集》第 104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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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礼拜的《圣训》中说：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ﰲ ﻭﺻﻒ ﺻﻼﺓ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ﻓﻴ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ﻡ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ﻗﺎﻝ ﻓﻘﻤﺖ ﺇﱃ ﺟﻨﺒ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P P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夜里起来礼夜间
①
P4F

”。……拜，他说，我也起来站在他的旁边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ﺃﻥ ﺟﺪﺗﻪ ﻣﻠﻴﻜﺔ ﺩﻋ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ﻟﻄﻌﺎﻡ ﺻﻨﻌﺘﻪ

ﻓﺄﻛﻞ ﻣﻨﻪ ،ﺛﻢ ﻗﺎﻝ» :ﻗﻮﻣﻮﺍ ﻓﺄﺻﲇ ﻟﻜﻢ« ،ﻗﺎﻝ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ﻓﻘﻤﺖ ﺇﱃ ﺣﺼﲑ ﻟﻨﺎ
ﻗﺪ ﺍﺳﻮ ﱠﺩ ﻣﻦ ﻃﻮﻝ ﻣﺎ ﹸﻟﺒﹺ ﹶﺲ ﻓﻨﻀﺤﺘﻪ ﺑﲈﺀ ﻓﻘﺎﻡ ﻋﻠﻴﻪ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ﺻﻔﻔﺖ ﺃﻧﺎ
ﻭﺍﻟﻴﺘﻴﻢ ﻭﺭﺍﺀﻩ ،ﻭﺍﻟﻌﺠﻮﺯ ﻣﻦ ﻭﺭﺍﺋﻨﺎ ،ﻓﺼﲆ ﻟﻨ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ﺭﻛﻌﺘﲔ ﺛﻢ ﺍﻧﴫﻑ«

P P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他的奶奶麦立克图邀请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吃她做的饭，吃完饭之后，使者说：“你们起来，
我带领你们礼拜。”艾奈斯·本·马立克说：
“我起身给草
席上洒点水，由于我们长时间的使用，它已经变黑了，然
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站上去，我和一
个孤儿站在他的背后，老太太（我的奶奶）站在我们的后
边；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带着我们礼完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2，763 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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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45F

。两拜之后，他就走了
”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另一段中提到：

ﻋﻦ ﺃﻧﺲ ﺍﻵﺧﺮ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ﺩﺧﻞ ﻋﻠﻴﻬﻢ ﻫﻮ ﻭﺃﻣﻪ ،ﻭﺃﻡ ﺣﺮﺍﻡ ﺧﺎﻟﺔ ﺃﻧﺲ،

ﻓﻘﺎﻝ ﺍﻟﻨﺒﻲ » :ﻗﻮﻣﻮﺍ ﻓﻸﺻﲇ ﺑﻜﻢ« ﰲ ﻏﲑ ﻭﻗﺖ ﺻﻼﺓ ،ﱠ
ﻓﺼﲆ ﲠﻢ ،ﻭﺟﻌﻞ ﺃﻧﺲ

ﻋﻦ ﻳﻤﻴﻨﻪ ،ﻭﺃﻗﺎﻡ ﺍﳌﺮﺃﺓ ﺧﻠﻔﻬﻢ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P

P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到他们——艾奈
斯及其妈妈，以及艾奈斯的姨妈温姆哈拉姆的面前，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你们起来，我带领你们
礼拜。”当时不是礼主命拜的时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带着他们礼了拜，他让艾奈斯站在他的
②
P46F

。右边，妇女们站在他们的后边

阿特巴尼·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ﻋﻦ ﹺﻋﺘﺒﺎﻥ ﺑﻦ ﻣﺎﻟﻚ  ﺃﻧﻪ ﻛﺎﻥ ﻳﺼﲇ ﺑﻘﻮﻣﻪ ﻓﺤﺎﻝ ﺑﻴﻨﻪ ﻭﺑﻴﻨﻬﻢ ﹴ
ﻭﺍﺩ ﺇﺫﺍ ﺟﺎﺀﺕ

ﺍﺟﺘﻴﺎﺯﻩ ،ﻭﻗﺪ ﺃﻧﻜﺮ ﺑﴫﻩ ،ﻓﺴﺄﻝ ﺍﻟﻨﺒﻲ  ﺃﻥ ﻳﺄﰐ ﺇﻟﻴﻪ ﻭﻳﺼﲇ ﰲ
ﺷﻖ ﻋﻠﻴﻪ
ﺍﻷﻣﻄﺎﺭ ﱠ
ﹸ
ﺑﻴﺘﻪ ﰲ ﻣﻜﺎﻥ ﻳﺘﺨﺬﻩ ﻣﺼﲆ ،ﻓﺠﺎﺀ ﺍﻟﻨﺒﻲ  ﻭﺃﺑﻮ ﺑﻜﺮ ﻣﻌﻪ ،ﻓﻠﻢ ﳚﻠﺲ ﺣﺘﻰ ﻗﺎﻝ» :ﺃﻳﻦ

ﺃﺻﲇ ﻣﻦ ﺑﻴﺘﻚ؟« ﻓﺄﺷﺎﺭ ﺇﻟﻴﻪ ﺇﱃ ﺍﳌﻜﺎﻥ ﺍﻟﺬﻱ ﳛﺐ ،ﻗﺎﻝ :ﻓﻘﺎﻡ ﺭﺳﻮﻝ ﺍﷲ 
ﱡ
ﲢﺐ ﺃﻥ ﹼ ﹶ

ﻓﻜﱪ ﻭﺻ ﹶﻔ ﹾﻔﻨﺎ ﻭﺭﺍﺀﻩ ،ﻓﺼﲆ ﺭﻛﻌﺘﲔ ﺛﻢ ﺳ ﱠﻠﻢ ،ﻭﺳ ﱠﻠﻤﻨﺎ ﺣﲔ ﺳ ﱠﻠﻢ ...ﻭﰲ ﺁﺧﺮ
ﱠﹶ

ﺣﺮﻡ ﻋﲆ ﺍﻟﻨﺎﺭ ﻣﻦ ﻗﺎﻝ :ﻻ ﺇﻟﻪ ﺇﻻ ﺍﷲ ﻳﺒﺘﻐﻲ ﺑﺬﻟﻚ ﻭﺟﻪ
ﺍﳊﺪﻳﺚ ... » :ﻓﺈﻥ ﺍﷲ ﻗﺪ ﱠ
《穆斯林圣训集》第 38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5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38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60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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ﺍ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P P

他曾经带着他的族人礼拜，当时有一道山谷阻碍着他
和族人；当下大雨时，他就无法通过那个山谷，他特别地
讨厌看见它。他来找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帮
他在家中选一片地方作为礼拜殿，以便他在其中礼拜；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和艾布白克尔来到他
家，一起坐下来，他说：
“你喜爱我在你家中的哪个地方礼
拜？”他指着他所喜爱的地方，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站起来念入拜词入拜，我们在他的背
后也列班入了拜；他礼了两拜，然后出拜，我们和他一块
出了拜……在这段《圣训》的最后有“……谁为取得主的
喜悦而念了‘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
者’，真主一定会使他远离火狱。”

①
P47F

在这些《圣训》中提到的都是允许集体礼的副功拜，
而不只是斋月的间歇拜；但是，不要一直礼《圣训》中提
到的这些副功拜，那只是有时而已；因为先知（愿主赐福
②

之，并使其平安）当时大多数时间都是单独礼的副功拜。
P48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٨٠٤段，《穆斯林圣训集》第٣٣段
《穆斯林圣训注释》5/168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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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副功拜的种类
副功拜的种类有：持久的（受叮嘱的、被强调的）圣
行，奇数拜，杜哈拜（太阳升起后至中午前所礼的拜），其
中有允许集体礼的圣行拜；有自由的副功拜和受限制的副
功拜，在受限制的副功拜中有因为原因而受限制的副功拜
和非原因而受限制的副功拜；这所有的一切都通称“副功
拜”
。

副功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部分
坚持不懈的圣行拜
它分为以下几类：

副功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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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同主命拜一块按时礼的圣行拜
第一节：按时礼的圣行拜是十二拜
信士之母温姆哈比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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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ﺃﻡ ﺣﺒﻴﺒﺔ ﺃﻡ ﺍﳌﺆﻣﻨ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ﻘﻮﻝ:

ﺑﻴﺖ ﰲ ﺍﳉﻨﺔ«
ﻨﻲ ﻟﻪ ﹲ
»ﻣﻦ ﺻﲆ ﺍﺛﻨﺘﻲ ﻋﴩﺓ ﺭﻛﻌﺔ ﰲ ﻳﻮﻡ ﻭﻟﻴﻠﺔ ﹸﺑ ﹶ

“谁在每昼夜礼了十二拜（副功拜），那么，在天堂之
中就有一座房子为他而建造。”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ﹺ
ﹺ
ﹴ
ﹺ
ﻳﻀ ﹴﺔ ﱠﺇﻻ
ﴩ ﹶﺓ ﹶﺭ ﹾﻛ ﹶﻌ ﹰﺔ ﹶﺗ ﹶﻄ ﱡﻮﻋ ﹰﺎ ﹶﻏ ﹾ ﹶﲑ ﹶﻓ ﹺﺮ ﹶ
» ﹶﻣـﺎ ﻣ ﹾﻦ ﹶﻋ ﹾﺒﺪ ﹸﻣ ﹾﺴﻠـ ﹴﻢ ﹸﻳ ﹶﺼ ﱢﲇ ﷲ ﻛ ﱠﹸﻞ ﹶﻳ ﹾﻮ ﹴﻡ ﺛﻨﹾﺘﹶﻲ ﹶﻋ ﹾ ﹶ
ﺖ ﹺﰲ ﹶ
ﹶﺑﻨﹶﻰ ﺍﷲ ﹶﻟـ ﹸﻪ ﹶﺑ ﹾﻴﺘ ﹰﺎ ﹺﰲ ﹶ
ﺍﳉﻨ ﹺﱠ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ﺍﳉﻨ ﹺﱠﺔ ،ﹶﺃ ﹾﻭ ﱠﺇﻻ ﹸﺑﻨ ﹺ ﹶﻲ ﹶﻟـ ﹸﻪ ﹶﺑ ﹾﻴ ﹲ
“任何一位穆斯林，每天为真主夜礼十二拜副功拜，

那么，真主就为他在天堂中建造一座房子或者在天堂之中
①
P49F

”。就有一座房子为他而建造

）在《提勒秘日圣训集》中有温姆哈比白（愿主喜悦她
传述的《圣训》注解它，她说：

ﻋﻦ ﺃﻡ ﺣﺒﻴﺒ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ﻣﻦ ﺻﲆ ﰲ ﻳﻮﻡ ﻭﻟﻴﻠﺔ
《穆斯林圣训集》第 728 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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ﺑﻴﺖ ﰲ ﺍﳉﻨﺔ :ﺃﺭﺑﻌ ﹰﺎ ﻗﺒﻞ ﺍﻟﻈﻬﺮ ،ﻭﺭﻛﻌﺘﲔ ﺑﻌﺪﻫﺎ ،ﻭﺭﻛﻌﺘﲔ
ﺛﻨﺘﻲ ﻋﴩﺓ ﺭﻛﻌﺔ ﹸﺑﻨﻲ ﻟﻪ ﹲ

ﺑﻌﺪ ﺍﳌﻐﺮﺏ ،ﻭﺭﻛﻌﺘﲔ ﺑﻌﺪ ﺍﻟﻌﺸﺎﺀ ،ﻭﺭﻛﻌﺘﲔ ﻗﺒﻞ ﺍﻟﻔﺠﺮ«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P P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在每
昼夜礼了十二拜（副功拜），那么，在天堂之中就有一座房
子为他而被建造：晌礼拜前的四拜及其之后的两拜；昏礼
①
P50F

”。拜后的两拜；宵礼拜后的两拜和晨礼拜前的两拜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ﻣﻦ ﺛﺎﺑﺮ ﻋﲆ ﺍﺛﻨﺘﻲ ﻋﴩﺓ
P P

ﺭﻛﻌﺔ ﻣﻦ ﺍﻟﺴﻨﺔ ﺑﻨﻰ ﺍﷲ ﻟﻪ ﺑﻴﺘ ﹰﺎ ﰲ ﺍﳉﻨﺔ :ﺃﺭﺑﻊ ﺭﻛﻌﺎﺕ ﻗﺒﻞ ﺍﻟﻈﻬﺮ ،ﻭﺭﻛﻌﺘﲔ ﺑﻌﺪﻫﺎ،

ﻭﺭﻛﻌﺘﲔ ﺑﻌﺪ ﺍﳌﻐﺮﺏ ،ﻭﺭﻛﻌﺘﲔ ﺑﻌﺪ ﺍﻟﻌﺸﺎﺀ ،ﻭﺭﻛﻌﺘﲔ ﻗﺒﻞ ﺍﻟﻔﺠﺮ«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P P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持之
以恒地礼了十二拜圣行，那么，真主就为他在天堂中建造
一座房子：晌礼拜之前的四拜和之后的两拜；昏礼拜之后
②
P51F

”。的两拜；宵礼拜之后的两拜和晨礼拜之前的两拜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另一传述中提到：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ﺍﻵﺧﺮ» :ﻛﺎﻥ ﻻ ﻳﺪﻉ ﺃﺭﺑﻌ ﹰﺎ ﻗﺒﻞ ﺍﻟﻈﻬﺮ ﻭﺭﻛﻌﺘﲔ ﻗﺒﻞ ﺍﻟﻐﺪﺍﺓ«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15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14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40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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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从没有放弃过晌礼
拜前面的四拜和晨礼拜前面的两拜。”

①
P52F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
说：

 ﻋﴩ  »ﺣﻔﻈﺖ ﻣﻦ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 ﻭﺭﻛﻌﺘﲔ ﺑﻌﺪ ﺍﳌﻐﺮﺏ ﰲ ﺑﻴﺘﻪ، ﻭﺭﻛﻌﺘﲔ ﺑﻌﺪﻫﺎ، ﺭﻛﻌﺘﲔ ﻗﺒﻞ ﺍﻟﻈﻬﺮ:ﺭﻛﻌﺎﺕ

« ﻭﺭﻛﻌﺘﲔ ﻗﺒﻞ ﺻﻼﺓ ﺍﻟﺼﺒﺢ،ﻭﺭﻛﻌﺘﲔ ﺑﻌﺪ ﺍﻟﻌﺸﺎﺀ ﰲ ﺑﻴﺘﻪ

“我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那儿背
记了十拜圣行：晌礼拜前的两拜和晌礼拜后的两拜；昏礼
拜后在他家中礼的两拜；宵礼拜后在他家中礼的两拜和晨
礼拜前面的两拜。”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ﻭﺭﻛﻌﺘﲔ ﺑﻌﺪ ﺍﳉﻤﻌﺔ ﰲ ﺑﻴﺘ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P

P

“主麻拜之后在家所礼的两拜。”

②
P53F

坚持按时礼的副功拜是十二拜，如同温姆哈比白和阿
依莎所传述的《圣训》
；或者是十拜，犹如阿布杜拉·本·欧
麦尔所传述的《圣训》
。我听我们的老师伊玛目伊本巴兹提
过，谁采纳了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传
述的《圣训》
，他说：
“是十拜。”谁采纳了阿依莎（愿主喜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2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8，937，1165，117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2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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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她）的传述的《圣训》，她说：
“是十二拜。
”提勒秘日传
述的《圣训》——在它的注解中——可以支持它，温姆哈
比白传述的《圣训》——坚持不断的拜功之贵重——也能
支持它。可能是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有
时礼十二拜，如同温姆哈比白和阿依莎所传述的《圣训》；
有时礼十拜，犹如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所传述的《圣训》。
穆斯林，当他精神饱满时应礼十二拜，当他忙时就礼十拜，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坚持不断的副功，最完美的礼法，如同
温姆哈比白和阿依莎所传述的《圣训》
。

第二节：细分的圣行拜
同主命拜一块按时的和非按时礼的圣行拜：它是二十
二拜，如下：

1.晌礼拜前的四拜及其之后的四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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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ﻦ ﺣﺎﻓﻆ: ﻳﻘﻮ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ﻡ ﺣﺒﻴﺒ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ﺣﺮﻣﻪ ﺍﷲ ﻋﲆ ﺍﻟﻨﺎﺭ«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ﺃﺑﻮ
 ﻭﺃﺭﺑ ﹴﻊ ﺑﻌﺪﻫﺎ ﱠ،ﻋﲆ ﺃﺭﺑ ﹺﻊ ﺭﻛﻌﺎﺕ ﻗﺒﻞ ﺍﻟﻈﻬ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谁坚守晌礼拜前面的四拜和后面的四拜，真主使他

副功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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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54F

2.晡礼前的四拜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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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ﺭﺣﻢ ﺍﷲ ﺍﻣﺮﺀ ﹰﺍ ﺻﲆ: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ﻗﺒﻞ ﺍﻟﻌﴫ ﺃﺭﺑﻌ ﹰﺎ«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

“真主怜爱在晡礼拜前礼四拜的人。”

②
P5F

阿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ﻛﺎﻥ ﻳﺼﲇ ﻗﺒﻞ ﺍﻟﻌﴫ ﺭﻛﻌﺘﲔ«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ﻋﲇ
“的确，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在晡
礼拜前礼了两拜。”

③
P56F

3.昏礼拜前面的两拜和后面的两拜
在艾奈斯（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中：

 ﺭﻛﻌﺘﲔ ﺑﻌﺪ ﻏﺮﻭﺏ  »ﻭﻛﻨﺎ ﻧﺼﲇ ﻋﲆ ﻋﻬﺪ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ﻓﻴﻪ ﻋﻦ ﺃﻧﺲ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ﺍﻟﺸﻤﺲ ﻗﺒﻞ ﺻﻼﺓ ﺍﳌﻐﺮﺏ

“圣人（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时代，我们曾经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6/326，《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269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27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1814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60 段
②
《艾哈默德圣训集》2/117，《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271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30
段
③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27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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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太阳落山之后，昏礼拜之前礼两拜。” 他又说：
P57F

P

 »ﻛﻨﺎ ﰲ ﺍﳌﺪﻳﻨﺔ ﻓﺈﺫﺍ ﺃ ﱠﺫﻥ ﺍﳌﺆﺫﻥ ﻟﺼﻼﺓ ﺍﳌﻐﺮﺏ ﺍﺑﺘﺪﺭﻭﺍ:ﻗﺎﻝ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ﺭﻛﻌﺘﲔ ﺣﺘﻰ ﺇﻥ ﺍﻟﺮﺟﻞ ﺍﻟﻐﺮﻳﺐ ﻟﻴﺪﺧﻞ ﺍﳌﺴﺠﺪ ﻓﻴﺤﺴﺐ،ﺍﻟﺴﻮﺍﺭﻱ ﻓﺮﻛﻌﻮﺍ ﺭﻛﻌﺘﲔ

ﺃﻥ ﺍﻟﺼﻼﺓ ﻗﺪ ﺻﻠﻴﺖ ﻣﻦ ﻛﺜﺮﺓ ﻣﻦ ﻳﺼﻠﻴﻬﲈ«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们在麦地那的时候，当宣礼员为昏礼拜念宣礼词
时，人们都迅速地在柱子后面礼两拜；由于很多人礼它，
甚至当一个陌生人进入清真寺，他会认为昏礼拜已经礼完
了。”

②
P58F

阿布杜拉·本·麦额法理（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ﻗﺎﻝ،«»ﺻﻠﻮﺍ ﻗﺒﻞ ﺻﻼﺓ ﺍﳌﻐﺮﺏ: ﻗﺎﻝ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ﻣﻐﻔﻞ

»ﳌﻦ ﺷﺎﺀ«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ﰲ ﺍﻟﺜﺎﻟﺜﺔ

“你们在昏礼拜前礼两拜。”他在第三遍时说：
“谁想
③

礼就礼。” 另一种传述：
P59F

P

 »ﺻﲆ ﻗﺒﻞ ﺍﳌﻐﺮﺏ ﺭﻛﻌﺘﲔ«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ﺣﺒﺎﻥ ﺃﻥ ﺍﻟﻨﺒﻲ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昏礼拜前礼两
拜。”

④
P60F

阿布杜拉·本·麦额法理（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83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37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83，7368 段
④
《伊本汉巴尼圣训集》3/457 第 155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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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ﺑﲔ، »ﺑﲔ ﻛﻞ ﺃﺫﺍﻧﲔ ﺻﻼﺓ: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ﻣﻐﻔﻞ

 »ﳌﻦ ﺷﺎﺀ«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ﻗﺎﻝ ﰲ ﺍﻟﺜﺎﻟﺜﺔ،«ﻛﻞ ﺃﺫﺍﻧﲔ ﺻﻼﺓ

“在每两次宣礼（即：宣礼词和成拜词之间）之间礼
拜，在每两次宣礼之间礼拜。”他在第三遍时说：“谁想礼
就礼。”

①
P61F

这些《圣训》都证明了昏礼前的两拜是圣行——是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身体力行和得到他认可
的圣行。
至于昏礼之后的两拜，则是受叮嘱（强调）的圣行；
犹如在前面阿依莎，温姆哈比白，阿布杜拉·本·欧麦尔
（愿主喜悦他们）传述的《圣训》中提到的一样。
在这两拜之中念《不信道的人们章》和《忠诚章》是
圣行。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

 ﻳﻘﺮﺃ  »ﻣﺎ ﹸﺃﺣﴢ ﻣﺎ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ﺃﻧﻪ 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ﻭﻥ
 ﹸﻗ ﹾﻞ ﹶﻳﺎ ﹶﺃ ﱡ ﹶﳞﺎ ﺍ ﹾﻟ ﹶﻜﺎﻓﹺ ﹸﺮ ﹶ :ﺑـ، ﻭﰲ ﺍﻟﺮﻛﻌﺘﲔ ﻗﺒﻞ ﺻﻼﺓ ﺍﻟﻔﺠﺮ،ﰲ ﺍﻟﺮﻛﻌﺘﲔ ﺑﻌﺪ ﺍﳌﻐﺮﺏ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ﹸﻗ ﹾﻞ ﹸﻫ ﹶﻮ ﺍﷲ ﹶﺃ ﹶﺣﺪﹲﻭ،
“我记不清楚在昏礼之后的两拜和在晨礼前面的两拜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4 段

副功拜

48

中听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念过多少次
《不信道的人们章》和《忠诚章》。”

①
P62F

4.宵礼拜前后各礼两拜
阿布杜拉·本·麦额法理（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ﺑﲔ ﻛﻞ، »ﺑﲔ ﻛﻞ ﺃﺫﺍﻧﲔ ﺻﻼﺓ: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ﻣﻐﻔﻞ

. »ﳌﻦ ﺷﺎﺀ«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ﺛﻢ ﻗﺎﻝ ﰲ ﺍﻟﺜﺎﻟﺜﺔ،«ﺃﺫﺍﻧﲔ ﺻﻼﺓ

“在每两次宣礼词之间礼拜，在每两次宣礼词之间礼
拜。”他在第三遍时说：“谁想礼就礼。”

②
P63F

至于宵礼后的两拜，则是按时的圣行；犹如在前面阿
布杜拉·本·欧麦尔、温姆哈比白和阿依莎所传述的《圣
训》一样。

5.至于晨礼拜前的两拜，则是按时的圣行。
那是因为九项事情：
第一项：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非常
重视它（晨礼前的两拜），证明了它的重要性。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ﻋﲆ ﳾﺀ ﻣﻦ ﺍﻟﻨﻮﺍﻓﻞ ﺃﺷﺪﱠ  »ﱂ ﻳﻜﻦ ﺍﻟﻨﺒﻲ: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31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6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4，62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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ﻣﻨﻪ ﺗﻌﺎﻫﺪ ﹰﺍ ﻋﲆ ﺭﻛﻌﺘﻲ ﺍﻟﻔﺠﺮ«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没有任何副功拜比晨礼的两拜更受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的重视。”

①
P64F

第二项：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阐明
了它的重要性。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ﺭﻛﻌﺘﺎ ﺍﻟﻔﺠﺮ ﺧﲑ ﻣﻦ ﺍﻟﺪﻧﻴﺎ: ﺃﻧﻪ ﻗﺎﻝ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ﻭﻣﺎ ﻓﻴﻬ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晨礼的两拜（圣行）比今世及其中的一切都好。”

②
P65F

第三项：在晨礼（圣行）中念短章节是圣行。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ﳜﻔﻒ ﺍﻟﺮﻛﻌﺘﲔ ﺍﻟﻠﺘﲔ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ﻫﻞ ﻗﺮﺃ ﺑﺄ ﱢﻡ ﺍﻟﻜﺘﺎﺏ؟«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ﻗﺒﻞ ﺻﻼﺓ ﺍﻟﺼﺒﺢ ﺣﺘﻰ ﺇﲏ ﻷﻗﻮﻝ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轻快地

礼了晨礼前的两拜圣行，我甚至想到‘他念开端章了
吗’？”

③
P6F

第四项：它的时间是在两次宣礼之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6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24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25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7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2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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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士之母哈夫帅（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ﻋﻦ ﺣﻔﺼﺔ ﺃﻡ ﺍﳌﺆﻣﻨ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ﻛﺎﻥ ﺇﺫﺍ ﺳﻜﺖ ﺍﳌﺆﺫﻥ

ﻣﻦ ﺍﻷﺫﺍﻥ ﻟﺼﻼﺓ ﺍﻟﺼﺒﺢ ﻭﺑﺪﺍ ﺍﻟﺼﺒﺢ ﺭﻛﻊ ﺭﻛﻌﺘﲔ ﺧﻔﻴﻔﺘﲔ ﻗﺒﻞ ﺃﻥ ﺗﻘﺎﻡ ﺍﻟﺼﻼﺓ.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当宣礼员为晨礼念完宣礼词时，主的使者（愿主赐
①
P67F

”。福之，并使其平安）就在主命拜前轻快地礼两拜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ﻛﺎﻥ ﺍﻟﻨﺒﻲ  ﻳﺼﲇ ﺭﻛﻌﺘﲔ ﺧﻔﻴﻔﺘﲔ ﺑﲔ

ﺍﻟﻨﺪﺍﺀ ﻭﺍﻹﻗﺎﻣﺔ ﻣﻦ ﺻﻼﺓ ﺍﻟﺼﺒﺢ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P P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晨礼的两个宣
②

”。礼词之间轻快地礼两拜

P68F

。第五项：它的时间是在主命拜之前
信士之母哈夫帅（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ﻋﻦ ﺣﻔﺼﺔ ﺃﻡ ﺍﳌﺆﻣﻨ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ﺇﺫﺍ ﻃﻠﻊ

ﺍﻟﻔﺠﺮ ﻻ ﻳﺼﲇ ﺇﻻ ﺭﻛﻌﺘﲔ ﺧﻔﻴﻔﺘ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黎明来临时，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③
P69F

”。只轻快地礼两拜

第六项：在这两拜中念《不信道的人们章》和《忠诚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1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23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1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24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723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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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是圣行。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ﹸﻗ ﹾﻞ ﹶﻳﺎ ﹶﺃ ﱡ ﹶﳞﺎ : ﻗﺮﺃ ﰲ ﺭﻛﻌﺘﻲ ﺍﻟﻔﺠﺮ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ﹸﻗ ﹾﻞ ﹸﻫ ﹶﻮ ﺍﷲ ﹶﺃ ﹶﺣﺪﹲ ﻭ، ﻭﻥ
ﺍ ﹾﻟﻜﹶﺎﻓﹺ ﹸﺮ ﹶ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晨礼的两
①

拜中念《不信道的人们章》和《忠诚章》 ；或者他在第一
P70F

P

拜中念【你们说：我们归信真主，我们归信降示给我们
②

的……】 在第二拜中念【我们确已归信了真主，请你作证
P71F

P

我们是顺从者。】”

③
P72F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ﻳﻘﺮﺃ ﰲ ﺭﻛﻌﺘﻲ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ﹶﺗ ﹶﻌﺎ ﹶﻟ ﹾﻮ ﹾﺍ ﺇﹺ ﹶﱃ ﹶﻛ ﹶﻠ ﹶﻤ ﹴﺔ : ﻭﺍﻟﺘﻲ ﰲ ﺁﻝ ﻋﻤﺮﺍﻥ،  ﹸﻗﻮ ﹸﻟﻮ ﹾﺍ ﹶﺁﻣﻨﱠﺎ ﺑﹺﺎﷲ ﹶﻭ ﹶﻣﺂ ﹸﺃ ﹺﻧﺰ ﹶﻝ ﺇﹺ ﹶﻟ ﹾﻴﻨﹶﺎ :ﺍﻟﻔﺠﺮ
ﺳﻮ ﹴ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ﺍﺀ ﹶﺑ ﹾﻴﻨﹶﻨﹶﺎ ﹶﻭ ﹶﺑ ﹾﻴﻨﹶﻜ ﹾﹸﻢ
ﹶ ﹶ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晨礼的两

拜（圣行）中念：【我们归信真主，我们归信降示给我们
的……。】和《伊姆兰家族章》中的【你说：“信奉天经的
人们啊！你们来吧，让我们共同遵守一种双方都认为公平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26 段
《黄牛章》第 136 节
③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52 节
②

副功拜

52

的信条……。”】

①
P73F

第七项：在这两拜圣行之后侧卧。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传述的《圣训》
，她说：

 ﻛﺎﻥ ﺇﺫﺍ ﺻﲆ ﺳﻨﺔ ﺍﻟﻔﺠﺮ ﺍﺿﻄﺠﻊ ﻋﲆ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ﺷﻘﻪ ﺍﻷﻳﻤﻦ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礼完晨礼拜的
圣行后，他便向右侧卧一会。”

②
P74F

在《穆斯林圣训集》中传述：

 ﻭﺟﺎﺀﻩ ﺍﳌﺆﺫﻥ ﻗﺎﻡ،ﻓﺈﺫﺍ ﺳﻜﺖ ﺍﳌﺆﺫﻥ ﻣﻦ ﺻﻼﺓ ﺍﻟﻔﺠﺮ ﻭﺗﺒﲔ ﻟﻪ ﺍﻟﻔﺠﺮ...»

« ﺣﺘﻰ ﻳﺄﺗﻴﻪ ﺍﳌﺆﺫﻥ ﻟﻺﻗﺎﻣﺔ،ﻓﺮﻛﻊ ﺭﻛﻌﺘﲔ ﺧﻔﻴﻔﺘﲔ ﺛﻢ ﺍﺿﻄﺠﻊ ﻋﲆ ﺷﻘﻪ ﺍﻷﻳﻤﻦ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当宣礼员为晨礼念完宣礼词，来告诉他晨礼的
时间已经到了之后，他就站起来轻快地礼两拜；然后他向
右侧卧一会，直到念成拜词的宣礼员来临。”

③
P75F

第八项：无论居家还是旅行，都不放弃它。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在其中提到：

 »ﻭﱂ ﻳﻜﻦ ﻳﺪﻋﻬﲈ ﺃﺑﺪ ﹰﺍ«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ﻭﻓﻴﻪ
P P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64 节，《穆斯林圣训集》第 727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6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736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736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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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他从没有放弃过它俩（晨礼前的两拜圣行）。” 这证
P76F

P

明了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无论是居家还
是旅行时，都从没有放弃过晨礼拜前面的圣行拜。

②
P7F

第九项：还补晨礼拜的圣行。
谁失去了晨礼前的圣行，让他在礼完主命拜之后还补
它，或者在太阳升起之后还补它。盖依斯·本·阿姆鲁（愿
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ﻓﺄﻗﻴﻤﺖ ﺍﻟﺼﻼﺓ ﻓﺼﻠﻴﺖ،  ﺧﺮﺝ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ﻗﻴﺲ ﺑﻦ ﻋﻤﺮﻭ

 »ﻣﻬ ﹰ: ﻓﻘﺎﻝ، ﻓﻮﺟﺪﲏ ﺃﺻﲇ  ﺛﻢ ﺍﻧﴫﻑ ﺍﻟﻨﺒﻲ،ﻣﻌﻪ ﺍﻟﺼﺒﺢ
ﻼ ﻳﺎ ﻗﻴﺲ ﺃﺻﻼﺗﺎﻥ
 »ﻓﻼ ﺇﺫﻥ«ﺃﺧﺮﺟﻪ: ﻗﺎﻝ،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ﺇﲏ ﱂ ﺃﻛﻦ ﺭﻛﻌﺖ ﺭﻛﻌﺘﻲ ﺍﻟﻔﺠﺮ: ﻗﻠﺖ،«ﻣﻌ ﹰﺎ؟

ﺍﻟﱰﻣﺬﻱ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走出来，拜功
就成立了，我同他一起礼了晨礼拜，当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礼拜之后，发现我还在礼拜，他就问：
“盖依
斯，慢点，你同时礼两番主命拜吗？”我说：
“主的使者阿！
我没有礼晨礼拜前面的两拜圣行。”他说：“既然如此，你
就礼吧！”

③
P78F

盖依斯（愿主喜悦她）的传述，他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5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24 段
《穆额尼》3/196，2/540；《布哈里圣训注释》3/43
③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2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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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ﻗﻴﺲ  ﻗﺎﻝ :ﺭﺃ ﺭﺳﻮﻝ ﺍﷲ  ﺭﺟ ﹰ
ﻼ ﻳﺼﲇ ﺑﻌﺪ ﺻﻼﺓ ﺍﻟﺼﺒﺢ ﺭﻛﻌﺘﲔ،

ﻓﻘ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ﺻﻼﺓ ﺍﻟﺼﺒﺢ ﺭﻛﻌﺘﺎﻥ«،ﻓﻘﺎﻝ ﺍﻟﺮﺟﻞ:ﺇﲏ ﱂ ﺃﻛﻦ ﺻﻠﻴﺖ

ﺍﻟﺮﻛﻌﺘﲔ ﺍﻟﻠﺘﲔ ﻗﺒﻠﻬﲈ ﻓﺼﻠﻴﺘﻬﲈ ﺍﻵﻥ،ﻓﺴﻜﺖ ﺭﺳﻮﻝ ﺍﷲ .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看见一个人在晨礼
拜后礼了两拜，于是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问道：
“晨礼拜是两次？”那人回答说：
“我没有礼晨礼拜前的两
拜圣行，我现在才礼的。”然后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①

平安）就沉默了。 在《伊本马哲圣训集》中传述：
P

P79F

»ﺃﺻﻼﺓ ﺍﻟﺼﺒﺢ ﻣﺮﺗﲔ؟«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ﻣﺎﺟﻪ
②
P80F

”？“晨礼拜有两次吗

或者在太阳升起之后还补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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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ﱢ
ﻳﺼﻞ ﺭﻛﻌﺘﻲ ﺍﻟﻔﺠﺮ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ﻣﻦ ﱂ

ﻓﻠﻴﺼﻠﻬﲈ ﺑﻌﺪﻣﺎ ﺗﻄﻠﻊ ﺍﻟﺸﻤﺲ«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ﺑﻦ ﺣﺒﺎﻥ

“谁没有礼晨礼拜前的两拜圣行，让他在太阳升起之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267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伊本马哲圣训集
第 1154 段
②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5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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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81F

有正确的《圣训》证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同主命拜一起还补过晨礼拜前面的两拜圣行；当
时，他在旅行中睡过了晨礼拜的时间，在他醒来之后，他
先还补了晨礼拜前面的圣行，然后在太阳升起之后还补的
主命拜。

②

P82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ﻧﺎﻡ ﻋﻦ ﺭﻛﻌﺘﻲ ﺍﻟﻔﺠﺮ ﻓﻘﻀﺎﳘﺎ ﺑﻌﺪﻣﺎ ﻃﻠﻌﺖ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ﻣﺎﺟﻪ.ﺍﻟﺸﻤﺲ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睡过了晨礼拜前
面的圣行，然后他在太阳升起之后还补的它俩。”

③
P83F

6.在主麻拜之后坚持礼的圣行是四拜
至于在主麻拜前，穆斯林可以自由地礼副功拜，因为
在它之前没有固定的圣行拜；所以可自由地礼副功拜、记
念真主，直到伊玛目出来。

④
P84F

至于在主麻拜之后的固定的圣行，伊本欧麦尔（愿主
喜悦他俩）传述的《圣训》，他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跟前记了许多要按时礼的圣行拜，其中有：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23 段，《伊本汉巴尼圣训集》第 4272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681 段
③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55 段
④
《归途的干粮》1/177，436，378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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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ﻧﻪ ﺣﻔﻆ ﻣﻦ ﺭﺳﻮﻝ ﺍﷲ  ﺍﻟﺴﻨﻦ ﺍﻟﺮﻭﺍﺗﺐ

ﻭﻓﻴﻪ» :ﻭﺭﻛﻌﺘﲔ ﺑﻌﺪ ﺍﳉﻤﻌﺔ ﰲ ﺑﻴﺘﻪ«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①
P85F

”。“主麻拜之后在他的家中所礼的两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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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ﱢ
ﻓﻠﻴﺼﻞ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ﺇﺫﺍ ﺻﲆ ﺃﺣﺪﹸ ﻛﻢ ﺍﳉﻤﻌﺔ

ﺑﻌﺪﻫﺎ ﺃﺭﺑﻌ ﹰﺎ«.

“当你们任何人礼了主麻拜，让他在主麻拜之后礼四
）拜（圣行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ﺇﺫﺍ ﺻﻠﻴﺘﻢ ﺑﻌﺪ ﺍﳉﻤﻌﺔ ﻓﺼﻠﻮﺍ ﺃﺭﺑﻌ ﹰﺎ«.
“当你们礼完主麻拜之后，你们应该再礼四拜（圣
）行
”。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ﱢ
ﻓﻠﻴﺼﻞ ﺃﺭﺑﻌ ﹰﺎ«
»ﻣﻦ ﻛﺎﻥ ﻣﻨﻜﻢ ﻣﺼﻠﻴ ﹰﺎ ﺑﻌﺪ ﺍﳉﻤﻌﺔ
“你们任何人在礼拜殿礼完主麻拜之后，让他再礼四
）拜（圣行
”。
《圣训》传述家之一苏海里说：

ﱢ
ﻓﺼﻞ ﺭﻛﻌﺘﲔ ﰲ
ﻗﺎﻝ ﺳﻬﻴﻞ ﺃﺣﺪ ﺭﻭﺍﺓ ﺍﳊﺪﻳﺚ» :ﻓﺈﻥ ﻋﺠﻞ ﺑﻚ ﳾﺀ

ﺍﳌﺴﺠﺪ ،ﻭﺭﻛﻌﺘﲔ ﺇﺫﺍ ﺭﺟﻌﺖ«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2 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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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急事，那么你在清真寺里礼两拜；当你回
到家之后再礼两拜。”

①
P86F

据传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当他礼
完主麻拜之后，他就回到家中再礼两拜，然后他说：

 ﺃﻧﻪ ﻛﺎﻥ ﺇﺫﺍ ﺻﲆ ﺍﳉﻤﻌﺔ ﺍﻧﴫﻑ ﻓﺴﺠﺪ: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ﻳﺼﻨﻊ ﺫﻟﻚ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ﺛﻢ ﻗﺎﻝ،ﺳﺠﺪﺗﲔ ﰲ ﺑﻴﺘ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就是这
样做的。”

②
P87F

学者们对主麻拜之后固定的圣行拜产生了分歧：他们
中有人说：
“礼四拜。
”证据是艾布胡莱赖传述的《圣训》
；
他们中有人说：
“在家中礼两拜。
”证据是阿布杜拉·本·欧
麦尔所传述的《圣训》，圣人曾经这样做过。伊玛目伊本盖
依慕提出：他曾经听他的老师伊本泰怡米耶说：
“如果在清
真寺里，礼四拜，如果在家中，礼两拜。
”然后伊本盖依慕
说：
“所有的《圣训》都证明了这一点，艾布达吾德提到阿
布杜拉·本·欧麦尔，如果在清真寺里礼，他就礼四拜；
如果在家中，他就礼两拜。”伊玛目帅呐阿奴说：“由于发
生了分歧，四拜比两拜更贵重。
”③
P8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881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882 段
③
《舒布伦色俩姆》3/181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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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我们的老师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阿布杜
拉·本·巴兹提过学者们对此的分歧：
“一部分人说：汇集
所有的传述，在清真寺里，礼四拜，如果在家中，礼两拜。”
另一部分人说：
“最少是两拜，最多是四拜，因为在家里礼
或者在清真寺里礼没有区别，这种说法最清楚明了；因为
言语优先于行动；因为事情有关于它，所以四拜最贵重。”
至于在主麻拜前，都是自由的、无固定的副功拜。证
据是赛莱曼·艾勒发勒笙传述的《圣训》
，他说：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ﻻ ﻳﻐﺘﺴﻞ ﺭﺟﻞ ﻳﻮﻡ: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ﺳﻠﲈﻥ ﺍﻟﻔﺎﺭﳼ

 ﺛﻢ، ﻭﻳﺪﻫﻦ ﻣﻦ ﺩﻫﻨﻪ ﺃﻭ ﻳﻤﺲ ﻣﻦ ﻃﻴﺐ ﺑﻴﺘﻪ، ﻭﻳﺘﻄﻬﺮ ﻣﺎ ﺍﺳﺘﻄﺎﻉ ﻣﻦ ﺍﻟﻄﻬﺮ،ﺍﳉﻤﻌﺔ
 ﺛﻢ ﻳﻨﺼﺖ ﺇﺫﺍ ﺗﻜﻠﻢ ﺍﻹﻣﺎﻡ ﺇﻻ ﻏﻔﺮ ﻟﻪ، ﺛﻢ ﻳﺼﲇ ﻣﺎ ﻛﺘﺐ ﻟﻪ،ﳜﺮﺝ ﻓﻼ ﻳﻔﺮﻕ ﺑﲔ ﺍﺛﻨﲔ

ﻣﺎ ﺑﻴﻨﻪ ﻭﺑﲔ ﺍﳉﻤﻌﺔ ﺍﻷﺧﺮ«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谁在主麻日尽其所能地洗了完美的大净，并涂油或
者擦香，然后他早早地去了清真寺，他没有分开任何人，
并按照自己的能力礼了拜（副功拜），当伊玛目演讲时，他
静听；那么，他在这个主麻和下个主麻之间的过错就都被
饶恕了。”

①
P89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883，9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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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并使其平安）说：

 ﹸﺛ ﱠﻢ ﹶﺃﺗﹶﻰ ﹸ، » ﹶﻣ ﹾﻦ ﺍ ﹾﻏﺘ ﹶﹶﺴ ﹶﻞ: ﻗﺎﻝ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ﹶﻓ ﹶﺼ ﱠﲆ ﹶﻣﺎ،ﺍﳉ ﹸـﻤ ﹶﻌ ﹶﺔ
ﹺ
ﹺ ﹺ
ﹺ
ـﻦ
 ﹸﺛ ﱠﻢ ﹶﺃﻧ ﹶﹾﺼ ﹶ،ﹸﻗﺪﱢ ﹶﺭ ﹶﻟـ ﹸﻪ
 ﹸﻏﻔ ﹶﺮ ﹶﻟـ ﹸﻪ ﻣـﹶﺎ ﹶﺑ ﹾﻴﻨﹶـ ﹸﻪ ﹶﻭ ﹶﺑ ﹾﻴ ﹶ، ﹸﺛ ﱠﻢ ﹸﻳ ﹶﺼ ﱢﲇ ﹶﻣ ﹶﻌ ﹸﻪ،ﺖ ﹶﺣﺘﱠﻰ ﹶﻳ ﹾﻔ ﹸﺮ ﹶﻍ ﻣ ﹾﻦ ﹸﺧ ﹾﻄ ﹶﺒﺘـﻪ
ﹸ
ﺍﳉ ﹸـﻤ ﹶﻌـ ﹺﺔ ﺍﻷﹸﺧﹾ ﹶـﺮ ﹶﻭ ﹶﻓ ﹾﻀ ﹸـﻞ ﹶﺛﻼ ﹶﺛ ﹺﺔ ﹶﺃ ﱠﻳﺎ ﹴﻡ«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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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伊玛目的演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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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90F

伊玛目伊本盖依慕说：
“他最好是自由地礼副功拜，直
到伊玛目出来（演讲）。因此，许多先贤——其中有欧麦
尔·本·罕塔比（愿主慈悯他）
，跟随他的有伊玛目艾哈默
德·本·罕百理——说：
“伊玛目出来时禁止礼拜，他演讲
时禁止说话；他们禁止礼拜的原因是伊玛目出来了，而不
是正午。” ②
P91F

伊玛目伊本盖依慕提出：
“主麻日，太阳偏西之前至伊
玛目出来之前礼拜并不是可憎的事项。这是伊玛目莎菲尔
的主张，伊斯兰学者伊本泰怡米耶选择了这种说法。如果
跟拜者迟到了，伊玛目已经登上了演讲台，那么让他轻快
地礼两拜庆贺清真寺拜。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857 段
《归途的干粮》1/378，437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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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ﳜﻄﺐ ﻳﻮﻡ ﺍﳉﻤﻌﺔ ﺇﺫ  ﺑﻴﻨﲈ ﺍﻟﻨﺒﻲ: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 ﺍﷲ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ﱢ
ﻓﺼﻞ
 »ﻗﻢ: ﻗﺎﻝ، ﻻ: »ﺃﺻﻠﻴﺖ ﻳﺎ ﻓﻼﻥ؟« ﻗﺎﻝ:  ﻟﻪ ﺍﻟﻨﺒﻲ: ﻓﻘﺎﻝ، ﺟﺎﺀ ﺭﺟﻞ

«ﺭﻛﻌﺘﲔ

主麻日，正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演讲
的时候，来了一个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对他说：
“某某人啊！你礼拜了吗（庆贺清真寺拜）？”
他说：
“没有。”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站起来，礼两拜。”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ﻭﻟﻴﺘﺠﻮﺯ
»ﺇﺫﺍ ﺟﺎﺀ ﺃﺣﺪﻛﻢ ﻳﻮﻡ ﺍﳉﻤﻌﺔ ﻭﺍﻹﻣﺎﻡ ﳜﻄﺐ ﻓﻠﲑﻛﻊ ﺭﻛﻌﺘﲔ
ﱠ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ﻓﻴﻬﲈ

“主麻日，你们某人来到清真寺时，伊玛目正在演讲，
那么，让他轻快地礼两拜。”

①
P92F

第三节：同主命拜一起按时礼的圣行拜的时间
主命拜之前所有的圣行，它的时间是从入时开始直到
主命拜成立。主命拜之后的所有圣行，它的时间是从礼完
主命拜直到那番拜的时间结束。

①

②
P93F

《布哈里圣训集》第 93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75 段
《穆额尼》2/54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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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还补按时礼的圣行拜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ﱢ
ﻳﺼﻞ ﺃﺭﺑﻌ ﹰﺎ ﻗﺒﻞ ﺍﻟﻈﻬﺮ
 ﻛﺎﻥ ﺇﺫﺍ ﱂ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ﺻﻼﻫﻦ ﺑﻌﺪﻫﺎ
P

P

如果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晌礼拜之前
他没有礼四拜圣行，那么他就在晌礼拜之后补礼。

①
P94F

因为那是按时礼的圣行拜的贵重。
阿布杜拉·本·莎易布（愿主喜悦他）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在太阳偏西之后晌礼拜
之前礼了四拜拜，然后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ﻛﺎﻥ ﻳﺼﲇ ﺃﺭﺑﻌ ﹰﺎ ﺑﻌﺪ ﺃﻥ ﺗﺰﻭﻝ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ﺍﻟﺴﺎﺋﺐ

ﻭﺃﺣﺐ ﺃﻥ ﻳﺼﻌﺪ ﱄ
 »ﺇﳖﺎ ﺳﺎﻋﺔ ﺗﻔﺘﺢ ﻓﻴﻬﺎ ﺃﺑﻮﺍﺏ ﺍﻟﺴﲈﺀ: ﻭﻗﺎﻝ،ﺍﻟﺸﻤﺲ ﻗﺒﻞ ﺍﻟﻈﻬﺮ
ﹼ
ﻓﻴﻬﺎ ﻋﻤﻞ ﺻﺎﻟﺢ«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P

P

“这是天堂的诸门被打开的时间，我希望我的善功能
在这个时间里被升高到真主那里。”

②
P95F

我曾经问我们的老师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阿布
杜拉·本·巴兹：
“这是晌礼的圣行拜，还是其它的圣行拜
呢？”他阐明说：“这是晌礼的圣行拜。”盖依斯·本·阿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26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7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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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鲁（愿主喜悦她）的传述的可靠《圣训》，在晨礼拜之后
还补它的圣行拜是得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认可的圣行拜。

①
P9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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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ﻦ ﱂ ﹸﻳ ﱢ: ﻗﺎﻝ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ﺼﻞ ﺭﻛﻌﺘﻲ ﺍﻟﻔﺠﺮ ﻓﻠﻴﺼ ﱢﻠ ﹺﻬﲈ

ﺑﻌﺪﻣﺎ ﺗﻄﻠﻊ ﺍﻟﺸﻤﺲ«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P

P

“谁没有礼晨拜的圣行，让他在太阳升起之后补礼
②

吧！”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又一传述：
P97F

P

 ﻧﺎﻡ ﻋﻦ ﺭﻛﻌﺘﻲ ﺍﻟﻔﺠﺮ ﻓﻘﻀﺎﳘﺎ ﺑﻌﺪﻣﺎ  ﺃﻳﻀ ﹰﺎ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ﻃﻠﻌﺖ ﺍﻟﺸﻤﺲ«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ﻣﺎﺟ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睡过了晨礼
前的圣行拜，然后他在太阳升起之后还补的它俩。”

③
P98F

有正确的《圣训》证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同主命拜一起还补过晨礼拜前的两拜圣行；当时
他在旅行中睡过了晨礼拜的时间。

④
P9F

这证明在晌礼拜之后还补晌礼拜之前失去的圣行是可
嘉的事项；同样，在晨礼拜之后或者太阳升起之后，还补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22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54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23 段
③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55 段
④
《穆斯林圣训集》第 681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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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礼拜之前失去的圣行是可嘉的事项，失去的主命和圣行
可以同时还补。
我曾经问我们的老师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阿布
杜拉·本·巴兹：“需要还补按时礼的圣行拜吗？”他说：
“按时礼的圣行拜只同失去的主命一起还补；至于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晡礼之后还补晌礼的圣
行拜，这是专归他的权力。”
我说：
“除非有《圣训》证明，在晌礼拜之后要还补其
拜前的圣行拜；在晨礼拜之后，或者在太阳升起之后要还
补其拜前的圣行拜；对于遗忘或者睡过了奇数拜时间的人，
在白天还补双数。这是我们的老师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生
前一直对此所下的判语。”

第五节：出礼拜殿或说话，区分主命拜和按时的圣行拜
莎易布·本·叶瑞德的传述，穆阿威耶（愿主喜悦他）
告诉他说：

 ﺇﺫﺍ ﺻﻠﻴﺖ ﺍﳉﻤﻌﺔ ﻓﻼ ﺗ ﹺﹶﺼ ﹾﻠﻬﺎ: ﻗﺎﻝ ﻟﻪ ﻋﻦ ﺍﻟﺴﺎﺋﺐ ﺑﻦ ﻳﺰﻳﺪ ﺃﻥ ﻣﻌﺎﻭﻳﺔ

ﹴ
 »ﺃﻥ ﻻ ﺗﻮﺻﻞ ﺻﻼﺓ: ﺃﻣﺮﻧﺎ ﺑﺬﻟﻚ ﺑﺼﻼﺓ ﺣﺘﻰ ﺗﺘﻜﻠﻢ ﺃﻭ ﲣﺮﺝ؛ ﻓﺈ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ﺑﺼﻼﺓ ﺣﺘﻰ ﻧﺘﻜﻠﻢ ﺃﻭ ﻧﺨﺮﺝ«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P

P

当你礼完主麻拜，你不要紧接着礼拜（副功拜）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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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话或离开；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就是这样命令我们的：
“不要一拜紧接着一拜礼，除非我们
说话或离开。”

①
P10F

这不是专指主麻拜。因为传述人引证的是概括性的《圣
训》和其它的《圣训》，用来专指主麻拜。有人说：“其中
的哲理就是不要混淆主命和副功。
”并提到了这种混淆主命
和副功的危险性。据传，在圣门弟子中有个人：

 ﻓﻘﺎﻡ ﺭﺟﻞ، ﺻﲆ ﺍﻟﻌﴫ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ﺭﺟﻞ ﻣﻦ ﺃﺻﺤﺎﺏ ﺍﻟﻨﺒﻲ

 ﺍﺟﻠﺲ ﻓﺈﻧﲈ ﺃﻫﻠﻚ ﺃﻫﻞ ﺍﻟﻜﺘﺎﺏ ﺃﻧﻪ ﱂ ﻳﻜﻦ ﻟﺼﻼﲥﻢ: ﻓﺮﺁﻩ ﻋﻤﺮ ﻓﻘﺎﻝ ﻟﻪ،ﻳﺼﲇ

 »ﺃﺣﺴﻦ ﺍﺑﻦ ﺍﳋﻄﺎﺏ«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ﻓﻘ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ﻓﺼﻞ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礼了晡礼拜，
那个人也站起来礼拜；欧麦尔看见后对他说：
“你坐下，有
经典的人遭到毁灭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区别他们的拜功
（主命和副功）；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伊本罕塔比说的对。”

②
P10F

我听我们的老师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阿布杜
拉·本·巴兹谈论关于禁止的哲理时说：
“因为紧接着主命
礼圣行，会使人误认为副功拜是主命拜的一部分，这是在
主麻拜及其他的拜功中；如果在它之间以说话、出去、念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883 段
《艾哈默德圣训集》5/368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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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恕词或者以记念真主来区分，那它确已经被分开了。”伊
玛目帅呐阿奴说：
“学者们提出：为礼副功拜而从礼主命拜
的地方转换一下是可嘉的事项，最好是回到他的家中去礼，
因为在家礼副功拜是最贵重的；否则，他可以在清真寺或
者其它的地方去礼副功拜，因为在清真寺里可以礼拜的地
方很多。” ①
P102F

的确，艾布达吾德引证了艾布胡莱赖传述的《圣训》：

 ﺃﻭ ﻋﻦ ﻳﻤﻴﻨﻪ ﺃﻭ ﻋﻦ ﺷﲈﻟﻪ ﰲ،»ﺃﻳﻌﺠﺰ ﺃﺣﺪﻛﻢ ﺃﻥ ﻳﺘﻘﺪﻡ ﺃﻭ ﻳﺘﺄﺧﺮ

ﺍﻟﺼﻼﺓ«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你们礼副功拜时，谁不能往前或往后，往右或往左
站吗？”

②
P103F

据传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他在礼
主命拜时要移动位置，同样他在礼副功拜时也要移动位置；
如果当时他是在麦加礼主麻，他就上前礼两拜，然后他再
上前礼两拜；如果当时他是在麦地那礼主麻，他就返回他
的家中礼两拜，他没有在清真寺礼过；有人问他时，他说：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ﻳﻔﻌﻞ ﺫﻟﻚ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ﻗﺎﻝ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就是这样做

①

《舒布伦色俩姆》3/183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006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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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104F

在此我说：
“引证阿布杜拉的行为足以证明，可以礼拜
的地方很多，犹如我们的老师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阿
布杜拉·本·巴兹所指定的一样。”

第六节：当主命拜成立时，必须放弃所有的副功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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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ﺇﺫﺍ ﺃﻗﻴﻤﺖ ﺍﻟﺼﻼﺓ ﻓﻼ ﺻﻼﺓ ﺇﻻ ﺍﳌﻜﺘﻮﺑﺔ: ﻗﺎﻝ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P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P

“当主命拜成立时，只能礼主命拜。”

②
P105F

阿布杜拉·本·马力克·本·布哈乃（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

 ﺭﺃ ﺭﺟ ﹰ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ﻣﺎﻟﻚ ﺑﻦ ﹸﺑﺤﻴﻨﺔ
ﻼ ﻭﻗﺪ ﺃﻗﻴﻤﺖ

 ﻻﺙ ﺑﻪ ﺍﻟﻨﺎﺱ ﻓﻘﺎﻝ ﻟﻪ ﺭﺳﻮﻝ ﺍﷲ،  ﻓﻠﲈ ﺍﻧﴫﻑ ﺭﺳﻮﻝ ﺍﷲ،ﺍﻟﺼﻼﺓ ﻳﺼﲇ ﺭﻛﻌﺘﲔ
 ﺁﻟﺼﺒﺢ ﺃﺭﺑﻌ ﹰ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ﺁﻟﺼﺒﺢ ﺃﺭﺑﻌ ﹰﺎ: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看见一个人在
主命拜成立之后礼了两拜，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礼完拜之后，人们对他议论纷纭，主的使者（愿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13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10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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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问他：“晨礼拜是四拜吗？”

①
P106F

阿布杜拉·本·塞尔吉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ﰲ  ﺩﺧﻞ ﺭﺟﻞ ﺍﳌﺴﺠﺪ ﻭ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ﴎﺟﺲ

 ﻓﻠﲈ ﺳﻠﻢ، ﺻﻼﺓ ﺍﻟﻐﺪﺍﺓ ﻓﺼﲆ ﺭﻛﻌﺘﲔ ﰲ ﺟﺎﻧﺐ ﺍﳌﺴﺠﺪ ﺛﻢ ﺩﺧﻞ ﻣﻊ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ﺎ ﻓﻼﻥ ﺑﺄﻱ ﺍﻟﺼﻼﺗﲔ ﺍﻋﺘﺪﺩﺕ؟ ﺃﺑﺼﻼﺗﻚ ﻭﺣﺪﻙ ﺃﻡ ﺑﺼﻼﺗﻚ: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ﻣﻌﻨ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P P

一个人走进清真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正在礼晨礼拜；他先靠一边礼了两拜，然后他才过
来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一起礼拜，当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礼完拜之后对他说：
“某某人啊！你认为你的哪番拜功最重要，你单独礼的，
还是和我们一起礼的呢？”

②
P107F

这所有的《圣训》都证明了对于一个穆斯林，当他听
见成拜词时，不允许他礼副功拜，无论是按时的：如晨礼
拜的圣行拜，晌礼拜的圣行拜和晡礼拜的圣行拜等等；无
论在清真寺内礼，还是在清真寺的外边；无论他害怕失去
第一拜与否。争论时的证据就是圣行，谁依据的是圣行，
谁就是成功的。正确的说法：其中的哲理应该是从一开始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6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11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1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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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专心致志地去礼主命拜，他应该在伊玛目举意之后开始；
如果他忙于副功拜，他就会失去与伊玛目一起入拜的机会，
失去一部分主命，主命拜是首要值得完美的；其中还有另
一哲理：就是禁止违背伊玛目。
对于主张当主命拜成立时，必须要放弃副功拜者的证
据是：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概括性的言
辞：

«»ﺇﺫﺍ ﺃﻗﻴﻤﺖ ﺍﻟﺼﻼﺓ ﻓﻼ ﺻﻼﺓ ﺇﻻ ﺍﳌﻜﺘﻮﺑﺔ
“当主命拜成立时，只能礼主命拜。”

①
P108F

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当主命拜成立时，他正在礼副功拜，
他应当轻快地完美副功拜，而不应该放弃它，他们引证的
是概括性的经文。清高的真主说：
ﹺ
ﹺ
ﹺ
ﺍﻟﺮ ﹸﺳ ﹶ
ﻮﻝ ﹶﻭﻻ ﹸﺗ ﹾﺒﻄﹺ ﹸﻠﻮﺍ ﹶﺃ ﹾﻋ ﹶﲈ ﹶﻟﻜ ﹾﹸﻢ
 ﹶﻳﺎ ﹶﺃ ﱡ ﹶﳞﺎ ﺍ ﱠﻟﺬ ﹶ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ﻳﻦ ﹶﺁﻣﻨﹸﻮﺍ ﹶﺃﻃﻴ ﹸﻌﻮﺍ ﺍﷲ ﹶﻭ ﹶﺃﻃﻴ ﹸﻌﻮﺍ ﱠ

.٣٣ : ﺍﻵﻳﺔ، ﺳﻮﺭﺓ ﳏﻤﺪ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顺从真主，当顺从使者，你
们不要使你们的功课无效。】

②
P109F

这些《圣训》指的是：在主命拜成立之后而礼的副功
拜。有人说：
“如果他害怕失去集体礼的主命拜，就让他放
弃它（副功拜）；如果他不害怕失去集体礼的主命拜，就不
①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2/151
《穆罕默德章》第 3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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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放弃它，而让他轻快地完美它。”

①
P10F

最正确的说法是所引证的概括性的《圣训》，放弃它；
在前面阿布杜拉·本·马力克·本·布哈乃传述的《圣训》
②

已经解释清楚， 《穆斯林圣训集》中的言辞更明白，他说：
P1F

P

 ﺭﺟ ﹰ  ﻓﺮﺃ ﺭﺳﻮﻝ ﺍﷲ، ﺃﻗﻴﻤﺖ ﺻﻼﺓ ﺍﻟﺼﺒﺢ:ﻗﺎﻝ
 »ﺃﺗﺼﲇ:ﻼ ﻭﺍﳌﺆﺫﻥ ﻳﻘﻴﻢ ﻓﻘﺎﻝ

«ﺍﻟﺼﺒﺢ ﺃﺭﺑﻌ ﹰﺎ

“晨礼已经成立，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看见一个人在宣礼员念‘拜功已经成立了’的时候礼
了两拜，然后他问他：‘你礼了四拜晨礼拜吗？’”
这是我听我们的老师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阿布
杜拉·本·巴兹所肯定的，他说：“《古兰经》文是概括性
的；至于《圣训》，它是特指的，毋庸置疑，特指的优先于
概括性的而被遵行。
犹如在教法原则和《圣训》专用术语中所提到的一样，
但是假如主命拜成立时，他已经礼到第二拜的鞠躬、叩头
或者是末座，他完美拜功对他并无伤害；因为他已经礼完
了拜，或者是剩下的少于一拜。在另一处他说：
“因为礼拜
最少是一拜，而他剩下的少于一拜，那么，完美它并不违
反前面所提的《圣训》。
”
①

《穆俄尼》2/120，《布哈里圣训注释》2/151
《布哈里圣训集》第 66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11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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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在旅行中，除了晨礼的圣行和威特尔拜之外，
其它所有受叮嘱的圣行都可以不礼
阿税姆·本·欧麦尔·本·罕塔比传述的《圣训》，他
说：
ﻋﻦ ﻋﺎﺻﻢ ﺑﻦ ﻋﻤﺮ ﺑﻦ ﺍﳋﻄﺎﺏ ،ﻗﺎﻝ ﺻﺤﺒﺖ ﺍﺑﻦ ﻋﻤﺮ ﰲ ﻃﺮﻳﻖ ﻣﻜﺔ ،ﻗﺎﻝ :ﻓﺼﲆ

ﻟﻨﺎ ﺍﻟﻈﻬﺮ ﺭﻛﻌﺘﲔ ،ﺛﻢ ﺃﻗﺒﻞ ﻭﺃﻗﺒﻠﻨﺎ ﻣﻌﻪ ﺣﺘﻰ ﺟﺎﺀ ﺭﺣﻠﻪ ،ﻭﺟﻠﺲ ﻭﺟﻠﺴﻨﺎ ﻣﻌﻪ ،ﻓﺤﺎﻧﺖ ﻣﻨﻪ

ﺍﻟﺘﻔﺎﺗﺔ ﻧﺤﻮ ﺣﻴﺚ ﺻﲆ ،ﻓﺮﺃ ﻧﺎﺳ ﹰﺎ ﻗﻴﺎﻣ ﹰﺎ ،ﻓﻘﺎﻝ :ﻣﺎ ﻳﺼﻨﻊ ﻫﺆﻻﺀ؟ ﻗﻠﺖ :ﻳﺴﺒﺤﻮﻥ ،ﻗﺎﻝ:

ﻟﻮ ﻛﻨﺖ ﻣﺴﺒﺤ ﹰﺎ ﺃﲤﻤﺖ ﺻﻼﰐ ،ﻳﺎ ﺍﺑﻦ ﺃﺧﻲ ﺇﲏ ﺻﺒﺤ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ﰲ ﺍﻟﺴﻔﺮ ﻓﻠﻢ ﻳﺰﺩ
ﻋﲆ ﺭﻛﻌﺘﲔ ﺣﺘﻰ ﻗﺒﻀﻪ ﺍﷲ ،ﻭﺻﺤﺒﺖ ﺃﺑﺎ ﺑﻜﺮ ﻓﻠﻢ ﻳﺰﺩ ﻋﲆ ﺭﻛﻌﺘﲔ ﺣﺘﻰ ﻗﺒﻀﻪ ﺍﷲ،

ﻭﺻﺤﺒﺖ ﻋﻤﺮ ﻓﻠﻢ ﻳﺰﺩ ﻋﲆ ﺭﻛﻌﺘﲔ ﺣﺘﻰ ﻗﺒﻀﻪ ﺍﷲ ،ﺛﻢ ﺻﺤﺒﺖ ﻋﺜﲈﻥ ﻓﻠﻢ ﻳﺰﺩ ﻋﲆ

ﹺ
ﺣﺴﻨ ﹲﺔ .
ﺭﻛﻌﺘﲔ ﺣﺘﻰ ﻗﺒﻀﻪ ﺍﷲ ،ﻭﻗﺪ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ﻟ ﹶﻘﺪﹾ ﹶ
ﻛﺎﻥ ﻟﻜﹸﻢ ﰲ ﺭﺳﻮﻝ ﺍﷲ ﹸﺃﺳﻮ ﹲﺓ ﹶ
P P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曾经陪同伊本欧麦尔在去麦加路途中，他带着我
们礼了两拜晌礼拜，然后我们和他一起回到商队的休息地，
陪同着他坐下，他回顾一下刚才礼拜的地方，看见许多人
还站着，于是他问道：
“这些人在干什么?”我说：
“他们在
礼副功拜。”他说：“假如我礼副功拜，那么我一定要完美
我的拜功（主命的四拜）。我的侄子啊！我曾经陪同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旅行，他没有超过礼两拜，
直到他归真；然后我陪同艾布白克尔，他没有超过两拜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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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归真；然后又我陪同欧麦尔，他没有超过两拜直到他
归真；然后我又陪同欧斯曼，他也没有超过两拜直到他归
真；的确清高的真主说：【你们的使者可以作为你们的楷
①

模。】 至于晨礼的圣行拜和奇数拜，无论居家还是旅行，
P12F

P

你都不要放弃它们。关于晨礼的圣行拜，阿依莎（愿主喜
悦她）的传述的《圣训》，

 »ﱂ ﻳﻜﻦ ﻳﺪﻋﻬﲈ  ﺃﻥ ﺍﻟﻨﺒﻲ،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ﰲ ﺳﻨﺔ ﺍﻟﻔﺠﺮ

ﺃﺑﺪ ﹰﺍ«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P P

②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从没有放弃它俩。
P13F

艾布盖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和他的弟子们在旅途中睡过了晨礼拜的
时间，直到太阳升起；在其中提到：

 ﻭﺃﺻﺤﺎﺑﻪ ﰲ ﺍﻟﺴﻔﺮ ﻋﻦ ﺻﻼﺓ ﺍﻟﻔﺠﺮ ﺣﺘﻰ  ﰲ ﻧﻮﻡ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ﺃﰊ ﻗﺘﺎﺩﺓ

 ﺛﻢ ﺻﲆ، ﺭﻛﻌﺘﲔ  »ﺛﻢ ﺃﺫﻥ ﺑﻼﻝ ﺑﺎﻟﺼﻼﺓ ﻓﺼﲆ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ﻓﻴﻪ،ﻃﻠﻌﺖ ﺍﻟﺸﻤﺲ

ﺍﻟﻐﺪﺍﺓ ﻓﺼﻨﻊ ﻛﲈ ﻛﺎﻥ ﻳﺼﻨﻊ ﻛﻞ ﻳﻮﻡ«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比俩里念宣礼词，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礼了两拜（圣行），然后他才礼的晨礼拜（主命拜）；
如同他每天所礼的一样。”
①

③
P14F

《同盟军章》第 21 节，《布哈里圣训集》第 1101，110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89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5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24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681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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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奇数拜，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他说：

 ﻳﺼﲇ ﰲ ﺍﻟﺴﻔﺮ ﻋﲆ  »ﻛﺎﻥ ﺍﻟﻨﺒﻲ: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 ﻭﻳﻮﺗﺮ ﻋﲆ ﺭﺍﺣﻠﺘﻪ، ﻳﻮﻣﺊ ﺇﻳﲈﺀ ﺻﻼﺓ ﺍﻟﻠﻴﻞ ﺇﻻ ﺍﻟﻔﺮﺍﺋﺾ،ﺭﺍﺣﻠﺘﻪ ﺣﻴﺚ ﺗﻮﺟﻬﺖ ﺑ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旅行时，除了主

命拜之外，他都是坐在他坐骑上点头指示着礼拜的，而他
的坐骑自由地走动；并且他坐在乘骑上礼威特尔（奇数
拜）。”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ﻛﺎﻥ ﻳﻮﺗﺮ ﻋﲆ ﺍﻟﺒﻌﲑ
“他坐在骆驼上礼威特尔拜。” ①
P15F

伊玛目伊本盖依慕说：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重视晨礼的圣行拜超过所有的副功拜，无论居家还是旅行，
他从没有放弃过晨礼的圣行拜和奇数拜……，没有任何传
述说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旅途中礼其它的圣
行拜。”

②

P16F

至于自由的副功拜，无论居家还是旅行都是自由的；
如：杜哈拜（太阳升起后至中午前所礼的拜）、夜间拜和所
有自由的副功拜；以及因故所礼的副功拜，如：小净后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9，100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00 段
《归途的干粮》1/315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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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行拜、转天房后的圣行拜、日食拜和庆寺拜等等。

①
P17F

伊玛目恼威说：
“学者们一致赞同在旅途中礼副功拜是
可嘉的事项……。”

②

P18F

①

《麦吉姆阿》，作者：伊本巴兹，11/390-391
《穆斯林圣训注释》5/205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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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威特尔拜
第一节：威特尔拜是受叮嘱的圣行
辅士艾布安尤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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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ﺣﻖ ﻋﲆ ﻛﻞ
»ﺍﻟﻮﺗﺮ ﹲ: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ﺃﻳﻮﺏ ﺍﻷﻧﺼﺎﺭﻱ

«ﻭﻣﻦ ﺃﺣﺐ ﺃﻥ ﻳﻮﺗﺮ ﺑﻮﺍﺣﺪﺓ ﻓﻠﻴﻔﻌﻞ، ﻓﻤﻦ ﺃﺣﺐ ﺃﻥ ﻳﻮﺗﺮ ﺑﺜﻼﺙ ﻓﻠﻴﻔﻌﻞ،ﻣﺴﻠﻢ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ﺳﻨﻦ 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威特尔拜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谁喜爱礼三拜作为
奇数，就让他礼吧；谁喜爱礼一拜作为单数，也就让他礼
吧！”

①
P19F

阿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ﻭﻟﻜﻦ ﺳﻨ ﹲﺔ ﺳﻨﻬﺎ،ﺑﺤﺘﹾﻢ ﻛﺼﻼﺗﻜﻢ ﺍﳌﻜﺘﻮﺑﺔ
»ﺍﻟﻮﺗﺮ ﻟﻴﺲ ﹶ: ﻗﺎﻝ ﻋﻦ ﻋﲇ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ﺳﻨﻦ 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ﺭﺳﻮﻝ ﺍﷲ

“威特尔拜决不象你们所礼的主命拜一样；但是它是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所制定的圣行。”

②
P120F

泰来哈·本·欧柏丁拉（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22 段，
《奈沙伊圣训集》第 1712 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90
段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54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167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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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ﻃﻠﺤﺔ ﺑﻦ ﻋﺒﻴﺪ ﺍﷲ ،ﻗﺎﻝ :ﺟﺎﺀ ﺭﺟﻞ ﺇﱃ ﺭﺳﻮﻝ ﺍﷲ  ﻣﻦ ﺃﻫﻞ ﻧﺠﺪ ﺛﺎﺋﺮ

ﺍﻟﺮﺃﺱ ،ﻧﺴﻤﻊ ﺩﻭﻱ ﺻﻮﺗﻪ ﻭﻻ ﻧﻔﻘﻪ ﻣﺎ ﻳﻘﻮﻝ ،ﺣﺘﻰ ﺩﻧﺎ ﻓﺈﺫﺍ ﻫﻮ ﻳﺴﺄﻝ ﻋﻦ ﺍﻹﺳﻼﻡ،

ﻋﲇ ﻣﻦ ﺍﻟﺼﻼﺓ؟ ﻓﻘﺎﻝ» :ﺍﻟﺼﻠﻮﺍﺕ
ﻓﻘﺎﻝ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ﺃﺧﱪﲏ ﻣﺎﺫﺍ ﻓﺮﺽ ﺍﷲ ﹼ
ﻋﲇ ﻣﻦ ﺍﻟﺼﻴﺎﻡ؟ ﻓﻘﺎﻝ» :ﺷﻬﺮ
ﺍﳋﻤﺲ ﺇﻻ ﺃﻥ ﱠ
ﺗﻄﻮﻉ ﺷﻴﺌ ﹰﺎ« ﻓﻘﺎﻝ :ﺃﺧﱪﲏ ﺑﲈ ﻓﺮﺽ ﺍﷲ ﹼ

ﻋﲇ ﻣﻦ ﺍﻟﺰﻛﺎﺓ ] ﻭﺫﻛﺮ ﻟﻪ
ﺭﻣﻀﺎﻥ ﺇﻻ ﺃﻥ ﺗﻄﻮﻉ ﺷﻴﺌ ﹰﺎ« .ﻓﻘﺎﻝ :ﺃﺧﱪﲏ ﺑﲈ ﻓﺮﺽ ﺍﷲ ﹼ

ﻋﲇ ﻏﲑﻫﺎ؟ ﻗﺎﻝ» :ﻻ ،ﺇﻻ ﺃﻥ ﺗﻄﻮﻉ«[ ﻓﺄﺧﱪﻩ ﺭﺳﻮ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ﺍﻟﺰﻛﺎﺓ ،ﻗﺎﻝ :ﻫﻞ ﹼ
ﺍﷲ  ﺑﴩﺍﺋﻊ ﺍﻹﺳﻼﻡ ،ﻗﺎﻝ :ﻓﺄﺩﺑﺮ ﺍﻟﺮﺟﻞ ﻭﻫﻮ ﻳﻘﻮﻝ :ﻭﺍﻟﺬﻱ ﺃﻛﺮﻣﻚ ﻻ ﺃﺗﻄﻮﻉ

ﻋﲇ ﺷﻴﺌ ﹰﺎ ،ﻓﻘ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ﺃﻓﻠﺢ ﺇﻥ ﺻﺪﻕ ،ﺃﻭ
ﺷﻴﺌ ﹰﺎ ﻭﻻ ﺃﻧﻘﺺ ﳑﺎ ﻓﺮﺽ ﺍﷲ ﹼ
ﹸﺃﺩﺧﻞ ﺍﳉﻨﺔ ﺇﻥ ﺻﺪﻕ«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从奈基德来了一个蓬头盖面的人找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我们可以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但
不明白他在说什么；直到他走近时我们才听见，他关于伊
斯兰询问主的使者，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啊！你告诉我真主为我规定的拜功是什么？”他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每日的五番拜功，除此
之外都属于你的副功拜。”他问：“你告诉我真主为我规定
的斋戒是什么？”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封
莱麦丹月的斋，除此之外都属于你的副功斋。”他又问：
“你
告诉我真主为我规定的天课是什么？”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告诉了他有关天课的事项。他说：
“对

副功拜

76

于我还有其他的功课吗？”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没有，除非是自愿增加的副功。”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告诉了他伊斯兰的各项法律。
他(传述人)说：那个人在离开时说：
“指使您高贵的主起誓，
我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真主为我规定的功课。”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如果他真的那样做了，他确已
成功了。”或者是说：“如果他真的那样做了，他将进入天
堂。”

①
P1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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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穆阿兹去也门，在其中提到：
: ﺑﻌﺚ ﻣﻌﺎﺫ ﹰﺍ ﺇﱃ ﺍﻟﻴﻤﻦ ﻭﻓﻴﻪ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ﲬﺲ ﺻﻠﻮﺍﺕ ﰲ ﺍﻟﻴﻮﻡ ﻭﺍﻟﻠﻴﻠﺔ
ﻓﺄﻋﻠﻤﻬﻢ ﺃﻥ ﺍﷲ ﺍﻓﱰﺽ ﻋﻠﻴﻬﻢ ﹶ...»

“……你告诉他们真主在每昼夜为他们规定了五番拜
功……。”

②
P12F

这两段《圣训》证明了威特尔拜决不属于主命拜，这
是大众学者们的一致主张，然而它是被强调的圣行拜。因
此，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无论居家还是
旅行时，从没有放弃过晨礼的圣行拜和威特尔拜。
”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6，181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434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9 段
③
《归途的干粮》1/315，《穆额尼》3/196，2/240
②

③
P12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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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威特尔拜的贵重
它有一个特别的贵重处。哈尔哲·本·哈扎法·艾勒
）欧德伟的传述，他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来到我们中间，他说：

ﻋﻦ ﺧﺎﺭﺟﺔ ﺑﻦ ﺣﺬﺍﻓﺔ ﺍﻟﻌﺪﻭﻱ ،ﻗﺎﻝ :ﺧﺮﺝ ﻋﻠﻴﻨﺎ ﺍﻟﻨﺒﻲ  ﻓﻘﺎﻝ» :ﺇﻥ ﺍﷲ ﺗﻌﺎﱃ

ﻗﺪ ﺃﻣﺪﻛﻢ ﺑﺼﻼﺓ ﻭﻫﻲ ﺧﲑ ﻟﻜﻢ ﻣﻦ ﹸﲪ ﹺﺮ ﺍﻟﻨﱠﻌﻢ ،ﻭﻫﻲ ﹺ
ﺍﻟﻮﺗﺮ ،ﻭﺟﻌﻠﻬﺎ ﻟﻜﻢ ﻓﻴﲈ ﺑﲔ
ﺍﻟﻌﺸﺎﺀ ﺇﱃ ﻃﻠﻮﻉ ﺍﻟﻔﺠﺮ«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ﺳﻨﻦ 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清高的真主确以一种拜功援助你们，它对你们比红
骆驼还要好，它就是威特尔；它的时间是在宵礼拜和黎明
①
P124F

”。之间

阿里·本·艾布塔利布（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
。足可以证明它的贵重和它是被强调的圣行
阿里·本·艾布塔利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ﻋﲇ ﺑﻦ ﺃﰊ ﻃﺎﻟﺐ  ﻗﺎﻝ :ﺃﻭﺗﺮ ﺭﺳﻮﻝ ﺍﷲ  ﺛﻢ ﻗﺎﻝ» :ﻳﺎ ﺃﻫﻞ ﺍﻟﻘﺮﺁﻥ

ﺃﻭﺗﺮﻭﺍ ﻓﺈﻥ ﺍﷲ  ﻭﺗﺮ ﳛﺐ ﺍﻟﻮﺗﺮ«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ﺳﻨﻦ 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礼完奇数拜
之后说：
“穆斯林们啊！你们当礼威特尔拜，伟大尊严的真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18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52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6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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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125F

我听我们的老师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阿布杜
拉·本·巴兹对这段《圣训》的解释时说：
“这证明学者们
比其他人更应该注重它；如果它是所有人的制度，那么了
解他们行为的人可以效仿他们；威特尔拜是在宵礼和晨礼
之间，最少是一拜，清高的真主是独一的，他喜爱单数，
他喜爱符合他属性的；他是容忍的，他喜爱坚忍者；他讨
厌骄傲自负者，仆人从他的属性中选择了适合仆人的慷慨、
大方和慈善。
”

第三节：威特尔拜的时间
是在宵礼拜之后类似下列的全夜的时间
A-它是在宵礼之后直到第二次黎明升起之间。阿布杜
拉·本·阿姆尔·本·阿税从艾布摆筛尔·艾勒安发利那
儿传来的《圣训》，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ﺑﻦ ﺍﻟﻌﺎﺹ ﻋﻦ ﺃﰊ ﺑﴫﺓ ﺍﻟﻐﻔﺎﺭﻱ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ﻓﺼ ﱡﻠﻮﻫﺎ ﻓﻴﲈ ﺑﲔ ﺻﻼﺓ ﺍﻟﻌﺸﺎﺀ ﺇﱃ ﺻﻼﺓ، ﺯﺍﺩﻛﻢ ﺻﻼﺓ ﻭﻫﻲ ﺍﻟﻮﺗﺮ »ﺇﻥ ﺍﷲ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ﺍﻟﻔﺠﺮ

“清高伟大的真主为你们增加了一番拜功，它就是威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16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53 段，
《奈沙伊圣训集》第 1676
段，原文出自《奈沙伊圣训集》，《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69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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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尔拜，你们当在宵礼至晨礼之间礼它。” 这段《圣训》
P126F

P

已经阐明威特尔拜的时间是在宵礼和晨礼之间；无论穆斯
林在宵礼的时间里礼宵礼拜，或者把它提前到昏礼的时间
里并礼，威特尔拜的时间是从他礼宵礼拜的时间开始。

②
P127F

从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言行中有许多
正确可靠的《圣训》
，确已证实了威特尔拜的时间。
信士之母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ﻳﺼﲇ ﻓﻴﲈ ﺑﲔ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ﺃﻡ ﺍﳌﺆﻣﻨ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ﺇﱃ ﺍﻟﻔﺠﺮ ﺇﺣﺪ ﻋﴩﺓ-  ﻭﻫﻲ ﺍﻟﺘﻲ ﻳﺪﻋﻮ ﺍﻟﻨﺎﺱ ﺍﻟﻌﺘﻤﺔ- ﺃﻥ ﻳﻔﺮﻍ ﻣﻦ ﺻﻼﺓ ﺍﻟﻌﺸﺎﺀ
 ﻓﺈﺫﺍ ﺳﻜﺖ ﺍﳌﺆﺫﻥ ﻣﻦ ﺻﻼﺓ ﺍﻟﻔﺠﺮ، ﻭﻳﻮﺗﺮ ﺑﻮﺍﺣﺪﺓ، ﻳﺴ ﱢﻠﻢ ﺑﲔ ﻛﻞ ﺭﻛﻌﺘﲔ،ﺭﻛﻌﺔ

 ﺛﻢ ﺍﺿﻄﺠﻊ ﻋﲆ ﺷﻘﻪ،ﻭﺗﺒﲔ ﻟﻪ ﺍﻟﻔﺠﺮ ﻭﺟﺎﺀﻩ ﺍﳌﺆﺫﻥ ﻗﺎﻡ ﻓﺮﻛﻊ ﺭﻛﻌﺘﲔ ﺧﻔﻴﻔﺘﲔ
ﺍﻷﻳﻤﻦ ﺣﺘﻰ ﻳﺄﺗﻴﻪ ﺍﳌﺆﺫﻥ ﻟﻺﻗﺎﻣ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在宵礼
之后——它就是人们所说的二更天——至凌晨礼十一拜，
他每两拜说一次色兰，他礼一拜奇数拜；当宣礼员为晨礼
念完宣礼词，来告诉他晨礼的时间已经到了之后，他就站
起来轻快地礼两拜；然后他便侧卧在他的右边，直到宣礼
员来告诉他拜功要成立了。”
①

③
P128F

《艾哈默德圣训集》6/397，2/180，206，208
《穆额尼》2/595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736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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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确已强调了威
特尔拜最迟的时间。塞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ﺃﻭﺗﺮﻭﺍ ﻗﺒﻞ ﺃﻥ ﺗﹸﺼﺒﺤﻮﺍ: ﻗﺎﻝ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ﺃﰊ ﺳﻌﻴﺪ
“你们应该在礼晨礼拜之前礼威特尔拜。”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ﺃﻭﺗﺮﻭﺍ ﻗﺒﻞ ﺍﻟﺼﺒﺢ
“你们当在晨礼拜之前礼威特尔拜。”

①
P129F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ﺑﺎﺩﺭﻭﺍ ﺍﻟﺼﺒﺢ ﺑﺎﻟﻮﺗﺮ: 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②

“你们当在晨礼拜的时间进入之前礼威特尔拜。” 这
P130F

P

证明威特尔拜的时间是在晨礼拜之前，应在晨礼拜前礼它。
那是因为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传述的
可靠的《圣训》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ﺻﻼﺓ ﺍﻟﻠﻴﻞ ﻣﺜﻨﻰ ﻣﺜﻨﻰ: ﻗﺎﻝ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ﻓﺈﺫﺍ ﺧﴚ ﺃﺣﺪﻛﻢ ﺍﻟﺼﺒﺢ ﺻﲆ ﺭﻛﻌﺔ ﻭﺍﺣﺪﺓ ﺗﻮﺗﺮ ﻟﻪ ﻣﺎ ﻗﺪ ﱠ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ﺻﲆ

“夜晚的拜功是两拜两拜地礼，如果你们谁害怕失去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54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50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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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礼拜，那么，让他在最后礼一拜结束他的拜功。”

①
P13F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ﻣﻦ ﺃﺩﺭﻙ ﺍﻟﺼﺒﺢ ﻓﻠﻢ ﻳﻮﺗﺮ: ﻗﺎﻝ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ﺳﻌﻴﺪ ﺍﳋﺪﺭﻱ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ﺣﺒﺎﻥ.«ﻓﻼ ﻭﺗﺮ ﻟﻪ

“谁赶上晨礼拜，而没有礼威特尔拜，对他已经没有
威特尔拜了。”

②
P132F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传述的可靠
的《圣训》，可以证明这段《圣训》，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ﺇﺫﺍ ﻃﻠﻊ ﺍﻟﻔﺠﺮ ﻓﻘﺪ ﺫﻫﺐ ﱡ: ﻗﺎﻝ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ﻛﻞ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ﻓﺄﻭﺗﺮﻭﺍ ﻗﺒﻞ ﻃﻠﻮﻉ ﺍﻟﻔﺠﺮ،ﺻﻼﺓ ﺍﻟﻠﻴﻞ ﻭﺍﻟﻮﺗﺮ

“如果黎明来临了，所有的夜间拜和威特尔拜都结束
了，你们应该在黎明到来之前礼威特尔拜。”

③
P13F

伊玛目提勒秘日说：
“这是许多学者的说法；如沙菲尔、
艾哈默德和伊斯哈格，他们都认为在晨礼之后不可以礼威
特尔拜。”

④
P134F

同时，先知的行为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他把威特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49 段
《伊本罕巴尼》6/168，第 2408 段
③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69 段
④
《穆万台艾》2/126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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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拜推迟至黎明前。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 :ﹺﻣ ﹾﻦ ﻛ ﱢﹸﻞ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ﻗﺪﹾ ﹶﺃ ﹾﻭﺗ ﹶﹶﺮ ﹶﺭ ﹸﺳ ﹸ
ﻮﻝ ﺍﷲ  ،ﹺﻣ ﹾﻦ ﹶﺃ ﱠﻭ ﹺﻝ
ﹺﹺ ﹺ ﹺ
ﺍﻟﺴ ﹶﺤﺮ«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ﻭ ﹶﺃ ﹾﻭ ﹶﺳﻄﻪ ،ﹶﻭﺁﺧ ﹺﺮﻩ ،ﹶﻓﺎ ﹾﻧﺘ ﹶﹶـﻬﻰ ﹺﻭﺗ ﹸﹾﺮ ﹸﻩ ﹶﺇﱃ ﱠ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夜间的每

个时刻都礼过威特尔拜。有时是在夜初，有时是在夜中，
①

有时是在后半夜，他在后半夜礼威特尔拜。” 这所有的《圣
P

P135F

训》都说明了威特尔拜的时间是从宵礼结束之后开始，黎
明时结束。所以，除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之
。外，任何说法都不能听取
B-谁若认为自己在黎明前无法醒来，那他就在睡觉前
。礼威特尔拜，这为嘉行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ﻗﺎﻝ » :ﹶﺃﻭﺻ ﹺﺎﲏ ﹶﺧﻠﹺ ﹺﻴﲇ  ﺑﹺ ﹶﺜ ﹴ
ﻼﺙ]ﻻ ﺃﺩﻋﻬﻦ ﺣﺘﻰ ﺃﻣﻮﺕ[:
ﹾ ﹶ

ﺍﻟﻀ ﹶﺤـﻰ ،ﹶﻭ ﹶﺃ ﹾﻥ ﹸﺃ ﹾﻭﺗﹺ ﹶـﺮ ﹶﻗ ﹾﺒ ﹶﻞ ﹶﺃ ﹾﻥ ﹶﺃﻧﹶـﺎ ﹶﻡ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ﹺﺻ ﹶﻴﺎ ﹺﻡ ﹶﺛﻼ ﹶﺛ ﹺـﺔ ﹶﺃ ﱠﻳﺎ ﹴﻡ ﹺﻣ ﹾﻦ ﻛ ﱢﹸﻞ ﹶﺷ ﹾﻬ ﹴـﺮ ،ﹶﻭ ﹶﺭ ﹾﻛ ﹶﻌﺘ ﹺﹶﻲ ﱡ
“我的好友叮嘱我的三件事，我至死都没有放弃它：
②
P136F

”。每月封三天斋；杜哈拜和睡觉前的威特尔拜

艾布戴尔答易（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ﺃﰊ ﺍﻟﺪﺭﺩﺍﺀ  ﻗﺎﻝ» :ﺃﻭﺻﺎﲏ ﺣﺒﻴﺒﻲ  ﺑﺜﻼﺙ ،ﻟﻦ ﺃﺩﻋﻬﻦ ﻣﺎ ﻋﺸﺖ ،ﺑﺼﻴﺎﻡ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45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981,117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21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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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ﻭﺑﺄﻥ ﻻ ﺃﻧﺎﻡ ﺣﺘﻰ ﺃﻭﺗﺮ«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ﻭﺻﻼﺓ ﺍﻟﻀﺤﻰ،ﺛﻼﺛﺔ ﺃﻳﺎﻡ ﻣﻦ ﻛﻞ ﺷﻬﺮ
“我的好友（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叮嘱我的三
件事，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会放弃它。每月封三天斋；
杜哈拜，礼完威特尔拜之后再睡觉。”

①
P137F

哈菲如伊本哈哲尔说：
“……谁若不能坚信在黎明之前
能醒来，那么他在睡觉前礼威特尔拜为嘉行；这也包括谁
在睡两次觉之间所礼的拜。

②
P138F

以上这些证明：事情是根据个人的条件和能力的不同
而改变。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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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艾布白克尔
说：

ﺃﻱ
 » ﱠ: ﻷﰊ ﺑﻜﺮ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 ﺍﷲ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 ﺁﺧﺮ ﺍﻟﻠﻴﻞ: ﻓﻘﺎﻝ،«ﻓﺄﻧﺖ ﻳﺎ ﻋﻤﺮ؟
 » ﹶ: ﻗﺎﻝ، ﺃﻭﻝ ﺍﻟﻠﻴﻞ ﺑﻌﺪ ﺍﻟﻌﺘﻤﺔ:ﺣﲔ ﺗﻮﺗﺮ؟ « ﻗﺎﻝ

 ﻭﺃﻣﺎ ﺃﻧﺖ ﻳﺎ ﻋﻤﺮ ﻓﺄﺧﺬﺕ، »ﺃﻣﺎ ﺃﻧﺖ ﻳﺎ ﺃﺑﺎ ﺑﻜﺮ ﻓﺄﺧﺬﺕ ﺑﺎﻟﻮﺛﻘﻰ: ﻓﻘﺎﻝ ﺍﻟﻨﺒﻲ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ﻣﺎﺟﻪ.«ﺑﺎﻟﻘﻮﺓ

“你什么时候礼威特尔拜？”他说：“夜初。”然后他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欧麦尔，你呢？”他说：
“夜末（黎明前）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22 段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3/57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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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白克尔啊！至于你的行为是最可靠的；欧麦尔啊
①
P139F

”。至于你的行为是最强有力的

艾布盖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曾对艾布白克尔说：

ﻋﻦ ﺃﰊ ﻗﺘﺎﺩﺓ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ﻷﰊ ﺑﻜﺮ» :ﻣﺘﻰ ﺗﻮﺗﺮ؟« ﻗﺎﻝ :ﺃﻭﺗﺮ ﻣﻦ ﺃﻭﻝ

ﺍﻟﻠﻴﻞ ،ﻭﻗﺎﻝ ﻟﻌﻤﺮ» :ﻣﺘﻰ ﺗﻮﺗﺮ؟« ،ﻓﻘﺎﻝ :ﺁﺧﺮ ﺍﻟﻠﻴﻞ ،ﻓﻘﺎﻝ ﻷﰊ ﺑﻜﺮ» :ﺃﺧﺬ ﻫﺬﺍ
ﺑﺎﳊﺰﻡ« ،ﻭﻗﺎﻝ ﻟﻌﻤﺮ» :ﺃﺧﺬ ﻫﺬﺍ ﺑﺎﻟﻘﻮﺓ«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你什么时候礼威特尔拜？”他说：“我在夜初礼
他又问欧麦尔：“你什么时候礼威特尔拜？”他说：“夜末
）（黎明前
。”他对艾布白克尔说：
“你谨慎地守住了威特尔
②
P140F

”。拜。”他又对欧麦尔说：“你有力地守住了威特尔拜

C-谁确信自己能在夜里醒来，那么，他最好在黎明之
。前礼威特尔拜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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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ﺎﻑ ﹶﺃ ﹾﻥ ﻻ ﹶﻳـ ﹸﻘﻮ ﹶﻡ ﹺﻣ ﹾﻦ
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 ﺍﷲ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ﹶﻣ ﹾﻦ ﹶﺧ ﹶ
ﺈﻥ ﺻﻼ ﹶﺓ ﹺ
ﹺ ﹺ
ﹺ
ﹺ
ﹺ
ﹺ
ﺁﺧ ﹺﺮ
ﺁﺧ ﹺﺮ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ﻓ ﹾﻠ ﹸﻴﻮﺗ ﹾﺮ ﹶﺃ ﱠﻭ ﹶﻟـ ﹸﻪ ،ﹶﻭ ﹶﻣ ﹾﻦ ﹶﻃﻤ ﹶﻊ ﹶﺃ ﹾﻥ ﹶﻳـ ﹸﻘﻮ ﹶﻡ ﺁﺧ ﹶﺮ ﹸﻩ ﹶﻓ ﹾﻠ ﹸﻴﻮﺗ ﹾﺮ ﺁﺧ ﹶﺮ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ﻓ ﱠ ﹶ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ﻣ ﹾﺸ ﹸﻬﻮ ﹶﺩﺓﹲ ،ﹶﻭ ﹶﺫﻟﹺ ﹶ
ﻚ ﹶﺃ ﹾﻓ ﹶﻀ ﹸﻞ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202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34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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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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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夜的拜功是被见证的，那是最
好的。”

①
P14F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ﻭﻣﻦ ﻭﺛﻖ ﺑﻘﻴﺎﻡ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ﻓﻠﻴﻮﺗﺮ ﻣﻦ ﺁﺧﺮﻩ؛ ﻓﺈﻥ ﻗﺮﺍﺀﺓ ﺁﺧﺮ ﺍﻟﻠﻴﻞ...»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ﻭﺫﻟﻚ ﺃﻓﻀﻞ،ﳏﻀﻮﺭﺓ

“……谁坚信自己能在深夜起床，那么就让他在后半
夜礼威特尔拜吧；的确，后半夜的诵读是被见证的，那是
②

最好的。” 伊玛目脑威说：
“这儿有显而易见的证据，证明
P142F

P

谁坚信自己能在深夜醒来，他把威特尔拜推迟到黎明之前
礼是最贵重的。至于不能坚信自己能醒来的人，最好提前
礼威特尔拜，这才是正确的作法。以下这些概括性的《圣
训》包括了正确而又详细的说明，其中有《圣训》
：

.«»ﺃﻭﺻﺎﲏ ﺧﻠﻴﲇ ﺃﻥ ﻻ ﺃﻧﺎﻡ ﺇﻻ ﻋﲆ ﻭﺗﺮ
“我的好友（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叮嘱我：
“礼
完威特尔拜之后再睡觉。”这是针对无法醒来的人。

③
P143F

强调在后半夜礼威特尔拜，为嘉行的《圣训》还有，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55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55 段
③
《穆斯林圣训注释》6/281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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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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ﺃﻧﻪ ﻗﺎﻝ» :ﻳﻨﺰﻝ ﺭﺑﻨﺎ ﺗﺒﺎﺭﻙ ﻭﺗﻌﺎﱃ ﱠ
ﻛﻞ ﻟﻴﻠﺔ ﺇﱃ

ﺍﻟﺴﲈﺀ ﺍﻟﺪﻧﻴﺎ ﺣﲔ ﻳﺒﻘﻰ ﺛﻠﺚ ﺍﻟﻠﻴﻞ ﺍﻵﺧﺮ ﻓﻴﻘﻮﻝ :ﻣﻦ ﻳﺪﻋﻮﲏ ﻓﺄﺳﺘﺠﻴﺐ ﻟﻪ؟ ﻣﻦ
ﻓﺄﻏﻔﺮ ﻟ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ﻳﺴﺄﻟﻨﻲ ﹸﻓﺄﻋﻄ ﹶﻴ ﹸﻪ؟ ﻣﻦ ﻳﺴﺘﻐﻔﺮﲏ
ﹶ

）“清高伟大的真主在每夜的最后三分之一（黎明前

亲临近天；他说：
“有谁向我祈祷，我就应答他；谁向我祈
①
P14F

”。求，我就给予他；谁向我忏悔，我就饶恕他
在《穆斯林圣训集》中还提到：

»ﻓﻼ ﻳﺰﺍﻝ ﻛﺬﻟﻚ ﺣﺘﻰ ﻳﴤﺀ ﺍﻟﻔﺠﺮ«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就这样一直到黎明。” ②又说：
P

P145F

ﹴ
ﹴ
ﻣﺴﺘﻐﻔﺮ ﹸﻳ ﹾﻐ ﹶﻔ ﹸﺮ
ﺴﺘﺠﺎﺏ ﻟﻪ؟ ﻫﻞ ﻣﻦ
ﺳﺎﺋﻞ ﹸﻳ ﹾﻌ ﹶﻄﻰ؟ ﻫﻞ ﻣﻦ ﺩﺍ ﹴﻉ ﹸﻳ
»...ﻫﻞ ﻣﻦ
ﹸ

ﺍﻟﻔﺠﺮ«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ﻳﻨﻔﺠﺮ
ﻟﻪ؟ ﺣﺘﻰ
ﹸ
ﹶ

“祈求的人，他将获得；祈祷的人，他将被应答；忏
③
P146F

”。悔的人，他将被饶恕；就这样直到曙光破晓

第四节：威特尔拜的种类和拜数
威特尔的拜数和种类如下：
（1）十一拜，在每两拜之后出拜，最后一拜是威特尔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45，6321，749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5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58（169）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758（170）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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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ﻛﺎﻥ ﻳﺼﲇ ﺑﺎﻟﻠﻴﻞ ﺇﺣﺪ ﻋﴩﺓ ﺭﻛﻌﺔ

ﻭﻳﻮﺗﺮ ﻣﻨﻬﺎ ﺑﻮﺍﺣﺪﺓ«.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礼十一
”。拜威特尔，最后一拜是威特尔拜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ﺼﲇ ﻓﻴﲈ ﺑﲔ ﺃﻥ ﻳﻔﺮﻍ ﻣﻦ ﺻﻼﺓ ﺍﻟﻌﺸﺎﺀ  -ﻭﻫﻲ ﺍﻟﺘﻲ

ﺗﺪﻋﻮﳖﺎ ﺍﻟﻌﺘﻤﺔ  -ﺇﱃ ﺍﻟﻔﺠﺮ ﺇﺣﺪ ﻋﴩ ﺭﻛﻌﺔ ﻳﺴﻠﻢ ﺑﲔ ﻛﻞ ﺭﻛﻌﺘﲔ ﻭﻳﻮﺗﺮ

ﺑﻮﺍﺣﺪﺓ.«...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从宵礼拜直
到晨礼拜之间礼了十一拜——即是人们所说的二更天，他
①
P147F

”。每礼两拜说一次色兰出拜，最后礼一拜威特尔拜

。（2）十三拜，每两拜出一次拜，最后一拜是威特尔拜
阿布杜拉·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在描述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礼拜的《圣训》中提到：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ﰲ ﻭﺻﻒ ﺻﻼﺓ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ﻓﻴﻪ:

»...ﻓﻘﻤﺖ ﺇﱃ ﺟﻨﺒﻪ ﻋﻦ ﻳﺴﺎﺭﻩ ﻓﻮﺿﻊ ﻳﺪﻩ ﺍﻟﻴﻤﻨﻰ ﻋﲆ ﺭﺃﳼ ﻭﺃﺧﺬ ﺑﺄﺫﲏ ﻳﻔﺘﻠﻬﺎ،

ﻓﺤﻮ ﹶﻟﻨﻲ ﻓﺠﻌﻠﻨﻲ ﻋﻦ ﻳﻤﻴﻨﻪ ﺛﻢ ﺻﲆ ﺭﻛﻌﺘﲔ ،ﺛﻢ ﺭﻛﻌﺘﲔ ،ﺛﻢ ﺭﻛﻌﺘﲔ ،ﺛﻢ ﺭﻛﻌﺘﲔ،
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36 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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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ﺛﻢ ﺍﺿﻄﺠﻊ ﺣﺘﻰ ﺟﺎﺀﻩ ﺍﳌﺆﺫﻥ ﻓﻘﺎﻡ ﻓﺼﲆ ﺭﻛﻌﺘﲔ، ﺛﻢ ﺃﻭﺗﺮ، ﺛﻢ ﺭﻛﻌﺘﲔ،ﺛﻢ ﺭﻛﻌﺘ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ﺛﻢ ﺧﺮﺝ ﻓﺼﲆ ﺍﻟﺼﺒﺢ،ﺧﻔﻴﻔﺘﲔ

“……我就站在他的（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左
边，于是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就把右手放在我
的头顶上，揪着我的耳朵，把我转到他的右边；他礼了两
拜，然后又礼了两拜，接着他又礼了两拜，又礼了两拜，
又礼了两拜，又礼了两拜，最后他礼了一拜。然后他侧卧
着，直到宣礼员来临。他站起来轻快地礼了两拜之后，走
出来带领人们礼晨礼拜。”

①
P148F

在他（愿主喜悦他）的另一传述中提到：

ﹶﺎﻥ ﹶﺭ ﹸﺳ ﹸ
ﻮﻝ ﺍﷲ ^ ﹸﻳ ﹶﺼ ﱢﲇ ﹺﻣ ﹶﻦ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ﺛ ﹶ
.«ﴩ ﹶﺓ ﹶﺭﻛﹾﻌ ﹰﺔ
 » ﻛ ﹶ: ﻗﺎﻝ ﻭﻋﻨﻪ
ﻼﺙ ﹶﻋ ﹾ ﹶ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在夜间礼
十三拜。”

②
P149F

宰德·本·哈力德祖海尼（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ﻓﺼﲆ، ﺍﻟﻠﻴﻠﺔ  »ﻷﺭﻣﻘﻦ ﺻﻼﺓ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ﺯﻳﺪ ﺑﻦ ﺧﺎﻟﺪ ﺍﳉﻬﻨﻲ

، ﺛﻢ ﺻﲆ ﺭﻛﻌﺘﲔ، ﻃﻮﻳﻠﺘﲔ، ﻃﻮﻳﻠﺘﲔ، ﺛﻢ ﺻﲆ ﺭﻛﻌﺘﲔ ﻃﻮﻳﻠﺘﲔ،ﺭﻛﻌﺘﲔ ﺧﻔﻴﻔﺘﲔ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2，117，138，631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63（182）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3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64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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ﻭﳘﺎ ﺩﻭﻥ ﺍﻟﻠﺘﲔ ﻗﺒﻠﻬﲈ ،ﺛﻢ ﺻﲆ ﺭﻛﻌﺘﲔ ﻭﳘﺎ ﺩﻭﻥ ﺍﻟﻠﺘﲔ ﻗﺒﻠﻬﲈ ،ﺛﻢ ﺻﲆ ﺭﻛﻌﺘﲔ
ﻭﳘﺎ ﺩﻭﻥ ﺍﻟﻠﺘﲔ ﻗﺒﻠﻬﲈ ،ﺛﻢ ﺻﲆ ﺭﻛﻌﺘﲔ ﻭﳘﺎ ﺩﻭﻥ ﺍﻟﻠﺘﲔ ﻗﺒﻠﻬﲈ ،ﺛﻢ ﺃﻭﺗﺮ ،ﻓﺬﻟﻚ
ﺛﻼﺙ ﻋﴩﺓ ﺭﻛﻌ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的确，我曾经观察过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礼夜间拜，他轻快地礼两拜，又很长很长很长地
礼了两拜，又礼两拜没有前两拜的长，又礼两拜没有前两
拜的长，又礼两拜没有前两拜的长，又礼两拜没有前两拜
①
P150F

”。的长，然后他礼一拜，一共是十三拜

。（3）十三拜，每两拜出一次拜，最后一次性礼五拜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ﺼﲇ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ﺛﻼﺙ

ﻋﴩﺓ ﺭﻛﻌﺔ ﻳﻮﺗﺮ ﻣﻦ ﺫﻟﻚ ﺑﺨﻤﺲ ﻻ ﳚﻠﺲ ﰲ ﳾﺀ ﺇﻻ ﰲ ﺁﺧﺮﻫ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夜里共礼

十三拜，在其中他一次礼了五拜，他只是在最后的一拜才
②
P15F

”。坐的

。（４）九拜，只在第八拜才坐下，然后礼第九拜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在其中提到：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ﻭﻓﻴﻪ ...» :ﻛﻨﺎ ﹸﻧﻌﺪﱡ ﻟﻪ ﺳﻮﺍﻛﻪ ﻭﻃﻬﻮﺭﻩ ﻓﻴﺒﻌﺜﻪ ﺍﷲ ﻣﺎ
《穆斯林圣训集》第 765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37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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ﻓﻴﺘﺴﻮﻙ ﻭﻳﺘﻮﺿﺄ ،ﻭﻳﺼﲇ ﺗﺴﻊ ﺭﻛﻌﺎﺕ ﻻ ﳚﻠﺲ ﻓﻴﻬﺎ ﺇﻻ ﰲ
ﺷﺎﺀ ﺃﻥ ﻳﺒﻌﺜﻪ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ﱠ
ﺍﻟﺜﺎﻣﻨﺔ ،ﻓﻴﺬﻛﺮ ﺍﷲ ﻭﳛﻤﺪﻩ ﻭﻳﺪﻋﻮﻩ ،ﺛﻢ ﻳﻨﻬﺾ ﻭﻻ ﻳﺴﻠﻢ ،ﺛﻢ ﻳﻘﻮﻡ ﻓﻴﺼﲇ ﺍﻟﺘﺎﺳﻌﺔ،
ﺛﻢ ﻳﻘﻌﺪ ﻓﻴﺬﻛﺮ ﺍﷲ ﻭﳛﻤﺪﻩ ﻭﻳﺪﻋﻮﻩ ،ﺛﻢ ﻳﺴﻠﻢ ﺗﺴﻠﻴ ﹰﲈ ﻳﺴﻤﻌﻨﺎﻩ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我们曾为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准备
好刷牙及洗小净的水。有一夜晚，真主使他（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起床，他就刷牙，洗小净，然后他礼了九拜，
他只是在第八拜中才坐，他记念真主，赞颂真主，向他祈
祷；他没有出拜而是站起来继续礼了第九拜，然后才坐下，
他记念真主，赞颂真主，向他祈祷。然后出拜，我们都能
①
P152F

”。……听到他说色兰的出拜声

。（5）七拜，只在第七拜才坐
在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中：

ﺃﺳﻦ ﻧﺒﻲ ﺍﷲ  ﻭﺃﺧﺬﻩ ﺍﻟﻠﺤﻢ ﺃﻭﺗﺮ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ﻭﻓﻴﻪ ...» :ﻓﻠﲈ ﱠ

ﺑﺴﺒﻊ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上了
②

年纪并且发胖后，他就礼七拜作为威特尔拜。” 又说：
P

P153F

»ﻻ ﻳﻘﻌﺪ ﺇﻻ ﰲ ﺁﺧﺮﻫﻦ«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ﻨﺴﺎﺋﻲ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只是在最后的一拜

《穆斯林圣训集》第 74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46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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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154F

”。中才坐下

。（6）七拜，在第六拜才坐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ﻛﻨﺎ ﹸﻧﻌﺪﱡ ﻟﻪ ﺳﻮﺍﻛﻪ ﻭﻃﻬﻮﺭﻩ ﻓﻴﺒﻌﺜﻪ ﺍﷲ ﻣﺎ

ﺷﺎﺀ ﺃﻥ ﻳﺒﻌﺜﻪ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ﻓﻴﺘﺴﻮﻙ ﻭﻳﺘﻮﺿﺄ ،ﺛﻢ ﻳﺼﲇ ﺳﺒﻊ ﺭﻛﻌﺎﺕ ،ﻭﻻ ﳚﻠﺲ ﻓﻴﻬﻦ ﺇﻻ
ﻋﻨﺪ ﺍﻟﺴﺎﺩﺳﺔ ﻓﻴﺠﻠﺲ ﻭﻳﺬﻛﺮ ﺍﷲ ﻭﻳﺪﻋﻮ«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ﺣﺒﺎﻥ

“我们曾为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准备刷牙
及洗小净的水。有一天夜里真主使他起床，于是他就刷牙，
洗小净，接着他礼了七拜，只是在第六拜才坐下，他记念
②
P15F

”。真主，并向他祈祷

。（7）五拜，他只在最后一拜才坐
艾布安优布·艾勒安萨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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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ﻳﻮﺏ ﺍﻷﻧﺼﺎﺭﻱ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ﺍﻟﻮﺗﺮ ﺣﻖ ﻋﲆ ﻛﻞ
ﹴ
ﹴ
ﹾ
ﹾ
ﻓﻠﻴﻔﻌﻞ ،ﻭﻣﻦ
ﺑﺜﻼﺙ
ﺃﺣﺐ ﺃﻥ ﻳﻮﺗﺮ
ﺑﺨﻤﺲ
ﻮﺗﺮ
ﻓﻠﻴﻔﻌﻞ ،ﻭﻣﻦ ﱠ
ﻣﺴﻠﻢ ،ﻓﻤﻦ ﱠ
ﺃﺣﺐ ﺃﻥ ﹸﻳ ﹶ
ﹴ
ﹾ
ﻓﻠﻴﻔﻌﻞ«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ﻭﺍﺑﻦ ﺣﺒﺎﻥ
ﺑﻮﺍﺣﺪﺓ
ﺃﺣﺐ ﺃﻥ ﻳﻮﺗﺮ
ﱠ
“威特尔拜是每个穆斯林应尽的义务。谁想礼五拜，
就让他礼五拜；谁想礼三拜，就让他礼三拜；谁想礼一拜，

《奈沙伊圣训集》第 1718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92 段
《伊本罕巴尼圣训集》6/195 第 2441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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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156F

从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中可以证明这种拜功
一次性礼完，只是在第五拜时才末坐。她说：

 ﻳﻮﺗﺮ ﻣﻦ ﺫﻟﻚ ﺑﺨﻤﺲ ﻻ ﳚﻠﺲ ﺇﻻ...» :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ﳖﺎ ﻗﺎﻟﺖ

ﰲ ﺁﺧﺮﻫ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他礼了五拜作为威特尔拜，只是在最后一拜时
才坐下。”

②
P157F

（8）礼三拜，礼两拜之后出拜，然后再单独礼一拜。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
说：

 ﻳﻔﺼﻞ ﺑﲔ ﺍﻟﺸﻔﻊ  »ﻛﺎﻥ ﺍﻟﻨﺒﻲ: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ﺣﺒﺎﻥ.«ﻭﺍﻟﻮﺗﺮ ﺑﺘﺴﻠﻴﻢ ﹸﻳﺴﻤﻌﻨﺎﻩ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以我们都能听
到的色兰把偶数拜和奇数拜分开。”

③
P158F

同时，证明这是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
俩）自己所说的。据纳菲阿传述：

 »ﺃﻥ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ﻛﺎﻥ ﻳﺴﻠﻢ ﺑﲔ ﺍﻟﺮﻛﻌﺔ ﻭﺍﻟﺮﻛﻌﺘﲔ ﰲ ﺍﻟﻮﺗﺮ ﺣﺘﻰ:ﻋﻦ ﻧﺎﻓﻊ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22 段，
《奈沙伊圣训集》第 1712 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92
段，《伊本罕巴尼》第 670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737 段
③
《伊本罕巴尼圣训集》第 2433，2434，2435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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ﻳﺄﻣﺮ ﺑﺒﻌﺾ ﺣﺎﺟﺘﻪ«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ﻭﻣﺎﻟﻚ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曾经在礼
威特尔拜中的一拜和双数拜之间出拜，甚至他去处理部分
①
P159F

”。需要处理的事

我曾听我们的老师阿布杜阿齐兹·本·阿布杜拉·本·巴
兹谈到礼三拜威特尔拜，道两次平安词时说：
“这对于礼三
”。拜的人是最好的，最接近完美的
；（9）一次性礼三拜，只是在最后一拜才末坐
艾布安优布（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在其中提
到：

ﹴ
ﹾ
ﻓﻠﻴﻔﻌﻞ«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ﺑﺜﻼﺙ
ﺃﺣﺐ ﺃﻥ ﻳﻮﺗﺮ
ﻋﻦ ﺃﰊ ﺃﻳﻮﺏ  ﻭﻓﻴﻪ» :ﻭﻣﻦ ﱠ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ﻭﺍﺑﻦ ﺣﺒﺎﻥ ﻭﺍﳊﺎﻛﻢ
②
P160F

”。“谁愿意礼三拜威特尔，就让他礼三拜

欧班耶·本·克尔比（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

ﻋﻦ ﺃﰊ ﺑﻦ ﻛﻌﺐ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ﻛﺎﻥ ﻳﻘﺮﺃ ﰲ ﺍﻟﻮﺗﺮ ﺑـ  :ﹶﺳ ﱢﺒﺢﹺ ﹾﺍﺳ ﹶﻢ ﹶﺭ ﱢﺑ ﹶ
ﻚ
ﻭﻥ  ،ﻭﰲ ﺍﻟﺮﻛﻌﺔ ﺍﻟﺜﺎﻟﺜﺔ ﺑـ  :ﹸﻗ ﹾﻞ
ﺍﻷﹶ ﹾﻋ ﹶﲆ  ،ﻭﰲ ﺍﻟﺮﻛﻌﺔ ﺍﻟﺜﺎﻧﻴﺔ ﺑـ  :ﹸﻗ ﹾﻞ ﹶﻳﺎ ﹶﺃ ﱡ ﹶﳞﺎ ﺍ ﹾﻟﻜﹶﺎﻓﹺ ﹸﺮ ﹶ
ﹸﻫ ﹶﻮ ﺍﷲ ﹶﺃ ﹶﺣﺪﹲ  ،ﻭﻻ ﻳﺴ ﱢﻠﻢ ﺇﻻ ﰲ ﺁﺧﺮﻫﻦ ،ﻭﻳﻘﻮﻝ ﺑﻌﺪ ﺍﻟﺘﺴﻠﻴﻢ» :ﺳﺒﺤﺎﻥ ﺍﳌﻠﻚ

ﺍﻟﻘﺪﻭﺱ« ﺛﻼﺛ ﹰﺎ.ﺃﺧﺮﺟﻪ ﺍﻟﻨﺴﺎﺋﻲ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1 段，《穆万塔吾圣训集》1/125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22 段，
《奈沙伊圣训集》第 1712 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92
段，《伊本罕巴尼圣训集》第 670 段，《哈克目圣训集》1/203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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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曾在威特尔的第一拜中诵读《至尊章》，第二拜
时念《不信道的人们章》；第三拜时念《忠诚章》。他只是
在最后一拜才说色兰出拜。出拜后他念三遍：赞颂王权的、
①

至洁的主超绝万物。”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是
P16F

P

一次性礼三拜，在最后一拜坐下时才念的作证词。这是因
为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如果念两遍作证词，那
这番拜就与昏礼拜相似。的确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曾经禁止把它模仿为昏礼拜。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ﺃﻭ، ﺃﻭﺗﺮﻭﺍ ﺑﺨﻤﺲ، »ﻻ ﺗﻮﺗﺮﻭﺍ ﺑﺜﻼﺙ: ﺃﻧﻪ ﻗﺎﻝ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ﺣﺒﺎﻥ.« ﻭﻻ ﺗﺸ ﱠﺒﻬﻮﺍ ﺑﺼﻼﺓ ﺍﳌﻐﺮﺏ،ﺑﺴﺒﻊ

“你们不要礼三拜威特尔拜，你们应该礼五拜或者七
拜，你们不要效仿昏礼拜。”

②
P162F

哈菲如·本·哈哲尔（求主慈悯他）曾总结这些《圣
训》时说：
“允许礼三拜威特尔，但要一次性礼完，在第三
拜末坐时才念作证词，至于又禁止礼三拜威特尔的《圣训》
存在，也许是因为礼三拜而念两次作证词，这是与昏礼拜

①

《奈沙伊圣训集》第 1701 段
《伊本罕巴尼圣训集》第 242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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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仿的，为此而被禁止礼三拜。
”

①
P163F

嘎赛穆的传述证明，威特尔可以礼三拜，阿布杜
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ﻓﺈﺫﺍ ﺃﺭﺩﺕ، »ﺻﻼﺓ ﺍﻟﻠﻴﻞ ﻣﺜﻨﻰ ﻣﺜﻨﻰ: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ﻗﺎﻝ

 »ﻭﺭﺃﻳﻨﺎ ﺃﻧﺎﺳ ﹰﺎ ﻣﻨﺬ: ﻗﺎﻝ ﺍﻟﻘﺎﺳﻢ.«ﺃﻥ ﺗﻨﴫﻑ ﻓﺎﺭﻛﻊ ﺭﻛﻌﺔ ﻭﺍﺣﺪﺓ ﺗﻮﺗﺮ ﻟﻚ ﻣﺎ ﺻﻠﻴﺖ

 ﱠ،ﺃﺩﺭﻛﻨﺎ ﻳﻮﺗﺮﻭﻥ ﺑﺜﻼﺙ
ﻭﺇﻥ ﻛ ﹰ
 ﻣﺘﻔﻖ.« ﻭﺃﺭﺟﻮ ﺃﻥ ﻻ ﻳﻜﻮﻥ ﺑﴚﺀ ﻣﻨﻪ ﺑﺄﺱ،ﻟﻮﺍﺳﻊ
ﻼ
ﹲ

ﻋﻠﻴ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夜间拜是两拜
两拜地礼。如果你想离去时，你就礼一拜，以此单数来结
束你所礼的拜。”嘎赛穆说：“我们看见有些人，自从我们
认识他们，他们就礼三拜威特尔拜，每一种礼法都是可以
的，我希望这没有什么关系。
”

②
P164F

（10）礼一拜；
据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ﺍﻟﻮﺗﺮ ﺭﻛﻌﺔ ﻣﻦ: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ﺁﺧﺮ ﺍﻟﻠﻴﻞ«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威特尔是在夜末礼的一拜。”
①

③
P165F

《布哈里圣训注释》2/481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49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75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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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艾布麦积来驲说：
“我关于威特尔拜询问伊本阿巴
斯（愿主喜悦他俩）
，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ﰊ ﹴ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ﺳﺄﻟﺖ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ﻋﻦ ﺍﻟﻮﺗﺮ؟ ﻓﻘﺎﻝ:ﳎﻠﺰ ﻗﺎﻝ

: ﻳﻘﻮ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ﺳﺄﻟﺖ ﺍﺑﻦ ﻋﻤﺮ ﻓﻘﺎﻝ،« »ﺭﻛﻌﺔ ﻣﻦ ﺁﺧﺮ ﺍﻟﻠﻴﻞ:ﻳﻘﻮﻝ

»ﺭﻛﻌﺔ ﻣﻦ ﺁﺧﺮ ﺍﻟﻠﻴﻞ«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P

P

“夜末的一拜。”我又问伊本欧麦尔，他说：我听主的
①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夜末的一拜。” 伊
P16F

P

玛目脑威提出：
“这证明礼一拜威特尔是正确的，在夜末为
嘉行。”

②
P167F

我曾听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阿布杜拉·本·巴
兹说：
“礼的越多，越贵重；如果简短礼一拜，并不是可憎
的事情……。
”
证明可以礼一拜的《圣训》还有艾布安尤布·艾勒安
萨里（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
，其中有，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ﹴ
ﺑﻮﺍﺣﺪﺓ
 ﻭﻣﻦ ﺃﺣﺐ ﺃﻥ ﻳﻮﺗﺮ... » : ﻭﻓﻴﻪ ﻋﻦ ﺃﰊ ﺃﻳﻮﺏ ﺍﻷﻧﺼﺎﺭﻱ

ﹾ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ﻓﻠﻴﻔﻌﻞ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53 段
《穆斯林圣训集注释》6/277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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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想礼一拜，就让他礼一拜吧……。”

①
P168F

第五节：在威特尔拜中的诵读
在威特尔的第一拜中诵读《至尊章》
，在第二拜时念《不
信道的人们章》；在第三拜时念《忠诚章》
；阿布杜拉·本·阿
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 ﻳﻘﺮﺃ ﰲ ﺍﻟﻮﺗﺮ ﺑـ  »ﻛﺎﻥ ﺍﻟﻨﺒﻲ: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ﹶﺳ ﱢﺒﺢﹺ ﹾﺍﺳ ﹶﻢ ﹶﺭ ﱢﺑ ﹶ
 ﰲ  ﹸﻗ ﹾﻞ ﹸﻫ ﹶﻮ ﺍﷲ ﹶﺃ ﹶﺣﺪﹲ ﻭ، ﻭﻥ
 ﹸﻗ ﹾﻞ ﹶﻳﺎ ﹶﺃ ﱡ ﹶﳞﺎ ﺍ ﹾﻟﻜﹶﺎﻓﹺ ﹸﺮ ﹶ ﻭ،ﻚ ﺍﻷﹶ ﹾﻋ ﹶﲆ
ﺭﻛﻌﺔ ﺭﻛﻌﺔ«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礼威特尔的拜
中念：《至尊章》，《不信道的人们章》和《忠诚章》。”

②
P169F

提勒秘日（愿主怜悯他）说：

 ﺃﺧﺮﺟﻪ.« »ﻳﻘﺮﺃ ﰲ ﻛﻞ ﺭﻛﻌﺔ ﻣﻦ ﺫﻟﻚ ﺑﺴﻮﺭﺓ:-  ﺭﲪﻪ ﺍﷲ- ﻗﺎﻝ ﺍﻟﱰﻣﺬﻱ

ﺍﻟﱰﻣﺬﻱ ﻭ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 ﺍﻟﻨﺴﺎﺋﻲ

“他在每一拜都诵读其中的一章经文。”

③
P170F

第六节：威特尔拜中的祈祷词（古努特）
威特尔拜中念的祈祷词：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22 段，
《奈沙伊圣训集》第 1712 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90
段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62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1702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72
段
③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63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24 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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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三·本·阿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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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教授我在礼威
特尔拜中的祈祷词：

ﻋﻦ ﺍﳊﺴﻦ ﺑﻦ ﻋﲇ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ﻋﻠﻤﻨﻲ ﺭﺳﻮﻝ ﺍﷲ  ﻛﻠﲈﺕ ﺃﻗﻮﳍﺎ ﰲ
ﺖ ،ﹶﻭﺗ ﹶﹶﻮ ﱠﻟﻨﹺﻲ ﻓﹺ ﹾﻴ ﹶـﻤ ﹾﻦ
ﺖ ،ﹶﻭ ﹶﻋﺎﻓﹺﻨﹺﻲ ﻓﹺ ﹾﻴ ﹶـﻤ ﹾﻦ ﹶﻋﺎ ﹶﻓ ﹾﻴ ﹶ
ـﻢ ﹾﺍﻫ ﹺﺪ ﹺﲏ ﻓﹺ ﹾﻴ ﹶـﻤ ﹾﻦ ﹶﻫﺪﹶ ﹾﻳ ﹶ
]ﻗﻨﻮﺕ[ ﺍﻟﻮﺗﺮ» :ﺍﻟ ﱠﻠ ﹸﻬ ﱠ
ﺎﺭ ﹾﻙ ﹺﱄ ﻓﹺﻴـﲈ ﹶﺃﻋ ﹶﻄﻴ ﹶ ﹺ ﹺ
ﺖ ،ﹶﻭ ﹶﺑ ﹺ
ﱠﻚ ﹶﺗ ﹾﻘ ﹺﴤ ﹶﻭﻻ ﹸﻳـ ﹾﻘ ﹶﴣ ﹶﻋ ﹶﻠ ﹾﻴ ﹶ
ﺖ ،ﺇﻧ ﹶ
ﻚ،
ﴍ ﹶﻣﺎ ﹶﻗ ﹶﻀ ﹾﻴ ﹶ
ﺗ ﹶﹶﻮ ﱠﻟ ﹾﻴ ﹶ
ﹾﹶ ﹾ ﹾ
ﺖ ،ﹶﻭﻗﻨﻲ ﹶ ﱠ
ﺖ«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
ﹾﺖ ﹶﺭ ﱠﺑﻨﹶﺎ ﹶﻭ ﹶﺗ ﹶﻌﺎ ﹶﻟ ﹾﻴ ﹶ
ﺖ ،ﺗﹶـ ﹶﺒ ﹶﺎﺭﻛ ﹶ
ﹶﻭﺇ ﱠﻧ ﹸﻪ ﻻ ﹶﻳ ﹺﺬ ﱡﻝ ﹶﻣ ﹾﻦ ﹶﻭﺍ ﹶﻟ ﹾﻴ ﹶ
ﻭ 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主啊!您引领我吧！如同您所引领的人一样；您原谅
我吧！如同您所原谅的人一样；您保护我吧！如同您所保
护的人一样；您使您赐予我的成为吉庆的吧；您从您裁决
的伤害中保护我吧！您确是裁决者，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对
您进行裁决；任何人不能使您的友人卑贱（任何人也不能
使您的敌人高贵）；赞您超绝，我们的主啊！您是清高伟大
①
P17F

”。的主

(2)阿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曾经在礼威特尔拜的最后念：

ـﻢ ﹶﺃ ﹸﻋﻮ ﹸﺫ ﺑﹺ ﹺﺮ ﹶﺿ ﹶ
ﺎﻙ ﹺﻣ ﹾﻦ
ﻋﻦ ﻋﲇ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ﻛﺎﻥ ﻳﻘﻮﻝ ﰲ ﺁﺧﺮ ﻭﺗﺮﻩ» :ﺍﻟ ﱠﻠ ﹸﻬ ﱠ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1/199，《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25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1745，
1746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64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7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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ﹺ
 ﻭ ﹶﺃﻋﻮ ﹸﺫ ﺑﹺ ﹶ ﹺ،ﻚ
ﹺ
 ﻭﺑﹺﻤﻌﺎ ﹶﻓﺎﺗﹺ ﹶ ﹺ،ﻚ
ﹺ
ﹶﺎﺀ ﹶﻋ ﹶﻠ ﹶ
ﹾﺖ ﻛ ﹶﹶﲈ
 ﹶﺃﻧ ﹶ،ﻴﻚ
ﻚ ﻣ ﹾﻦ ﹶﻋ ﹸﻘﻮ ﹶﺑﺘ ﹶ ﹶ ﹸ
ﹶﺳﺨﹶ ﻄ ﹶ ﹶ ﹸ ﹶ
ﻚ ﻣﻨ ﹶﹾﻚ ﻻ ﹸﺃ ﹾﺣﴢ ﹶﺛﻨ ﹰ
ﺖ ﹶﻋ ﹶﲆ ﹶﻧ ﹾﻔ ﹺﺴ ﹶ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ﻭ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 ﺍﻟﻨﺴﺎﺋﻲ.«ﻚ
ﹶﺃ ﹾﺛ ﹶﻨ ﹾﻴ ﹶ
“主啊！我以您的喜悦求您保护免遭您的谴怒，以您

的宽恕求您保护免遭您的惩罚，求您保护免遭来自于您的
①

灾难，无法统计对您的赞美，犹如您对自己的赞美一样。”
P172F

求真主赐福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他的家人、他
的同伴们以及所有遵循他们正道的人，直到复生日。

第七节：在鞠躬前后都可以念古努特祈祷词
有证据证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
经在鞠躬之前和鞠躬之后念祈祷词（古努特）
，这就是法制，
②

有大多数的《圣训》为依据。最好是在鞠躬之后念祈祷词。
P173F

祈祷词（古努特）在威特尔拜之中是圣行。

P

③
P174F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可以证明
何时念祈祷词（古努特），当有人询问他是在鞠躬之前还是
鞠躬之后念古努特时，他说：“在鞠躬之前……。”然后他
又说：

 ﺃﻧﻪ ﻗﺎﻝ ﺣﻴﻨﲈ ﹸﺳﺌﻞ ﻋﻦ ﺍﻟﻘﻨﻮﺕ ﻗﺒﻞ ﺍﻟﺮﻛﻮﻉ ﺃﻭ ﺑﻌﺪﻩ؟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486 段，
《艾哈默德圣训集》1/96，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27 段，
《奈沙伊圣训集》第 1747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66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79
段
②
《法台瓦》23/100
③
《穆俄尼》2/580-581

副功拜

100

ﻗﺎﻝ» :ﻗﺒﻞ ﺍﻟﺮﻛﻮﻉ ،« ...ﺛﻢ ﻗﺎﻝ» :ﺇﻧﲈ ﻗﻨ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ﺑﻌﺪ ﺍﻟﺮﻛﻮﻉ ﺷﻬﺮ ﹰﺍ ﻳﺪﻋﻮ

ﻋﲆ ﺃﺣﻴﺎﺀ ﻣﻦ ﺑﻨﻲ ﹸﺳﻠﻴﻢ«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在鞠躬

之后念祈祷词（古努特）一个月，诅咒‘舒来米’族中活
①
P175F

”。着的人

在艾布胡莱赖传述的《圣训》中有：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晨礼拜念完《古兰经》文之后，
赞主至大，当他抬起头时说：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ﻭﻓﻴﻪ»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ﻘﻮﻝ ﺣﲔ ﻳﻔﺮﻍ ﻣﻦ ﺻﻼﺓ ﺍﻟﻔﺠﺮ
ﻣﻦ ﺍﻟﻘﺮﺍﺀﺓ ﻭﻳﻜﱪ ﻭﻳﺮﻓﻊ ﺭﺃﺳﻪ» :ﺳ ﹺﻤﻊ ﺍﷲ ﻟﹺـﻤﻦ ﺣ ﹺ
ـﻤﺪﹶ ﻩ ،ﺭﺑﻨﺎ ﻭﻟﻚ ﺍﳊﻤﺪ« ،ﺛﻢ ﻳﻘﻮﻝ
ﹶ ﹾ ﹶ
ﹶ ﹶ

ﻭﻫﻮ ﻗﺎﺋﻢ» :ﺍﻟﻠﻬﻢ ﺃﻧﺞ ﺍﻟﻮﻟﻴﺪ ﺑﻦ ﺍﻟﻮﻟﻴ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真主确已应答了赞颂者的赞颂了，我们的主啊！一
切 赞 颂都 归 于您 。” 然 后 他 站起 来 说 ：“ 求 您拯 救 沃 立
②
P176F

”。……德·本·沃立德

在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传述的《圣训》中：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ﻭﻓﻴﻪ» :ﻗﻨ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ﺷﻬﺮ ﹰﺍ ﻣﺘﺘﺎﺑﻌ ﹰﺎ ﰲ
ﺍﻟﻈﻬﺮ ﻭﺍﻟﻌﴫ ،ﻭﺍﳌﻐﺮﺏ ،ﻭﺍﻟﻌﺸﺎﺀ ،ﻭﺻﻼﺓ ﺍﻟﺼﺒﺢ ،ﰲ ﺩﺑﺮ ﻛﻞ ﺻﻼﺓ ﺇﺫﺍ ﻗﺎﻝ ﹶﺳ ﹺﻤ ﹶﻊ
ﺍﷲ ﻟﹺـﻤﻦ ﺣ ﹺ
ـﻤﺪﹶ ﻩ ﻣﻦ ﺍﻟﺮﻛﻌﺔ ﺍﻷﺧﲑﺓ ،ﻳﺪﻋﻮ ﻋﲆ ﺃﺣﻴﺎﺀ ﻣﻦ ﺑﻨﻲ ﹸﺳﻠﻴﻢ ،ﻋﲆ ﹺﺭ ﹾﻋ ﹴ
ــﻞ
ﹶ ﹾ ﹶ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0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77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675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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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ﳊﺎﻛﻢ.«ﻭﻳﺆﻣ ﹸﻦ ﹶﻣ ﹾﻦ ﹶﺧﻠ ﹶﻔﻪ
 ﱢ، ﻭ ﹸﻋﺼﻴﺔ،ﻭﺫﻛﻮﺍﻥ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整整一个

月，在每天的五番拜之末念祈祷词（古努特），在每番拜的
最后一个鞠躬中起来时说：
“真主确已应答了赞颂者的赞颂
了。”然后诅咒‘舒来米’部落中活着的人，他们是：利
阿鲁，宰卡瓦奴，欧税耶，他身后的跟拜人就说：“主啊，
您准承吧！”

①
P17F

吴麦耶·本·凯阿拜（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 ﻛﺎﻥ ﻳﻮﺗﺮ ﻓﻴﻘﻨﺖ ﻗﺒﻞ ﺍﻟﺮﻛﻮﻉ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ﺑﻦ ﻛﻌﺐ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礼威特尔
②

拜，他在鞠躬之前念祈祷词（古努特）。 艾奈斯（愿主喜
P178F

P

悦他）的传述——有人关于在晨礼拜中的祈祷词（古努特）
询问他——他说：

 »ﻛﻨﺎ ﻧﻘﻨﺖ ﻗﺒﻞ: ﻭﻗﺪ ﹸﺳﺌﻞ ﻋﻦ ﺍﻟﻘﻨﻮﺕ ﰲ ﺻﻼﺓ ﺍﻟﺼﺒﺢ ﻓﻘﺎﻝ ﻭﻋﻦ ﺃﻧﺲ

ﺍﻟﺮﻛﻮﻉ ﻭﺑﻌﺪﻩ«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ﻣﺎﺟﻪ

“我们曾经在鞠躬之前和鞠躬之后念祈祷词。”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43 段，《哈克目圣训集》1/225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27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82 段
③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83 段
②

③
P17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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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在古努特祈祷词中举起双手，跟拜者念阿米乃
晒勒玛努法尔税（愿主喜悦他）传述的概括性的《圣
训》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ﺣﻴﻲ
 »ﺇﻥ ﺭﺑﻜﻢ ﺗﺒﺎﺭﻙ ﻭﺗﻌﺎﱃ ﱞ: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ﺳﻠﲈﻥ ﺍﻟﻔﺎﺭﳼ

ﻛﺮﻳﻢ ﻳﺴﺘﺤﻲ ﻣﻦ ﻋﺒﺪﻩ ﺇﺫﺍ ﺭﻓﻊ ﻳﺪﻳﻪ ﺃﻥ ﻳﺮ ﱠﺩﳘﺎ ﺻﻔﺮ ﹰﺍ«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你们清高伟大的主是永生不灭的、慷慨大方的主，
当他的仆人伸出双手向他祈求时，他羞于让仆人空手而
归。”

①
P180F

欧麦尔·本·罕塔比（愿主喜悦他）也曾如此作过。
艾布拉菲阿传述说：

 ﻓﻘﻨﺖ ﺑﻌﺪ ﺍﻟﺮﻛﻮﻉ  »ﺻﻠﻴﺖ ﺧﻠﻒ ﻋﻤﺮ ﺑﻦ ﺍﳋﻄﺎﺏ:ﻋﻦ ﺃﰊ ﺭﺍﻓﻊ ﻗﺎﻝ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ﻴﻬﻘﻲ.«ﻭﺭﻓﻊ ﻳﺪﻳﻪ ﻭﺟﻬﺮ ﺑﺎﻟﺪﻋﺎﺀ

“我曾经站在欧麦尔·本·罕塔比的后边跟拜，他在
鞠躬之后，举起双手高声地念祈祷词（古努特）
。”

②
P18F

在许多诵经家被杀的故事中，艾奈斯（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88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56 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865 段
②
《白依哈给圣训集》2/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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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ﻟﻘﺪ ﺭﺃﻳ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ﺍﻟﻘﺮﺍﺀ ﺍﻟﺬﻳﻦ ﹸﻗﺘﹺﻠﻮﺍ
 ﰲ ﻗﺼﺔ ﱠ ﻋﻦ ﺃﻧﺲ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ﻴﻬﻘﻲ.« ﻳﻌﻨﻲ ﻋﲆ ﺍﻟﺬﻳﻦ ﻗﺘﻠﻮﻫﻢ- ﻛﻠﲈ ﺻﲆ ﺍﻟﻐﺪﺍﺓ ﺭﻓﻊ ﻳﺪﻳﻪ ﻳﺪﻋﻮ ﻋﻠﻴﻬﻢ
“我看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每当

他礼完晨礼拜之后，他就举起双手诅咒他们——即那些杀
害他们的人。”

①
P182F

白仪哈给提出：“许多圣门弟子在念祈祷词（古努特）
②

时都举起双手 。
”至于跟拜者在伊玛目念祈祷词（古努特）
P183F

P

时念阿米乃，在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传述的《圣
训》中提到：

 ﺇﺫﺍ ﻗﺎﻝ ﺳ ﹺﻤﻊ ﺍﷲ ﻟﹺـﻤﻦ ﺣ ﹺ...»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ﻥ ﺍﻟﻨﺒﻲ
ـﻤﺪﹶ ﻩ
ﹶ ﹾ ﹶ
ﹶ ﹶ

ﹴ
، ﻭﻋﺼﻴﺔ،ﺭﻋﻞ ﻭﺫﻛﻮﺍﻥ
ﻣﻦ ﺍﻟﺮﻛﻌﺔ ﺍﻵﺧﺮﺓ ﻳﺪﻋﻮ ﻋﲆ ﺃﺣﻴﺎﺀ ﻣﻦ ﺑﻨﻲ ﹸﺳﻠﻴﻢ ﻋﲆ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ﻭﻳﺆﻣﻦ ﹶﻣﻦ ﺧﻠﻔﻪ
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当他在最

后一拜中说完“真主确已应答了赞颂者的赞颂”之后，他
就诅咒‘舒来米’部落中活着的人，他们是：利阿鲁，宰
卡瓦奴，欧税耶，他身后的人念阿米乃（主啊，求您准承
吧）。

③
P184F

第九节：最后的夜间拜是威特尔拜
①

《白依哈给圣训集》2/211-212
《白依哈给圣训集》2/211-212
③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43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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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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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ﺍﺟﻌﻠﻮﺍ ﺁﺧﺮ ﺻﻼﺗﻜﻢ: 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ﺑﺎﻟﻠﻴﻞ ﻭﺗﺮ ﹰﺍ

“你们当使你们夜里最后的拜功成为威特尔拜。”

①
P185F

在《穆斯林圣训集》中传述：

 ﻓﺈ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ﻣﻦ ﺻﲆ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ﻓﻠﻴﺠﻌﻞ ﺁﺧﺮ ﺻﻼﺗﻪ ﻭﺗﺮ ﹰﺍ ]ﻗﺒﻞ ﺍﻟﺼﺒﺢ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ﻛﺎﻥ ﻳﺄﻣﺮ ﺑﺬﻟﻚ

“谁在夜里礼拜，让他使自己最后的拜功成为威特尔
拜（在黎明前）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曾经就是这样命令的。”

②
P186F

第十节：威特尔拜之后的祈祷（杜阿）
在出拜之后他说：

 ﺳﺒﺤﺎﻥ ﺍﳌﻠﻚ ﺍﻟﻘﺪﻭﺱ، ﺳﺒﺤﺎﻥ ﺍﳌﻠﻚ ﺍﻟﻘﺪﻭﺱ،»ﺳﺒﺤﺎﻥ ﺍﳌﻠﻚ ﺍﻟﻘﺪﻭﺱ
ﹺ ﹺ
« ﺍﻟﺮﻭﺡﹺ
ﹶﺭ ﱡﺏ ﺍ ﹶﳌﻼﺋﻜﹶﺔ ﹶﻭ ﱡ
“赞颂尊严的主宰超绝，赞颂尊严的主宰超绝，赞颂

尊严的、众天使和吉布笠莱天使的养主。
”
吴麦耶·本·凯阿拜（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51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51（152）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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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ﺃﰊ ﺑﻦ ﻛﻌﺐ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ﻛﺎﻥ ﻳﻮﺗﺮ ﺑﺜﻼﺙ ﺭﻛﻌﺎﺕ ،ﻛﺎﻥ ﻳﻘﺮﺃ ﰲ
ﺍﻷﻭﱃ ﺑـ  :ﹶﺳ ﱢﺒﺢﹺ ﹾﺍﺳ ﹶﻢ ﹶﺭ ﱢﺑ ﹶ
ﻭﻥ  ،ﻭﰲ
ﻚ ﺍﻷﹶ ﹾﻋ ﹶﲆ  ،ﻭﰲ ﺍﻟﺜﺎﻧﻴﺔ ﺑـ  :ﹸﻗ ﹾﻞ ﹶﻳﺎ ﹶﺃ ﱡ ﹶﳞﺎ ﺍ ﹾﻟﻜﹶﺎﻓﹺ ﹸﺮ ﹶ
ﺍﻟﺜﺎﻟﺜﺔ ﺑـ  :ﹸﻗ ﹾﻞ ﹸﻫ ﹶﻮ ﺍﷲ ﹶﺃ ﹶﺣﺪﹲ  ،ﻭﻳﻘﻨﺖ ﻗﺒﻞ ﺍﻟﺮﻛﻮﻉ ،ﻓﺈﺫﺍ ﻓﺮﻍ ﻗﺎﻝ ﻋﻨﺪ ﻓﺮﺍﻏﻪ:

»ﺳﺒﺤﺎﻥ ﺍﳌﻠﻚ ﺍﻟﻘﺪﻭﺱ« ﺛﻼﺙ ﻣﺮﺍﺕ ،ﻳﻤﺪ ﲠﺎ ﺻﻮﺗﻪ ﰲ ﺍﻷﺧﲑﺓ ﻳﻘﻮﻝ ]» :ﹶﺭ ﱡﺏ
ﹺ ﹺ
ﺍﻟﺮﻭﺡﹺ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ﺍ ﹶﳌﻼﺋﻜﹶﺔ ﹶﻭ ﱡ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礼三拜威

特尔拜，他在第一拜中诵读《至尊章》，在第二拜中念《不
信道的人们章》；在第三拜中念《忠诚章》；他在鞠躬之前
祈祷，在祈祷结束时，他说三遍：
”。“赞颂尊严的主宰超绝
在最后一遍中他拉长声音说：
“赞颂尊严的、众天使和吉布
①
P187F

”。笠莱天使的养主

）第十一节：一夜之中没有两次威特尔拜，（夜初礼的
威特尔拜不会被作废
塔利古•本•阿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ﻃﻠﻖ ﺑﻦ ﻋﲇ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ﻘﻮﻝ» :ﻻ ﻭﺗﺮﺍﻥ ﰲ ﹴ
ﻟﻴﻠﺔ«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ﺃﲪﺪ

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在一
②
P18F

”。夜之中没有两次威特尔拜
①

《奈沙伊圣训集》第 1699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30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39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70 段，
《奈沙伊圣训集》第 1679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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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ﻛﺎﻥ ﻳﺼﲇ ﺭﻛﻌﺘﲔ ﺑﻌﺪﻣﺎ ﻳﻮﺗﺮ ﻷﻥ ﺍﻟﻨﺒﻲ
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威特尔
①

拜之后礼两拜， 如果一个穆斯林在夜初礼了威特尔拜之后
P189F

P

才睡的觉，在后半夜真主使他容易地醒来，那么，他可以
两拜两拜地礼（夜间拜），他在夜初所礼的威特尔拜已经足
够了，并没有被作废。

②
P190F

第十二节：喊醒家人礼威特尔拜是合法的事情
阿依莎（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她说：

 ﻳﺼﲇ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ﻭﺃﻧﺎ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 ﻓﺈﺫﺍ ﺃﺭﺍﺩ ﺃﻥ ﻳﻮﺗﺮ ﺃﻳﻘﻈﻨﻲ ﻓﺄﻭﺗﺮﺕ،ﻣﻌﱰﺿﺔ ﻋﲆ ﻓﺮﺍﺷ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礼夜间
拜，我躺在他的垫子上，当他想礼威特尔拜的时候，他就
喊醒我，让我礼威特尔拜。”
在《穆斯林圣训集》中传述：

 ﻓﺈﺫﺍ ﺑﻘﻲ ﺍﻟﻮﺗﺮ ﺃﻳﻘﻈﻬﺎ،»ﻛﺎﻥ ﻳﺼﲇ ﺻﻼﺗﻪ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ﻭﻫﻲ ﻣﻌﱰﺿﺔ ﺑﲔ ﻳﺪﻳﻪ

.«ﻓﺄﻭﺗﺮﺕ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礼夜间拜，她
（阿依莎）躺在他的面前，当他只剩威特尔拜的时候，他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4/23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38 段
②
《穆额尼》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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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喊醒她，让她礼威特尔拜。”
在《穆斯林圣训集》的另一处传述中：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ﻗﻮﻣﻲ ﻓﺄﻭﺗﺮﻱ ﻳﺎ ﻋﺎﺋﺸﺔ:»ﻓﺈﺫﺍ ﺃﻭﺗﺮ ﻗﺎﻝ
当他礼威特尔拜的时候，他说：
“阿依莎啊！起来礼威
特尔拜。”

①
P19F

伊玛目脑威说：
“在其中有，无论对于夜里睡觉的人或
者是熬夜的人，当他坚信他后半夜能醒来，无论他是自己
醒来或者是别人把他喊醒，把威特尔拜放在后半夜都为嘉
行；命令在睡觉之前礼威特尔拜，是针对不能坚信自己在
后半夜能醒来的人。
”

②
P192F

第十三节：失去威特尔拜的人，要补礼威特尔拜
在阿依莎（愿主喜悦她）传述的《圣训》
，在其中提到：

 ﺇﺫﺍ ﺻﲆ ﺻﻼﺓ  ﻭ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ﻭﻓﻴﻪ

 ﻭﻛﺎﻥ ﺇﺫﺍ ﻏﻠﺒﻪ ﻧﻮﻡ ﺃﻭ ﻭﺟﻊ ﻋﻦ ﻗﻴﺎﻡ ﺍﻟﻠﻴﻞ ﺻﲆ ﻣﻦ ﺍﻟﻨﻬﺎﺭ ﺛﻨﺘﻲ،ﺃﺣﺐ ﺃﻥ ﻳﺪﺍﻭﻡ ﻋﻠﻴﻬﺎ

، ﻭﻻ ﺻﲆ ﻟﻴﻠﺔ ﺇﱃ ﺍﻟﺼﺒﺢ، ﻗﺮﺃ ﺍﻟﻘﺮﺁﻥ ﻛﻠﻪ ﰲ ﻟﻴﻠﺔ  ﻭﻻ ﺃﻋﻠﻢ ﻧﺒﻲ ﺍﷲ،ﻋﴩﺓ ﺭﻛﻌﺔ

ﻭﻻ ﺻﺎﻡ ﺷﻬﺮ ﹰﺍ ﻛﺎﻣ ﹰ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ﻼ ﻏﲑ ﺭﻣﻀﺎﻥ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当
他礼一种拜的时候，他喜爱持之以恒；当他睡着了，或者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44 段
《穆斯林圣训集注释》2/270，《布哈里圣训集注释》2/487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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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礼夜间拜而站得周身疼痛的时候，他就在白天礼十二
拜；我不知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一
夜之中念完过全部《古兰经》；我也不知道他（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整夜地礼拜直到凌晨；我更不知道他（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除了在斋月（莱麦丹月）之外，封
过整月的斋……。”

①
P193F

欧麦尔·本·罕塔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ﻣﻦ ﻧﺎﻡ ﻋﻦ ﺣﺰﺑﻪ ﺃﻭ ﻋﻦ: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ﻋﻤﺮ ﺑﻦ ﺍﳋﻄﺎﺏ

. «ﳾﺀ ﻣﻨﻪ ﻓﻘﺮﺃﻩ ﻓﻴﲈ ﺑﲔ ﺻﻼﺓ ﺍﻟﻔﺠﺮ ﻭﺻﻼﺓ ﺍﻟﻈﻬﺮ ﻛﺘﺐ ﻟﻪ ﻛﺄﻧﲈ ﻗﺮﺃﻩ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谁在夜间忽视了诵读《古兰经》，或者忽视了诵读它
的一部分，那么让他在晨礼和晌礼之间念它，他能得到犹
如他在夜里诵读《古兰经》一样的回赐。”

②
P194F

艾布赛尔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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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ﱢ
ﻓﻠﻴﺼﻞ
 »ﻣﻦ ﻧﺎﻡ ﻋﻦ ﺍﻟﻮﺗﺮ ﺃﻭ ﻧﺴﻴﻪ: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ﺳﻌﻴﺪ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ﻭﺍﻟﱰﻣﺬﻱ.«ﺇﺫﺍ ﺃﺻﺒﺢ ﺃﻭ ﺫﻛﺮﻩ

“谁忽视或者是忘记了威特尔拜，让他在早晨或者当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4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4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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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195F

如果他忽视或者是忘记了威特尔拜，最好是在太阳升
起之后按照他自己的习惯补礼双数的拜；如果他在夜里是
礼十一拜，那么，就让他在白天礼十二拜；如果他在夜里
是礼九拜，那么，就让他在白天礼十拜，就这样以此类推。

第十四节：遇到灾难时，可以在主命拜中念古奴特祷词
可靠的证据证实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曾经在灾难的时候，诅咒了某个民族一个月；同时证明，
在麦加的多神教徒们阻止圣门弟子们迁徙之际，他（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为他们中被俘虏的、被压迫的
人祈祷；当灾难消除之后，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放弃了祈祷词，并没有坚持在主命拜中念它，无论是在晨
礼拜或者是在其他的拜中。同样，他的正统的继承人们也
是如此，当灾难消除之后，他们就放弃了坚持在主命拜中
念古奴特的祈祷词。在所有的灾难面前，古奴特的祈祷词
都是圣行。根据当时的情况，可以在其中为某个民族祈求
福利，或者诅咒他们；或者是符合当时的灾难而祈求。 ②
P196F

证明了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在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31 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188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65 段
②
《法台瓦》21/151-156，23/9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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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和宵礼中念古奴特；而在晨礼和
昏礼中念古奴特是被肯定的。在灾难消失之后，他（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放弃了古奴特（祈祷词）
，由于灾难
消除的原因，即使在晨礼中，（也要放弃古奴特。）这强调
了在没有灾难的时候，在晨礼之中坚持不懈地念古奴特是
异端。
前面所提到的在灾难面前，可以证明古奴特的法律依
据中有以下几段《圣训》：
第一段《圣训》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
，
他说：

ﹴ
 ﻣﺘﻔﻖ. «ﺭﻋﻞ ﻭﺫﻛﻮﺍﻥ
 ﺷﻬﺮ ﹰﺍ ﻳﺪﻋﻮ ﻋﲆ  »ﻗﻨﺖ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ﻋﻦ ﺃﻧﺲ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诅咒利
阿鲁和宰卡瓦奴人一个月。”

①
P197F

在《穆斯林圣训集》中传述：

.« ... ﻋﲆ ﺍﻟﺬﻳﻦ ﻗﺘﻠﻮﺍ ﺃﺻﺤﺎﺏ ﺑﺌﺮ ﻣﻌﻮﻧﺔ ﺛﻼﺛﲔ ﺻﺒﺎﺣ ﹰﺎ »ﺩﻋﺎ ﺭﺳﻮﻝ ﺍﷲ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诅咒了杀害
②

裨俄尔•麦奥乃 居民的人三十个早晨。”
P198F

P

在艾奈斯的另一传述中提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0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77 段
地名，位于麦加与麦地那之间的白尼舒来米地区。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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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ﻭﺟﺪ ﻋﲆ ﴎﻳﺔ ﻣﺎ ﻭﺟﺪ ﻋﲆ ﺍﻟﺴﺒﻌﲔ ﺍﻟﺬﻳﻦ ﺃﺻﻴﺒﻮﺍ »ﻣﺎ ﺭﺃﻳ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ﺍﻟﻘﺮﺍﺀ ﻓﻤﻜﺚ ﺷﻬﺮ ﹰﺍ ﻳﺪﻋﻮ ﻋﲆ ﹶﻗ ﹶﺘ ﹶﻠﺘﹺ ﹺﻬﻢ
 ﻛﺎﻧﻮﺍ ﹸﻳﺪ ﹶﻋ ﹾﻮﻥ ﱠ،ﻳﻮﻡ ﺑﺌﺮ ﻣﻌﻮﻧﺔ

“我从没有看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对任何连队像对七十位诵经家在裨俄尔•麦奥乃那天被杀
的事更生气了；他诅咒了杀害他们的人一个月。”

①
P19F

第二段《圣训》：黑法发•本•伊玛吾·艾勒安法尔（愿
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鞠躬，然后他从鞠躬中抬起头的时候说：

 ﺛﻢ ﺭﻓﻊ ﺭﺃﺳﻪ  »ﺭﻛﻊ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ﺧﻔﺎﻑ ﺑﻦ ﺇﻳﲈﺀ ﺍﻟﻐﻔﺎﺭﻱ
 ﻭﻋﺼﻴ ﹸﺔ ﻋﺼ ﹺ، ﻭﺃﺳﻠﻢ ﺳﺎﳌﻬﺎ ﺍﷲ، » ﹺﻏﻔﺎﺭ ﻏ ﹶﻔﺮ ﺍﷲ ﳍﺎ:ﻓﻘﺎﻝ
 ﺍﻟﻠﻬﻢ ﺍﻟﻌﻦ،ﺖ ﺍﷲ ﻭﺭﺳﻮﻟﻪ
ﹸ ﹶ ﹶ ﹶ
ﹸ ﹶ
 ﻭﺍﻟﻌﻦ ﹺﺭﻋ ﹰ،ﺑﻨﻲ ﳊﻴﺎﻥ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 ﺛﻢ ﻭﻗﻊ ﺳﺎﺟﺪ ﹰﺍ،«ﻼ ﻭﺫﻛﻮﺍﻥ
“阿法尔部族的人，真主已经饶恕了他们；艾斯赖牧
部族的人，真主已经使他们平安了；欧衰叶部族的人，确
已违背了真主和他的使者；主啊！您诅咒赖哈亚尼部族的
人；您诅咒利阿鲁，宰卡瓦奴部族的人吧！”然后他跪倒叩
头。”

②
P20F

第三段《圣训》：白拉乌•本•阿兹布（愿主喜悦他）传
述，他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677（297，302）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67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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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ﺍﻟﱪﺍﺀ ﺑﻦ ﻋﺎﺯﺏ  ﻗﺎﻝ» :ﻗﻨ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ﰲ ﺍﻟﺼﺒﺢ ﻭﺍﳌﻐﺮﺏ«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在晨礼拜和
①
P201F

”。昏礼拜中念了古奴特祷词

》第四段《圣训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
传述：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ﻗﺎﻝ» :ﻛﺎﻥ ﺍﻟﻘﻨﻮﺕ ﰲ ﺍﳌﻐﺮﺏ ﻭﺍﻟﻔﺠﺮ«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②
P20F

”。“他曾经在昏礼拜和晨礼拜中念古奴特祈祷词

》第五段《圣训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

ﺑﻦ ﺑﻜﻢ ﺻﻼﺓ ﺭﺳﻮﻝ ﺍﷲ  ،ﻓﻜﺎﻥ ﺃﺑﻮ
ﻷﻗﺮ ﱠ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ﻗﺎﻝ» :ﻭﺍﷲ ﱢ

ﻫﺮﻳﺮﺓ ﻳﻘﻨﺖ ﰲ ﺍﻟﺮﻛﻌﺔ ﺍﻷﺧﺮ ﻣﻦ ﺻﻼﺓ ﺍﻟﻈﻬﺮ ،ﻭﺻﻼﺓ ﺍﻟﻌﺸﺎﺀ ،ﻭﺻﻼﺓ ﺍﻟﺼﺒﺢ

ﺑﻌﺪﻣﺎ ﻳﻘﻮﻝ :ﺳﻤﻊ ﺍﷲ ﳌﻦ ﲪﺪﻩ ،ﻓﻴﺪﻋﻮ ﻟﻠﻤﺆﻣﻨﲔ ﻭﻳﻠﻌﻦ ﺍﻟﻜﻔﺎﺭ«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指主发誓，一定我要给你们教授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所礼的拜功。”艾布胡莱赖曾经在晨礼
晌礼、晡礼、昏礼和宵礼的最后一拜，在说完“真主确已
应答了赞颂者的赞颂”之后，他就为信士祈福，诅咒卡费

《穆斯林圣训集》第 678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04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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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203F

）尔（否认真主的人
。

第六段《圣训》：在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传述
的《圣训》中：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ﻗﻨ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ﺷﻬﺮ ﹰﺍ ﻣﺘﺘﺎﺑﻌ ﹰﺎ ﰲ

ﺍﻟﻈﻬﺮ ،ﻭﺍﻟﻌﴫ ،ﻭﺍﳌﻐﺮﺏ ،ﻭﺍﻟﻌﺸﺎﺀ ،ﻭﺻﻼﺓ ﺍﻟﺼﺒﺢ ،ﰲ ﺩ ﹸﺑﺮ ﻛﻞ ﺻﻼﺓ ﺇﺫﺍ ﻗﺎﻝ:

»ﺳﻤﻊ ﺍﷲ ﳌﻦ ﲪﺪﻩ« ﻣﻦ ﺍﻟﺮﻛﻌﺔ ﺍﻵﺧﺮﺓ ﻳﺪﻋﻮ ﻋﲆ ﺃﺣﻴﺎﺀ ﻣﻦ ﺑﻨﻲ ﹸﺳﻠﻴﻢ ،ﻋﲆ ﹺﺭ ﹴ
ﻋﻞ

ﻭﻳﺆﻣﻦ ﹶﻣﻦ ﺧﻠﻔﻪ«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ﺃﲪﺪ
ﻭﺫﻛﻮﺍﻥ ،ﻭﻋﺼ ﹼﻴﺔ ،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整整一个

月，在每天的五番拜之中念古努特祈祷词；在从每番拜的
最后一个鞠躬中起来时说：“真主确已应答了赞颂者的赞
颂。”然后他就诅咒‘舒来米’部落中活着的人，诅咒利阿
鲁、宰卡瓦奴、欧税耶，他身后的人念阿米乃（主啊，求
②
P204F

。）您准承吧

》第七段《圣训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ﹴ
ﺻﻼﺓ ﺷﻬﺮ ﹰﺍ ،ﺇﺫﺍ 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ﻗﻨﺖ ﺑﻌﺪ ﺍﻟﺮﻛﻌﺔ ﰲ

»ﺳﻤﻊ ﺍﷲ ﳌﻦ ﲪﺪﻩ« ﻳﻘﻮﻝ ﰲ ﻗﻨﻮﺗﻪ» :ﺍﻟﻠﻬﻢ ﺃﻧﺞﹺ ﺍﻟﻮﻟﻴﺪ ﺑﻦ ﺍﻟﻮﻟﻴﺪ ،ﻭﺳﻠﻤﺔ ﺑﻦ ﻫﺸﺎﻡ،

ﻭﻋﻴﺎﺵ ﺑﻦ ﺃﰊ ﺭﺑﻴﻌﺔ ،ﻭﺍﳌﺴﺘﻀﻌﻔﲔ ﻣﻦ ﺍﳌﺆﻣﻨﲔ ،ﺍﻟﻠﻬﻢ ﺍﺷﺪﺩ ﻭﻃﺄﺗﻚ ﻋﲆ ﹸﻣﴬ،
ﺍﻟﻠﻬﻢ ﺍﺟﻌﻠﻬﺎ ﻋﻠﻴﻬﻢ ﺳﻨﲔ ﻛﺴﻨﻲ ﻳﻮﺳﻒ«

《布哈里圣训集》第 79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76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43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1/301-302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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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拜后念了一个月
的古奴特（祈祷词）。当他说完：“真主确已应答了赞颂者
的赞颂”之后，他在古奴特’的（祈祷词）中说：“主啊！
求您拯救沃立德·本·沃立德、塞勒麦·本·黑峡姆、阿
巴斯·本·莱比阿，以及所有被压迫的信士们吧；主啊！
求您严厉地惩罚‘沐顿尔’部落吧；主啊！求您增加对他
们惩罚的年限吧，犹如优素福圣人（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时期的灾荒年一样。”

①
P205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说：

،  ﺗﺮﻙ ﺍﻟﺪﻋﺎﺀ ﺑﻌﺪﹸ  »ﺛﻢ ﺭﺃﻳﺖ ﺭﺳﻮﻝ ﺍﷲ:ﻗﺎﻝ ﺃﺑﻮ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 ﻭﻣﺎ ﺗﺮﺍﻫﻢ ﻗﺪ ﻗﺪﻣﻮﺍ؟: ﻓﻘﻴﻞ: ﻗﺪ ﺗﺮﻙ ﺍﻟﺪﻋﺎﺀ ﳍﻢ؟ ﻗﺎﻝ  ﺃﺭ ﺭﺳﻮﻝ ﺍﷲ:ﻓﻘﻠﺖ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看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灾
难消除之后，就放弃了这种祈祷。”我（传述人）说：“他
（艾布胡莱赖）看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确已放弃了诅咒他们？”他说：
“有人问：你没有看见他们
已经来到了（麦地那）？”

②
P206F

在《布哈里圣训集》中传述：

①

（查看优素福圣人的故事）
《布哈里圣训集》第 80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7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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ﹴ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ﺇﺫﺍ ﺃﺭﺍﺩ ﺃﻥ ﻳﺪﻋﻮ ﻋﲆ ﹴ
ﻷﺣﺪ ﻗﻨﺖ ﺑﻌﺪ
ﺃﺣﺪ ،ﺃﻭ ﻳﺪﻋﻮ
ﹶ

ﺍﻟﺮﻛﻮﻉ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想要诅咒
某个人，或者为哪个人祈求福利；他就在鞠躬之后祈
① 。……祷
P207F

在《穆斯林圣训集》中传述：

»ﺇﻥ ﺫﻟﻚ ﰲ ﺻﻼﺓ ﺍﻟﻔﺠﺮ«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的确，那是在晨礼拜中。” ②在《布哈里圣训集》中
P

P208F

传述：

»ﺑﻴﻨﲈ ﺍﻟﻨﺒﻲ  ﻳﺼﲇ ﺍﻟﻌﺸﺎﺀ«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正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礼宵礼
③ ”。拜的时候
P209F

第八段《圣训》：有关欧麦尔自己的传闻。据阿布杜莱
哈曼·本·艾布瑞的传述，他说：

ﻋﻦ ﻋﺒﺪ ﺍﻟﺮﲪﻦ ﺑﻦ ﺃﺑﺰ ،ﻗﺎﻝ :ﺻﻠﻴﺖ ﺧﻠﻒ ﻋﻤﺮ ﺑﻦ ﺍﳋﻄﺎﺏ  ﺻﻼﺓ

ـﻢ ﺇ ﱠﻳ ﹶ
ﺎﻙ ﹶﻧ ﹾﻌ ﹸﺒﺪﹸ  ،ﹶﻭ ﹶﻟ ﹶ
ﻚ ﻧ ﹶﹸﺼ ﱢﲇ
ﺍﻟﺼﺒﺢ ،ﻓﺴﻤﻌﺘﻪ ﻳﻘﻮﻝ ﺑﻌﺪ ﺍﻟﻘﺮﺍﺀﺓ ﻗﺒﻞ ﺍﻟﺮﻛﻮﻉ» :ﺍﻟ ﱠﻠ ﹸﻬ ﱠ
ﹶـﻚ ﹶﻭ ﹶﻧﺨﹾ ﹶﺸﻰ ﹶﻋ ﹶﺬﺍ ﹶﺑ ﹶ
ﻚ ﻧ ﹾﹶﺴ ﹶﻌﻰ ﹶﻭﻧ ﹾﹶﺤ ﹺﻔﺪﹸ  ،ﻧ ﹾﹶﺮ ﹸﺟﻮ ﹶﺭ ﹾﺣ ﹶـﻤﺘ ﹶ
ﹶﻭﻧ ﹾﹶﺴ ﹸﺠﺪﹸ  ،ﹶﻭﺇ ﹶﻟ ﹾﻴ ﹶ
ﻚ ،ﺇﹺ ﱠﻥ ﹶﻋ ﹶﺬﺍ ﹶﺑ ﹶﻚ
ﹺ
ﹺ
ﻚ ﹶ
ـﻢ ﺇﻧﱠﺎ ﻧ ﹾﹶﺴﺘ ﹺﹶﻌﻴﻨ ﹶﹸﻚ ﹶﻭﻧ ﹾﹶﺴ ﹶﺘﻐ ﹺﹾﻔ ﹸﺮ ﹶﻙ ،ﹶﻭ ﹸﻧ ﹾﺜﻨﹺﻲ ﹶﻋ ﹶﻠ ﹾﻴ ﹶ
ﺍﳋ ﹾ ﹶﲑ ﹶﻭﻻ ﹶﻧ ﹾﻜ ﹸﻔ ﹸﺮ ﹶﻙ،
ﺑﹺﺎﻟﻜﹶﺎﻓ ﹺﺮ ﹶ
ﻳﻦ ﹸﻣ ﹾﻠـﺤ ﹲﻖ ،ﺍﻟ ﱠﻠ ﹸﻬ 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56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675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459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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ﻚ ﹶﻭ ﹶﻧﺨﹾ ﹶﻀ ﹸﻊ ﹶﻟ ﹶ
ﹶﻭﻧ ﹾﹸﺆ ﹺﻣ ﹸﻦ ﺑﹺ ﹶ
ﻚ ،ﹶﻭ ﹶﻧﺨﹾ ﹶﻠ ﹸﻊ ﹶﻣ ﹾﻦ ﹶﻳ ﹾﻜ ﹸﻔ ﹸﺮ ﹶﻙ«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ﻴﻬﻘﻲ

我曾经跟在欧麦尔·本·汗塔比的后面礼晨礼拜，我

听见他在念完《古兰经》之后鞠躬之前说：
“主啊！我们只
崇拜您，只为您礼拜，只为您叩头，只为您奔走，我们只
希望您慈悯，害怕您的惩罚；的确，您的惩罚是追随那些
卡费尔的；主啊！我们只求您相助，我们只向您求饶，我
们只以好的赞颂您，我们不否认您，我们只归信您，我们
① ”。只顺服您，我们与否认您的人脱离关系
P210F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ﺃﻧﻪ ﻗﻨﺖ ﺑﻌﺪ ﺍﻟﺮﻛﻮﻉ ﻭﺭﻓﻊ ﻳﺪﻳﻪ ﻭﺟﻬﺮ ﺑﺎﻟﺪﻋﺎﺀ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ﻴﻬﻘﻲ
② 。他在鞠躬之后，抬起双手，高声祈祷
P21F

第九段《圣训》：塞阿德·本·塔利葛·艾世吉阿（愿
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ﺳﻌﺪ ﺑﻦ ﻃﺎﺭﻕ ﺍﻷﺷﺠﻌﻲ  ﻗﺎﻝ» :ﻗﻠﺖ ﻷﰊ :ﻳﺎ ﹺ
ﺃﺑﺖ ﺇﻧﻚ ﻗﺪ ﺻﻠﻴﺖ

ﺧﻠﻒ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ﺃﰊ ﺑﻜﺮ ،ﻭﻋﻤﺮ ،ﻭﻋﺜﲈﻥ ،ﻭﻋﲇ ﺑﻦ ﺃﰊ ﻃﺎﻟﺐ ﻫﺎﻫﻨﺎ ﺑﺎﻟﻜﻮﻓﺔ

ﹲ
ﳏﺪﺙ« ﺃﺧﺮﺟﻪ
ﻨﻲ
ﻧﺤﻮ ﹰﺍ ﻣﻦ ﲬﺲ ﺳﻨﲔ ،ﺃﻓﻜﺎﻧﻮﺍ ﻳﻘﻨﺘﻮﻥ ﰲ ﺍﻟﻔﺠﺮ؟ ﻗﺎﻝ :ﺃﻱ ﹸﺑ ﱠ

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ﻭﺃﲪﺪ

“我对我的父亲说：我的父亲啊！的确，你曾经跟随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然后又跟随艾布白
《白衣哈给圣训集》2/211
《白衣哈给圣训集》2/11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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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欧麦尔和欧斯曼在麦地那礼拜，最后你又跟随阿
里·本·艾布塔利布在库法礼了将近五年的拜，他们当时
在晨礼拜中念古奴特吗？’他说：‘我的孩子啊!那是异
端’。
”①
P21F

只有在灾难的时候，才允许在晨礼拜中念“古奴特”
（祈
祷词）。
前面所有的《圣训》表明：在灾难的时候，念“古奴
特”
（祈祷词）是圣行；可以在五番拜之中念它，但是在晨
礼拜和昏礼拜中是被强调的。最好是从鞠躬中起来之后，
抬起双手，高声祈祷；跟拜的人要念：
“阿米乃”
（主啊!求
您准承吧）
。没有灾难时，在晨礼拜中念古奴特是异端。 ②
P213F

塞尔德·本·塔利葛传述的《圣训》，在其中提到：
“我
的孩子啊!那是异端。
”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和他正统的继
承人的行为证明了两件事情：
第一：“古奴特”（祈祷词）在需要念它的灾难面前是
合法的，但长期不断地在拜功中念它决不是圣行。
第二：在“古奴特”中所念的“杜阿”
（祈祷词）并不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02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1080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241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6/394
②
《法台瓦》23/98-116，21/15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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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固定不变的、永久性的；不然，根据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和他正统继承人的行为，可以因不同
的时间和灾难，以相应的祷词而祈求。 ①
P214F

①

《法台瓦》2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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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杜哈拜
（即：太阳升起之后至中午前所礼的拜）
第一节：杜哈拜是受叮嘱的圣行
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礼它，
并教导他的圣门弟子们也礼它，并以此叮嘱他们；他嘱托
一个人就犹如嘱托整个民族，除非有证据证明他是专门嘱
托某一个人。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ﺑﹺ ﹶﺜ ﹴ  » ﹶﺃﻭﺻ ﹺﺎﲏ ﹶﺧﻠﹺ ﹺﻴﲇ: 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ﻼﺙ]ﻻ ﺃﺩﻋﻬﻦ ﺣﺘﻰ ﺃﻣﻮﺕ
ﹾ ﹶ

. ﹶﻭ ﹶﺃ ﹾﻥ ﹸﺃ ﹾﻭﺗﹺ ﹶـﺮ ﹶﻗ ﹾﺒ ﹶﻞ ﹶﺃ ﹾﻥ ﹶﺃﻧﹶـﺎ ﹶﻡ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ﺍﻟﻀ ﹶﺤـﻰ
 ﹶﻭ ﹶﺭ ﹾﻛ ﹶﻌﺘ ﹺﹶﻲ ﱡ،ﹺﺻ ﹶﻴﺎ ﹺﻡ ﹶﺛﻼ ﹶﺛ ﹺـﺔ ﹶﺃ ﱠﻳﺎ ﹴﻡ ﹺﻣ ﹾﻦ ﻛ ﱢﹸﻞ ﹶﺷ ﹾﻬ ﹴـﺮ
“我的好友叮嘱我的三件事，我至死都没有放弃它：

每月封三天斋；杜哈拜和睡觉前的威特尔拜。” ①
P215F

艾布戴尔答易（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ﺑﺜﻼﺙ ﻟﻦ ﺃﺩﻋﻬﻦ ﻣﺎ ﻋﺸﺖ  »ﺃﻭﺻﺎﲏ ﺣﺒﻴﺒﻲ: 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ﺍﻟﺪﺭﺩﺍﺀ

 ﻭﺑﺄﻥ ﻻ ﺃﻧﺎﻡ ﺣﺘﻰ ﺃﻭﺗﺮ« ﺃﺧﺮﺟﻪ، ﻭﺻﻼﺓ ﺍﻟﻀﺤﻰ،ﺑﺼﻴﺎﻡ ﺛﻼﺛﺔ ﺃﻳﺎﻡ ﻣﻦ ﻛﻞ ﺷﻬﺮ

.ﻣﺴﻠﻢ

“我的好友（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叮嘱我的三
件事，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会放弃它；每月封三天的斋；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7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7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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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的两拜（杜哈拜）；礼完威特尔拜之后再睡觉。” ①
P216F

我听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阿布杜拉·本·巴兹
阁下说：
“这两段正确的《圣训》是证明杜哈拜是圣行的法
律依据，它是受叮嘱的圣行；因为他（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曾以此嘱托他的民族，并不是专门嘱托某一个人。
就这样，如果他命令或者禁止某一件事情，那么它的断法
是针对全体；除非他是以某件事情专门叮嘱某一个人，他
说：“这专门属于你个人的。”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经常做的事情，不能否认它是圣行；有时他做
某件事情，他说明那是他的圣行；有时他放弃某件事情，
他说明那不是必须要做的。
伊玛目脑威在提到前面那些《圣训》之后，他选择了
杜哈拜的圣行是受叮嘱的圣行。他说：
“这所有的《圣训》
都是正确的《圣训》
，在《圣训》学家跟前并没有分歧。它
的结论是：杜哈拜的圣行是受叮嘱的圣行……。
”②
P217F

正确的是：坚持礼杜哈拜是受叮嘱的圣行；因为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叮嘱过礼它，并说
明了它的贵重，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确已礼过
它。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22 段
《穆斯林圣训注释》5/237

②

副功拜

121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当有人向她请教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礼几拜杜哈拜时，
她说：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ﺣﻴﻨﲈ ﹸﺳﺌﻠﺖ ﻛﻢ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ﺼﲇ ﺻﻼﺓ

ﺍﻟﻀﺤﻰ؟ ﻗﺎﻟﺖ» :ﺃﺭﺑﻊ ﺭﻛﻌﺎﺕ ﻭﻳﺰﻳﺪ ﻣﺎ ﺷﺎﺀ ﺍﷲ«.

”。“四拜，如果真主意欲，可以增加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ﻣﺎ ﺷﺎﺀ«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① ”。“如果他意欲，可以增加
P218F

第二节：杜哈拜的贵重
》下列有许多正确的《圣训
，确已证明了杜哈拜的贵重
第一段《圣训》：艾布冉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ﻼﻣﻰ ﻣﻦ ﺃﺣﺪﻛﻢ
ﻋﻦ ﺃﰊ ﺫﺭ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ﺃﻧﻪ ﻗﺎﻝ» :ﻳﺼﺒﺢ ﻋﲆ ﻛﻞ ﹸﺳ ﹶ
P P

ﺻﺪﻗﺔ:ﻓﻜﻞ ﺗﺴﺒﻴﺤﺔ ﺻﺪﻗﺔ،ﻭﻛﻞ ﲢﻤﻴﺪﺓ ﺻﺪﻗﺔ،ﻭﻛﻞ ﲥﻠﻴﻠﺔ ﺻﺪﻗﺔ،ﻭﻛﻞ ﺗﻜﺒﲑﺓ

ﺻﺪﻗﺔ،ﻭﳖﻲ ﻋﻦ ﺍﳌﻨﻜﺮ ﺻﺪﻗﺔ،ﻭﳚﺰﺉ ﻣﻦ ﺫﻟﻚ ﺭﻛﻌﺘﺎﻥ
ﺻﺪﻗﺔ،ﻭﺃﻣﺮ ﺑﺎﳌﻌﺮﻭﻑ
ﹲ
ﻳﺮﻛﻌﻬﲈ ﻣﻦ ﺍﻟﻀﺤﻰ«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早晨起来，对于你们的每一个骨关节都有一种施舍

《穆斯林圣训集》第 719 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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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清净词都是一种施舍；所有的感赞词都是一种施舍；
所有的认主词都是一种施舍；每一句大赞词都是一种施舍；
命人行善是一种施舍；止人作恶是一种施舍；在早晨礼两
拜（杜哈拜）就可以代替这所有的一切。” ①
P219F

第二段《圣训》：布莱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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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ﰲ ﺍﻹﻧﺴﺎﻥ ﺛﻼﺛﲈﺋﺔ ﻭﺳﺘﻮﻥ: ﻳﻘﻮ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ﺑﺮﻳﺪﺓ

ﻣﻔﺼ ﹰ
 ﻭﻣﻦ ﻳﻄﻴﻖ ﺫﻟﻚ ﻳﺎ ﻧﺒﻲ: ﻗﺎﻟﻮﺍ،«ﻼ ﻓﻌﻠﻴﻪ ﺃﻥ ﻳﺘﺼﺪﻕ ﻋﻦ ﻛﻞ ﻣﻔﺼﻞ ﺑﺼﺪﻗﺔ

 ﻓﺈﻥ ﱂ ﲡﺪ ﻓﺮﻛﻌﺘﺎ،ﺗﻨﺤﻴﻪ ﻋﻦ ﺍﻟﻄﺮﻳﻖ
 ﻭﺍﻟﴚﺀ ﱢ، »ﺍﻟﻨﺨﺎﻋ ﹸﺔ ﰲ ﺍﳌﺴﺠﺪ ﺗﺪﻓﻨﻬﺎ:ﺍﷲ؟ ﻗﺎﻝ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ﺍﻟﻀﺤﻰ ﹸﲡﺰﺋﹸﻚ

“人类有三百六十个关节，他应该为每一个骨关节而
施舍。”他们说：
“主的使者啊！谁有那个能力呢？”他说：
“掩埋在清真寺里咳出的痰；移开道路上的障碍物；你如
果没有发现这些，那么，杜哈的两拜就已使你满足了。” ②
P20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传述的《圣训》能证明这一点：

 »ﺇﻧﻪ ﺧﻠﻖ ﻛﻞ ﺇﻧﺴﺎﻥ ﻣﻦ ﺑﻨﻲ ﺁﺩﻡ ﻋﲆ ﺳﺘﲔ: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ﻭﺛﻼﺛﲈﺋﺔ ﻣﻔﺼﻞ
P

P

“每个人都被创造了三百六十个关节……。” ③
P21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20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242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5/35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100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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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圣训》
：奈阿牧·本·汗玛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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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ﻳﺎ ﺍﺑﻦ:  »ﻳﻘﻮﻝ ﺍﷲ: ﻳﻘﻮ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ﻋﻦ ﻧﻌﻴﻢ ﺑﻦ ﳘﺎﺭ
ﺁﺩﻡ ﻻ ﺗﹸﻌﺠﺰﹾﲏ ﻣﻦ ﺃﺭﺑﻊ ﺭﻛﻌﺎﺕ ﰲ ﺃﻭﻝ ﺍﻟﻨﻬﺎﺭ ﺃﻛ ﹺﹾﻔ ﹶ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ﻚ ﺁﺧﺮﻩ
P P

“清高伟大的真主说：
‘人们啊！你们不要失去早晨的
四拜（杜哈拜），我就会让你们在晚上感到满足’。” ①
P2F

第四段《圣训》：艾布戴尔答易和艾布冉尔（愿主喜悦
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ﺗﺒﺎﺭﻙ-  ﻋﻦ ﺍﷲ، ﻋﻦ ﺃﰊ ﺍﻟﺪﺭﺩﺍﺀ ﻭﺃﰊ ﺫﺭ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ﻋﻦ ﺭﺳﻮﻝ ﺍﷲ

« »ﺍﺑﻦ ﺁﺩﻡ ﺍﺭﻛﻊ ﱄ ﺃﺭﺑﻊ ﺭﻛﻌﺎﺕ ﻣﻦ ﺃﻭﻝ ﺍﻟﻨﻬﺎﺭ ﺃﻛﻔﻚ ﺁﺧﺮﻩ: ﺃﻧﻪ ﻗﺎﻝ- ﻭﺗﻌﺎﱃ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清高伟大的真主说：
‘人们啊！你们在早晨为我礼四
拜（杜哈拜），我就会让你们在晚上感到满足’。” ②
P23F

第五段《圣训》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
，
阐述了谁在晨礼拜后坐在清真寺里，直到太阳升起之后而
礼的杜哈拜的贵重。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289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7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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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ﻦ ﱠ: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ﲆ ﺍﻟﻔﺠﺮ ﰲ ﲨﺎﻋﺔ ﺛﻢ ﻗﻌﺪ ﻳﺬﻛﺮ ﺍﷲ ﺣﺘﻰ ﺗﻄﻠﻊ
 ﹴ،ﺗﺎﻣﺔ
 ﹴ، ﻛﺎﻧﺖ ﻟﻪ ﻛﺄﺟﺮ ﺣﺠﺔ ﻭﻋﻤﺮﺓ،ﺍﻟﺸﻤﺲ ﺛﻢ ﺻﲆ ﺭﻛﻌﺘﲔ
 ﺃﺧﺮﺟﻪ. « ﺗﺎﻣﺔ،ﺗﺎﻣﺔ
P P

ﺍﻟﱰﻣﺬﻱ

“谁在参加了集体的晨礼拜之后，坐着记念真主直到
太阳升起，然后他礼了两拜，对他有完美的正朝和副朝的
回赐。” ①
P24F

有正确的《圣训》证明：

 »ﻛﺎﻥ ﺇﺫﺍ ﺻﲆ ﺍﻟﻔﺠﺮ ﺟﻠﺲ ﰲ ﻣﺼﻼﻩ ﺣﺘﻰ ﺗﻄﻠﻊ ﺍﻟﺸﻤﺲ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ﹶﺣ ﹶﺴﻨ ﹰﺎ
P

P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在礼完
晨礼拜之后，坐在他礼拜的地方直到太阳升起很高。” ②
P25F

第三节：杜哈拜的时间是从太阳升起一标枪的距离直到
日立中天（太阳偏西之前），最好是在热了之后礼它
宰德·本·艾尔盖姆（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ﹶﺮﻣﺾ
 »ﺻﻼﺓ ﱠ: ﺃﻧﻪ ﻗﺎﻝ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ﺯﻳﺪ ﺑﻦ ﺃﺭﻗﻢ
ﺍﻷﻭﺍﺑﲔ ﺣﲔ ﺗ ﹶ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ﺍﻟﻔﺼﺎﻝ
P

P

“悔悟者的拜功（杜哈拜）是在驼羔感觉温暖的时候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58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670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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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①
P26F

谁在太阳升起一标枪的高度之后礼杜哈拜，对他毫无
伤害；谁在杜哈拜的时间结束之前，天气酷热的时候礼它，
那是最好的。

第四节：杜哈拜的圣行拜数，按照正确的说法它并没有
限度
.ﻭﺑﲔ ﻓﻀﻠﻬﲈ«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ﱠ، »ﺃﻭﴅ ﺑﺮﻛﻌﺘﻲ ﺍﻟﻀﺤﻰ ﻷﻥ ﺍﻟﻨﺒﻲ
P

P

因为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叮嘱礼杜
哈的两拜，并且阐明了它俩的贵重。” ②
P27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ﻳﺼﲇ ﺍﻟﻀﺤﻰ ﺃﺭﺑﻌ ﹰﺎ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ﻭﻳﺰﻳﺪ ﻣﺎ ﺷﺎﺀ ﺍﷲ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礼四拜
杜哈拜，如果真主意欲，他就增加。” ③
P28F

贾比尔和艾奈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ﱠ ﻋﻦ ﺟﺎﺑﺮ ﻭﺃﻧﺲ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ﺻﲆ ﺍﻟﻀﺤﻰ ﺳﺖ ﺭﻛﻌﺎﺕ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ﻄﱪﺍﲏ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48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98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20，721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71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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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礼六拜
杜哈拜。” ①艾布塔立宾之女温姆哈尼传述，
P

P29F

ﻋﻦ ﺃ ﱢﻡ ﻫﺎﻧﺊ ﺑﻨﺖ ﺃﰊ ﻃﺎﻟﺐ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ﺻﲆ ﰲ ﺑﻴﺘﻬﺎ ﻳﻮﻡ ﻓﺘﺢ

ﻣﻜﺔ ﺛﲈﻥ ﺭﻛﻌﺎﺕ ﺑﻌﺪﻣﺎ ﺍﺭﺗﻔﻊ ﺍﻟﻨﻬﺎﺭ ،ﻗﺎﻟﺖ» :ﻓﲈ ﺭﺃﻳﺘﻪ ﱠ
ﺻﲆ ﺻﻼﺓ ﺃﺧﻒ ﻣﻨﻬﺎ ،ﻏﲑ
ﺃﻧﻪ ﻳﺘﻢ ﺍﻟﺮﻛﻮﻉ ﻭﺍﻟﺴﺠﻮﺩ«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光复麦加那天，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在她的家中——太阳升起之后——礼了八拜（杜哈
。）拜
”她说：
“我从没有看见他礼拜比礼这个拜更轻快的了，
② ”。但是，他完美了每一个鞠躬和叩头
P230F

阿姆鲁·本·阿拜赛传述的《圣训》可以证明，杜哈
拜最多是没有限度的，在其中提到：
ﺻﻞ ﺻﻼﺓ ﺍﻟﺼﺒﺢ ﺛﻢ ﹺ
» ...ﱢ
ﺃﻗﴫ ﻋﻦ ﺍﻟﺼﻼﺓ ﺣﺘﻰ ﺗﻄﻠﻊ ﺍﻟﺸﻤﺲ ﺣﺘﻰ ﺗﺮﺗﻔﻊ؛ ﻓﺈﳖﺎ
ﹴ
ﻭﺣﻴﻨﺌﺬ ﻳﺴﺠﺪ ﳍﺎ ﺍﻟﻜﻔﺎﺭ ،ﺛﻢ ﱢ
ﺻﻞ ﻓﺈﻥ ﺍﻟﺼﻼﺓ ﻣﺸﻬﻮﺩﺓ
ﺗﻄﻠﻊ ﺑﲔ ﻗﺮﲏ ﺷﻴﻄﺎﻥ،
ﹴ
ﹼ
ﺣﻴﻨﺌﺬ ﺗﺴﺠﺮ ﺟﻬﻨﻢ«...
ﻓﺈﻥ
ﳏﻀﻮﺭﺓ ﺣﺘﻰ
ﻳﺴﺘﻘﻞ ﺍﻟﻈﻞ ﺑﺎﻟﺮﻣﺢ ،ﺛﻢ ﺃﻗﴫ ﻋﻦ ﺍﻟﺼﻼﺓ ﱠ
P P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当你礼完晨礼拜之后，你要停止礼拜，直到太
阳升起，的确它是升起在恶魔的两角之间，那时是卡费尔
（否认真主的人）崇拜它的时间。在此之后你可以随意地
礼拜（杜哈拜），的确，拜功是被众天使所见证的，其回赐
《泰白拉尼圣训集》第 1065，1066，1067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0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36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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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记录的；到枪杆的影子垂直时（正中午），你要停止礼
拜，因为火狱在此时被点燃……。” ①
P231F

在《艾布达吾德圣训集》中传述：

 ﺛﻢ ﺃﻗﴫ ﺣﺘﻰ ﺗﻄﻠﻊ ﺍﻟﺸﻤﺲ ﻓﱰﺗﻔﻊ ﻗﻴﺪ ﺭﻣﺢ ﺃﻭ ﺭﳏﲔ«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然后你要停止礼拜，直到太阳升离地面一标枪
或者两标枪的高度。” ②
P23F

在《艾哈默德圣训集》中传述：

»ﻓﺈﺫﺍ ﺍﺭﺗﻔﻌﺖ ﻗﻴﺪ ﺭﻣﺢ ﺃﻭ ﺭﳏﲔ ﱢ
«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ﻓﺼﻞ
“当太阳升离地面一标枪或者两标枪的高度时，你才
礼拜……。” ③
P23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832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277 段
③
《艾哈默德圣训集》4/111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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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间歇拜属于允许集体礼的圣行拜之一
第一节：间歇拜（泰拉威哈）的意义：
被称为间歇拜，是因为当时他们每礼四拜之后，就休
。息片刻
）泰拉威哈拜（间歇拜
：它是在斋月的夜初集体所礼的
圣行拜。有人说：“泰拉威哈拜是在斋月里。”因为他们曾
经在每出两次拜之后休息，这是建立在阿依莎（愿主喜悦
。她）所传述的《圣训》的基础之上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曾有人询问她，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斋月中是怎样礼拜的
时，她说：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ﳖﺎ ﹸﺳﺌﻠﺖ :ﻛﻴﻒ ﻛﺎﻧﺖ ﺻﻼﺓ ﺭﺳﻮﻝ ﺍﷲ  ﰲ
ﹺ
ﹶﺎﻥ ﹶﺭ ﹸﺳ ﹸ
ﺇﺣﺪﹶ 
ﻮﻝ ﺍﷲ ^ ﹶﻳ ﹺﺰ ﹾﻳﺪﹸ ﹺﰲ ﹶﺭ ﹶﻣ ﹶﻀ ﹶ
ﺭﻣﻀﺎﻥ؟ ﻗﺎﻟﺖ :ﹶﻣﺎ ﻛ ﹶ
ﺎﻥ ﹶﻭﻻ ﹺﰲ ﹶﻏ ﹾ ﹺﲑﻩ ﹶﻋ ﹶﲆ ﹾ
ﴩ ﹶﺓ ﹶﺭ ﹾﻛ ﹶﻌ ﹰﺔ ،ﹸﻳ ﹶﺼ ﱢﲇ ﹶﺃ ﹾﺭ ﹶﺑـﻌ ﹰﺎ ﹶﻓﻼ ﺗ ﹾﹶﺴ ﹶﺄ ﹾﻝ ﹶﻋ ﹾﻦ ﹸﺣ ﹾﺴﻨ ﹺ ﹺـﻬ ﱠﻦ ﹶﻭ ﹸﻃ ﹾﻮﻟﹺ ﹺـﻬ ﱠﻦ ،ﹸﺛ ﹼﻢ ﹸﻳ ﹶﺼ ﱢﲇ ﹶﺃ ﹾﺭ ﹶﺑـﻌ ﹰﺎ ﹶﻓﻼ
ﹶﻋ ﹾ ﹶ
ﺗ ﹾﹶﺴ ﹶﺄ ﹾﻝ ﹶﻋ ﹾﻦ ﹸﺣ ﹾﺴﻨ ﹺ ﹺـﻬ ﱠﻦ ﹶﻭ ﹸﻃ ﹾﻮﻟﹺ ﹺـﻬ ﱠﻦ ،ﹸﺛ ﱠﻢ ﹸﻳ ﹶﺼ ﱢﲇ ﹶﺛﻼﺛ ﹰ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无论是在斋月还是在其它的月份中，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都没有礼超过十一拜的夜间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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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礼四拜，你不需要询问他念的多么完美、多么长了；然
后他再礼四拜，你也不需要询问他念的多么完美、多么长
了；最后他礼三拜……。” ①
P234F

在她所传述的《圣训》中：

« ... ﺛﻢ ﻳﺼﲇ ﺃﺭﺑﻌ ﹰﺎ... »ﻳﺼﲇ ﺃﺭﺑﻌ ﹰﺎ
“他礼四拜，……然后再礼四拜。”证明了第一个四拜
和第二个四拜以及最后的三拜之间的区别；在四拜中他每
礼两拜出一次拜。
证据是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ﻳﺼﲇ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ﺇﺣﺪ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ﻋﴩﺓ ﺭﻛﻌﺔ ﻳﻮﺗﺮ ﻣﻨﻬﺎ ﺑﻮﺍﺣﺪﺓ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礼十一
拜夜间拜，最后威特尔他礼一拜。”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ﻳﺴﻠﻢ ﺑﲔ ﻛﻞ ﺭﻛﻌﺘﲔ ﻭﻳﻮﺗﺮ ﺑﻮﺍﺣﺪﺓ«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他每礼两拜出一次‘色俩目’，最后他礼一拜威特
尔。” ②这段《圣训》是注解第一段《圣训》的，他（愿主
P235F

P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每礼两拜出一次色兰。的确，他（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过：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4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3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36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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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ﺻﻼﺓ ﺍﻟﻠﻴﻞ ﻣﺜﻨﻰ ﻣﺜﻨﻰ«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ﻗﺎﻝ
“夜间拜是两拜两拜地礼。” ①
P236F

第二节：泰拉威哈拜是受叮嘱的圣行，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亲自（以他的言行）制定了
它。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ﻳﺮ ﱢﻏﺒﻬﻢ ﰲ ﻗﻴﺎﻡ ﺭﻣﻀﺎﻥ ﻣﻦ ﻏﲑ ﺃﻥ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ﺍﺣﺘﹺ ﹶﺴﺎﺑ ﹰﺎ ﹸﻏ ﹺﻔ ﹶﺮ ﹶﻟـ ﹸﻪ ﹶﻣﺎ ﹶﺗ ﹶﻘﺪﱠ ﹶﻡ ﹺﻣ ﹾﻦ
 » ﹶﻣ ﹾﻦ ﹶﻗﺎ ﹶﻡ ﹶﺭ ﹶﻣ ﹶﻀ ﹶ: ﻓﻴﻘﻮﻝ،ﻳﺄﻣﺮﻫﻢ ﻓﻴﻪ ﺑﻌﺰﻳﻤﺔ
ﺇﻳﲈﻧ ﹰﺎ ﹶﻭ ﹾ
ﺎﻥ ﹶ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ﹶﺫ ﹾﻧﺒﹺ ﹺـ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鼓励他
们在赖麦丹月中自愿而非奉命地礼夜间拜。”他（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谁虔诚敬意地、渴望回赐地礼了赖
麦丹月的拜，那么，他以前所有的过错都得到了饶恕。”②伊
P237F

P

玛目脑威说：
“学者们一致赞同它为嘉行的。” ③毋庸置疑，
P238F

P

泰拉威哈拜（间歇拜）是受叮嘱的圣行，因为第一个亲自
（以他的言行）制定了它的人，是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④
P239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49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37，200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59 段
③
《穆斯林圣训注释》6/268
④
《穆额尼》2/601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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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泰拉威哈拜贵重的依据是圣行
在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ﻣﻦ ﻗﺎﻡ ﺭﻣﻀﺎﻥ ﺇﻳﲈﻧ ﹰﺎ ﻭﺍﺣﺘﺴﺎﺑ ﹰﺎ ﹸﻏﻔﺮ ﻟﻪ ﻣﺎ ﺗﻘﺪﻡ ﻣﻦ: ﺃﻧﻪ 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ﺫﻧﺒﻪ

“谁虔诚敬意地礼了‘莱麦丹’月的泰拉威哈拜（间
歇拜），那么他以前所有的过错都被饶恕了。” ①
P240F

当一个穆斯林礼了‘莱麦丹’月的泰拉威哈拜（间歇
拜），相信它是真主所制定的、真实的事情，并坚信真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所说的及其所带来的一
切；他虔诚敬意地礼泰拉威哈拜，是为了取得真主的喜悦
和饶恕，他确已获得了这种伟大的报酬。
”②
P241F

第四节：集体礼泰拉威哈拜的法律依据，以及陪同伊玛
目礼完
艾布冉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ﰲ ﺭﻣﻀﺎﻥ ﻓﻠﻢ ﻳﻘﻢ ﺑﻨﺎ ﺣﺘﻰ ﺑﻘﻲ  ﺻﻤﻨﺎ ﻣﻊ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ﺫﺭ

 ﻭﻗﺎﻡ ﺑﻨﺎ ﰲ، ﺛﻢ ﱂ ﻳﻘﻢ ﺑﻨﺎ ﰲ ﺍﻟﺴﺎﺩﺳﺔ، ﻓﻘﺎﻡ ﺑﻨﺎ ﺣﺘﻰ ﺫﻫﺐ ﺛﻠﺚ ﺍﻟﻠﻴﻞ،ﺳﺒﻊ ﻣﻦ ﺍﻟﺸﻬﺮ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59 段
《穆斯林圣训注释》6/268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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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ﻟﻮ ﻧ ﱠﻔﻠﺘﻨﺎ ﺑﻘﻴﺔ ﻟﻴﻠﺘﻨﺎ ﻫﺬﻩ؟،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ﻓﻘﻠﻨﺎ،ﺍﳋﺎﻣﺴﺔ ﺣﺘﻰ ﺫﻫﺐ ﺷﻄﺮ ﺍﻟﻠﻴﻞ
ﹴ
ﹺ
ﹾﴫ ﹶ ﹺ
ﺍﻹﻣﺎ ﹺﻡ ﹶﺣﺘﱠﻰ ﹶﻳﻨ ﹶ ﹺ
ﹸﺘﺐ ﻟﻪ ﻗﻴﺎﻡ
 »ﻛ ﹶ،«ﺐ ﹶﻟـ ﹸﻪ ﻗ ﹶﻴﺎ ﹸﻡ ﹶﻟ ﹾﻴ ﹶﻠﺔ
ﻑ ﻛﹸﺘ ﹶ
 » ﺇ ﱠﻧ ﹸﻪ ﹶﻣ ﹾﻦ ﹶﻗﺎ ﹶﻡ ﹶﻣ ﹶﻊ ﹶ:ﻓﻘﺎﻝ

 ﻓﻘﺎﻡ ﺑﻨﺎ، ﻭﺍﻟﻨﺎﺱ، ﻭﻧﺴﺎﺀﻩ، ﻓﻠﲈ ﻛﺎﻧﺖ ﺍﻟﺜﺎﻟﺜﺔ ﲨﻊ ﺃﻫﻠﻪ،ﻓﻠﲈ ﻛﺎﻧﺖ ﺍﻟﺮﺍﺑﻌﺔ ﱂ ﻳﻘﻢ،«ﻟﻴﻠﺔ
 ﺛﻢ ﱂ ﻳﻘﻢ ﺑﻨﺎ، ﺍﻟﺴﺤﻮﺭ: ﻣﺎ ﺍﻟﻔﻼﺡ؟ ﻗﺎﻝ: ﻗﻠﺖ، ﻗﺎﻝ،ﺣﺘﻰ ﺧﺸﻴﻨﺎ ﺃﻥ ﻳﻔﻮﺗﻨﺎ ﺍﻟﻔﻼﺡ

ﺑﻘﻴﺔ ﺍﻟﺸﻬﺮ«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P

P

我们决定在斋月之中陪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礼泰拉威哈拜），直到剩下最后的七天，他才
带领我们礼泰拉威哈拜；他带着我们礼泰拉威哈拜，直到
礼了一夜的前三分之一；在剩下的第六天，他没有带领我
们礼泰拉威哈拜；在剩下的第五天，他带着我们礼泰拉威
哈拜直到半夜；我们问：
“主的使者啊！你要在剩下的夜晚
中为我们规定副功拜吗？”他说：
“谁陪同伊玛目一起礼泰
拉威哈拜，直到他礼完，真主就为他记录礼全部夜间拜的
回赐。”在剩下的第四天，他没有带领我们礼泰拉威哈拜；
在剩下的第三天，他聚集了他的妻室子女和所有的人，并
带着我们礼泰拉威哈拜，直到我们害怕失去‘法俩哈’；他
说（传述人），我说：“什么是‘法俩哈’？”他（艾布冉
尔）说：
“封斋饭。在剩余的夜晚他再没有带领我们礼泰拉
威哈拜。” ①
P24F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5/159，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375 段，
《奈沙伊圣训集》第 16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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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ﺧﺮﺝ ﻟﻴﻠﺔ ﻣﻦ ﺟﻮﻑ ﺍﻟﻠﻴﻞ ﻓﺼﲆ

ﰲ ﺍﳌﺴﺠﺪ ،ﻓﺼﲆ ﺭﺟﺎﻝ ﺑﺼﻼﺗﻪ ،ﻓﺄﺻﺒﺢ ﺍﻟﻨﺎﺱ ﻳﺘﺤﺪﱠ ﺛﻮﻥ ﺑﺬﻟﻚ ،ﻓﺎﺟﺘﻤﻊ ﺃﻛﺜﺮ

ﻣﻨﻬﻢ ،ﻓﺨﺮﺝ ﺇﻟﻴﻬﻢ ﺭﺳﻮﻝ ﺍﷲ  ﰲ ﺍﻟﻠﻴﻠﺔ ﺍﻟﺜﺎﻧﻴﺔ ﻓﺼﻠﻮﺍ ﺑﺼﻼﺗﻪ ،ﻓﺄﺻﺒﺢ ﺍﻟﻨﺎﺱ
ﻳﺬﻛﺮﻭﻥ ﺫﻟﻚ ،ﻓﻜﺜﺮ ﺃﻫﻞ ﺍﳌﺴﺠﺪ ﻣﻦ ﺍﻟﻠﻴﻠﺔ ﺍﻟﺜﺎﻟﺜﺔ ،ﻓﺨﺮﺝ ﻓﺼﻠﻮﺍ ﺑﺼﻼﺗﻪ ،ﻓﻠﲈ

ﻛﺎﻧﺖ ﺍﻟﻠﻴﻠﺔ ﺍﻟﺮﺍﺑﻌﺔ ﻋﺠﺰ ﺍﳌﺴﺠﺪ ﻋﻦ ﺃﻫﻠﻪ ﻓﻠﻢ ﳜﺮﺝ ﺇﻟﻴﻬﻢ ﺭﺳﻮﻝ ﺍﷲ  ،ﻓﻄﻔﻖ

ﺭﺟﺎﻝ ﻣﻨﻬﻢ ﻳﻘﻮﻟﻮﻥ :ﺍﻟﺼﻼﺓ ،ﻓﻠﻢ ﳜﺮﺝ ﺇﻟﻴﻬﻢ ﺭﺳﻮﻝ ﺍﷲ  ﺣﺘﻰ ﺧﺮﺝ ﻟﺼﻼﺓ
ﻋﲇ
ﺍﻟﻔﺠﺮ ،ﻓﻠﲈ ﻗﴣ ﺍﻟﻔﺠﺮ ﺃﻗﺒﻞ ﻋﲆ ﺍﻟﻨﺎﺱ ،ﺛﻢ ﱠ
ﺗﺸﻬﺪ ،ﻓﻘﺎﻝ» :ﺃﻣﺎ ﺑﻌﺪ ،ﻓﺈﻧﻪ ﱂ ﳜﻒ ﱠ
ﺷﺄﻧﻜﻢ ،ﻭﻟﻜﻨﻲ ﺧﺸﻴﺖ ﺃﻥ ﺗﹸﻔﺮﺽ ﻋﻠﻴﻜﻢ ﺻﻼﺓ ﺍﻟﻠﻴﻞ ﻓﺘﻌﺠﺰﻭﺍ ﻋﻨﻬﺎ« ،ﻭﺫﻟﻚ ﰲ

ﺭﻣﻀﺎﻥ«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有一天深夜，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去清真寺中礼拜（间歇拜），许多男人都跟着他礼拜；清早
起来，人们纷纷谈论此事，在第二天夜里，清真寺聚集了
很多的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出来带
领着他们礼了拜；清早起来，人们又纷纷谈论此事，在第
三天夜里，清真寺聚集了更多的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出来带领着他们礼了拜；在第四天夜里，
）清真寺里拥挤不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没有出来带领他们礼拜；他们中开始有些人说：‘礼拜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806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3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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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还是没有出来
带领着他们礼拜；直到最后，他才走出来带领着人们礼晨
礼。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礼完拜之后面对着
大家念作证词，然后他说：
“你们的任何事情都无法隐瞒我，
但是，我担心夜间拜对你们成为定制，而你们对此无能为
① 。力。”当时是在斋月里
P243F

阿布杜莱哈玛·本·阿布杜勒嘎利易的传述，他说：

ﻋﻦ ﻋﺒﺪ ﺍﻟﺮﲪﻦ ﺑﻦ ﹴ
ﺍﻟﻘﺎﺭﻱ ﺃﻧﻪ ﻗﺎﻝ :ﺧﺮﺟﺖ ﻣﻊ ﻋﻤﺮ ﺑﻦ ﺍﳋﻄﺎﺏ 
ﻋﺒﺪ
ﹼ

ﻟﻴﻠ ﹰﺔ ﰲ ﺭﻣﻀﺎﻥ ﺇﱃ ﺍﳌﺴﺠﺪ ،ﻓﺈﺫﺍ ﺍﻟﻨﺎﺱ ﺃﻭﺯﺍﻉ ﻣﺘﻔﺮﻗﻮﻥ ،ﻳﺼﲇ ﺍﻟﺮﺟﻞ ﻟﻨﻔﺴﻪ ،ﻭﻳﺼﲇ
ﺍﻟﺮﺟﻞ ﻓﻴﺼﲇ ﺑﺼﻼﺗﻪ ﺍﻟﺮﻫﻂ ،ﻓﻘﺎﻝ ﻋﻤﺮ» :ﺇﲏ ﺃﺭ ﻟﻮ ﲨﻌﺖ ﻫﺆﻻﺀ ﻋﲆ ﻗﺎﺭﺉ
ﻭﺍﺣﺪ ﻟﻜﺎﻥ ﺃﻣﺜﻞ« ،ﺛﻢ ﻋﺰﻡ ﻓﺠﻤﻌﻬﻢ ﻋﲆ ﹸﺃﰊ ﺑﻦ ﻛﻌﺐ ،ﺛﻢ ﺧﺮﺝ ﻣﻌﻪ ﻟﻴﻠﺔ ﺃﺧﺮ

ﻭﺍﻟﻨﺎﺱ ﻳﺼﻠﻮﻥ ﺑﺼﻼﺓ ﻗﺎﺭﺋﻬﻢ ،ﻗﺎﻝ ﻋﻤﺮ» :ﻧﻌﻢ ﺍﻟﺒﺪﻋ ﹸﺔ ﻫﺬﻩ ﻭﺍﻟﺘﻲ ﻳﻨﺎﻣﻮﻥ ﻋﻨﻬﺎ

ﺃﻓﻀﻞ ﻣﻦ ﺍﻟﺘﻲ ﻳﻘﻮﻣﻮﻥ  -ﻳﺮﻳﺪ ﺁﺧﺮ ﺍﻟﻠﻴﻞ  -ﻭﻛﺎﻥ ﺍﻟﻨﺎﺱ ﻳﻘﻮﻣﻮﻥ ﺃﻭﻟﻪ«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斋月里的一个夜晚，我陪同欧麦尔·本·汗塔比（愿
主喜悦他）去清真寺，突然发现人群涣散，这一个人礼拜，
那一个人带着一群人礼拜。欧麦尔说：
“我认为假如把这些
人聚集到一个领拜人跟前，那一定会更好的。”然后他决定
把他们聚集到欧班叶·本·克尔白跟前。他在另一个夜晚
《布哈里圣训集》第 92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61 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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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欧麦尔去清真寺，看见人们都跟随着他们的领拜师礼
拜。欧麦尔说：
“这种创新真好，但是那些睡觉的人比这些
礼拜的人还要好——即那些想在后半夜礼拜的人——而这
些人是在夜初礼拜。” ①
P24F

这些《圣训》都证明了斋月在清真寺里集体礼泰拉威
哈拜（间歇拜）的制度；谁陪同伊玛目礼完泰拉威哈拜，
他能得到礼完美夜间拜的回赐。
至于欧麦尔（愿主喜悦他）所说：
“这是一种好的现象。
”
这儿‘毕德阿’所指的是语言方面的意思，而他的目的是：
这种行为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但是它有法律依据可以查询：
如
1.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鼓励并渴望
人们自愿地立行斋月的间歇拜。他曾经在斋月之中不止一
个夜晚带领圣门弟子们礼泰拉威哈拜（间歇拜）
，然后他中
断了集体礼间歇拜，原因是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害怕夜间拜成为他们的主命，而他们对此并无能力。在他
去世之后这些都被证实了。
2.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命令追随他的
正统的继承人。集体礼泰拉威哈拜（间歇拜）是他的正统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0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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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的行为。 ①
P245F

我听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阿布杜拉·本·巴兹
在谈到关于欧麦尔的话时，他说：“‘毕德阿’在这所指的
是语言方面的意思，而它真正的意思是：他们所实行的在
斋月之中持之一恒地礼间歇拜（泰拉威哈拜），并不像从前
那样。这是欧麦尔的行为。但它是圣行，属于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所礼的夜间拜。

第五节：在斋月的最后十天，努力礼间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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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ﹸﻏ ﹺﻔﺮ، »ﻣﻦ ﺻﺎﻡ ﺭﻣﻀﺎﻥ ﺇﻳﲈﻧ ﹰﺎ ﻭﺍﺣﺘﺴﺎﺑ ﹰﺎ: ﻗﺎﻝ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ﻔﺮ ﻟﻪ ﻣﺎ ﺗﻘﺪﻡ ﻣﻦ ﺫﻧﺒﻪ
 ﻭﻣﻦ ﻗﺎﻡ ﻟﻴﻠﺔ ﺍﻟﻘﺪﺭ ﺇﻳﲈﻧ ﹰﺎ ﻭﺍﺣﺘﺴﺎﺑ ﹰﺎ ﹸﻏ ﹶ،ﻟﻪ ﻣﺎ ﺗﻘﺪﻡ ﻣﻦ ﺫﻧﺒ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谁虔诚敬意地封了‘莱麦丹’月的斋，那么他以前
所有的过错都被饶恕了；谁虔诚敬意地礼了‘盖德尔’夜
的间歇拜，那么他以前所有的过错也都被饶恕了。” ②
P246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 ﺇﺫﺍ ﺩﺧﻞ ﺍﻟﻌﴩ ﺃﺣﻴﻰ ﺍﻟﻠﻴﻞ  »ﻛﺎﻥ ﺍﻟﻨﺒﻲ: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①

《贾米欧勒欧陆米沃勒侯库米》2/129
《布哈里圣训集》第 201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6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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ﻭﺃﻳﻘﻆ ﺃﻫﻠﻪ ،ﻭﺟﺪﱠ  ،ﻭﺷﺪﱠ ﺍﳌﺌﺰﺭ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每当进入斋月的后十天，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便整夜不眠，并喊醒他的家人，努力办功，远离
① ”。房事
P247F

她还说：

ﻗﺎﻟﺖ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ﳚﺘﻬﺪ ﰲ ﺍﻟﻌﴩ ﺍﻷﻭﺍﺧﺮ ﻣﺎ ﻻ ﳚﺘﻬﺪ

ﰲ ﻏﲑﻩ«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斋月的后
② ”。十天之中努力地办功，超过其它任何的时间
P248F

努阿曼·本·白锡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ﺍﻟﻨﻌﲈﻥ ﺑﻦ ﺑﺸﲑ  ﻗﺎﻝ» :ﻗﻤﻨﺎ ﻣﻊ ﺭﺳﻮﻝ ﺍﷲ  ﻟﻴﻠﺔ ﺛﻼﺙ ﻭﻋﴩﻳﻦ ﺇﱃ

ﺛﻠﺚ ﺍﻟﻠﻴﻞ ﺍﻷﻭﻝ ،ﺛﻢ ﻗﻤﻨﺎ ﻣﻌﻪ ﻟﻴﻠﺔ ﲬﺲ ﻭﻋﴩﻳﻦ ﺇﱃ ﻧﺼﻒ ﺍﻟﻠﻴﻞ ،ﺛﻢ ﻗﻤﻨﺎ ﻣﻌﻪ ﻟﻴﻠﺔ

ﺳﺒﻊ ﻭﻋﴩﻳﻦ ﺣﺘﻰ ﻇﻨﻨﺎ ﺃﻥ ﻻ ﻧﺪﺭﻙ ﺍﻟﻔﻼﺡ .ﻭﻛﺎﻧﻮﺍ ﻳﺴﻤﻮﻧﻪ ﺍﻟﺴﺤﻮﺭ«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ﻨﺴﺎﺋﻲ

“在斋月的第二十三个夜晚，我们同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礼泰拉威哈拜，直到礼了一夜的前
三分之一；在第二十五个夜晚，我们同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礼泰拉威哈拜，直到半夜；在第二十
）七个夜晚，我们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布哈里圣训集》第 202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74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17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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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泰拉威哈拜，甚至我们认为我们失去了‘法俩哈’。当时
他们称‘封斋饭’为‘法俩哈’。”

①
P249F

艾布冉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ﳌﺎ ﻛﺎﻧﺖ ﻟﻴﻠﺔ ﺳﺒﻊ ﻭﻋﴩﻳﻦ ﲨﻊ ﺃﻫﻠ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ﻋﻦ ﺃﰊ ﺫﺭ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ﻭﻧﺴﺎﺀﻩ ﻭﺍﻟﻨﺎﺱ ﻓﻘﺎﻡ ﲠﻢ
“在斋月的第二十七个夜晚，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聚集了他的妻室子女和所有的人，并带着他
们礼泰拉威哈拜。”

②
P250F

第六节：泰拉威哈拜的时间，是在宵礼拜及其按时礼的
圣行拜之后。
第七节：泰拉威哈拜并没有固定的拜数。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ﻓﺈﺫﺍ ﹶﺧﴚ ﺃﺣﺪﻛﻢ ﺍﻟﺼﺒﺢ ﺻﲆ ﺭﻛﻌﺔ، »ﺻﻼﺓ ﺍﻟﻠﻴﻞ ﻣﺜﻨﻰ ﻣﺜﻨﻰ: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ﻭﺍﺣﺪﺓ ﺗﹸﻮﺗﹺ ﹸﺮ ﻟﻪ ﻣﺎ ﻗﺪ ﹼ
ﺻﲆ«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P

P

“夜间拜是两拜两拜地礼，如果你们谁害怕失去晨礼
③

拜，他就礼一拜威特尔结束他的拜功。” 假如他礼二十拜，
P251F

P

他礼三拜威特尔；或他礼三十六拜，他还是礼三拜威特尔；
①

《奈沙伊圣训集》第 1606 段
《艾哈默德圣训集》5/159，《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375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1605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806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327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4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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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他礼四十一拜，也并无妨碍。” ①但是，最贵重的是主的
P25F

P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所礼的数量——它是十
三拜或者是十一拜；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传述，
他说：

 ﻳﺼﲇ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ﺛﻼﺙ ﻋﴩﺓ ﺭﻛﻌ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在夜里
礼了十三拜。” ②
P253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ﻳﺰﻳﺪ ﰲ ﺭﻣﻀﺎﻥ ﻭﻻ  »ﻣﺎ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ﰲ ﻏﲑﻩ ﻋﲆ ﺇﺣﺪ ﻋﴩﺓ ﺭﻛﻌ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无论是在斋
③

月里，还是在其它的月份中，都不会超过十一拜。” 这是
P254F

P

最好的、最完美的报酬；假如谁礼的超过这个数量，对他
毫无伤害。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ﻓﺈﺫﺍ ﺧﴚ ﺃﺣﺪﻛﻢ ﺍﻟﺼﺒﺢ ﺻﲆ ﺭﻛﻌﺔ، »ﺻﻼﺓ ﺍﻟﻠﻴﻞ ﻣﺜﻨﻰ ﻣﻨﺜﻰ: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ﻭﺍﺣﺪﺓ ﺗﻮﺗﺮ ﻟﻪ ﻣﺎ ﻗﺪ ﺻﲆ

“夜间拜是两拜两拜地礼，如果你们谁害怕失去晨礼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3/161
《穆斯林圣训集》第 764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4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3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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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就让他礼一拜威特尔结束他的拜功。” ①命令是概括性
P25F

P

的，但是最贵的是十一拜。愿清高伟大的真主相助。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4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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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自由性的副功拜

除了在白天的一段被禁止的时间之外，自由性的副功
拜在每昼夜都是允许的；它分为两类：

第一章:夜间拜
第一节：夜间拜的意义
有人说：
“夜里睡觉和深夜礼拜；至于‘穆泰罕吉德’
：
他就是夜里从睡眠中醒来，礼夜间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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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根据《古兰经》、《圣训》和公议
夜间拜是受叮嘱的圣行
清高的真主在形容他的仆人时说：

ﹺ
ﹸﻮﻥ ﻟﹺ ﹶﺮ ﱢﲠﹺ ﹾﻢ ﹸﺳ ﱠﺠﺪﹰ ﺍ ﹶﻭ ﹺﻗ ﹶﻴ ﹰﺎﻣﺎ  ﺳﻮﺭﺓ ﺍﻟﻔﺮﻗﺎﻥ ،ﺍﻵﻳﺔ.٦٤ :
ﻳﻦ ﹶﻳﺒﹺﻴﺘ ﹶ
 ﹶﻭﺍ ﱠﻟﺬ ﹶ

① 】。【他们为他们的养主而通宵礼拜
P256F

清高伟大的真主在形容敬畏者时说：

ﻮﻥ * ﹶﻭﺑﹺﺎﻷﹶ ﹾﺳ ﹶﺤ ﹺ
ﻭﻥ  ﺳﻮﺭﺓ
ﺎﺭ ﹸﻫ ﹾﻢ ﹶﻳ ﹾﺴ ﹶﺘﻐ ﹺﹾﻔ ﹸﺮ ﹶ
 ﻛﹶﺎﻧﹸﻮﺍ ﹶﻗﻠﹺﻴﻼ ﱢﻣ ﹶﻦ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ﻣﺎ ﹶ ﹾﳞ ﹶﺠ ﹸﻌ ﹶ

ﺍﻟﺬﺍﺭﻳﺎﺕ ،ﺍﻵﻳﺘﺎﻥ.١٨ ،١٧ :

【他们在夜间只稍稍睡一下，他们在黎明时向真主求
②
P257F

】。饶

清高的真主在谈到具有健全信仰的人时说：

ﹺ
ﹸﻮﲠ ﹾﻢ ﹶﻋ ﹺﻦ ﺍﻟـ ﹶﹾﻤ ﹶﻀ ﹺ
ﹶﺎﻫ ﹾﻢ
ﺎﺟ ﹺﻊ ﹶﻳﺪﹾ ﹸﻋ ﹶ
ﻮﻥ ﹶﺭ ﱠ ﹸﲠ ﹾﻢ ﹶﺧ ﹾﻮ ﹰﻓﺎ ﹶﻭ ﹶﻃ ﹶﻤ ﹰﻌﺎ ﹶﻭﳑﱠﺎ ﹶﺭ ﹶﺯ ﹾﻗﻨ ﹸ
 ﹶﺗﺘ ﹶﹶﺠ ﹶﺎﰱ ﹸﺟﻨ ﹸ ﹸ
ﻮﻥ * ﹶﻓﻼ ﹶﺗ ﹾﻌ ﹶﻠ ﹸﻢ ﹶﻧ ﹾﻔ ﹲﺲ ﱠﻣﺎ ﹸﺃ ﹾﺧ ﹺﻔ ﹶﻲ ﻟـ ﹸﹶﻬﻢ ﱢﻣﻦ ﹸﻗ ﱠﺮ ﹺﺓ ﹶﺃ ﹾﻋ ﹸ ﹴ
ﻮﻥ  ﺳﻮﺭﺓ
ﹶﺍﺀ ﺑﹺ ﹶﲈ ﻛﹶﺎﻧﹸﻮﺍ ﹶﻳ ﹾﻌ ﹶﻤ ﹸﻠ ﹶ
ﹸﻳ ﹺﻨﻔ ﹸﻘ ﹶ
ﲔ ﹶﺟﺰ ﹰ

ﺍﻟﺴﺠﺪﺓ ،ﺍﻵﻳﺘﺎﻥ.١٧ ،١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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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不知道已为他

《准则章》第 64 节
《播种者章》第 17-18 节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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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们贮藏了什么慰藉，以报酬他们的行为
P258F

清高的真主又说：

ﻮﻥ ﺁﻳ ﹺ
ﻭﻥ  ﺳﻮﺭﺓ ﺁﻝ ﻋﻤﺮﺍﻥ ،ﺍﻵﻳﺔ.١١٣ :
ﺎﺕ ﺍﷲ ﺁﻧﹶﺎﺀ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ﻭ ﹸﻫ ﹾﻢ ﹶﻳ ﹾﺴ ﹸﺠﺪﹸ ﹶ
 ﹶﻳ ﹾﺘ ﹸﻠ ﹶ ﹶ

② 】。【他们在夜间诵读真主的经典，且为真主而叩头
P259F

又说：

ﹺ
ﻳﻦ ﺑﹺﺎﻷﹶ ﹾﺳ ﹶﺤ ﹺ
ﺎﺭ  ﺳﻮﺭﺓ ﺁﻝ ﻋﻤﺮﺍﻥ ،ﺍﻵﻳﺔ١٧ :
 ﹶﻭﺍﻟـ ﹸﹾﻤ ﹾﺴ ﹶﺘﻐﹾﻔ ﹺﺮ ﹶ
③

P260F

】。【他们是在黎明时求饶的

清高的真主在提到关于具有健全信仰、并依其知识而
礼夜间拜的人，并将使他们超越其他人时说：

ﹺ
ﹺ
ﹶﺎﺀ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ﺳ ﹺ
ﲪ ﹶﺔ ﹶﺭ ﱢﺑ ﹺﻪ ﹸﻗ ﹾﻞ
 ﹶﺃ ﱠﻣ ﹾﻦ ﹸﻫ ﹶﻮ ﹶﻗﺎﻧﹺ ﹲ
ﳛ ﹶﺬ ﹸﺭ ﺍﻵﺧ ﹶﺮ ﹶﺓ ﹶﻭ ﹶﻳ ﹾﺮ ﹸﺟﻮ ﹶﺭ ﹾ ﹶ
ﺎﺟﺪﹰ ﺍ ﹶﻭ ﹶﻗﺎﺋ ﹰﲈ ﹶ ﹾ
ﺖ ﺁﻧ ﹶ
ﹺ
ﹺ
ﻮﻥ ﺇﹺﻧ ﹶﱠﲈ ﹶﻳﺘ ﹶﹶﺬﻛ ﹸﱠﺮ ﹸﺃ ﹾﻭ ﹸﻟﻮﺍ ﺍﻷﹶ ﹾﻟ ﹶﺒ ﹺ
ﺎﺏ  ﺳﻮﺭﺓ
ﻳﻦ ﻻ ﹶﻳ ﹾﻌ ﹶﻠ ﹸﻤ ﹶ
ﻳﻦ ﹶﻳ ﹾﻌ ﹶﻠ ﹸﻤ ﹶ
ﻮﻥ ﹶﻭﺍ ﱠﻟﺬ ﹶ
ﹶﻫ ﹾﻞ ﹶﻳ ﹾﺴﺘ ﹺﹶﻮﻱ ﺍ ﱠﻟﺬ ﹶ

ﺍﻟﺰﻣﺮ ،ﺍﻵﻳﺔ.٩ :

【（情况更好的是你呢？）还是那些在夜间专心侍主，
叩头立正，谨防后世，希望主恩的人呢？”你说：
“有知识
④ 】。的人与无知识的人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
P261F

在提到夜间拜的贵重时，真主对他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叩头章》第 16-17 节
《伊姆兰的家族章》第 113 节
③
《伊姆兰的家族章》第 17 节
④
《队伍章》第 9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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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ﹶﻳﺎ ﹶﺃ ﱡ ﹶﳞﺎ ﺍﻟـ ﹸﹾﻤﺰ ﱢﱠﻣ ﹸﻞ * ﹸﻗ ﹺﻢ ﺍﻟ ﱠﻠ ﹾﻴ ﹶﻞ ﺇﹺﻻ ﹶﻗﻠﹺﻴﻼ * ﻧﹺ ﹾﺼ ﹶﻔ ﹸﻪ ﹶﺃ ﹺﻭ ﺍﻧ ﹸﻘ ﹾﺺ ﹺﻣ ﹾﻨ ﹸﻪ ﹶﻗﻠﹺﻴﻼ * ﹶﺃ ﹾﻭ ﹺﺯ ﹾﺩ
ﺁﻥ ﺗ ﹾﹶﺮﺗﹺﻴﻼ  ﺳﻮﺭﺓ ﺍﳌﺰﻣﻞ ،ﺍﻵﻳﺎﺕ.٤-١ :
ﹶﻋ ﹶﻠ ﹾﻴ ﹺﻪ ﹶﻭ ﹶﺭﺗ ﹺﱢﻞ ﺍ ﹾﻟ ﹸﻘ ﹾﺮ ﹶ
【披衣的人啊！你应当在夜间礼拜，除了不多的时间之
①
P26 F

】。》外，半夜或少一点，或多一点。你应当诵读《古兰经
真主说：

ﻚ ﹶﺭ ﱡﺑ ﹶ
ﻚ ﹶﻋ ﹶﺴﻰ ﹶﺃﻥ ﹶﻳ ﹾﺒ ﹶﻌ ﹶﺜ ﹶ
 ﹶﻭ ﹺﻣ ﹶﻦ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ﻓﺘ ﹶﹶﻬ ﱠﺠﺪﹾ ﺑﹺ ﹺﻪ ﻧﹶﺎﻓﹺ ﹶﻠ ﹰﺔ ﱠﻟ ﹶ
ﳏ ﹸﻤﻮ ﹰﺩﺍ  ﺳﻮﺭﺓ
ﻚ ﹶﻣ ﹶﻘ ﹰﺎﻣﺎ ﱠ ﹾ

ﺍﻹﴎﺍﺀ ،ﺍﻵﻳﺔ.٧٩ :

【你应当在夜里的一段时间，谨守你所当守的附加的
② 】。拜功，或许真主会把你提到一个值得称颂的地位
P263F

真主说：

ﺁﻥ ﺗ ﹺ
ﱪ ﹸﹺﳊ ﹾﻜ ﹺﻢ ﹶﺭ ﱢﺑ ﹶ
 ﺇﹺﻧﱠﺎ ﻧ ﹾﹶﺤ ﹸﻦ ﹶﻧ ﱠﺰ ﹾﻟﻨﹶﺎ ﹶﻋ ﹶﻠ ﹾﻴ ﹶ
ﻚ ﹶﻭﻻ ﺗﹸﻄﹺ ﹾﻊ ﹺﻣﻨ ﹸﹾﻬ ﹾﻢ ﺁﺛﹺ ﹰﲈ
ﻚ ﺍ ﹾﻟ ﹸﻘ ﹾﺮ ﹶ
ﹶﻨﺰﻳﻼ * ﹶﻓ ﹾ
ﺎﺻ ﹺ ﹾ
ﹺ
ﹺ
ﻮﺭﺍ * ﹶﻭﺍ ﹾﺫﻛ ﹺﹸﺮ ﹾﺍﺳ ﹶﻢ ﹶﺭ ﱢﺑ ﹶ
ﺎﺳ ﹸﺠﺪﹾ ﹶﻟ ﹸﻪ ﹶﻭ ﹶﺳ ﱢﺒ ﹾﺤ ﹸﻪ ﹶﻟ ﹾﻴﻼ
ﻚ ﹸﺑﻜ ﹶﹾﺮ ﹰﺓ ﹶﻭ ﹶﺃﺻﻴﻼ * ﹶﻭﻣ ﹶﻦ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ﻓ ﹾ
ﹶﺃ ﹾﻭ ﹶﻛ ﹸﻔ ﹰ

ﹶﻃ ﹺﻮﻳﻼ  ﺳﻮﺭﺓ ﺍﻹﻧﺴﺎﻥ ،ﺍﻵﻳﺎﺕ.٢٦-٢٣ :

【我确已将《古兰经》零星地降示给你，故你应当忍
受你的主的判决。你不要顺从他们中任何犯罪的人，或孤
恩的人。你应当朝夕记念你的主的尊名，夜里，你应当以
③ 】。小部份时间向他叩头，以大部份时间赞颂他
P264F

清高的真主说：
①

《披衣的人章》第 1-4 节
《夜行章》第 79 节
③
《人类章》第 23-26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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ﹺ
ﺍﻟﺴ ﹸﺠﻮﺩ  ﺳﻮﺭﺓ ﻕ ،ﺍﻵﻳﺔ.٤٠ :
 ﹶﻭﻣ ﹶﻦ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ﻓ ﹶﺴ ﱢﺒ ﹾﺤ ﹸﻪ ﹶﻭ ﹶﺃ ﹾﺩ ﹶﺑ ﹶﺎﺭ ﱡ

① 】。【在夜间和叩头后，你应当赞颂他
P265F

伟大尊严的真主说：

ﻗﺎﻝ   :ﹶﻭ ﹺﻣ ﹶﻦ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ﻓ ﹶﺴ ﱢﺒ ﹾﺤ ﹸﻪ ﹶﻭﺇﹺ ﹾﺩ ﹶﺑ ﹶﺎﺭ ﺍﻟﻨ ﹸﱡﺠﻮﻡ  ﺳﻮﺭﺓ ﺍﻟﻄﻮﺭ ،ﺍﻵﻳﺔ.٤٩ :
② 】。【在夜间和在星宿没落之后，你应当赞颂他
P26F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以其言行鼓励礼
夜间拜，他说：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 :ﺃﻓﻀﻞ ﺍﻟﺼﻴﺎﻡ ﺑﻌﺪ ﺭﻣﻀﺎﻥ ﺷﻬﺮ ﺍﷲ ﺍﳌﺤﺮﻡ ،ﻭﺃﻓﻀﻞ ﺍﻟﺼﻼﺓ

ﺑﻌﺪ ﺍﻟﻔﺮﻳﻀﺔ ﺻﻼﺓ ﺍﻟﻠﻴﻞ«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斋月之后，最贵重的斋戒是真主的月份——一月份
③
P267F

”。的斋戒；主命拜之后，最贵重的拜功是夜间拜

①

《戛弗章》第 40 节
《山岳章》第 49 节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1163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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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可以从以下证据中得知夜间拜伟大的优越性
⒈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非常重视礼夜间拜，
直到他的双脚都站裂了，他当时努力礼夜间拜
圣妻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 ﻛﺎﻥ ﻳﻘﻮﻡ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ﺣﺘﻰ ﺗﺘﻔ ﱠﻄﺮ ﻗﺪﻣﺎﻩ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ﺗﺼﻨﻊ ﻫﺬﺍ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ﻗﺪ ﻏﻔﺮ ﺍﷲ ﻟﻚ ﻣﺎ ﺗﻘﺪﱠ ﹶﻡ ﻣﻦ ﺫﻧﺒﻚ ﻭﻣﺎ
ﱂ:ﻓﻘﺎﻟﺖ ﻋﺎﺋﺸﺔ
ﹸ
ﺃﺣﺐ ﺃﻥ ﺃﻛﻮﻥ ﻋﺒﺪ ﹰﺍ ﺷﻜﹸﻮﺭ ﹰﺍ«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ﺃﻓﻼ ﱡ:ﺗﺄﺧﺮ؟ ﻗﺎﻝ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礼夜间拜，
双脚都站裂了。她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啊！真主确已饶恕了您前前后后所有的过错，您为什
么还要这样做呢？”他说：
“难道我不应该成为一个感谢的
仆人吗？” ①
P268F

穆尔莱（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ﻏﻔﺮ ﺍﷲ ﻟﻚ: ﻓﻘﻴﻞ ﻟﻪ،ﺗﻮﺭﻣﺖ ﻗﺪﻣﺎﻩ
 ﺣﺘﻰ ﱠ  »ﻗﺎﻡ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ﻋﻦ ﺍﳌﻐﲑﺓ

 »ﺃﻓﻼ ﺃﻛﻮﻥ ﻋﺒﺪ ﹰﺍ ﺷﻜﻮﺭ ﹰﺍ«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ﻣﺎ ﺗﻘﺪﻡ ﻣﻦ ﺫﻧﺒﻚ ﻭﻣﺎ ﺗﺄﺧﺮ؟ ﻗﺎﻝ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礼夜间拜，直到双
脚都站肿了。有人对他说：
“真主确已饶恕了您前前后后所
有的过错，您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他说：
“难道我不应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3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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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为一个感谢的仆人吗？” ①
P269F

⒉夜间拜是进入天堂的最大因素之一
阿布杜拉·本·色俩目（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ﺍﳌﺪﻳﻨﺔ ﺍﻧﺠﻔﻞ ﺍﻟﻨﺎﺱ ﹺﻗ ﹶﺒ ﹶﻠ ﹸﻪ ﳌﺎ ﹶﻗﺪﻡ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ﺳﻼﻡ
 ﹺ:ﻭﻗﻴﻞ
 ﻓﺠﺌﺖ ﰲ، ﺛﻼﺛ ﹰﺎ  ﻗﺪﻡ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ﺪﻡ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ﺪﻡ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ﺮﻓﺖ ﺃﻥ ﻭﺟﻬﻪ ﻟﻴﺲ ﺑﻮﺟﻪ ﱠ
 ﻓﻜﺎﻥ ﺃﻭﻝ،ﻛﺬﺍﺏ
ﻭﺟ ﹶﻬ ﹸﻪ
ﹸ
 ﻓﻠﲈ ﺗﺒ ﱠﻴ ﹸ، ﻷﻧﻈﺮ،ﺍﻟﻨﺎﺱ
ﻨﺖ ﹾ

، ﻭﺃﻃﻌﻤﻮﺍ ﺍﻟﻄﻌﺎﻡ، ﺃﻓﺸﻮﺍ ﺍﻟﺴﻼﻡ، »ﻳﺎ ﺃﳞﺎ ﺍﻟﻨﺎﺱ:ﳾﺀ ﺳﻤﻌﺘﹸﻪ ﺗﻜ ﱠﻠﻢ ﺑﻪ ﺃﻥ ﻗﺎﻝ
ﹺ
 ﺗﺪﺧﻠﻮﺍ ﺍﳉﻨﺔ ﺑﺴﻼﻡ«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ﻭﺍﻟﻨﺎﺱ ﻧﻴﺎﻡ
 ﻭﺻ ﱡﻠﻮﺍ ﺑﺎﻟﻠﻴﻞ،ﻭﺻﻠﻮﺍ ﺍﻷﺭﺣﺎﻡ
ﹸ
ﻣﺎﺟﻪ ﻭﺍﻟﱰﻣﺬﻱ

“当真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到麦
地那的时候，人们纷纷奔往他来的方向；有人喊了三遍：
“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了，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了，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来了。
”为了观看他，我也来到人们中间，当
我看清他的容貌时，我从他的脸上知道他绝不是一个撒谎
的人。我听到他第一次的演讲是：
“人们啊！你们当互相致
贺（说色俩目），供给穷人吃饭，联系骨肉，在人们睡觉时，
你们当礼夜间拜，这样你们就可以平安地进入天堂。” ②
P270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3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19 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251，1334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485，198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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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夜间拜也是升高天堂之中品级的因素之一
艾布马力克·艾勒艾氏阿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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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ﺎﻟﻚ ﺍﻷﺷﻌﺮﻱ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ﺇﻥ ﰲ ﺍﳉﻨﺔ ﹸﻏﺮﻓ ﹰﺎ ﹸﻳﺮ

ﻭﺃﻻﻥ
ﻇﺎﻫﺮﻫﺎ ﻣﻦ ﺑﺎﻃﻨﻬﺎ ،ﻭﺑﺎﻃﻨﻬﺎ ﻣﻦ ﻇﺎﻫﺮﻫﺎ ،ﺃﻋﺪﱠ ﻫﺎ ﺍﷲ ﺗﻌﺎﱃ ﳌﻦ ﺃﻃﻌﻢ ﺍﻟﻄﻌﺎﻡ،
ﹶ
ﹸ

ﺍﻟﻜﻼﻡ ،ﻭﺗﺎﺑﻊ ﺍﻟﺼﻴﺎﻡ ،ﻭﺃﻓﺸﻰ ﺍﻟﺴﻼﻡ ،ﻭﺻﲆ ﺑﺎﻟﻠﻴﻞ ﻭﺍﻟﻨﺎﺱ ﻧﻴﺎﻡ«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ﺍﺑﻦ ﺣﺒﺎﻥ ﻭﺍﻟﱰﻣﺬﻱ

“在天堂里有一些房子，从里边可以看到外边，从外
边也可以看到里边；那是真主为那些供人吃饭，说话温柔，
坚守副功斋，互相致贺（说色俩目），在人们睡觉时，礼夜
① ”。间拜的人所准备的
P271F

。⒋坚守夜间拜者是善人，应享有真主的慈悯和天堂
因为他们是：

ﻮﻥ ،ﹶﻭﺑﹺﺎﻷﹶ ﹾﺳ ﹶﺤ ﹺ
ﻭﻥ  ﺳﻮﺭﺓ
ﺎﺭ ﹸﻫ ﹾﻢ ﹶﻳ ﹾﺴ ﹶﺘﻐ ﹺﹾﻔ ﹸﺮ ﹶ
 ﻛﹶﺎﻧﹸﻮﺍ ﹶﻗﻠﹺﻴﻼ ﱢﻣ ﹶﻦ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ﻣﺎ ﹶ ﹾﳞ ﹶﺠ ﹸﻌ ﹶ

ﺍﻟﺬﺍﺭﻳﺎﺕ ،ﺍﻵﻳﺘﺎﻥ.١٨ ،١٧ :

【他们在夜间只稍稍睡一下，他们在黎明时向真主求
② 】。饶
P27F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5/354，《伊本汉巴尼圣训集》第 641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527
段
②
《播种者章》第 17-1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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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⒌真主表扬他善良仆人的同时也表扬礼夜间拜者
伟大尊严的真主说：

ﹺ
ﹸﻮﻥ ﻟﹺ ﹶﺮ ﱢﲠﹺ ﹾﻢ ﹸﺳ ﱠﺠﺪﹰ ﺍ ﹶﻭ ﹺﻗ ﹶﻴ ﹰﺎﻣﺎ  ﺳﻮﺭﺓ ﺍﻟﻔﺮﻗﺎﻥ ،ﺍﻵﻳﺔ.٦٤ :
ﻳﻦ ﹶﻳﺒﹺﻴﺘ ﹶ
ﻗﺎﻝ   :ﹶﻭﺍ ﱠﻟﺬ ﹶ
① 】。【他们为他们的养主而通宵礼拜
P273F

。⒍真主见证他们有完美的信仰
伟大的真主说：
ﹺ ﹺ
ﹺ
ﻳﻦ ﺇﹺ ﹶﺫﺍ ﹸﺫﻛ ﹸﱢﺮﻭﺍ ﹺ ﹶﲠﺎ ﹶﺧ ﱡﺮﻭﺍ ﹸﺳ ﱠﺠﺪﹰ ﺍ ﹶﻭ ﹶﺳ ﱠﺒ ﹸﺤﻮﺍ ﺑﹺ ﹶﺤ ﹾﻤ ﹺﺪ
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  :ﺇﹺﻧ ﹶﱠﲈ ﹸﻳ ﹾﺆﻣ ﹸﻦ ﺑﹺﺂ ﹶﻳﺎﺗﻨﹶﺎ ﺍ ﱠﻟﺬ ﹶ

ﹸﻮﲠ ﹾﻢ ﹶﻋ ﹺﻦ ﺍﻟـ ﹶﹾﻤ ﹶﻀ ﹺ
ﻮﻥ ﹶﺭ ﱠ ﹸﲠ ﹾﻢ ﹶﺧ ﹾﻮ ﹰﻓﺎ ﹶﻭ ﹶﻃ ﹶﻤ ﹰﻌﺎ ﹶﻭ ﹺﳑﱠﺎ
ﺎﺟ ﹺﻊ ﹶﻳﺪﹾ ﹸﻋ ﹶ
ﹾﱪ ﹶ
ﻭﻥ * ﹶﺗﺘ ﹶﹶﺠ ﹶﺎﰱ ﹸﺟﻨ ﹸ ﹸ
ﹶﺭ ﱢﲠﹺ ﹾﻢ ﹶﻭ ﹸﻫ ﹾﻢ ﻻ ﹶﻳ ﹾﺴ ﹶﺘﻜ ﹺ ﹸ
ﻮﻥ  ﺳﻮﺭﺓ ﺍﻟﺴﺠﺪﺓ ،ﺍﻵﻳﺎﺕ.١٧-١٥ :
ﹶﺎﻫ ﹾﻢ ﹸﻳ ﹺﻨﻔ ﹸﻘ ﹶ
ﹶﺭ ﹶﺯ ﹾﻗﻨ ﹸ
【信仰我的迹象的，只有那等人：别人以我的迹象劝

戒他们的时候，他们便俯伏叩头并赞颂他们那超绝万物的
主，他们不敢妄自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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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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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为
P274F

。⒎真主否认其他的人与他们具有平等的地位
清高的真主说：

《准则章》第 64 节
《叩头章》第 15-17 节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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ﺎﺟﺪﹰ ﺍ ﻭ ﹶﻗﺎﺋﹺﲈ ﹶﳛ ﹶﺬﺭ ﹺ
ﺍﻵﺧ ﹶﺮ ﹶﺓ ﹶﻭ ﹶﻳ ﹾﺮ ﹸﺟﻮ
ﻗﺎﻝ ﺗﻌﺎﱃ  :ﹶﺃ ﱠﻣ ﹾﻦ ﹸﻫ ﹶﻮ ﹶﻗﺎﻧﹺ ﹲ
ﹶﺎﺀ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ﺳ ﹺ ﹶ ﹰ ﹾ ﹸ
ﺖ ﺁﻧ ﹶ
ﺭﲪ ﹶﺔ ﺭﺑ ﹺﻪ ﹸﻗ ﹾﻞ ﻫ ﹾﻞ ﻳﺴﺘ ﹺﹶﻮﻱ ﺍ ﱠﻟ ﹺﺬﻳﻦ ﻳﻌ ﹶﻠﻤ ﹶ ﹺ
ﻮﻥ ﺇﹺﻧ ﹶﱠﲈ ﹶﻳﺘ ﹶﹶﺬﻛ ﹸﱠﺮ ﹸﺃ ﹾﻭ ﹸﻟﻮﺍ ﺍﻷﹶ ﹾﻟ ﹶﺒ ﹺ
ﺎﺏ
ﻳﻦ ﻻ ﹶﻳ ﹾﻌ ﹶﻠ ﹸﻤ ﹶ
ﻮﻥ ﹶﻭﺍ ﱠﻟﺬ ﹶ
ﹶ ﹾﹶ ﹶﱢ
ﹶ ﹶﹾ ﹸ
ﹶ ﹶ ﹾ

ﺳﻮﺭﺓ ﺍﻟﺰﻣﺮ ،ﺍﻵﻳﺔ٩ :

【（情况更好的，是你呢？）还是那些在夜间专心侍主，
叩头立正，谨防后世，希望主恩的人呢？”你说：
“有知识
① 】。的人与无知识的人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
P275F

。⒏夜间拜能消除过错，阻止犯罪
艾布乌玛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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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ﻣﺎﻣﺔ  ﻋﻦ ﺭﺳﻮﻝ ﺍﷲ  ﺃﻧﻪ ﻗﺎﻝ» :ﻋﻠﻴﻜﻢ ﺑﻘﻴﺎﻡ ﺍﻟﻠﻴﻞ ﻓﺈﻧﻪ ﺩﺃﺏ

ﺍﻟﺼﺎﳊﲔ ﻗﺒﻠﻜﻢ ،ﻭﻫﻮ ﹸﻗﺮﺑﺔ ﺇﱃ ﺭﺑﻜﻢ ،ﻭﻣﻜ ﱢﻔﺮ ﻟﻠﺴﻴﺌﺎﺕ ،ﻭﻣﻨﻬﺎﺓ ﻟﻶﺛﺎﻡ«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ﳊﺎﻛﻢ.

“你们应该礼夜间拜，的确它是清廉者的行为，它能
② ”。接近你们的主，消除过错，阻止犯罪
P276F

。⒐夜间拜是在主命拜之后，最贵重的拜功
在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在其中提到：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ﻭﻓﻴﻪ» :ﺃﻓﻀﻞ ﺍﻟﺼﻴﺎﻡ ﺑﻌﺪ ﺭﻣﻀﺎﻥ ﺷﻬﺮ ﺍﷲ ﺍﳌﺤﺮﻡ ،ﻭﺃﻓﻀﻞ
《队伍章》第 9 节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49 段，《哈克木圣训集》1/308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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ﺍﻟﺼﻼﺓ ﺑﻌﺪ ﺍﳌﻜﺘﻮﺑﺔ ﺻﻼﺓ ﺍﻟﻠﻴﻞ«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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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7F

⒑夜间拜能使信士高贵。
塞海里·本·赛阿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ﻳﺎ ﳏﻤﺪ ﻋﺶ ﻣﺎ: ﻓﻘﺎﻝ  ﺟﺎﺀ ﺟﱪﻳﻞ ﺇﱃ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ﻋﻦ ﺳﻬﻞ ﺑﻦ ﺳﻌﺪ

«ﳎﺰﻱ ﺑﻪ
 ﻭﺍﻋﻤﻞ ﻣﺎ ﺷﺌﺖ ﻓﺈﻧﻚ،ﻭﺃﺣﺒﺐ ﻣﻦ ﺷﺌﺖ ﻓﺈﻧﻚ ﻣﻔﺎﺭﻗﻪ
،ﺷﺌﺖ ﻓﺈﻧﻚ ﻣﻴﺖ
ﱞ
ﹾ

 ﻭﻋﺰﱡﻩ ﺍﺳﺘﻐﻨﺎﺅﻩ ﻋﻦ ﺍﻟﻨﺎﺱ« ﺃﺧﺮﺟﻪ، »ﻳﺎ ﳏﻤﺪ ﴍﻑ ﺍﳌﺆﻣﻦ ﻗﻴﺎﻡ ﺍﻟﻠﻴﻞ:ﺛﻢ ﻗﺎﻝ

.ﺍﳊﺎﻛﻢ

“吉布笠莱天使来对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穆罕默德啊！你任意的生活吧，的确你将要
死亡；你任意的喜爱吧，的确你将要与其分开；你任意的
工作吧，的确你将要以此获得报酬。”然后他又说：“穆罕
默德啊！夜间拜能使信士高贵，它的贵重能使信士超过别
人。” ②
P278F

⒒夜间拜能使礼拜的人愉快，因为它的回赐超过今世（及
其中）的一切。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163 段
《哈克木圣训集》4/325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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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ﻻ ﺣﺴﺪ ﺇﻻ ﰲ

ﺍﺛﻨﺘﲔ:ﺭﺟﻞ ﺁﺗﺎﻩ ﺍﷲ ﺍﻟﻘﺮﺁﻥ ﻓﻬﻮ ﻳﻘﻮﻡ ﺑﻪ ﺁﻧﺎﺀ ﺍﻟﻠﻴﻞ ﻭﺁﻧﺎﺀ ﺍﻟﻨﻬﺎﺭ ،ﻭﺭﺟﻞ ﺁﺗﺎﻩ ﺍﷲ ﻣﺎﻻﹰ
ﻓﻬﻮ ﻳﻨﻔﻘﻪ ﺁﻧﺎﺀ ﺍﻟﻠﻴﻞ ﻭﺁﻧﺎﺀ ﺍﻟﻨﻬﺎﺭ«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有两种人可以嫉妒：第一种人是真主赐予他《古兰
经》，他昼夜不停地立行它；另一种人是真主赐予他钱财，
① ”。他不分昼夜地（在正道上）费用它
P279F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ﻗﺎﻝ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 :ﻻ ﺣﺴﺪ ﺇﻻ ﰲ ﺍﺛﻨﺘﲔ :ﺭﺟﻞ

ﺁﺗﺎﻩ ﺍﷲ ﻣﺎﻻﹰ ﻓﺴ ﱠﻠﻄﻪ ﻋﲆ ﻫﻠﻜﺘﻪ ﰲ ﺍﳊﻖ ،ﻭﺭﺟﻞ ﺁﺗﺎﻩ ﺍﷲ ﺍﳊﻜﻤﺔ ﻓﻬﻮ ﻳﻘﴤ ﲠﺎ

ﻭﻳﻌ ﱢﻠﻤﻬ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有两种人可以嫉妒：第一种人是真主赐予他钱财，
他不分昼夜地把它费用在正道上；另一种人是真主赐予他
② ”。智慧，他以此判断并教授它
P280F

。⒓.在夜间拜中诵读《古兰经》有着丰厚的回赐
阿布杜拉·本·阿姆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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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圣训集》第 81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7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16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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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ﻦ ﻗﺎﻡ ﺑﻌﴩ: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ﻭﻣﻦ ﻗﺎﻡ ﺑﺄﻟﻒ ﺁﻳﺔ، ﻭﻣﻦ ﻗﺎﻡ ﺑﲈﺋﺔ ﺁﻳﺔ ﻛﺘﺐ ﻣﻦ ﺍﻟﻘﺎﻧﺘﲔ،ﺁﻳﺎﺕ ﱂ ﻳﻜﺘﺐ ﻣﻦ ﺍﻟﻐﺎﻓﻠﲔ
ﻛﺘﺐ ﻣﻦ ﺍﳌﻘﻨﻄﺮﻳﻦ«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谁在夜间拜之中念了十节《古兰经》文他就不会被
记录在疏忽人的行列之中；谁在夜间拜之中念了一百节《古
兰经》文他就会被记录在敬畏者的行列之中；谁在夜间拜
之中念了一千节《古兰经》文他就会被记录在百万富翁（指
功修）的行列之中。” ①
P28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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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ﳛﺐ ﺃﺣﺪﻛﻢ ﺇﺫﺍ ﺭﺟﻊ ﺇﱃ ﺃﻫﻠﻪ: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ﺃﻥ ﳚﺪ ﻓﻴﻪ ﺛﻼﺙ ﹶﺧﻠﹺ ﹴ
ﹴ
 »ﺛﻼﺙ ﺁﻳﺎﺕ ﻳﻘﺮﺃ ﲠﻦ: ﻗﺎﻝ، ﻧﻌﻢ:ﺳﲈﻥ؟« ﻗﻠﻨﺎ
ﻔﺎﺕ ﻋﻈﺎﻡ
ﺃﺣﺪﻛﻢ ﰲ ﺻﻼﺗﻪ ﺧﲑ ﻟﻪ ﻣﻦ ﺛﻼﺙ ﺧﻠﻔﺎﺕ ﻋﻈﺎﻡ ﺳﲈﻥ«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你们谁喜爱当他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在其中有三
头肥骆驼呢？”我们说：
“是的，我们都喜爱。
”他说：
“你
们某个人在他的拜功中（夜间拜）念三节经文，他将拥有
比三头骆驼还要好的回赐。” ②
P28F

当阿布杜拉·本·阿姆尔（愿主喜悦他俩）询问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关于封印全部《古兰经》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39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80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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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确已规定了最短的时间。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对他（阿布杜拉）说：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ﻋﻨﺪﻣﺎ ﺳﺄﻟﻪ ،ﻓﻘﺎﻝ ﻟﻪ» :ﰲ ﺃﺭﺑﻌﲔ

ﻳﻮﻣ ﹰﺎ«،ﺛﻢ ﻗﺎﻝ» :ﰲ ﺷﻬﺮ« ،ﺛﻢ ﻗﺎﻝ» :ﰲ ﲬﺲ ﻋﴩﺓ« ﺛﻢ ﻗﺎﻝ» :ﰲ ﻋﴩ« ،ﺛﻢ ﻗﺎﻝ» :ﰲ

ﺳﺒﻊ«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四十天。”然后他说：“一个月。”然后他又说：“十
①
P283F

ﺩﺍﻭﺩ

”。五天。”又说：“十天。”又说：“七天

ﻗﺎﻝ :ﺇﲏ ﺃﻗﻮ ﻣﻦ ﺫﻟﻚ ،ﻗﺎﻝ» :ﻻ ﻳﻔﻘﻪ ﻣﻦ ﻗﺮﺃﻩ ﰲ ﺃﻗﻞ ﻣﻦ ﺛﻼﺙ«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他（阿布杜拉）说：
。“我能在比这更短的时间内念完它
”
他说：“谁在少于三天内念完《古兰经》，他就不明白
②
P284F

”。它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95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390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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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礼夜间拜最贵的时间
是在夜里的后三分之一（凌晨前）；
夜间拜可以在夜初、夜中和夜末。艾奈斯（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

 ﻳﻔﻄﺮ ﻣﻦ ﺍﻟﺸﻬﺮ ﺣﺘﻰ ﻧﻈﻦ ﺃﻥ ﻻ ﻳﺼﻮﻡ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ﺃﻧﺲ

، ﻭﻛﺎﻥ ﻻ ﺗﺸﺎﺀ ﺃﻥ ﺗﺮﺍﻩ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ﻣﺼﻠﻴ ﹰﺎ ﺇﻻ ﺭﺃﻳﺘﻪ، ﻭﻳﺼﻮﻡ ﺣﺘﻰ ﻧﻈﻦ ﺃﻥ ﻻ ﻳﻔﻄﺮ،ﻣﻨﻪ

ﻭﻻ ﻧﺎﺋ ﹰﲈ ﺇﻻ ﺭﺃﻳﺘﻪ«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有时整月地
开斋，甚至我们认为他在那个月里不会封斋了；他有时整
月地封斋，甚至我们认为他在那个月里不会开斋了；你可
以看见他在礼夜间拜，你也可以看见他在睡觉。”

①
P285F

这证明了夜间拜是简而易行的，穆斯林可以根据自己
的能力而礼夜间拜；但是，最贵的夜间拜是在夜里的后三
分之一（黎明之前）
。
阿姆尔·本·阿拜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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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ﺍﻟﺮﺏ ﻣﻦ
 »ﺃﻗﺮﺏ ﻣﺎ ﻳﻜﻮﻥ ﱡ: ﻳﻘﻮﻝ  ﺃﻧﻪ ﺳﻤﻊ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ﻋﻤﺮﻭ ﺑﻦ ﻋﺒﺴﺔ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41 段，即：他先睡觉，然后起来礼夜间拜，然后再睡觉，然后再
礼。

副功拜

156

ﺍﻟﻌﺒﺪ ﰲ ﺟﻮﻑ ﺍﻟﻠﻴﻞ ﺍﻵﺧﺮ ،ﻓﺈﻥ ﺍﺳﺘﻄﻌﺖ ﺃﻥ ﺗﻜﻮﻥ ﳑﻦ ﻳﺬﻛﺮ ﺍﷲ ﰲ ﺗﻠﻚ ﺍﻟﺴﺎﻋﺔ
ﻓﻜﻦ«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真主在后半夜里是最接近仆人的，你如果能在那段
① ”！时间内记念真主，你就记念吧
P286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更能进一
步说明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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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ﺃﻧﻪ ﻗﺎﻝ» :ﻳﻨﺰﻝ ﺭﺑﻨﺎ ﺗﺒﺎﺭﻙ ﻭﺗﻌﺎﱃ ﻛﻞ ﻟﻴﻠﺔ ﺇﱃ

ﺍﻟﺴﲈﺀ ﺍﻟﺪﻧﻴﺎ ﺣﲔ ﻳﺒﻘﻰ ﺛﻠﺚ ﺍﻟﻠﻴﻞ ﺍﻵﺧﺮ ﻓﻴﻘﻮﻝ :ﻣﻦ ﻳﺪﻋﻮﲏ ﻓﺄﺳﺘﺠﻴﺐ ﻟﻪ؟ ﻣﻦ
ﻳﺴﺄﻟﻨﻲ ﻓﺄﻋﻄﻴﻪ؟ ﻣﻦ ﻳﺴﺘﻐﻔﺮﲏ ﻓﺄﻏﻔﺮ ﻟﻪ؟ ]ﻓﻼ ﻳﺰﺍﻝ ﻛﺬﻟﻚ ﺣﺘﻰ ﻳﴤﺀ ﺍﻟﻔﺠﺮ[«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清高伟大的真主，在每夜的最后三分之一（黎明之
前）亲临近天。他说：
‘谁向我祈祷，我就应答谁；谁向我
寻求，我就给予谁；谁向我忏悔，我就饶恕谁。’就这样一
② ”。直到黎明
P28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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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ﻘﻮﻝ» :ﺇﻥ ﰲ ﺍﻟﻠﻴﻞ ﻟﺴﺎﻋ ﹰﺔ ﻻ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79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277 段，
《奈萨伊圣训集》第 572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4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5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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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ﻭﺫﻟﻚ ﻛﻞ،ﻳﻮﺍﻓﻘﻬﺎ ﻋﺒﺪﹲ ﻣﺴﻠﻢ ﻳﺴﺄﻝ ﺍﷲ ﺧﲑ ﹰﺍ ﻣﻦ ﺃﻣﺮ ﺍﻟﺪﻧﻴﺎ ﻭﺍﻵﺧﺮﺓ ﺇﻻ ﺃﻋﻄﺎﻩ ﺇﻳﺎﻩ

ﻟﻴﻠ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的确，在每天夜里有一段时间，任何一位穆斯林在
其中向真主祈求今后两世的幸福，真主都会给予他。” ①
P28F

阿布杜拉·本·阿姆尔·本·阿遂（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他说：

: ﻗﺎﻝ ﻟﻪ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ﺑﻦ ﺍﻟﻌﺎﺹ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ﺃﺣﺐ ﺍﻟﺼﻴﺎﻡ ﺇﱃ ﺍﷲ ﺻﻴﺎ ﹸﻡ ﺩﺍﻭﺩ
،ﺃﺣﺐ ﺍﻟﺼﻼﺓ ﺇﱃ ﺍﷲ ﺻﻼ ﹸﺓ ﺩﺍﻭﺩ ﻋﻠﻴﻪ ﺍﻟﺴﻼﻡ
ﱡ
» ﱡ

ﹶ
ﻳﻔﺮ
ﻭﻛﺎﻥ ﻳﻨﺎﻡ
 ﻭﻻ ﱡ، ﻭﻳﺼﻮﻡ ﻳﻮﻣ ﹰﺎ ﻭ ﹸﻳﻔﻄﺮ ﻳﻮﻣ ﹰﺎ،ﺪﺳﻪ
 ﻭﻳﻨﺎﻡ ﹸﺳ ﹶ، ﻭﻳﻘﻮﻡ ﺛﻠ ﹶﺜﻪ،ﻧﺼﻒ ﺍﻟﻠﻴﻞ
ﺇﺫﺍ ﻻﻗﻰ«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最受真主喜爱的拜功是达吾德圣人（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所礼的拜；最受真主喜爱的斋戒是达吾德圣
人（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所封的斋。他当时睡半夜，
然后起来礼三分之一夜的拜，然后再睡六分之一夜的觉；
他封一天斋，开一天的斋，遭遇敌人时，他也决不会临阵
脱逃。”

②
P289F

有人询问圣妻阿依莎（愿主喜悦她）：“圣人最喜爱什
么工作？”她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57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31，197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5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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ﺃﺣﺐ ﺇﱃ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ﺣﻴﻨﲈ ﹸﺳﺌﻠﺖ :ﺃﻱ ﺍﻟﻌﻤﻞ ﻛﺎﻥ
ﱠ

ﺭﺳﻮﻝ ﺍﷲ ؟ ﻗﺎﻟﺖ :ﺍﻟﺪﺍﺋﻢ ،ﻗﻠﺖ :ﻣﺘﻰ ﻛﺎﻥ ﻳﻘﻮﻡ؟ ﻗﺎﻟﺖ :ﻛﺎﻥ ﻳﻘﻮﻡ ﺇﺫﺍ ﺳﻤﻊ

ﺍﻟﺼﺎﺭﺥ.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持之以恒。”我问：
“他何时起床？”她说：
“当他听
①
P290F

”。见公鸡啼鸣时他就起床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ﺇﻥ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ﻟﻴﻮﻗﻈﻪ ﺍﷲ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ﻓﲈ

ﺍﻟﺴﺤﺮ ﺣﺘﻰ ﻳﻔﺮﻍ ﻣﻦ ﺣﺰﺑﻪ«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ﳚﻲﺀ ﱠ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当真主

使他在夜里醒来时，（他就礼为他所规定的夜间拜），直到
② ”。进入晨礼拜的一段时间之后，他才出来参加礼晨礼拜
P291F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3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41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316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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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夜间拜的拜数，并没有固定的数量
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ﻓﺈﺫﺍ ﺧﴚ ﺃﺣﺪﻛﻢ ﺍﻟﺼﺒﺢ ﺻﲆ ﺭﻛﻌﺔ، »ﺻﻼﺓ ﺍﻟﻠﻴﻞ ﻣﺜﻨﻰ ﻣﺜﻨﻰ: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ﻭﺍﺣﺪﺓ ﺗﻮﺗﺮ ﻟﻪ ﻣﺎ ﻗﺪ ﺻﲆ

“夜间拜是两拜两拜地礼，如果你们谁害怕失去晨礼
拜，就让他礼一拜威特尔结束他的拜功。” ①
P29F

但是，最贵重的夜间拜，是十一拜或者是十三拜足够
了；因为这是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所礼
的拜数。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ﻳﺼﲇ ﻣﺎ ﺑﲔ ﺃﻥ ﻳﻔﺮﻍ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ﻣﻦ ﺻﻼﺓ ﺍﻟﻌﺸﺎﺀ ﺇﱃ ﺍﻟﻔﺠﺮ ﺇﺣﺪ ﻋﴩﺓ ﺭﻛﻌﺔ ﻳﺴ ﱢﻠﻢ ﺑﲔ ﻛﻞ ﺭﻛﻌﺘﲔ ﻭﻳﻮﺗﺮ

ﺑﻮﺍﺣﺪﺓ«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在宵礼
拜之后至黎明前，礼十一拜威特尔拜，每两拜之后出一次
拜，最后一拜是威特尔拜。” ②
P293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49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36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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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ﻣﺎ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ﺰﻳﺪ ﰲ ﺭﻣﻀﺎﻥ ﻭﻻ

ﰲ ﻏﲑﻩ ﻋﲆ ﺇﺣﺪ ﻋﴩﺓ ﺭﻛﻌ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无论是在斋
① ”。月里，还是在其它的月份中，都不会超过十一拜
P294F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4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38 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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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礼夜间拜的礼节
。1-在睡觉的时候，举意夜里起来礼夜间拜
。举意为敬畏真主而睡觉，以便获得它睡觉时的回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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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ﻣﺎ ﻣﻦ ﺍﻣﺮﺉ ﺗﻜﻮﻥ ﻟﻪ ﺻﻼﺓ

ﻧﻮﻣﻪ ﺻﺪﻗ ﹰﺔ ﻋﻠﻴﻪ« ﺃﺧﺮﺟﻪ
ﺑﻠﻴﻞ ﻓﻐﻠﺒﻪ ﻋﻠﻴﻬﺎ ﻧﻮﻡ ﺇﻻ ﻛﺘﺐ ﺍﷲ ﻟﻪ ﺃﺟﺮ ﺻﻼﺗﻪ ،ﻭﻛﺎﻥ ﹸ

ﺍﻟﻨﺴﺎﺋﻲ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ﻣﺎﻟﻚ.

“凡是睡觉时举意在夜里起来礼夜间拜的人，然后他
睡着了，那么，真主都会为他记录夜里起来礼夜间拜人的
① ”。回赐，他的睡眠对他是一种施舍
P295F

艾布戴尔答易（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告诉他说：

ﻋﻦ ﺃﰊ ﺍﻟﺪﺭﺩﺍﺀ  ﻳﺒﻠﻎ ﺑﻪ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ﻣﻦ ﺃﺗﻰ ﻓﺮﺍﺷﻪ ﻭﻫﻮ ﻳﻨﻮﻱ ﺃﻥ ﻳﻘﻮﻡ

ﻧﻮﻣ ﹸﻪ ﺻﺪﻗ ﹰﺔ ﻋﻠﻴﻪ
ﻳﺼﲇ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ﻓﻐﻠﺒ ﹾﺘ ﹸﻪ ﻋﻴﻨﺎﻩ ﺣﺘﻰ ﺃﺻﺒﺢ ،ﻛ ﹶ
ﹸﺘﺐ ﻟﻪ ﻣﺎ ﻧﻮ ،ﻭﻛﺎﻥ ﹸ

ﻣﻦ ﺭﺑﻪ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ﻨﺴﺎﺋﻲ.

“谁在睡觉时，举意在夜里起来礼夜间拜，然后他睡
着了直到凌晨，那么，真主都把他记录在夜里起来礼夜间
《奈萨伊圣训集》第 1784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314 段，《马立克圣训集》1/117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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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拜人的回赐，他的睡眠是真主对他的一种施舍
P296F

2-睡醒的时候，抹去脸上睡容，记念真主，刷牙，然后说：

»ﻻ ﺇﻟﻪ ﺇﻻ ﺍﷲ ﻭﺣﺪﻩ ﻻ ﴍﻳﻚ ﻟﻪ ،ﻟﻪ ﺍﳌﻠﻚ ﻭﻟﻪ ﺍﳊﻤﺪ ،ﻭﻫﻮ ﻋﲆ ﻛﻞ ﳾﺀ

ﻗﺪﻳﺮ ،ﺳﺒﺤﺎﻥ ﺍﷲ،ﻭﺍﳊﻤﺪ ﷲ،ﻭﻻ ﺇﻟﻪ ﺇﻻ ﺍﷲ،ﻭﺍﷲ ﺃﻛﱪ،ﻭﻻ ﺣﻮﻝ ﻭﻻ ﻗﻮﺓ ﺇﻻ ﺑﺎﷲ
ﺍﻟﻌﻈﻴﻢ،ﺭﺏ ﺍﻏﻔﺮ ﱄ«
ﺍﻟﻌﲇ
ﱢ

“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
他拥有一切权利和赞颂，他是大能于万物的主；赞主清静，
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无法无力，
”！只凭籍清高伟大的真主；主啊！求您饶恕我吧
欧巴德·本·刷米特（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ﺗﻌﺎﺭ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ﻓﻘﺎﻝ :ﻻ ﺇﻟﻪ
ﻋﻦ ﻋﺒﺎﺩﺓ ﺑﻦ ﺍﻟﺼﺎﻣﺖ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ﻣﻦ ﱠ

ﺇﻻ ﺍﷲ ﻭﺣﺪﻩ ﻻ ﴍﻳﻚ ﻟﻪ ،ﻟﻪ ﺍﳌﻠﻚ ﻭﻟﻪ ﺍﳊﻤﺪ ،ﻭﻫﻮ ﻋﲆ ﻛﻞ ﳾﺀ ﻗﺪﻳﺮ ،ﺍﳊﻤﺪ ﷲ،

ﻭﺳﺒﺤﺎﻥ ﺍﷲ ،ﻭﻻ ﺇﻟﻪ ﺇﻻ ﺍﷲ ،ﻭﺍﷲ ﺃﻛﱪ ،ﻭﻻ ﺣﻮﻝ ﻭﻻ ﻗﻮﺓ ﺇﻻ ﺑﺎﷲ ،ﺛﻢ ﻗﺎﻝ :ﺍﻟﻠﻬﻢ
ﺍﻏﻔﺮ ﱄ ،ﺃﻭ ﺩﻋﺎ ﺍﺳﺘﺠﻴﺐ ]ﻟﻪ[«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谁在夜里醒来之后，他说：
‘除了独一无二的真主之
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他拥有一切权利和赞颂，
他是大能于万物的主；赞主清静，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
；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无法无力，只凭籍清高伟大的真主
《奈萨伊圣训集》第 687 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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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饶恕我吧；或者是当他祈求时，就被应答’。”

①
P297F

在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传述的《圣训》中，
他说：

 ﻓﺠﻌﻞ ﻳﻤﺴﺢ ﺍﺳﺘﻴﻘﻆ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 ﺃﺧﺮﺟﻪ...ﺍﻟﻨﻮﻡ ﻋﻦ ﻭﺟﻬﻪ ﺑﻴﺪﻩ ﺛﻢ ﻗﺮﺃ ﺍﻟﻌﴩ ﺍﻵﻳﺎﺕ ﺍﳋﻮﺍﺗﻴﻢ ﻣﻦ ﺳﻮﺭﺓ ﺁﻝ ﻋﻤﺮﺍﻥ
P P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夜
里醒来，他就用手抹去脸上的睡容，然后诵读《伊姆兰的
家属章》中的后十节经文……。”

②
P298F

侯宰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ﺇﺫﺍ ﻗﺎﻡ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ﻳﺸﻮﺹ ﻓﺎﻩ  »ﻛﺎﻥ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ﻋﻦ ﺣﺬﻳﻔﺔ

ﺑﺎﻟﺴﻮﺍﻙ«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P P

“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夜里醒
③

来的时候，他就用刷牙棍刷牙。” 他还念睡醒后的其它的
P29F

P

④

记念词， 他洗小净犹如真主所命令的那样。
P30F

P

3-礼夜间拜时，首先应该轻快地礼两拜，因为那是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圣行。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54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63（182）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24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54 段
④
《穆斯林的堡垒》12-16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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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妻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ﺇﺫﺍ ﻗﺎﻡ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ﻟﻴﺼﲇ

ﺍﻓﺘﺘﺢ ﺻﻼﺗﻪ ﺑﺮﻛﻌﺘﲔ ﺧﻔﻴﻔﺘ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起来礼夜
①
P301F

”。间拜的时候，他首先就轻快地礼两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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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ﺇﺫﺍ ﻗﺎﻡ ﺃﺣﺪﻛﻢ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ﻓﻠﻴﻔﺘﺘﺢ ﺻﻼﺗﻪ

ﺑﺮﻛﻌﺘﲔ ﺧﻔﻴﻔﺘ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你们任何人起来礼夜间拜时，首先让他应该轻快地
② ”。礼两拜
P302F

4-在家中礼夜间拜为嘉行，因为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当时就是在他自己的家中礼夜间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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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ﺯﻳﺪ ﺑﻦ ﺛﺎﺑﺖ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ﻓﻌﻠﻴﻜﻢ ﺑﺎﻟﺼﻼﺓ ﰲ ﺑﻴﻮﺗﻜﻢ ،ﻓﺈﻥ

ﺧﲑ ﺻﻼﺓ ﺍﳌﺮﺀ ﰲ ﺑﻴﺘﻪ ﺇﻻ ﺍﳌﻜﺘﻮﺑ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P

P

“……你们应该在你们的家中礼拜（副功拜），除主命
《穆斯林圣训集》第 767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68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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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之外，最好的拜功就是一个人在他家中所里的拜。” ①
P30F

5-持之以恒地礼夜间拜，对于穆斯林坚持礼夜间拜为嘉行
当他精力旺盛的时候，他就念长一点的章节；当他劳
累时，就让他念短一点的章节；如果失去了，他就还补它。
圣妻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ﺧﺬﻭﺍ ﻣﻦ ﺍﻷﻋﲈﻝ ﻣﺎ ﺗﻄﻴﻘﻮﻥ: ﻗﺎﻝ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ﻓﺈﻥ ﺍﷲ ﻻ ﱡ
 »ﺃﺣﺐ ﺍﻟﻌﻤﻞ ﺇﱃ ﺍﷲ ﻣﺎ ﺩﺍﻭﻡ ﻋﻠﻴﻪ ﺻﺎﺣﺒﻪ:ﻳﻤﻞ ﺣﺘﻰ ﲤ ﹼﻠﻮﺍ« ﻭﻛﺎﻥ ﻳﻘﻮﻝ

ﻭﺇﻥ ﹼ
ﻗﻞ«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你们应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的确，真主不会放弃你
们的报酬，直到你们放弃工作。”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还说“最受真主喜爱的是持之以恒的工作。” ②
P304F

阿布杜拉·本·阿姆尔·本·阿遂（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他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我说：

 »ﻳﺎ: ﻗﺎﻝ ﱄ ﺍﻟﻨﺒﻲ: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ﺑﻦ ﺍﻟﻌﺎﺹ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ﻋﺒﺪ ﺍﷲ ﻻ ﺗﻜﻦ ﻣﺜﻞ ﻓﻼﻥ ﻛﺎﻥ ﻳﻘﻮﻡ ﺍﻟﻠﻴﻞ ﻓﱰﻙ ﻗﻴﺎﻡ ﺍﻟﻠﻴﻞ«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P P

“阿布杜拉啊!（你当坚持礼夜间拜）不要成为那些曾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3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1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97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2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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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礼夜间拜，然后又放弃了它的人。” ①
P305F

圣妻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ﺇﺫﺍ ﺻﲆ ﺻﻼﺓ ﻭ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ﻭﻛﺎﻥ ﺇﺫﺍ ﻏﻠﺒﻪ ﻧﻮﻡ ﺃﻭ ﻭﺟﻊ ﻋﻦ ﻗﻴﺎﻡ ﺍﻟﻠﻴﻞ ﺻﲆ ﻣﻦ ﺍﻟﻨﻬﺎﺭ ﺛﻨﺘﻲ،ﺃﺣﺐ ﺃﻥ ﻳﺪﺍﻭﻡ ﻋﻠﻴﻬﺎ
ﹼ

ﻋﴩﺓ ﺭﻛﻌ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当
他礼一种拜的时候，他喜爱持之以恒。如果他睡着了，或
者由于礼夜间拜而站得周身疼痛的时候，他就在白天礼十
二拜。”

②
P306F

欧麦尔·本·罕塔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ﻣﻦ ﻧﺎﻡ ﻋﻦ ﺣﺰﺑﻪ ﺃﻭ ﻋﻦ: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ﻋﻤﺮ ﺑﻦ ﺍﳋﻄﺎﺏ
ﹺ
«ﺐ ﻟﻪ ﻛﺄﻧﲈ ﻗﺮﺃﻩ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ﳾﺀ ﻣﻨﻪ ﻓﻘﺮﺃﻩ ﻓﻴﲈ ﺑﲔ ﺻﻼﺓ ﺍﻟﻔﺠﺮ ﻭﺻﻼﺓ ﺍﻟﻈﻬﺮ ﻛﹸﺘ ﹶ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谁忽视了诵读《古兰经》，或者忽视了诵读它的一部
分，那么让他在晨礼和晌礼之间念它，他能得到犹如他在
夜里诵读《古兰经》一样的回赐。”

③
P307F

6-当瞌睡的时候，应该先睡觉，睡好之后，再礼拜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5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59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46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74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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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妻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ﺇﺫﺍ ﻧﻌﺲ ﺃﺣﺪﹸ ﻛﻢ ﰲ ﺍﻟﺼﻼﺓ

ﻓﻠﲑﻗﺪﹾ ﺣﺘﻰ ﻳﺬﻫﺐ ﻋﻨﻪ ﺍﻟﻨﻮﻡ؛ ﻓﺈﻥ ﺃﺣﺪﹶ ﻛﻢ ﺇﺫﺍ ﺻﲆ ﻭﻫﻮ ﻧﺎﻋﺲ ﻟﻌﻠﻪ ﻳﺬﻫﺐ ﻳﺴﺘﻐﻔﺮ
ﻓﻴﺴﺐ ﻧﻔﺴ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ﹼ
P

P

“当你们某人在礼拜中瞌睡时，让他先睡觉，睡好之
后再礼拜；如果他在瞌睡的时候礼拜，或许他想求饶恕，
①
P308F

”。但是他却在诅咒自己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ﺇﺫﺍ ﻗﺎﻡ ﺃﺣﺪﻛﻢ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ﻓﺎﺳﺘﻌﺠﻢ ﺍﻟﻘﺮﺁﻥ ﻋﲆ

ﻟﺴﺎﻧﻪ ﻓﻠﻢ ﹺ
ﻳﺪﺭ ﻣﺎ ﻳﻘﻮﻝ ﻓﻠﻴﻀﻄﺠﻊ«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P

P

“如果你们任何人在礼夜间拜的时候，他含糊不清地
念着《古兰经》，而他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那么，让他先
②
P309F

”！躺下（睡觉）吧

7-喊醒家人礼夜间拜为嘉行
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礼夜
间拜，当他礼威特尔拜的时候，他说：

ﻗﺎﻝ ﻟﻌ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ﻮﻣﻲ ﻓﺄﻭﺗﺮﻱ ﻳﺎ ﻋﺎﺋﺸ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P P

《布哈里圣训集》第 21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87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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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310F

”。“阿依莎啊！起来礼威特尔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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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ﺭﺣﻢ ﺍﷲ ﺭﺟ ﹰ
ﻼ ﻗﺎﻡ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ﻓﺼﲆ ،ﺛﻢ ﺃﻳﻘﻆ ﺍﻣﺮﺃﺗﻪ ﻓﺼﻠﺖ ،ﻓﺈﻥ ﺃﺑﺖ ﻧﻀﺢ ﰲ ﻭﺟﻬﻬﺎ ﺍﳌﺎﺀ ،ﻭﺭﺣﻢ ﺍﷲ ﺍﻣﺮﺃﺓ

ﻗﺎﻣﺖ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ﻓﺼ ﱠﻠﺖ ،ﺛﻢ ﺃﻳﻘﻈﺖ ﺯﻭﺟﻬﺎ ،ﻓﺈﻥ ﺃﺑﻰ ﻧﻀﺤﺖ ﰲ ﻭﺟﻬﻪ ﺍﳌﺎﺀ« ﺃﺧﺮﺟﻪ
P P

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真主慈悯这种男人，他夜里起来礼夜间拜，并喊醒
他的家人也起来礼夜间拜，如果她拒绝起来，他就往她的
脸上撒水；同样，真主也慈悯这种女人，她夜里起来礼夜
间拜，并喊醒她的丈夫，也起来礼夜间拜，如果他拒绝起
②
P31F

”。来，她就往他的脸上撒水

艾布塞尔德和艾布胡莱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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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ﰊ ﺳﻌﻴﺪ ﻭ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ﺃﻧﻪ ﻗﺎﻝ» :ﺇﺫﺍ ﺍﺳﺘﻴﻘﻆ

ﺍﻟﺮﺟﻞ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ﻭﺃﻳﻘﻆ ﺍﻣﺮﺃﺗﻪ ﻓﺼﻠﻴﺎ ﺭﻛﻌﺘﲔ ﻛﹸﺘﺒﺎ ﻣﻦ ﺍﻟﺬﺍﻛﺮﻳﻦ ﺍﷲ ﻛﺜﲑ ﹰﺍ

ﻭﺍﻟﺬﺍﻛﺮﺍﺕ«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ﻣﺎﺟ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P P

“如果一个男人在夜里醒来，喊醒他的妻子，然后他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44 段
《奈萨伊圣训集》第 1610 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336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30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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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礼了两拜夜间拜，那么，他们二人就会被记录在多多记
念真主的男女的行列之中。” ①
P312F

阿里·本·艾布塔里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 ﻟﻴﻠ ﹰﺔ ﻓﻘﺎﻝ  ﻃﺮﻗﻪ ﻭﻓﺎﻃﻤﺔ ﺑﻨﺖ ﺍﻟﻨﺒﻲ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ﻋﲇ ﺑﻦ ﺃﰊ ﻃﺎﻟﺐ

، ﺇﻧﲈ ﺃﻧﻔﺴﻨﺎ ﺑﻴﺪ ﺍﷲ ﻓﺈﺫﺍ ﺷﺎﺀ ﺃﻥ ﻳﺒﻌﺜﻨﺎ ﺑﻌﺜﻨﺎ،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ﺃﻻ ﺗﺼﻠﻴﺎﻥ؟« ﻓﻘﻠﺖ

ﻣﺪﺑﺮ
 ﺛﻢ ﺳﻤﻌﺘﻪ ﻭﻫﻮ ﹲ، ﻭﱂ ﻳﺮﺟﻊ ﺇ ﱠﱄ ﺷﻴﺌ ﹰﺎ، ﺣﲔ ﻗﻠﺖ ﻟﻪ ﺫﻟﻚ ﻓﺎﻧﴫﻑ ﺭﺳﻮﻝ ﺍﷲ
ﻧﺴ ﹸ ﹶ
ﹶﺎﻥ ﺍ ﹺ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ﳾ ﹴﺀ ﹶﺟﺪﹶ ﻻﹰ
 ﹶﻭﻛ ﹶ :ﻳﴬﺏ ﻓﺨﺬﻩ ﻭﻳﻘﻮﻝ
ﻹ ﹶ
ﺎﻥ ﺃ ﹾﻛ ﹶﺜ ﹶﺮ ﹶ ﹾ
P P

有一天夜里，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看

望他和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女儿法图麦。
他说：“你们俩没有礼夜间拜吗？”我说：“主的使者啊！
我们的生命都是在真主的掌握之中，如果他让我们睡醒，
我们就去礼拜。”当我对他说这话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对
我说就走了，然后我听见他拍着大腿离去，并念到：
【人是
最善于争辩的。】

②
P31F

伊本班塔利说：
“在其《圣训》中有夜间拜的贵重，为
③

礼夜间拜而喊醒睡觉的家人和近亲。” 泰拜利说：
“假如不
P314F

P

是因为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知道夜间拜的贵
重，他就不会在真主为人类所制定的休息的时间之内去打
①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335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3081309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2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75 段，《山洞章》第 54 节
③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3/11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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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他自己的女儿和他叔叔的儿子（他的女婿）；但是他为他
①

）们俩选择了比休息更贵重的（夜间拜
。
” 因为清高的真主
P

P315F

说：

ﹺ
ﱪ ﹶﻋ ﹶﻠ ﹾﻴ ﹶﻬﺎ ﻻﹶ ﻧ ﹾﹶﺴ ﹶﺄ ﹸﻟ ﹶ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ﹶﻭ ﹾﺃ ﹸﻣ ﹾﺮ ﹶﺃ ﹾﻫ ﹶﻠ ﹶ
ﻚ ﹺﺭ ﹾﺯ ﹰﻗﺎ ﻧ ﹾﱠﺤ ﹸﻦ
ﺎﻟﺼﻼﹶﺓ ﹶﻭ ﹾ
ﻚ ﺑﹺ ﱠ
ﺍﺻ ﹶﻄ ﹺ ﹾ
ﻚ ﻭﺍﻟﻌ ﹺ
ﺎﻗ ﹶﺒ ﹸﺔ ﻟﹺﻠ ﱠﺘ ﹾﻘ ﹶﻮ  ﺳﻮﺭﺓ ﻃﻪ ،ﺍﻵﻳﺔ.١٣٢ :
ﻧ ﹾﹶﺮ ﹸﺯ ﹸﻗ ﹶ ﹶ ﹶ
【你应当命令你的家人礼拜，对于礼拜，你应该持之

以恒，我不向你要求给养，我只供给你，善果只归于敬畏
②
P316F

】。的人

”。阿里所说的：“我们的生命都是在真主的掌握之中
因为他所引证的是清高真主的言辞：

ﹺ
ﺖ ﹺﰲ ﹶﻣﻨ ﹺﹶﺎﻣ ﹶﻬﺎ ﹶﻓ ﹸﻴ ﹾﻤ ﹺﺴ ﹸ
ﻚ
ﲔ ﹶﻣ ﹾﻮ ﹺ ﹶﲥﺎ ﹶﻭﺍ ﱠﻟﺘﹺﻲ ﹶﱂ ﹾ ﹶﲤ ﹸ ﹾ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ﺍﷲ ﹶﻳ ﹶﺘ ﹶﻮ ﱠﰱ ﺍﻷﹶﻧ ﹸﻔ ﹶﺲ ﺣ ﹶ
ﻚ ﻵﹶﻳ ﹴ
ﹺ
ﺎﺕ ﱢﻟ ﹶﻘ ﹾﻮ ﹴﻡ
ﻟﱠﺘﹺﻲ ﻗﹶﴣﹶ ﻋﹶﻠﹶﻴﹾﻬﹶﺎ ﺍﻟـﹾﻤﹶﻮﹾﺕﹶ ﻭﹶﻳﹸﺮﹾﺳﹺﻞﹸ ﺍﻷﹸﺧﹾﺮﹶ ﺇﹺﱃﹶ ﺃﹶﺟﹶﻞﹴ ﻣﹸﺴﹶﻤﹰﻰ ﺇﹺ ﱠﻥ ﹺﰲ ﹶﺫﻟ ﹶ ﹶ
ﹼ
ﻭﻥ  ﺳﻮﺭﺓ ﺍﻟﺰﻣﺮ ،ﺍﻵﻳﺔ.٤٢ :
ﹶﻳ ﹶﺘ ﹶﻔﻜ ﹸﱠﺮ ﹶ

【人们到了死亡的时候，真主将他们的灵魂取去；尚

未到死期的人们，当他们睡眠的时候，真主也将他们的灵
魂取去。他已判决其死亡者，他扣留他们的灵魂；他未判
决其死亡者，便将他们的灵魂放回，至一定期。对于能思
③

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 他说：‘白阿斯纳’，意
P

P317F

①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3/11
《塔哈章》第 132 节
③
《队伍章》第 42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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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他使我们睡醒’
；他说的：
‘泰莱格乎’
，意思是‘夜
里来访’；‘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拍打着
自己的大腿’的意思是：他（阿里）迅速地回答，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不同意他的申辩，因此，
他拍打自己的大腿。在这段《圣训》中有：鼓励礼夜间拜，
人们应该命令自己的家人礼夜间拜，掌权者和长者应当关
心他所领导的，改善他们今世和教门中的事物；对于忠告
者当他的忠告不被接受，或者是和他争辩时，除为了调解，
他不应该与之争吵，更不应当谴责他。 ①
P318F

据圣妻温姆塞莱麦（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ﻟﻴﻠﺔ  ﺍﺳﺘﻴﻘﻆ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ﻟﺖ ﻋﻦ ﺃﻡ ﺳﻠﻤ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ﺯﻭﺝ ﺍﻟﻨﺒﻲ

 »ﺳﺒﺤﺎﻥ ﺍﷲ ﻣﺎﺫﺍ ﺃﻧﺰﻝ ﺍﷲ ﻣﻦ ﺍﳋﺰﺍﺋﻦ؟ ﻭﻣﺎﺫﺍ ﹸﺃ ﹺﻧﺰﻝ ﻣﻦ ﺍﻟﻔﺘﻦ؟ ﺃﻳﻘﻈﻮﺍ: ﻓﻘﺎﻝ،ﻓﺰﻋ ﹰﺎ
ﺻﻮﺍﺣﺐ ﹸ
 ﹸﺭ ﱠﺏ ﻛﺎﺳﻴﺔ ﰲ ﺍﻟﺪﻧﻴﺎ ﻋﺎﺭﻳﺔ ﰲ، ﻟﻜﻲ ﻳﺼﻠﲔ-  ﻳﺮﻳﺪ ﺃﺯﻭﺍﺟﻪ- ﺍﳊﺠﺮﺍﺕ

.«ﺍﻵﺧﺮﺓ

“有一天夜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惊慌地醒来，他说：
‘赞主清静，真主降下的恩泽是什么呢？
他降下的灾难又是什么呢？你们喊醒这些屋子里的人——
指他的妻室们——以便她们礼夜间拜；或许在今世的穿衣
者（富裕者），就是后世的裸体者（贫困者）。’”
①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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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ﻣﺎﺫﺍ ﺃﻧﺰﻝ ﺍﻟﻠﻴﻠﺔ؟«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真主在这一夜降下的是什么呢？”

①
P319F

哈菲茹伊本哈哲尔说：
“……在其中有鼓励礼夜间拜，
②

而没有命令她们必须要礼夜间拜。” 在这段《圣训》之中
P320F

P

有：在睡醒的时候记念真主为嘉行，丈夫因为崇拜真主，
在夜里喊醒自己妻子；毋庸置疑，在任何情况发生的时候，
记念真主都为嘉行。

③

P321F

伊本艾思尔说：
“或许在今世的穿衣者，就是后世的裸
体者。”这是一种暗喻，关于人们都为自身而提前（在今世）
准备的善功。他说：
“或许他在今世是富裕的人，而他不行
善；那么，他在后世就是贫困的人；也许他在今世是穿衣
的人；拥有财富和恩惠；而在后世他却是裸体的，薄福的
人。
”④
P32F

据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传述，他
的父亲欧麦尔·本·罕塔比曾经礼夜间拜，如果到了夜里
的最后，他就喊醒他的家人礼拜，他说：
“礼拜了，礼拜了，
然后他就念了下面这节经文：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5，1126，6218，7079 段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3/11
③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3/11
④
《贾米欧勒乌素里》6/68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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ﻚ ﻭﺍﻟﻌ ﹺ
ﹺ
ﱪ ﹶﻋ ﹶﻠ ﹾﻴ ﹶﻬﺎ ﻻﹶ ﻧ ﹾﹶﺴ ﹶﺄ ﹸﻟ ﹶ
 ﹶﻭ ﹾﺃ ﹸﻣ ﹾﺮ ﹶﺃ ﹾﻫ ﹶﻠ ﹶ
ﺎﻗ ﹶﺒ ﹸﺔ
ﻚ ﹺﺭ ﹾﺯ ﹰﻗﺎ ﻧ ﹾﱠﺤ ﹸﻦ ﻧ ﹾﹶﺮ ﹸﺯ ﹸﻗ ﹶ ﹶ ﹶ
ﺎﻟﺼﻼﹶﺓ ﹶﻭ ﹾ
ﻚ ﺑﹺ ﱠ
ﺍﺻ ﹶﻄ ﹺ ﹾ

 ﺃﺧﺮﺟﻪ ﺍﻹﻣﺎﻡ ﻣﺎﻟﻚ. ﻟﹺﻠ ﱠﺘ ﹾﻘ ﹶﻮ

【你应当命令你的家人礼拜，对于礼拜你应该持之以
恒，我不向你要求给养，我只供给你，善果只归于敬畏的
人。】

①
P32F

8-在夜间拜中诵读一本，或多于或少于一本的《古兰经》
根据个人情况容易地诵读，同时他要知道自己所诵读
的意义，他可以选择高声或低声诵读；除非是他高声诵读
能使他精神饱满，或者是能使听到他诵读的人参加夜间拜，
或者是他以此作为一种享受，那么，高声诵读最贵；如果
在他附近有礼夜间拜的人，或者是当他高声诵读时会妨碍
其他的人，那么，低声诵读最合适；如果没有这种、那种
原因，那么，他可以随意地念。 ②
P324F

有许多《圣训》都证明了这一切，阿布杜拉·本·麦
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ﻟﻴﻠﺔ ﻓﺄﻃﺎﻝ ﺣﺘﻰ  »ﺻﻠﻴﺖ ﻣﻊ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ﳘﻤﺖ ﺑﺄﻣﺮ ﹴ
 ﳘﻤﺖ ﺃﻥ ﺃﺟﻠﺲ ﻭﺃﺩﻋ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ﻣﺎ ﳘﻤﺖ ﺑﻪ؟ ﻗﺎﻝ: ﻗﻴﻞ،ﺳﻮﺀ
“有一天夜里，我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①

《马立克圣训集》第 5 段，《塔哈章》第 132 节
《穆俄尼》2/562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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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礼拜，他礼的特别长，甚至我想到了不该想的事情。”
有人问：“你想干什么？”他说：“我想坐下来让他自己去
礼吧！”

①
P325F

侯宰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ﻳﺮﻛﻊ: ﺫﺍﺕ ﻟﻴﻠﺔ ﻓﺎﻓﺘﺘﺢ ﺍﻟﺒﻘﺮﺓ ﻓﻘﻠﺖ  »ﺻﻠﻴﺖ ﻣﻊ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ﻋﻦ ﺣﺬﻳﻔﺔ

 ﺛﻢ ﺍﻓﺘﺘﺢ، ﻳﺮﻛﻊ ﲠﺎ: ﻓﻤﴣ ﻓﻘﻠﺖ، ﻳﺼﲇ ﲠﺎ ﰲ ﺭﻛﻌﺔ: ﺛﻢ ﻣﴣ ﻓﻘﻠﺖ،ﻋﻨﺪ ﺍﳌﺎﺋﺔ
ﻣﺮ ﺑﺂﻳﺔ ﻓﻴﻬﺎ ﺗﺴﺒﻴﺢ
 ﺇﺫﺍ ﱠ، ﻳﻘﺮﺃ ﻣﱰﺳﻼﹰ، ﺛﻢ ﺍﻓﺘﺘﺢ ﺁﻝ ﻋﻤﺮﺍﻥ ﻓﻘﺮﺃﻫﺎ،ﺍﻟﻨﺴﺎﺀ ﻓﻘﺮﺃﻫﺎ
ﹴ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ﺗﻌﻮﺫ
ﺑﺘﻌﻮﺫ ﱠ
 ﻭﺇﺫﺍ ﻣﺮ ﱡ، ﻭﺇﺫﺍ ﻣﺮ ﺑﺴﺆﺍﻝ ﺳﺄﻝ،ﺳ ﱠﺒﺢ

“有一天夜晚，我同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礼夜间拜，他由《黄牛章》开始念，我想他可能念到第一
百节的时候会鞠躬的，然而他念过去了，我想他可能在这
一拜中念全部《黄牛章》的，然而他又念过去了；然后他
念了《妇女章》，然后他又开始缓慢地念《伊姆兰的家属章》；
当他念到赞颂真主的经文时，他就赞颂；当他念到祈祷的
经文时，他就祈求；当他念到求饶恕的经文时，他就求
饶……。”

②
P326F

奥菲·本·马立克·艾勒艾斯杰诶（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3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73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7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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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ﻋﻮﻑ ﺑﻦ ﻣﺎﻟﻚ ﺍﻷﺷﺠﻌﻲ  ﻗﺎﻝ :ﻗﻤﺖ ﻣﻊ ﺭﺳﻮﻝ ﺍﷲ  ﻟﻴﻠﺔ ﻓﻘﺮﺃ

ﻓﺘﻌﻮﺫ،
ﺳﻮﺭﺓ ﺍﻟﺒﻘﺮﺓ ،ﻻ ﻳﻤﺮ ﺑﺂﻳﺔ ﺭﲪﺔ ﺇﻻ ﻭﻗﻒ ﻓﺴﺄﻝ ،ﻭﻻ ﻳﻤﺮ ﺑﺂﻳﺔ ﻋﺬﺍﺏ ﺇﻻ ﻭﻗﻒ ﱠ
ﻭﺕ ،ﻭﺍ ﹶﳌ ﹶﻠﻜ ﹺ
ﺍﳉﱪ ﹺ
ﺛﻢ ﺭﻛﻊ ﺑﻘﺪﺭ ﻗﻴﺎﻣﻪ ،ﻳﻘﻮﻝ ﰲ ﺭﻛﻮﻋﻪ» :ﺳﺒـﺤ ﹶ ﹺ
ﹸﻮﺕ،
ﹶ
ﹸ ﹾ ﹶ
ﺎﻥ ﺫﻱ ﹶ ﹶ ﹸ
ﻭﺍﻟﻜﹺ ﹺﱪﻳ ﹺ
ﺎﺀ ،ﹶﻭﺍﻟ ﹶﻌ ﹶﻈ ﹶﻤ ﹺﺔ « ﺛﻢ ﺳﺠﺪ ﺑﻘﺪﺭ ﻗﻴﺎﻣﻪ ،ﺛﻢ ﻗﺎﻝ ﰲ ﺳﺠﻮﺩﻩ ﻣﺜﻞ ﺫﻟﻚ ،ﺛﻢ ﻗﺎﻡ
ﹶ ﹾ ﹶ
ﻓﻘﺮﺃ ﺑﺂﻝ ﻋﻤﺮﺍﻥ ،ﺛﻢ ﻗﺮﺃ ﺳﻮﺭﺓ ﺳﻮﺭﺓ«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有一天夜晚，我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礼夜间拜，他念了《黄牛章》，当他念到慈悯的经文
时，他就停下来祈求；当他念到惩罚的经文时，他就停下
来求饶；然后他鞠躬相当于站立的时间一样长；他在鞠躬
；中念：赞颂拥有强大、王权、伟大和崇高的真主超绝万物
然后他又以类似的时间叩头，他在叩头之中念的类似于在
鞠躬时所念的赞词，然后他又念《伊姆兰的家属章》，他就
①
P327F

”。这样一章一章地念了下去

侯宰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ﻋﻦ ﺣﺬﻳﻔﺔ  ﺃﻧﻪ ﺭﺃ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ﺼﲇ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ﻓﺼﲆ ﺃﺭﺑﻊ ﺭﻛﻌﺎﺕ،

ﻓﻘﺮﺃ ﻓﻴﻬﻦ :ﺍﻟﺒﻘﺮﺓ ،ﻭﺁﻝ ﻋﻤﺮﺍﻥ ،ﻭﺍﻟﻨﺴﺎﺀ ،ﻭﺍﳌﺎﺋﺪﺓ ﺃﻭ ﺍﻷﻧﻌﺎﻡ«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他看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礼了四
、》拜夜间拜，他在其中诵读了《黄牛章
、》《伊姆兰的家属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873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1049 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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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章》、《宴席章》和《牲畜章》。” ①
P328F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ﻫﺬ ﹰﺍ ﱢ
 » ﱠ:ﺍﳌﻔﺼﻞ ﰲ ﺭﻛﻌﺔ ﻓﻘﺎﻝ ﻟﻪ
 ﺃﻥ ﺭﺟ ﹰ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ﻛﻬﺬ
ﻼ ﻗﺮﺃ ﱠ

 ﻓﺬﻛﺮ ﻋﴩﻳﻦ ﺳﻮﺭﺓ، ﻳﻘﺮﻥ ﺑﻴﻨﻬﻦ ﺍﻟﺸﻌﺮ؟ ﻟﻘﺪ ﻋﺮﻓﺖ ﺍﻟﻨﻈﺎﺋﺮ ﺍﻟﺘﻲ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ﻣﻦ ﺍﳌﻔﺼﻞ ﺳﻮﺭﺗﲔ ﻣﻦ ﺁﻝ ﺣﻢ ﰲ ﻛﻞ ﺭﻛﻌ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②

有一个人在一拜中诵读了全部“穆范税来” 的章节；
P329F

P

于是他（阿布杜拉）对那个人说：
“你这么快地诵读是在诵
读诗歌吗？的确，我知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曾经把长短段数差不多的章节，然后他从‘穆范税来’
③

的章节中提到了二十章《古兰经》，每一拜诵读二章‘哈瓦米姆’
P30F

的章节。”

P

④
P31F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ﻋﴩﻭﻥ ﺳﻮﺭﺓ ﻣﻦ: ﻳﻘﺮﺃﻫﻦ ﺍﺛﻨﺘﲔ ﺍﺛﻨﺘﲔ ﰲ ﻛﻞ ﺭﻛﻌﺔ« ﻭﻗﺎﻝ »ﻛﺎﻥ ﺍﻟﻨﺒﻲ

 ﹶﻋ ﱠﻢ ﻭ، ﺍﻟﺪﺧﺎﻥ،  ﺣﻢ :ﺃﻭﻝ ﺍﳌﻔﺼﻞ ﻋﲆ ﺗﺄﻟﻴﻒ ﺍ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ﺁﺧﺮﻫﻦ ﻣﻦ ﺍﳊﻮﺍﻣﻴﻢ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ﻮﻥ
ﺎﺀ ﹸﻟ ﹶ
ﹶﻳﺘ ﹶﹶﺴ ﹶ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在每一

拜从其中（‘哈瓦米姆’）诵读两章《古兰经》。他说：“根
据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的注解，二十章《古兰经》从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774 段
从《戛弗章》至《世人章》
③
从《赦宥者》至《沙丘章》
④
《布哈里圣训集》第 77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22（275）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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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范税来’的开始，它的最后是‘哈瓦米姆’：《赦宥者
① 。》章》、《烟雾章》和《消息章
P32F

在《穆斯林圣训集》中传述：

ﻣﺴﻠﻢ

»ﻋﴩﻭﻥ ﺳﻮﺭﺓ ﰲ ﻋﴩ ﺭﻛﻌﺎﺕ ﻣﻦ ﺍﳌﻔﺼﻞ ﰲ ﺗﺂﻟﻴﻒ ﻋﺒﺪ ﺍﷲ« ﺃﺧﺮﺟﻪ

“根据阿布杜拉的注解，在十拜中诵读二十章‘穆范
② ”。》税来’的《古兰经
P3F

在《穆斯林圣训集》中的另一传述：

ﻫﺬ ﹰﺍ ﱢ
» ...ﹼ
ﻛﻬﺬ ﺍﻟﺸﻌﺮ ،ﺇﻥ ﺃﻗﻮﺍﻣ ﹰﺎ ﻳﻘﺮﺅﻭﻥ ﺍﻟﻘﺮﺁﻥ ﻻ ﳚﺎﻭﺯ ﺗﺮﺍﻗﻴﻬﻢ ،ﻭﻟﻜﻦ ﺇﺫﺍ

ﻭﻗﻊ ﰲ ﺍﻟﻘﻠﺐ ﻓﺮﺳﺦ ﻓﻴﻪ ﻧﻔﻊ ،ﻭﺇﻥ ﺃﻓﻀﻞ ﺍﻟﺼﻼﺓ ﺍﻟﺮﻛﻮﻉ ﻭﺍﻟﺴﺠﻮﺩ ،ﺇﲏ ﻷﻋﻠﻢ
ﺍﻟﻨﻈﺎﺋﺮ ﺍﻟﺘﻲ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ﻘﺮﻥ ﺑﻴﻨﻬﻦ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这么快地诵读犹如是在诵读诗歌，的确，有些
人他们诵读《古兰经》，而并不能受益；但是，当他牢记于
；心时，他就能受益；的确，拜功中最贵的是鞠躬和叩头
我知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把长短
③ ”。……相似的章节相互比较
P34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ﻗﺎﻡ ﺭﺳﻮﻝ ﺍﷲ  ﺑﺂﻳﺔ ﻣﻦ ﺍﻟﻘﺮﺁﻥ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996，5043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22（276）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722（275）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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ﻟﻴﻠﺔ«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P

P

“有一天夜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在礼夜间拜，只念了一节《古兰经》文。” ①
P35F

艾布冉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ﺇﹺﻥ : ﻭﺍﻵﻳﺔ، ﺑﺂﻳﺔ ﺣﺘﻰ ﺃﺻﺒﺢ ﻳﺮﺩﺩﻫﺎ  »ﻗﺎﻡ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ﺫﺭ
ﹺ
ﹸﺗ ﹶﻌ ﱢﺬ ﹾ ﹸﲠ ﹾﻢ ﹶﻓﺈﹺ ﱠﳖﹸ ﹾﻢ ﹺﻋ ﹶﺒﺎ ﹸﺩ ﹶﻙ ﹶﻭﺇﹺﻥ ﹶﺗﻐ ﹺﹾﻔ ﹾﺮ ﹶﹸﳍ ﹾﻢ ﹶﻓﺈﹺﻧ ﹶ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ﻣﺎﺟﻪ ﻴﻢ
ﱠﻚ ﹶﺃ ﹶ
ﻧﺖ ﺍ ﹾﻟ ﹶﻌ ﹺﺰﻳ ﹸﺰ ﺍﻟـ ﹶﹾﺤﻜ ﹸ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礼夜间拜的时候，

一直反复地念一节《古兰经》文，直到黎明；这节《古兰
经》文是：
【如果您要惩罚他们，那么，他们是您的仆人由
您惩罚；如果您赦宥他们，那么，您确是万能的，确是至
睿的。】 ②这证明夜间拜之中的诵读，是根据真主对他仆人
P36F

P

的援助、根据各种情况和完美的信仰而改变。
至于夜间拜中高声与低声诵读《古兰经》。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有人询问她，

ﻳﴪ؟
 ﺑﺎﻟﻠﻴﻞ ﳚﻬﺮ ﺃﻡ ﹼ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ﳖﺎ ﹸﺳﺌﻠﺖ ﻋﻦ ﻗﺮﺍﺀﺓ ﺍﻟﻨﺒﻲ

ﺃﴎ«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ﺭﺑﲈ ﺟﻬﺮ ﻭﺭﺑﲈ ﱠ، »ﻛﻞ ﺫﻟﻚ ﻗﺪ ﻛﺎﻥ ﻳﻔﻌﻞ:ﻓﻘﺎﻟﺖ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礼夜间拜时，
是高声还是低声诵读的《古兰经》，她说：“这两种的他都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48 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350 段，《宴席章》第 11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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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礼过。或许有时他高声诵读，或许有时他低声诵读
P37F

艾布盖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艾布白克尔说：

ﻋﻦ ﺃﰊ ﻗﺘﺎﺩﺓ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ﻷﰊ ﺑﻜﺮ» :ﻳﺎ ﺃﺑﺎ ﺑﻜﺮ ،ﻣﺮﺭﺕ ﺑﻚ ﻭﺇﻧﻚ

ﻧﺎﺟﻴﺖ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ﺍﺭﻓﻊ ﻗﻠﻴ ﹰ
ﺗﺼﲇ ﹸ
ﻼ«
ﺃﺳﻤﻌﺖ ﻣﻦ
ﲣﻔﺾ ﺻﻮﺗﻚ« ﻗﺎﻝ :ﻗﺪ
ﹸ
ﹸ

ﻭﻗﺎﻝ ﻟﻌﻤﺮ» :ﻣﺮﺭﺕ ﺑﻚ ﻭﺃﻧﺖ ﺗﺼﲇ ﺭﺍﻓﻌ ﹰﺎ ﺻﻮﺗﻚ« ﻓﻘﺎﻝ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ﺃﻭﻗﻆ

ﺍﻟﻮﺳﻨﺎﻥ ﻭﺃﻃﺮﺩ ﺍﻟﺸﻴﻄﺎﻥ ،ﻗﺎﻝ» :ﺍﺧﻔﺾ ﻗﻠﻴ ﹰ
ﻼ«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
“艾布白克尔啊！我经过你的时候，你为何低声礼拜

呢？”他说：
“主的使者啊！我确已让与我密谈的真主听见
了。”他说：“你的声音要稍微高一些。”他又对欧麦尔说：
“我经过你的时候，你为何高声礼拜呢？”他说：
“主的使
者啊！我想惊醒睡觉的人，驱逐恶魔。”他说：“你的声音
② ”。要稍微降低一些
P3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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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有一个人在夜间诵读《古兰经》，他
说：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ﺳﻤﻊ ﺭﺟ ﹰ
ﻼ ﻳﻘﺮﺃ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ﻓﻘﺎﻝ:

»ﻳﺮﲪﻪ ﺍﷲ ﻟﻘﺪ ﺃﺫﻛﺮﲏ ﻛﺬﺍ ﻭﻛﺬﺍ ،ﺁﻳﺔ ﻛﻨﺖ ﺃﺳﻘﻄﺘﻬﺎ ﻣﻦ ﺳﻮﺭﺓ ﻛﺬﺍ ﻭﻛﺬﺍ«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37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924 段，
《奈沙伊圣训集》第 1662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354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1/365
②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329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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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真主怜悯他，的确，他使我想起了某些经文，我
曾经从那某章中忘记了这些经文。”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ﺭﲪﻪ ﺍﷲ ﻟﻘﺪ ﺃﺫﻛﺮﲏ ﺁﻳﺔ: ﻳﺴﺘﻤﻊ ﻗﺮﺍﺀﺓ ﺭﺟﻞ ﰲ ﺍﳌﺴﺠﺪ ﻓﻘﺎﻝ »ﻛﺎﻥ ﺍﻟﻨﺒﻲ

ﻛﻨﺖ ﹸﺃﻧﺴﻴﺘﻬ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清真寺里听
一个人诵读《古兰经》，他说：“愿真主怜悯他，的确，他
使我想起了我曾忘记的那节经文。” ①
P39F

当哈菲如（诵经家）在昼夜的礼拜之中诵读《古兰经》
，
他就能记忆它。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传述，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ﺇﻧﲈ ﻣﺜﻞ ﺻﺎﺣﺐ: 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ﺍﻟﻘﺮﺁﻥ ﻛﻤﺜﻞ ﺻﺎﺣﺐ ﺍﻹﺑﻞ ﺍﳌﻌﻘﻠﺔ ﺇﻥ ﻋﺎﻫﺪ ﻋﻠﻴﻬﺎ ﺃﻣﺴﻜﻬﺎ ﻭﺇﻥ ﺃﻃﻠﻘﻬﺎ ﺫﻫﺒﺖ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背诵《古兰经》人的例子，就像拴骆驼的人一样；
如果他看守它，他就能拴住了它；如果他任其自由，它就
会走失。” ②
P340F

在《穆斯林圣训集》中传述：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88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03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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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ﻭﺇﺫﺍ ﻗﺎﻡ ﺻﺎﺣﺐ ﺍﻟﻘﺮﺁﻥ ﻓﻘﺮﺃﻩ ﺑﺎﻟﻠﻴﻞ ﻭﺍﻟﻨﻬﺎﺭ ﺫﻛﺮﻩ ﻭﺇﺫﺍ ﱂ ﻳﻘﻢ ﺑﻪ ﻧﺴﻴ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当背诵《古兰经》的人，在昼夜的礼拜之中诵读它，
他就能记忆它；如果他没有诵读它，他就会忘记它。” ①
P341F

9-有时允许集体礼副功拜。
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有时集体
礼副功拜，有时单独礼副功拜；但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单独
礼的副功拜；他曾经带着侯宰法礼过一次，②带着伊本阿巴
P342F

P

斯礼过一次，③带着艾奈斯和他的母亲以及一个孤儿礼过一
P34F

P

次， ④带着伊本麦斯欧德礼过一次， ⑤带着奥菲·本·马力
P34F

P

P345F

P

克礼过一次，⑥带着艾奈斯和他的母亲及艾奈斯姨妈礼过一
P346F

P

次，⑦带着欧特巴奴·本·马力克礼过一次，带着艾布白克
P347F

P

尔礼过一次， ⑧ 他带着他的圣门弟子在欧斯曼家中礼过一
P348F

P

次。⑨但是，不要把这些当作被强调的圣行；如果偶尔礼一
P349F

P

次并无妨碍，但是斋月里的间歇拜除外，因为集体礼它是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89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27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63 段
④
《穆斯林圣训集》第 658 段
⑤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73 段
⑥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873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1049 段
⑦
《穆斯林圣训集》第 660 段
⑧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8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3 段
⑨
《穆俄尼》2/567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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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叮嘱的圣行。 ①
P350F

10-以威特尔结束夜间拜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ﺍﺟﻌﻠﻮﺍ ﺁﺧﺮ ﺻﻼﺗﻜﻢ: 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ﺑﺎﻟﻠﻴﻞ ﻭﺗﺮ ﹰﺍ

“你们当以威特尔拜结束你们的夜间拜。”
在《穆斯林圣训集》中传述：

ﻓﺈ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ﻣﻦ ﺻﲆ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ﻓﻠﻴﺠﻌﻞ ﺁﺧﺮ ﺻﻼﺗﻪ ﻭﺗﺮ ﹰﺍ ]ﻗﺒﻞ ﺍﻟﺼﺒﺢ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 ﻛﺎﻥ ﻳﺄﻣﺮ ﺑﺬﻟﻚ

“谁在夜里礼拜，让他把自己最后的拜功，礼为威特
尔拜（在黎明前）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曾经就是这样命令的。” ②
P351F

11-计算睡觉和起床的时间，以便获得睡觉和醒来的报酬
穆阿兹·本·杰百里和艾布穆沙·艾斯阿利（愿主喜
悦他俩）的讨论做善功。

ﻗﺪ ﺗﺬﺍﻛﺮ ﻣﻌﺎﺫ ﺑﻦ ﺟﺒﻞ ﻭﺃﺑﻮ ﻣﻮﺳﻰ ﺍﻷﺷﻌﺮ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ﺍﻷﻋﲈﻝ
①

《宜合提亚尔》作者：伊本泰怡米耶，第 98 页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51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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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ﻓﻜﻴﻒ: ﻗﺎﻝ،ﺗﻔﻮﻗ ﹰﺎ
ﺃﺗﻔﻮ ﹸﻗ ﹸﻪ ﱡ
 ﹼ: ﻳﺎ ﻋﺒﺪ ﺍﷲ ﻛﻴﻒ ﺗﻘﺮﺃ ﺍﻟﻘﺮﺁﻥ؟ ﻗﺎﻝ: ﻓﻘﺎﻝ ﻣﻌﺎﺫ،ﺍﻟﺼﺎﳊﺔ

 ﻓﺄﻗﺮﺃ ﻣﺎ، ﺃﻧﺎﻡ ﺃﻭﻝ ﺍﻟﻠﻴﻞ ﻓﺄﻗﻮﻡ ﻭﻗﺪ ﻗﻀﻴﺖ ﺟﺰﺋﻲ ﻣﻦ ﺍﻟﻨﻮﻡ:ﺗﻘﺮﺃ ﺃﻧﺖ ﻳﺎ ﻣﻌﺎﺫ؟ ﻗﺎﻝ

ﻛﻴﻒ ﺗﻘﺮﺃ: ﻭﻓﻘﺎﻝ ﻣﻌﺎﺫ ﻷﰊ ﻣﻮﺳﻰ،ﻛﺘﺐ ﺍﷲ ﱄ ﻓﺄﺣﺘﺴﺐ ﻧﻮﻣﺘﻲ ﻛﲈ ﺃﺣﺘﺴﺐ ﻗﻮﻣﺘﻲ
، ﺃﻣﺎ ﺃﻧﺎ ﻓﺄﻗﻮﻡ ﻭﺃﻧﺎﻡ: ﻗﺎﻝ، ﻭﺃﺗﻔﻮﻗﻪ ﺗﻔﻮﻗ ﹰﺎ، ﻭﻋﲆ ﺭﺍﺣﻠﺘﻲ، ﻗﺎﺋ ﹰﲈ ﻭﻗﺎﻋﺪ ﹰﺍ:ﺍﻟﻘﺮﺁﻥ؟ ﻗﺎﻝ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ﻓﺄﺣﺘﺴﺐ ﻧﻮﻣﺘﻲ ﻛﲈ ﺃﺣﺘﺴﺐ ﻗﻮﻣﺘﻲ

穆阿兹说：
“阿布杜拉啊！你是怎样诵读《古兰经》的？”
他说：
“我坚持在昼夜诵读一会《古兰经》
，休息一会。
”①他
P352F

P

问：“穆阿兹啊！你又是怎样诵读的呢？”他说：“我在夜
初睡觉，当我睡一会之后，我就起来诵读真主为我所规定
的《古兰经》，我计算我的睡眠，犹如我计算我起床的时间
一样。”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穆阿兹对艾布穆沙说：
“你是
怎样诵读《古兰经》的？”他说：
“根据我休息的情况，我
坚持在昼夜坐着或者站着诵读一会《古兰经》，休息一会。”
他说：“至于我，我起床，然后我睡觉，我计算我的睡眠，
犹如我计算我起床的时间一样。
”②
P35F

哈菲茹伊本哈哲尔说：
“他的意思是：他希望在休息的
时候，能得到类似他工作时所得到的报酬一样，如果他的
休息是为了帮助他崇拜真主，他确已得到了报酬。
”③
P354F

①

艾布穆萨·艾勒艾斯阿利的名字是：阿布杜拉·本·盖依斯。
《布哈里圣训集》第 4341-434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733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8/62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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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阿布杜拉·本·巴兹
说：
“在其中有圣门弟子和其他人良好的品行，他们之间互
相学习；在其中有计算时间，以便获得睡觉和起床时的报
酬；穆斯林应该检查自己的时间，查看自己的事情：安排
一段时间为诵读、学习《古兰经》，一段时间为其它的事情，
一段时间为家人……。
”
12-长时间地礼拜（夜间拜），并且多多地鞠躬和叩头，而
不使他感到困难，这是最贵重的夜间拜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ﺃﻓﻀﻞ ﺍﻟﺼﻼﺓ ﻃﻮﻝ: ﻗﺎﻝ 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 ﺍﷲ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ﺍﻟﻘﻨﻮﺕ

“最贵重的拜功就是长时间地礼拜。” ①
P35F

主使者的仆人梢巴努的传述，有人问他：
“什么样的工
作能使他进入天堂？”或者他说：
“什么样的工作真主最喜
欢？”他说：
“

ﹴ
 ﺃﻥ ﺭﺟ ﹰ، ﻋﻦ ﺛﻮﺑﺎﻥ ﻣﻮﱃ ﺭﺳﻮﻝ ﺍﷲ
 ﺃﻭ،ﻋﻤﻞ ﻳﺪﺧﻞ ﺑﻪ ﺍﳉﻨﺔ
ﻼ ﺳﺄﻟﻪ ﻋﻦ

 »ﻋﻠﻴﻚ ﺑﻜﺜﺮﺓ: ﻋﻦ ﺫﻟﻚ ﻓﻘﺎﻝ ﺳﺄﻟ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ﻓﻘﺎﻝ،ﺑﺄﺣﺐ ﺍﻷﻋﲈﻝ ﺇﱃ ﺍﷲ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5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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ﱠ
ﻭﺣﻂ ﻋﻨﻚ ﲠﺎ
ﻓﺈﻧﻚ ﻻ ﺗﺴﺠﺪ ﷲ ﺳﺠﺪﺓ ﺇﻻ ﺭﻓﻌﻚ ﺍﷲ ﲠﺎ ﺩﺭﺟﺔ،ﺍﻟﺴﺠﻮﺩ ﷲ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ﺧﻄﻴﺌﺔ

我曾经请教过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这个问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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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P356F

莱比阿·本·开阿拜·艾勒艾斯莱米（愿主喜悦他）
的传述，他说：

 ﻓﺂﺗﻴﻪ  ﻛﻨﺖ ﺃﺑﻴﺖ ﻣﻊ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ﺭﺑﻴﻌﺔ ﺑﻦ ﻛﻌﺐ ﺍﻷﺳﻠﻤﻲ

ﻏﲑ
 » ﹶﺃﻭ ﹶ: ﻗﺎﻝ. ﺃﺳﺄﻟﻚ ﻣﺮﺍﻓﻘﺘﻚ ﰲ ﺍﳉﻨﺔ: »ﺳﻞ« ﻓﻘﻠﺖ:ﻓﻘﺎﻝ ﱄ،ﺑﻮﺿﻮﺋﻪ ﻭﺣﺎﺟﺘ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 »ﻓﺄﻋﻨﱢﻲ ﻋﲆ ﻧﻔﺴﻚ ﺑﻜﺜﺮﺓ ﺍﻟﺴﺠﻮﺩ: ﻗﺎﻝ. ﻫﻮ ﺫﺍﻙ:ﺫﻟﻚ؟« ﻗﻠﺖ
我曾经陪同圣人（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过夜，
我为他准备了洗小净的水和他所需之物，他对我说：
“你要
求吧！”我说：“我要求在天堂里陪伴您。”他（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还有其它的吗？”我说：“仅此而
已。”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那你就以多多
地叩头为你自己来帮助我吧！” ②
P35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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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48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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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ﻗﺮﺏ ﻣﺎ ﻳﻜﻮﻥ ﺍﻟﻌﺒﺪ ﻣﻦ ﺭﺑﻪ ﻭﻫﻮ: ﻗﺎﻝ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 ﻓﺄﻛﺜﺮ ﺍﻟﺪﻋﺎﺀ،ﺳﺎﺟﺪ

“仆人最接近他的养主，是在他叩头和多多祈求的时
候。” ①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传述，主的使者（愿
P358F

P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ﺃﻣﺎ ﺍﻟﺮﻛﻮﻉ ﻓﻌﻈﻤﻮﺍ ﻓﻴﻪ: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ﻳﺮﻓﻌﻪ ﺇﱃ ﺍﻟﻨﺒﻲ
 ﹺ، ﻭﺃﻣﺎ ﺍﻟﺴﺠﻮﺩ ﻓﺎﺟﺘﻬﺪﻭﺍ ﰲ ﺍﻟﺪﻋﺎﺀ،ﺍﻟﺮﺏ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ﻓﻘﻤ ﹲﻦ ﺃﻥ ﹸﻳﺴﺘﺠﺎﺏ ﻟﻜﻢ
“至于鞠躬时，你们当赞颂真主伟大；至于叩头时，

你们当努力祈祷；这对你们是被应答的。” ②
P359F

针对这些《圣训》
，学者们对于哪一种拜功是最贵重产
生了分歧：是长时间地站立（诵读），叩头少最贵呢？还是
念的短，多鞠躬和叩头最贵呢？部分学者主张：
“多多鞠躬
和叩头比长时间地站立更贵重；伊玛目艾哈默德的部分弟
子选择了这种说法，因为上面提到的《圣训》证明叩头更
贵重；
部分学者主张：两种一样贵重。
部分学者主张：长时间地站立（诵读《古兰经》
）比多
多地鞠躬和叩头更贵重。犹如贾比尔在前面所传述的《圣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482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47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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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 ①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P360F

P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ﺃﻓﻀﻞ ﺍﻟﺼﻼﺓ ﻃﻮﻝ ﺍﻟﻘﻨﻮﺕ
“最贵重的拜功就是长时间地礼拜。” ②
P361F

伊玛目脑威说：
“我知道学者们一致公认古奴特在这儿
的意思就是站立（诵读《古兰经》）。” ③伊玛目泰摆勒在关
P362F

P

于真主的言辞：

ﹶﺎﺀ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ﺳ ﹺ
٩ : ﺳﻮﺭﺓ ﺍﻟﺰﻣﺮﺍﻵﻳﺔﺎﺟﺪﹰ ﺍ ﹶﻭ ﹶﻗﺎﺋﹺ ﹰﲈ
 ﹶﺃ ﱠﻣ ﹾﻦ ﹸﻫ ﹶﻮ ﹶﻗﺎﻧﹺ ﹲ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ﺖ ﺁﻧ ﹶ

【（情况更好的，是你呢？）还是那些在夜间专心侍主，

叩头立正。】中所提到的‘嘎义曼’和‘嘎尼图’时说：
“它
在这儿的意思是：在礼拜中站着诵读《古兰经》的人……。”
另一部分人说：“它的意思是顺从，‘嘎尼图’即是顺从的
人。
”④
P36F

伊本凯西尔说：
“
【（情况更好的，是你呢？）还是那些
在夜间专心侍主，叩头立正。】中所提到的‘嘎义曼’和‘嘎
尼图’在这儿的意思是：在叩头和站立的时候。
”因此，主
张古奴特的意思是：
‘在礼拜中谦恭，并不是单单地站立’
的人引证了这节经文，同样，另外一部分人也是这样主张
的。伊本麦斯欧德说：“‘嘎尼图’就是顺从真主和他使者
①

《穆俄尼》2/564
《穆斯林圣训集》第 756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注释》6/281
④
《贾米欧勒白亚尼》1/267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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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人。” ①
P364F

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怡米耶选择了长时间地站着礼拜
（诵读《古兰经》
）、鞠躬和叩头比多多地站着礼拜（《古兰
经》念的短）
、多鞠躬和多叩头更适合。 ②
P365F

我听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阿布杜拉·本·巴兹
说：
“学者们对哪一种最贵重产生了争执：是长时间地站立
（诵读），叩头少，最贵呢？还是念的短，多鞠躬和叩头最
贵呢？他们中有人说这种最贵，有人说那种最贵。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的礼拜是中庸的，如果他当
时站立的时间长，他鞠躬和叩头的时间就长；如果他当时
站立的时间短，他鞠躬和叩头的时间就短。这是最贵重的。”
他又提到：
“最贵重的夜间拜是穆斯林礼他力所能及的、而
不使他感到困难的拜功。如果他自己愿意长时间地礼拜，
他就长时间地礼；如果他自己愿意短礼时，他就短礼；如
果他认为短礼能使他更谦恭，使他的心更接近真主、更舒
适，使他感到这种功课更愉快，每当叩头越多就越贵重。
如果穆斯林能够那样，那么最贵重的是长时间地站立（诵
读《古兰经》）、多多地鞠躬和叩头——聚集两件事情的优
点，它就是中庸的拜功，如果他站立的时间长，他鞠躬和
①

《古兰经》注释伊本凯西尔著 4/48
《法台瓦》伊本泰怡米耶著 23/71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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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头的时间就长；如果他站立的时间短，他鞠躬和叩头的
时间就短。
的确，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做
了许多的功修，他以此感到愉快；他（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曾经礼夜间拜，双脚都站裂了。于是阿依莎对他
说：

 ﱂ ﺗﺼﻨﻊ ﻫﺬﺍ ﻭﻗﺪ ﻏﻔﺮ ﺍﷲ ﻟﻚ،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ﺗﻘﻮﻝ ﻟﻪ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ﺃﻓﻼ ﺃﻛﻮﻥ ﻋﺒﺪ ﹰﺍ ﺷﻜﻮﺭ ﹰﺍ:ﻣﺎ ﺗﻘﺪﻡ ﻣﻦ ﺫﻧﺒﻚ ﻭﻣﺎ ﺗﺄﺧﺮ؟ ﻓﻴﻘﻮﻝ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啊！真主确
已饶恕了您前前后后所有的过错，您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呢？”他说：“难道我不应该成为一个感谢的仆人吗？” ①
P36F

有正确的《圣训》证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在一拜夜间拜之中诵读了《黄牛章》、《妇女章》
和《伊姆兰的家属章》。” ②
P367F

侯宰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ﻭﺁﻝ، ﺍﻟﺒﻘﺮﺓ: ﻳﺼﲇ ﺃﺭﺑﻊ ﺭﻛﻌﺎﺕ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ﻗﺮﺃ ﻓﻴﻬﻦ  ﺣﺬﻳﻔﺔﺭﺁﻩ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ﳌﺎﺋﺪﺓ ﺃﻭ ﺍﻷﻧﻌﺎﻡ، ﻭﺍﻟﻨﺴﺎﺀ،ﻋﻤﺮﺍﻥ

他看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礼了四
拜夜间拜，他在其中诵读了《黄牛章》，
《伊姆兰的家属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36-483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19-282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77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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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章》
，《宴席章》和《牲畜章》
。”

①
P368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 »ﻛﺎﻥ ﻳﺼﲇ ﺇﺣﺪ ﻋﴩﺓ ﺭﻛﻌﺔ: ﻗﺎﻟﺖ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ﻓﻴﺴﺠﺪ ﺍﻟﺴﺠﺪﺓ ﻣﻦ ﺫﻟﻚ ﻗﺪﺭ ﻣﺎ ﹸ-  ﺗﻌﻨﻲ ﺑﺎﻟﻠﻴﻞ- ﻛﺎﻧﺖ ﺗﻠﻚ ﺻﻼﺗﻪ
ﻳﻘﺮﺃ ﹶﺃ ﹶﺣﺪﹸ ﻛﹸﻢ

ﲬﺴﲔ ﺁﻳﺔ ﻗﺒﻞ ﺃﻥ ﻳﺮﻓﻊ ﺭﺃﺳﻪ«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礼了十
一拜夜间拜，他当时的礼拜，每叩一个头的时间（抬头之
前），相当于你们的一个人诵读五十节《古兰经》文的时
间。” ②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喜爱礼副功
P369F

P

拜，他不会因为崇拜伟大的真主而感到困难，礼拜使他感
到愉快。
艾奈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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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ﻭﺟ ﹺﻌﻠﺖ
 ﹸ،ﺇﱄ ﺍﻟﻨﺴﺎﺀ ﻭﺍﻟﻄﻴﺐ
 » ﹸﺣ ﱢﺒ ﹶ:  ﻕﺍ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ﺃﻧﺲ
ﺐ ﹼ

ﹸﻗ ﱠﺮ ﹸﺓ ﻋﻴﻨﻲ ﰲ ﺍﻟﺼﻼﺓ«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ﺃﲪﺪ

“我喜爱女人和香料，但我最喜爱的事情是礼拜。” ③
P370F

他把礼拜当作一种休息。沙利姆·本·艾布勒洁莱德
（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有一个人说：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873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1049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994 段
③
《奈沙伊圣训集》第 3904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3/128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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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ﺳﺎﱂ ﺑﻦ ﺃﰊ ﺍﳉﻌ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ﺟﻞ :ﻟﻴﺘﻨﻲ ﺻﻠﻴﺖ ﻭﺍﺳﱰﺣﺖ ،ﻓﻜﺄﳖﻢ

ﻋﺎﺑﻮﺍ ﻋﻠﻴﻪ ﺫﻟﻚ ،ﻓﻘ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ﻘﻮﻝ» :ﻳﺎ ﺑﻼﻝ ﺃﻗﻢ ﺍﻟﺼﻼﺓ ﺃﺭﺣﻨﺎ ﲠﺎ«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但愿我的礼拜对我是一种休息。”当时人们都谴责
他，他说：
“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比俩里啊！礼拜吧，但愿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休息
P371F

）至于整个民族，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曾经对他们说：

ﻋﻠﻴﻪ

ﻗﺎﻝ  ﳍﻢ» :ﺧﺬﻭﺍ ﻣﻦ ﺍﻷﻋﲈﻝ ﻣﺎ ﺗﻄﻴﻘﻮﻥ ،ﻓﺈﻥ ﺍﷲ ﻻ ﱡ
ﻳﻤﻞ ﺣﺘﻰ ﲤ ﱡﻠﻮﺍ« ﻣﺘﻔﻖ

“你们应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的确，真主不会放弃你
②
P372F

”。们的报酬，直到你们放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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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ﴪ ﻭﻟﻦ ﹸﻳﺸﺎ ﱠﺩ
ﺍﻟﺪﻳﻦ ﺃﺣﺪﹲ
ﹶ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ﺃﻧﻪ ﻗﺎﻝ» :ﺇﻥ ﺍﻟﺪﻳﻦ ﹸﻳ ﹾ ﹲ

ﺇﻻ ﹶﻏ ﹶﻠ ﹶﺒ ﹸﻪ ،ﻓﺴﺪﱢ ﺩﻭﺍ ﻭﻗﺎﺭﺑﻮﺍ ،ﻭﺃﺑﴩﻭﺍ ،ﻭﺍﺳﺘﻌﻴﻨﻮﺍ ﺑﺎﻟﻐﺪﻭﺓ ﻭﺍﻟﺮﻭﺣﺔ ،ﻭﳾﺀ ﻣﻦ
ﺍﻟﺪﱡ ﳉﺔ ،ﻭﺍﻟﻘﺼﺪﹶ ﺍﻟﻘﺼﺪﹶ ﺗﺒﻠﻐﻮﺍ«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伊斯兰确是简单易行的，所以，人人都能遵守，故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985-498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97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2 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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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当适中工作，你们当中庸，你们当报喜，并当在早晚
和夜里的一段时间向真主求援助，你们当虔诚敬意地做自
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①
P37F

我听伊玛目伊本巴兹说：
“这证明对于我们最贵的是中
庸，而不是让我们感到困难、厌烦地长时间站立（礼拜），
甚至让我们感到我们不能平静地去崇拜真主。信士礼拜，
努力地崇拜真主，而不是困难；不然他对所有的事情都是
中庸的，而不至于使他厌烦功修。”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9，646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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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夜间拜的特殊原因：
1-认识夜间拜的贵重
礼夜间拜人的地位是在真主的阙前，对他们有今后两
世的幸福，有天堂的回赐；真主作证他们有完美的信仰，
他们与那些没有知识人的地位不是相等的。夜间拜是进入
天堂的因素之一，它能升高在天堂中的地位，它是真主清
廉仆人的行为；夜间拜能使信士高贵，信道的人们应该踊
跃地去礼夜间拜。
2-识破恶魔阻扰人礼夜间拜，恐吓人们放弃夜间拜的阴谋
诡计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ﺭﺟﻞ ﻧﺎﻡ ﻟﻴﻠﺔ ﺣﺘﻰ ﺃﺻﺒﺢ ﻛﺮ ﻋﻨﺪ ﺍﻟﻨﺒﻲ
 ﹸﺫ ﹶ: 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ﰲ ﺃﺫﻧﻴ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ﺃﻭ ﻗﺎﻝ،« »ﺫﺍﻙ ﺭﺟﻞ ﺑﺎﻝ ﺍﻟﺸﻴﻄﺎﻥ ﰲ ﺃﺫﻧﻪ:ﻗﺎﻝ

有人在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面前提到一
个人，夜里睡觉一直睡到清晨，真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①

并使其平安）说：
“恶魔已经在那个人的耳朵里尿尿了。”
P374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44，327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7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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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真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ﺎﻥ ﹶﻋ ﹶﲆ ﹶﻗﺎﻓﹺ ﹶﻴ ﹺﺔ ﹶﺭ ﹾﺃ ﹺ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ﹶـ ﹾﻌ ﹺﻘﺪﹸ ﱠ
ﺱ
ﺍﻟﺸ ﹾﻴ ﹶﻄ ﹸ
ﻼﺙ ﹸﻋ ﹶﻘ ﹴﺪ ،ﹶﻳ ﹾ ﹺ
ﻚ ﹶﻟ ﹾﻴ ﹲﻞ ﹶﻃ ﹺﻮ ﹲ
ﹶﺃ ﹶﺣ ﹺﺪﻛ ﹾﹸﻢ ﺇ ﹶﺫﺍ ﹸﻫ ﹶﻮ ﻧﹶﺎ ﹶﻡ ﹶﺛ ﹶ
ﴬ ﹸﺏ ﻋﲆ ﻣﻜﺎﻥ ﻛ ﱢﹸﻞ ﹸﻋ ﹾﻘﺪﹶ ﹴﺓ :ﹶﻋ ﹶﻠ ﹾﻴ ﹶ
ﻳﻞ
ﹶﻓ ﹾﺎﺭ ﹸﻗﺪﹾ  .ﹶﻓ ﹺ
ﺈﻥ ﹶﺻ ﱠﲆ
ﺈﻥ ﺗ ﹶﹶﻮ ﱠﺿ ﹶﺄ ﺍﻧ ﹶﹾﺤ ﱠﻠ ﹾ
ﺈﻥ ﹾﺍﺳ ﹶﺘ ﹾﻴ ﹶﻘ ﹶﻆ ﹶﻓ ﹶﺬﻛ ﹶﹶﺮ ﺍﷲ ﺍﻧ ﹶﹾﺤ ﱠﻠ ﹾ
ﺖ ﹸﻋ ﹾﻘﺪﹶ ﺓﹲ ،ﹶﻓ ﹾ
ﺖ ﹸﻋ ﹾﻘﺪﹶ ﺓﹲ ،ﹶﻓ ﹾ
ﹺ
ﺚ ﺍﻟﻨﱠ ﹾﻔ ﹺ
ﺐ ﺍﻟﻨﱠ ﹾﻔ ﹺ
ـﺢ ﹶﺧﺒﹺ ﹾﻴ ﹶ
ﺲ
ﺍﻧ ﹶﹾﺤ ﱠﻠ ﹾ
ﺲ ،ﹶﻭ ﱠﺇﻻ ﹶﺃ ﹾﺻ ﹶﺒ ﹶ
ـﺢ ﻧﹶﺸ ﹾﻴﻄ ﹰﺎ ﹶﻃ ﱢﻴ ﹶ
ﺖ ﹸﻋ ﹾﻘﺪﹶ ﺓﹲ ،ﹶﻓ ﹶﺄ ﹾﺻ ﹶﺒ ﹶ
ﻼﻥ«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ﻛ ﹾﹶﺴ ﹶ
P

P

“当你们某人睡觉的时候，恶魔就在他的脑袋后打三

个结，每打一个结的时候，他都说：
‘夜长得很呢！你安心
；地睡吧！’如果他醒来并记念真主时，一个结就被解开了
如果他洗了小净时，另一个结也就被解开了；如果他再礼
了夜间拜时，那么，最后的一个结也就被解开了；早晨他
就会感到精神焕发、心情舒畅；否则，他就会感到心情沮
①
P375F

”。丧、无精打采

）阿布杜拉·本·阿姆尔·本·阿遂（愿主喜悦他俩
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他说：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ﺑﻦ ﺍﻟﻌﺎﺹ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ﻗﺎﻝ ﱄ ﺭﺳﻮﻝ ﺍﷲ :

»ﻳﺎ ﻋﺒﺪ ﺍﷲ ﻻ ﺗﻜﻦ ﻣﺜﻞ ﻓﻼﻥ ﻛﺎﻥ ﻳﻘﻮﻡ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ﻓﱰﻙ ﻗﻴﺎﻡ ﺍﻟﻠﻴﻞ«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阿布杜拉阿!（你当坚持礼夜间拜）不要成为类似那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4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76 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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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曾经礼夜间拜，然后又放弃它的人。”

①
P376F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
做了一个梦，他告诉了他的姐姐——信士之母——哈夫帅，
然后她又告诉了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他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ﻧﻪ ﺭﺃ ﺭﺅﻳﺎ ﻓﻘﺼﻬﺎ ﻋﲆ ﺃﺧﺘﻪ ﺣﻔﺼﺔ ﺃﻡ

 »ﻧﻌﻢ ﺍﻟﺮﺟﻞ ﻋﺒﺪ ﺍﷲ ﻟﻮ ﻛﺎﻥ: ﻓﻘﺎﻝ ﻓﻘﺼﺘﻬﺎ ﻋﲆ ﺭﺳﻮﻝ ﺍﷲ
ﺍﳌﺆﻣﻨ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ﱠ
ﻳﺼﲇ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ﻓﻜﺎﻥ ﺑﻌﺪﹸ ﻻ ﻳﻨﺎﻡ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ﺇﻻ ﻗﻠﻴ ﹰ
ﻼ«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假如阿布杜拉礼夜间拜，他真是一个幸福的人啊！”
在此之后，他夜里只睡一会儿，坚持礼夜间拜。
”

②
P37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真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ﺟﻌﻈﺮﻱ
 »ﺇﻥ ﺍﷲ ﹸﻳﺒﻐﺾ ﻛﻞ: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ﱟ

« ﻋﺎﱂﹴ ﺟﺎﻫﻞ ﺑﺄﻣﺮ ﺍﻵﺧﺮﺓ، ﲪﺎﺭ ﺑﺎﻟﻨﻬﺎﺭ، ﺟﻴﻔﺔ ﺑﺎﻟﻠﻴﻞ، ﺳﺨﱠ ﺎﺏ ﺑﺎﻷﺳﻮﺍﻕ،ﺟﻮﺍﻅ
ﱠ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ﺣﺒﺎﻥ

“真主恼怒所有粗暴的人；在市场中大声吵闹的人；
夜里像僵尸白天像驴一样叫的人；精通今世的事情而不懂
后世事情的人。”
①

③
P378F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52，113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59（185）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段，《穆斯林圣训集》第段
③
《伊本汉巴尼圣训集》72，1/273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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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希望短暂，记忆死亡
能推动工作，抵御懒惰。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
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ﺃﺧﺬ ﺭﺳﻮﻝ ﺍﷲ  ﺑﻤﻨﻜﺒﻲ

ﻓﻘﺎﻝ»:ﻛﻦ ﰲ ﺍﻟﺪﻧﻴﺎ ﻛﺄﻧﻚ ﻏﺮﻳﺐ ﺃﻭ ﻋﺎﺑﺮ ﺳﺒﻴﻞ«.ﻭﻛﺎﻥ ﺍﺑﻦ ﻋﻤﺮ ﻳﻘﻮﻝ» :ﺇﺫﺍ ﺃﻣﺴﻴﺖ

ﻓﻼ ﺗﻨﺘﻈﺮ ﺍﻟﺼﺒﺎﺡ ،ﻭﺇﺫﺍ ﺃﺻﺒﺤﺖ ﻓﻼ ﺗﻨﺘﻈﺮ ﺍﳌﺴﺎﺀ ،ﻭﺧﺬ ﻣﻦ ﺻﺤﺘﻚ ﳌﺮﺿﻚ ،ﻭﻣﻦ
ﺣﻴﺎﺗﻚ ﳌﻮﺗﻚ«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真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抓着我的
肩头说：
‘你生活在今世，应该像外来的陌生人，或者是匆
匆的过客一样’。”伊本欧麦尔曾说：
“如果你活到晚上，你
就不要等待早晨的来临；如果你活到早晨，你也不要等待
①
P379F

。晚上，你当利用生病前的健康和死亡前的生命
”
4-利用健康和空闲的时候

以便（在生病或旅行时）能得到他在健康和空闲的时
候所做工作的报酬。艾布穆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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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ﻮﺳﻰ  ﻗﺎﻝ: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ﺇﺫﺍ ﻣﺮﺽ ﺍﻟﻌﺒﺪ ﺃﻭ ﺳﺎﻓﺮ ﻛﹸﺘﺐ ﻟﻪ

ﹸ
ﻣﺜﻞ ﻣﺎ ﻛﺎﻥ ﻳﻌﻤﻞ ﻣﻘﻴ ﹰﲈ ﺻﺤﻴﺤ ﹰﺎ«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布哈里圣训集》第 6416 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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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仆人生病了，或者他旅行去了，他可以获得健
康的居家者工作的报酬。”

①
P380F

对于有理智的人，不应该失去这个伟大而又珍贵的机
会。在身体健康，居家闲暇的时候，应该努力多干善功，
直到当他无能力（有病），或者在他繁忙时，他能得到他在
健康和空闲的时候，所做工作的报酬。为此，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ﺍﻟﺼﺤﺔ ﻭﺍﻟﻔﺮﺍﻍ« ﺃﺧﺮﺟﻪ:ﻛﺜﲑ ﻣﻦ ﺍﻟﻨﺎﺱ
 »ﻧﻌﻤﺘﺎﻥ: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ﹲ
ﻣﻐﺒﻮﻥ ﻓﻴﻬﲈ ﹲ

ﺍﻟﺒﺨﺎﺭﻱ

“有两种恩惠，许多人都在其中都被骗了，它俩就是
健康和闲暇。”

②
P381F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真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叮嘱一个人说：

ﹴ
:ﻟﺮﺟﻞ ﻭﻫﻮ ﻳﻌﻈﻪ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ﻭﻏﻨﺎﻙ ﻗﺒﻞ، ﻭﺻﺤﺘﻚ ﻗﺒﻞ ﺳﻘﻤﻚ، ﺷﺒﺎﺑﻚ ﻗﺒﻞ ﻫﺮﻣﻚ:»ﺍﻏﺘﻨﻢ ﲬﺴ ﹰﺎ ﻗﺒﻞ ﲬﺲ
 ﻭﺣﻴﺎﺗﻚ ﻗﺒﻞ ﻣﻮﺗﻚ« ﺃﺧﺮﺟﻪ ﺍﳊﺎﻛﻢ، ﻭﻓﺮﺍﻏﻚ ﻗﺒﻞ ﺷﻐﻠﻚ،ﻓﻘﺮﻙ

“你应该在五件事情之前利用五件事情：老迈之前的
青春；生病之前的健康；贫穷之前的富裕；忙碌之前的闲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99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41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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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382F

5-为了能精力旺盛地去礼夜间拜与晨礼拜，鼓励早睡
艾布拜尔宰（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ﻭﺍﳊﺪﻳﺚ، ﻛﺎﻥ ﻳﻜﺮﻩ ﺍﻟﻨﻮﻡ ﻗﺒﻞ ﺍﻟﻌﺸﺎﺀ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ﺑﺮﺯﺓ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ﺑﻌﺪﻫﺎ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憎恶宵礼拜
前的睡觉和拜后的闲谈。”

②
P38F

6-睡觉的礼节——提倡带着小净睡觉
如果没有小净，应该先洗小净，然后再礼两拜小净后
的圣行拜，以正确的睡觉记念词祈求；然后捧起双手，在
其中吹口气念：《忠诚章》，《曙光章》和《世人章》；然后
用双手尽力抹自己能抹到的全身；他应该从头、脸和身体
的前面开始，抹三遍。然后念：‘库尔西’的经文，《黄牛
章》的最后两节经文和完美睡觉时的祈祷，③这也是帮助礼
P384F

P

夜间拜的因素之一。他应该采取的方法还有在他的头边放
一个闹钟提醒他；或叮嘱他身边的家人、近亲、邻居和同
学喊醒他。

①

《哈克目圣训集》4/306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461 段
③
《穆斯林的堡垒》68-78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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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点指出礼夜间拜的各种因素
不要吃的太多，白天也不要因为无益的工作而过于劳
累，但是，在白天应安排有意义工作，丝毫不要放弃；它
能帮助完成夜间拜，远离犯罪和叛逆。有人提到卲利说：
“由
于我所犯的错误，我五个月不能礼夜间拜。”
犯罪：仆人因为犯罪而失去许多福利。如夜间拜，礼
夜间拜最大的目的就是使穆斯林真诚（内心安定）
，远离异
端，远离今世的荣华。从礼夜间拜最大的目的中还有：喜
爱真主，坚信当他礼夜间拜的时候，他的主就拯救他，因
为真主是光临见证的，在漫长的夜晚，与他亲密地交谈。
在正确的《圣训》中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ﺇﻥ ﰲ ﺍﻟﻠﻴﻞ ﻟﺴﺎﻋﺔ ﻻ ﻳﻮﺍﻓﻘﻬﺎ ﻋﺒﺪ ﻣﺴﻠﻢ ﻳﺴﺄﻝ ﺍﷲ ﺧﲑ ﹰﺍ ﻣﻦ ﺃﻣﺮ: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ﻭﺫﻟﻚ ﻛﻞ ﻟﻴﻠ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ﺍﻟﺪﻧﻴﺎ ﻭﺍﻵﺧﺮﺓ ﺇﻻ ﺃﻋﻄﺎﻩ ﺇﻳﺎﻩ

“的确，在每天夜里有一段时间，任何一位穆斯林在
其中向真主祈求今后两世的幸福，真主都会给予他。” ①
P385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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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昼夜之间自由的拜功
—穆斯林可以在昼夜之间——在不被禁止的时间之内
—礼副功拜，应该两拜两拜地礼。阿布杜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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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ﺻﻼﺓ ﺍﻟﻠﻴﻞ ﻭﺍﻟﻨﻬﺎﺭ،

ﻣﺜﻨﻰ ﻣﺜﻨﻰ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①
P386F

”。……“昼夜之间的副功拜，都是两拜两拜地礼

信士们可以随意地礼副功拜。艾奈斯·本·马力克关
》于下面这节经文传述的正确的《圣训
：

ﹸﻮﲠ ﹾﻢ ﹶﻋ ﹺﻦ ﺍﻟـ ﹶﹾﻤ ﹶﻀ ﹺ
ﻮﻥ
ﺎﺟ ﹺﻊ ﹶﻳﺪﹾ ﹸﻋ ﹶ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ﰲ ﻫﺬﻩ ﺍﻵﻳﺔ  :ﹶﺗﺘ ﹶﹶﺠ ﹶﺎﰱ ﹸﺟﻨ ﹸ ﹸ
ﹺ
ﻮﻥ  ﺳﻮﺭﺓ ﺍﻟﺴﺠﺪﺓ ،ﺍﻵﻳﺔ .١٦ :ﻗﺎﻝ» :ﻛﺎﻧﻮﺍ
ﹶﺎﻫ ﹾﻢ ﹸﻳ ﹺﻨﻔ ﹸﻘ ﹶ
ﹶﺭ ﱠ ﹸﲠ ﹾﻢ ﹶﺧ ﹾﻮ ﹰﻓﺎ ﹶﻭ ﹶﻃ ﹶﻤ ﹰﻌﺎ ﹶﻭﳑﱠﺎ ﹶﺭ ﹶﺯ ﹾﻗﻨ ﹸ

ﻳﺘﻴﻘﻈﻮﻥ ﻣﺎ ﺑﲔ ﺍﳌﻐﺮﺏ ﻭﺍﻟﻌﺸﺎﺀ ﻳﺼﻠﻮﻥ« .ﻭﻛﺎﻥ ﺍﳊﺴﻦ ﻳﻘﻮﻝ» :ﻗﻴﺎﻡ ﺍﻟﻠﻴﻞ«.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

【他们肋不落床，他们以恐惧和希望的心情祈祷他们

①

《奈莎依圣训集》第 1166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295 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3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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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的主；他们分舍我所赐予他们的。】 他说：
“他们在昏礼和
P

②
P38F

P387F

。宵礼之间醒着礼拜
。”哈三当时说：“是夜间拜
”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在关于清高真主的言词：
【他们
③

在夜间只稍稍睡一下】 时说：
P

P389F

ﻮﻥ 
ﻋﻦ ﺃﻧﺲ  ﺃﻧﻪ ﻗﺎﻝ ﰲ ﻗﻮﻟﻪ ﺗﻌﺎﱃ  :ﻛﹶﺎﻧﹸﻮﺍ ﹶﻗﻠﹺﻴﻼ ﱢﻣ ﹶﻦ ﺍﻟ ﱠﻠ ﹾﻴ ﹺﻞ ﹶﻣﺎ ﹶ ﹾﳞ ﹶﺠ ﹸﻌ ﹶ

ﺳﻮﺭﺓ ﺍﻟﺬﺍﺭﻳﺎﺕ ،ﺍﻵﻳﺔ .١٧ :ﻗﺎﻝ» :ﻛﺎﻧﻮﺍ ﻳﺼﻠﻮﻥ ﰲ ﻣﺎ ﺑﲔ ﺍﳌﻐﺮﺏ ﻭﺍﻟﻌﺸﺎﺀ ﻭﻛﺬﻟﻚ
ﹸﻮﲠ ﹾﻢ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ﹶﺗﺘ ﹶﹶﺠ ﹶﺎﰱ ﹸﺟﻨ ﹸ ﹸ

“他们当时在昏礼和宵礼之间礼拜（副功拜）；同样，
④
P390F

。】【他们肋不落床

侯宰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ﻋﻦ ﺣﺬﻳﻔﺔ »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ﺻﲆ ﺍﳌﻐﺮﺏ ﻓﲈ ﺯﺍﻝ ﻳﺼﲇ ﰲ ﺍﳌﺴﺠﺪ ﺣﺘﻰ ﺻﲆ

ﺍﻟﻌﺸﺎﺀ ﺍﻵﺧﺮﺓ«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礼完昏礼拜
⑤
P391F

。之后，一直在清真寺里礼拜，直到他礼完宵礼拜

在侯宰法（愿主喜悦他）的另一传述中：他的母亲问
他：

ﻋﻦ ﺣﺬﻳﻔﺔ  ﻗﺎﻝ :ﺳﺄﻟﺘﻨﻲ ﺃﻣﻲ :ﻣﺘﻰ ﻋﻬﺪﻙ ﺑﺎﻟﻨﺒﻲ ؟ ﻓﻘﻠﺖ :ﻣﺎ ﱄ ﺑﻪ ﻋﻬﺪ
①

《叩头章》第 16 节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321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196 段
③
《播种章》第 17 节
④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322 段
⑤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60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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ﻣﻨﺬ ﻛﺬﺍ ﻭﻛﺬﺍ ،ﻓﻨﺎﻟﺖ ﻣﻨﻲ ،ﻓﻘﻠﺖ ﳍﺎ :ﺩﻋﻴﻨﻲ ﺁﰐ ﺍﻟﻨﺒﻲ  ﻓﺄﺻﲇ ﻣﻌﻪ ﻭﺃﺳﺄﻟﻪ ﺃﻥ

ﻳﺴﺘﻐﻔﺮ ﱄ ﻭﻟﻚ ،ﻓﺄﺗﻴﺖ ﺍﻟﻨﺒﻲ  ﻓﺼﻠﻴﺖ ﻣﻌﻪ ﺍﳌﻐﺮﺏ ،ﻓﺼﲆ ﺣﺘﻰ ﺻﲆ ﺍﻟﻌﺸﺎﺀ ،ﺛﻢ

ﺍﻧﻔﺘﻞ ﻓﺘﺒﻌﺘﹸﻪ ،ﻓﺴﻤﻊ ﺻﻮﰐ ﻓﻘﺎﻝ» :ﻣﻦ ﻫﺬﺍ ﺣﺬﻳﻔﺔ؟« ﻗﻠﺖ :ﻧﻌﻢ ،ﻗﺎﻝ» :ﻣﺎ ﺣﺎﺟﺘﻚ
ﻏﻔﺮ ﺍﷲ ﻟﻚ ﻭﻷﻣﻚ؟« ﻗﺎﻝ» :ﺇﻥ ﻫﺬﺍ ﻣﻠﻚ ﱂ ﻳﻨﺰﻝ ﺍﻷﺭﺽ ﱡ
ﻗﻂ ﻗﺒﻞ ﻫﺬﻩ ﺍﻟﻠﻴﻠﺔ ﺍﺳﺘﺄﺫﻥ
ﻋﲇ ﻭﻳﺒﴩﲏ ﺑﺄﻥ ﻓﺎﻃﻤﺔ ﺳﻴﺪﺓ ﻧﺴﺎﺀ ﺃﻫﻞ ﺍﳉﻨﺔ ،ﻭﺃﻥ ﺍﳊﺴﻦ ﻭﺍﳊﺴﲔ
ﺭ ﱠﺑﻪ ﺃﻥ ﻳﺴﻠﻢ ﱠ

ﺳ ﱢﻴﺪﺍ ﺷﺒﺎﺏ ﺃﻫﻞ ﺍﳉﻨﺔ«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ﻭ ﺃﲪﺪ

）“你什么时间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结的盟约？”我说：“我很久都没有看见他了。”她听后对
我非常生气。我对她说：“让我去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那儿吧，我跟他礼昏礼拜，我请他为我们向
。真主求饶恕
”然后，我来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这儿，我跟他礼了昏礼拜，他一直礼拜直到礼完
宵礼拜。在他离去时，我就跟着他，他听见了我的声音，
于是问道：“是侯宰法吗？”我说：“是的。”他说：“真主
已经饶恕了你和你的母亲，你还有什么事吗？”然后他又
说：
“仅在今天夜里，有一个天使向真主祈求，准许他来向
我祝贺，并向我道喜：法图麦是天堂里妇女们的领袖，哈
①
P392F

”。三和侯赛尼是天堂里青年们的领袖
在另一段传述中提到：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781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5/40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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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ﻓﺼﲆ ﺇﱃ ﺍﻟﻌﺸﺎﺀ«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ﺧﺰﻳﻤﺔ، ﻓﺼﻠﻴﺖ ﻣﻌﻪ ﺍﳌﻐﺮﺏ »ﺃﺗﻴﺖ ﺍﻟﻨﺒﻲ
“我来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这儿，
我跟他礼了昏礼拜，他一直礼拜直到礼完宵礼拜。”

①

《伊本胡宰麦圣训集》第 1194 段

①
P3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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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有原因的副功拜
第一章
庆寺拜（庆寺拜）
按照正确的断法，无论何时进入清真寺，礼庆寺拜都是
受叮嘱的圣行
艾布盖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ﺇﺫﺍ ﺩﺧﻞ ﺃﺣﺪﻛﻢ ﺍﳌﺴﺠﺪ ﻓﻠﲑﻛﻊ: ﻗﺎﻝ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ﻗﺘﺎﺩﺓ

« »ﺇﺫﺍ ﺩﺧﻞ ﺃﺣﺪﻛﻢ ﺍﳌﺴﺠﺪ ﻓﻼ ﳚﻠﺲ ﺣﺘﻰ ﻳﺼﲇ ﺭﻛﻌﺘﲔ.«ﺭﻛﻌﺘﲔ ﻗﺒﻞ ﺃﻥ ﳚﻠ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当你们任何人进入清真寺的时候，让他礼两拜之后
再坐下。”

①
P394F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
说：

 ﹶﺩﻳﻦ ﻓﻘﻀﺎﲏ  ﻛﺎﻥ ﱄ ﻋﲆ ﺍﻟﻨﺒﻲ: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 ﺍﷲ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44，116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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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ﱢ: ﻭﺩﺧﻠﺖ ﻋﻠﻴﻪ ﰲ ﺍﳌﺴﺠﺪ ﻓﻘﺎﻝ ﱄ،ﻭﺯﺍﺩﲏ
ﺻﻞ ﺭﻛﻌﺘ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欠了我一笔帐，
然后他多还给了我一些。在清真寺里，我来到他的跟前，
①

他对我说：“你礼两拜吧！” 在他的另一传述中，他说：
P395F

P

 ﳜﻄﺐ ﻓﺠﻠﺲ ﺟﺎﺀ ﺳﻠﻴﻚ ﺍﻟﻐﻄﻔﺎﲏ ﻳﻮﻡ ﺍﳉﻤﻌﺔ ﻭ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ﻭﻋﻨﻪ

»ﺇﺫﺍ ﺟﺎﺀ ﺃﺣﺪﻛﻢ ﻳﻮﻡ:ﻭﲡﻮﺯ ﻓﻴﻬﲈ« ﺛﻢ ﻗﺎﻝ
» ﻳﺎ ﺳﻠﻴﻚ ﻗﻢ ﻓﺎﺭﻛﻊ ﺭﻛﻌﺘﲔ ﱠ:ﻓﻘﺎﻝ ﻟﻪ
ﻭﻟﻴﺘﺠﻮﺯ ﻓﻴﻬﲈ«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ﺭﻛﻌﺘﲔ
ﻓﻠﲑﻛﻊ،ﺍﳉﻤﻌﺔ ﻭﺍﻹﻣﺎﻡ ﳜﻄﺐ
ﱠ

“主麻日，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正
在演讲，塞利库勒艾图法尼来到清真寺里，就坐了下来，
使者对他说：“塞利库啊！你站起来，轻快地礼两拜。”然
后他又说：
“主麻日，当你们任何人进入清真寺的时候，伊
玛目正在演讲，那么，让他轻快地礼两拜。”

②
P396F

命令礼“庆寺拜”表示它的实质是要必须庆贺的。禁
止也说明它的实质是禁止放弃它。学者们对此产生了分歧：
是当然拜，还是圣行拜，最正确的说法是按时礼的圣行拜，
这是大众学家们的主张。伊玛目脑威说：
“庆贺清真寺的两
拜为嘉行，它是穆斯林一致公认的圣行拜。在任何时间进
入清真寺，礼庆寺拜都为嘉行的。” ③
P397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715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930，931，116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75（59）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注释》5/233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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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旅行归来时到清真寺里礼两拜平安归来的拜。
穆斯林旅行归来，在回家之前应该到清真寺里礼两拜。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ﻓﻠﲈ ﻗﺪﻡ ﺍﳌﺪﻳﻨﺔ ﺃﻣﺮﲏ ﺃﻥ، ﺑﻌﲑ ﹰﺍ  ﺍﺷﱰ ﻣﻨﻲ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ﺟﺎﺑﺮ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ﺁﰐ ﺍﳌﺴﺠﺪ ﻓﺄﺻﲇ ﺭﻛﻌﺘﲔ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买了我的一峰
骆驼，当他来到麦地那的时候，他让我来清真寺，我礼了
①

两拜“庆寺拜。” 凯阿柏·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
P398F

P

传述，

، ﻛﺎﻥ ﻻ ﻳﻘﺪﻡ ﺇﻻ ﳖﺎﺭ ﹰﺍ ﰲ ﺍﻟﻀﺤﻰ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ﻛﻌﺐ ﺑﻦ ﻣﺎﻟﻚ

«ﻓﺈﺫﺍ ﻗﺪﻡ ﺑﺪﺃ ﺑﺎﳌﺴﺠﺪ ﻓﺼﲆ ﺭﻛﻌﺘﲔ ﺛﻢ ﺟﻠﺲ ﻓ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只要是在白天
礼“杜哈拜”的时间归来，他首先到清真寺里礼两拜，然
后才坐下休息。

②
P39F

伊玛目脑威说：
“在这些《圣训》中提到，对于旅途归
来的人首先到清真寺里礼两拜为嘉行，这个拜功的目的是：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43，1801，209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15（71）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段，《穆斯林圣训集》第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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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旅行归来，这不是庆贺清真寺的两拜。我所提到的这
些都是正确的《圣训》
，在这些《圣训》中还提到，上午旅
行归来为嘉行。在其中还有：对于有威望、有地位的人，
当他从旅途中平安地归来的时候，人们都想去看望他，他
应该坐在离他家不远而又显眼的地方——要么是在清真寺
里，或者在其他的地方，给予来看望他的人方便。 ①
P40F

①

《穆斯林圣训集注释》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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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净之后的拜功
洗完小净之后的拜功，是被强调的圣行——无论在白
天或者黑夜中的任何时候。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在礼晨礼拜的时
候，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比俩里说：

 »ﻳﺎ ﺑﻼﻝ ﺣﺪﺛﻨﻲ: ﻗﺎﻝ ﻟﺒﻼﻝ ﻋﻨﺪ ﺻﻼﺓ ﺍﻟﻔﺠﺮ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ﻣﺎ:ﻳﺪﻱ ﰲ ﺍﳉﻨﺔ؟« ﻗﺎﻝ
ﺑﺄﺭﺟﻰ ﻋﻤﻞ ﻋﻤﻠﺘﻪ ﰲ ﺍﻹﺳﻼﻡ؛ ﻓﺈﲏ ﺳﻤﻌﺖ ﱠ
ﺩﻑ ﻧﻌﻠﻴﻚ ﺑﲔ ﱠ

ﻋﻤﻠﺖ ﻋﻤ ﹰ
ﻼ ﺃﺭﺟﻰ ﺃﲏ ﱂ ﺃﺗﻄﻬﺮ ﻃﻬﻮﺭ ﹰﺍ ﰲ ﺳﺎﻋﺔ ﻟﻴﻞ ﺃﻭ ﳖﺎﺭ ﺇﻻ ﺻﻠﻴﺖ ﺑﺬﻟﻚ
ﺍﻟﻄﻬﻮﺭ ﻣﺎ ﻛﺘﺐ ﱄ ﺃﻥ ﺃﺻﲇ«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比俩里啊！你告诉我，你在伊斯兰中做了什么你最
希望获得报酬的工作？的确，我在天堂中听见你在我前面
走路的声音。”他说：“我没有做什么最有希望的工作，无
论是在白天或者是黑夜，每当洗完小净之后，我就以那个
小净礼两拜应礼的拜功。”

①
P401F

伊玛目脑威说：
“在这段《圣训》中提到：小净后，拜
功的贵重，它是圣行拜；即使是在日出、日中和日落以及
在晨礼拜和晡礼拜之后——被禁止的时间之内也是允许礼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4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45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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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的，因为它是有原因的拜功。” 我听伊玛目阿布杜阿齐
P402F

P

兹·本·阿布杜拉·本·巴兹说：
“这段《圣训》已经说明，
小净后的圣行拜，无论是在白天或者是黑夜的任何时间，
都可以礼。
”
欧斯曼（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可以证明这段
尊贵的《圣训》，他在完美地洗完小净之后说：

 ﺃﻧﻪ ﺗﻮﺿﺄ ﻭﺿﻮﺀ ﹰﺍ ﻛﺎﻣ ﹰ ﻋﻦ ﻋﺜﲈﻥ
 ﺗﻮﺿﺄ ﻧﺤﻮ  ﺭﺃﻳﺖ ﺍﻟﻨﺒﻲ:ﻼ ﺛﻢ ﻗﺎﻝ

 »ﻣﻦ ﺗﻮﺿﺄ ﻧﺤﻮ ﻭﺿﻮﺋﻲ ﻫﺬﺍ ﺛﻢ ﺻﲆ ﺭﻛﻌﺘﲔ ﻻ ﳛﺪﺙ ﻓﻴﻬﲈ:ﻭﺿﻮﺋﻲ ﻫﺬﺍ ﻭﻗﺎﻝ

 ﻏﻔﺮ ﺍﷲ ﻟﻪ ﻣﺎ ﺗﻘﺪﻡ ﻣﻦ ﺫﻧﺒ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ﻧﻔﺴﻪ

“我看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洗小
净，就像我洗的这个小净一样。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谁洗了就像我所洗的这个小净一样，然后，他
专心致志地礼了两拜，真主就饶恕了他以前所犯的所有过
错’。”

②
P403F

欧格柏·本·阿米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ﻣﺎ ﻣﻦ ﻣﺴﻠﻢ ﻳﺘﻮﺿﺄ ﻓﻴﺤﺴﻦ: ﻗﺎﻝ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ﻋﻘﺒﺔ ﺑﻦ ﻋﺎﻣﺮ

 ﹲ، ﺛﻢ ﻳﻘﻮﻡ ﻓﻴﺼﲇ ﺭﻛﻌﺘﲔ،ﻭﺿﻮﺀﻩ
«ﻣﻘﺒﻞ ﻋﻠﻴﻬﲈ ﺑﻘﻠﺒﻪ ﻭﻭﺟﻬﻪ ﺇﻻ ﻭﺟﺒﺖ ﻟﻪ ﺍﳉﻨﺔ

①

《穆斯林圣训集注释》15/246
《布哈里圣训集》第 16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26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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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但凡一个穆斯林完美地洗了小净，然后他虔诚敬意
地礼两拜，只要有，他就可以进入天堂。”

①
P40F

证明小净之后的圣行拜，可以在任何时间内礼的《圣
训》有布莱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ﺑﻢ
 »ﻳﺎ ﺑﻼﻝ ﹶ: ﻓﻘﺎﻝ، ﻳﻮﻣ ﹰﺎ ﻓﺪﻋﺎ ﺑﻼﻻﹰ  ﺃﺻﺒﺢ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ﺑﺮﻳﺪﺓ

ﺳﺒﻘﺘﻨﻲ ﺇﱃ ﺍﳉﻨﺔ؟ ﻣﺎ ﺩﺧﻠﺖ ﺍﳉﻨﺔ ﱡ
 ﺩﺧﻠﺖ،ﻗﻂ ﺇﻻ ﺳﻤﻌﺖ ﺧﺸﺨﺸﺘﻚ ﺃﻣﺎﻣﻲ

ﻧﺖ ﻗﻂ
 ﻣﺎ ﺃ ﱠﺫ ﹸ،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ﻓﻘﺎﻝ ﺑﻼﻝ...ﺍﻟﺒﺎﺭﺣﺔ ﺍﳉﻨﺔ ﻓﺴﻤﻌﺖ ﺧﺸﺨﺸﺘﻚ ﺃﻣﺎﻣﻲ

ﻋﲇ
 ﻭﺭﺃﻳﺖ ﺃﻥ ﷲ ﱠ، ﻭﻣﺎ ﺃﺻﺎﺑﻨﻲ ﺣﺪﺙ ﻗﻂ ﺇﻻ ﺗﻮﺿﺄﺕ ﻋﻨﺪﻫﺎ،ﺇﻻ ﺻﻠﻴﺖ ﺭﻛﻌﺘﲔ
»ﲠﲈ«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ﻭﺃﲪﺪ:  ﻓﻘ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ﺭﻛﻌﺘﲔ

有一天早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喊比俩里，他说：
“比俩里啊！你为何在我之前进入了天堂？
只要我进入天堂，我就能听见在我前面你鞋子的声音，昨
天晚上我进天堂，又听见在我前面有你鞋子的声音……。”
比俩里说：
“主的使者啊！当我念完宣礼词之后，我就礼两
拜；当我坏了小净的时候，我立即就洗；
（当我洗了小净）
我就认为我应该为真主礼两拜。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就是因为这两拜。
”

②
P405F

哈菲如伊本哈哲尔说：
“这证明他当时只要小净坏了，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4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689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5/360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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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洗；只要他洗了小净，他就礼两拜，无论当时是什么
时间。”

①
P406F

这是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怡米耶的选择；小净之后的
圣行拜，即使是在被禁止的时间之内，也是可以礼的。

①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3/35
《选择》第 101 页

②

②
P407F

副功拜

212

第四章
选择拜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教授我们：对于所
有的事情，都要选择好的去做，就像他教授我们学习《古
。兰经》的篇章一样
”他说：

ﺍﻻﺳﺘﹺـﺨﹶ ﹶﺎﺭ ﹶﺓ ﹺﰲ
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 ﺍﷲ  ﻗﺎﻝ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ﹸﻳـ ﹶﻌ ﱢﻠ ﹸﻤﻨﹶﺎ ﹾ
ﺍﻷﹸ ﹸﻣ ﹺ
ـﻢ ﹶﺃ ﹶﺣﺪﹸ ﻛ ﹾﹸﻢ ﺑﹺﺎﻷﹶ ﹾﻣ ﹺﺮ ،ﹶﻓ ﹾﻠ ﹶ ﹾﲑﻛ ﹾﹶﻊ
ﻮﺭ ]ﻛﻠﻬﺎ[ ﻛﲈ ﻳﻌﻠﻤﻨﺎ ﺍﻟﺴﻮﺭﺓ ﻣﻦ ﺍﻟﻘﺮﺁﻥ ﻳﻘﻮﻝ» :ﺇ ﹶﺫﺍ ﹶﻫ ﱠ
ـﻌ ﹾﻠ ﹺ
ﹶـﺨﲑ ﹶﻙ ﺑﹺ ﹺ
ﹺ
ﹶﺭ ﹾﻛ ﹶﻌﺘ ﹾ ﹺ
ﹶ
ﻳﻀ ﹺﺔ ﹸﺛ ﱠﻢ ﹶﻳـ ﹸﻘ ﹸ
ـﻤ ﹶ
ﻚ ،ﹶﻭ ﹶﺃ ﹾﺳ ﹶﺘ ﹾﻘ ﹺﺪ ﹸﺭ ﹶﻙ
ﹶﲔ ﹺﻣ ﹾﻦ ﹶﻏ ﹾ ﹺﲑ ﺍﻟ ﹶﻔ ﹺﺮ ﹶ
ﻮﻝ» :ﺍﻟ ﱠﻠ ﹸﻬ ﱠ
ـﻢ ﱢﺇﲏ ﺃ ﹾﺳﺘ ﹸ

ﹺ
ﻚ ﺍﻟﻌﻈﹺﻴﻢﹺ ،ﹶﻓﺈﻧ ﹶ ﹺ
ﹺ
ﻚ ،ﻭ ﹶﺃﺳ ﹶﺄ ﹸﻟ ﹶ ﹺ
ﹺ
ـﻢ،
ﻚ ﻣ ﹾﻦ ﹶﻓ ﹾﻀﻠ ﹶ ﹶ
ـﻢ ﹶﻭﻻ ﹶﺃ ﹾﻋ ﹶﻠ ﹸ
ﱠﻚ ﹶﺗ ﹾﻘﺪ ﹸﺭ ﹶﻭﻻ ﹶﺃ ﹾﻗﺪ ﹸﺭ ،ﹶﻭ ﹶﺗ ﹾﻌ ﹶﻠ ﹸ
ﺑﹺ ﹸﻘﺪﹾ ﹶﺭﺗ ﹶ ﹶ ﹾ

ﹾﺖ ﹶﻋ ﱠﻼ ﹸﻡ ﺍﻟ ﹸﻐ ﹸﻴ ﹺ
ـﻢ ﹶﺃ ﱠﻥ ﹶﻫ ﹶﺬﺍ ﺍﻷﹶ ﹾﻣ ﹶﺮ ]ﺛﻢ ﻳﺴﻤﻴﻪ ﺑﻌﻴﻨﻪ[ ﹶﺧ ﹾ ﹲﲑ ﹺﱄ
ﺇﻥ ﹸﻛﻨ ﹶ
ﹶﻭ ﹶﺃﻧ ﹶ
ـﻢ ﹾ
ﹾﺖ ﹶﺗ ﹾﻌ ﹶﻠ ﹸ
ﻮﺏ ،ﺍﻟ ﱠﻠ ﹸﻬ ﱠ
ﺎﳾ ﻭﻋ ﹺ
ﹺﰲ ﹺﺩﻳﻨﹺﻲ ﻭﻣﻌ ﹺ
ﺎﺟ ﹺﻞ ﹶﺃ ﹾﻣ ﹺﺮﻱ ﹺ
ﺎﻗ ﹶﺒ ﹺﺔ ﹶﺃ ﹾﻣ ﹺﺮﻱ  -ﹶﺃ ﹾﻭ ﹶﻗ ﹶﺎﻝ :ﹺﰲ ﹶﻋ ﹺ
ﻭﺁﺟﻠﹺ ﹺـﻪ -ﹶﻗﺎ ﹾﻗﺪﹸ ﹾﺭ ﹸﻩ ﹺﱄ.ﻭﻳﴪﻩ
ﹶ ﹶ
ﹶﹶ ﹶ
ﺎﳾ ،ﻭﻋ ﹺ
ﹾﺖ ﹶﺗﻌ ﹶﻠـﻢ ﹶﺃ ﱠﻥ ﻫ ﹶﺬﺍ ﺍﻷﹶﻣﺮ ﹶﴍ ﹺﱄ ﹺﰲ ﹺﺩﻳﻨﹺﻲ ﻭﻣﻌ ﹺ
ﺎﻗ ﹶﺒ ﹺﺔ
ﱄ ،ﺛﻢ ﺑﺎﺭﻙ ﱄ
ﻓﻴﻪ،ﻭ ﹾ
ﹶ ﹶ
ﹶﹶ ﹶ
ﹶ
ﹶ
ﺇﻥ ﹸﻛﻨ ﹶ ﹾ ﹸ
ﹾﹶ ﱞ
ﺎﺟ ﹺﻞ ﹶﺃ ﹾﻣ ﹺﺮﻱ ﹺ
ﹶﺃ ﹾﻣ ﹺﺮﻱ  -ﹶﺃ ﹾﻭ ﹶﻗ ﹶﺎﻝ ﹺﰲ ﹶﻋ ﹺ
ﺎﴏ ﹾﻓ ﹸﻪ ﹶﻋﻨﱢﻲ ﹶﻭ ﹾ ﹺ
ﻭﺁﺟﻠﹺ ﹺـﻪ -ﹶﻓ ﹾ ﹺ
ﺍﴏ ﹾﻓﻨﹺﻲ ﹶﻋﻨﹾـ ﹸﻪ ،ﹶﻭﺍ ﹾﻗﺪﹸ ﹾﺭ ﹺ ﹶﱄ ﹶ
ﺍﳋ ﹾ ﹶﲑ
ﹺ
ﹺ ﹺ
ﹶﺣ ﹾﻴ ﹸ
ﺎﺟﺘﹶـ ﹸﻪ « »ﺛﻢ ﱢ
ﺭﺿﻨﻲ ﺑﻪ« ﺃﺧﺮﺟﻪ
ﺚﻛ ﹶ
ﹶﺎﻥ ،ﹸﺛ ﱠﻢ ﹶﺃﺭﺿﻨﻲ ﺑﹺـﻪ« .ﻗﺎﻝ » :ﹶﻭ ﹸﻳ ﹶﺴ ﱢﻤﻲ ﹶﺣ ﹶ
ﺍﻟﺒﺨﺎﺭﻱ

“如果你们任何人对某一件事情感到犹豫不定的时
候，让他礼两拜副功拜；然后他说：
“主啊！我以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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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您祈求选择，我以您的大能向您祈求能力，我向您祈求
您的宏恩。您是大能的，我是无能的；您是全知的，我是
无知的；您是彻知幽玄的主；主啊！您知道这件事（他自
己所说的那件事），如果它对于我的信仰，我的生活，以及
我的后世都是有益的——或者他说：对于我的今世和后世
——求您为我定夺吧！求您使它对我成为容易的，求您在
其中赐予我吉庆吧！您知道这件事，如果它对于我的信仰，
我的生活，以及我的后世都是有害的——或者他说：对于
我的今世和后世——求您使我远离它吧！也求您使它远离
我吧！无论何时何地，都求您为我定夺有益的，然后求您
使我喜爱它吧！他在祈祷之际应说出所选择的事情。”

①
P408F

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怡米耶的选择是：穆斯林因为某
件事情，如果推迟到允许礼拜的时间之内去礼，他就会失
去它，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在被禁止的时间之内礼选择
拜。

①

②
P409F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62，6382，7390 段
《选择》101，《哈里圣训集注释》1/183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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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忏悔拜是圣行
》阿里传述的《圣训
，他说：
“我曾经是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了某段
《圣训》，真主意欲，他就使那句话有益于我。如果某位圣
门弟子告诉我一段《圣训》，我就要求他发誓，如果他对我
。发了誓，我就相信他
”艾布白克尔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
他告诉我，他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ﻋﲇ  ﻗﺎﻝ :ﻛﻨﺖ ﺭﺟ ﹰ
ﻼ ﺇﺫﺍ ﺳﻤﻌﺖ ﻣﻦ ﺭﺳﻮﻝ ﺍﷲ  ﺣﺪﻳﺜ ﹰﺎ ﻧﻔﻌﻨﻲ ﺍﷲ

ﻣﻨﻪ ﺑﲈ ﺷﺎﺀ ﺃﻥ ﻳﻨﻔﻌﻨﻲ ،ﻭﺇﺫﺍ ﺣﺪﺛﻨﻲ ﺃﺣﺪ ﻣﻦ ﺃﺻﺤﺎﺑﻪ ﺍﺳﺘﺤﻠﻔﺘﻪ ﻓﺈﺫﺍ ﺣﻠﻒ ﱄ

ﺻﺪﻗﺘﻪ ،ﻭﺣﺪﺛﻨﻲ ﺃﺑﻮ ﺑﻜﺮ ،ﻭﺻﺪﻕ ﺃﺑﻮ ﺑﻜﺮ  ﺃﻧﻪ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ﻘﻮﻝ:
»ﻣﺎ ﻣﻦ ﹴ
ﻋﺒﺪ ﻳﺬﻧﺐ ﺫﻧﺒ ﹰﺎ ﻓﻴﺤﺴﻦ ﺍﻟﻄﻬﻮﺭ ،ﺛﻢ ﻳﻘﻮﻡ ﻓﻴﺼﲇ ﺭﻛﻌﺘﲔ ،ﺛﻢ ﻳﺴﺘﻐﻔﺮ ﺍﷲ ﺇﻻ

ﻏﻔﺮ ﺍﷲ ﻟﻪ« ﺛﻢ ﻗﺮﺃ ﻫﺬﻩ ﺍﻵﻳﺔ  :ﻭﺍ ﱠﻟ ﹺﺬﻳﻦ ﺇﹺ ﹶﺫﺍ ﹶﻓﻌ ﹸﻠﻮ ﹾﺍ ﹶﻓ ﹺ
ﺎﺣ ﹶﺸ ﹰﺔ ﹶﺃ ﹾﻭ ﹶﻇ ﹶﻠ ﹸﻤﻮ ﹾﺍ ﹶﺃ ﹾﻧ ﹸﻔ ﹶﺴ ﹸﻬ ﹾﻢ ﹶﺫﻛ ﹸﹶﺮﻭ ﹾﺍ
ﹶ
ﹶ
ﹶ
ﹺ
ﺎﺳ ﹶﺘ ﹾﻐ ﹶﻔ ﹸﺮﻭ ﹾﺍ ﻟﹺ ﹸﺬﻧ ﹺ
ﹸﻮﲠﹺ ﹾﻢ ﹶﻭ ﹶﻣﻦ ﹶﻳﻐ ﹺﹾﻔ ﹸﺮ ﱡ
ﴫﻭ ﹾﺍ ﹶﻋ ﹶﲆ ﹶﻣﺎ ﹶﻓ ﹶﻌ ﹸﻠﻮ ﹾﺍ ﹶﻭ ﹸﻫ ﹾﻢ
ﺍﻟﺬﻧ ﹶ
ﺍﷲ ﹶﻓ ﹾ
ﹸﻮﺏ ﺇﹺﻻﱠ ﺍﷲ ﹶﻭ ﹶﱂ ﹾ ﹸﻳ ﱡ
ﻮﻥ ﺳﻮﺭﺓ ﺁﻝ ﻋﻤﺮﺍﻥ ،ﺍﻵﻳﺔ. «١٣٥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
ﹶﻳ ﹾﻌ ﹶﻠ ﹸﻤ ﹶ

“没有任何仆人犯了罪，而随即起身沐浴、礼拜、求

主饶恕则已，只要有真主都恕饶他。”然后他念了下面这节
《古兰经》文：【那些人，当他们做了丑事或自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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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记念真主，且为自己的罪恶而求饶——除真主外，谁
能赦宥罪恶呢？他们没有明知故犯地怙恶不悛。】

①
P410F

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怡米耶的选择：即使在被禁止的
时间之内，也要礼忏悔拜，因为忏悔必须立即完成，他礼
两拜为嘉行的。

①

②
P41F

《伊姆兰家族章》第 135 节，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521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06
段
②
《法台瓦》2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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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诵读《古兰经》中叩头经文时的叩头
第一节：诵读《古兰经》中叩头经文时叩头的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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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ﺍﻟﺴ ﹾﺠﺪﹶ ﹶﺓ ﹶﻓ ﹶﺴ ﹶﺠﺪﹶ ،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ﺇ ﹶﺫﺍ ﹶﻗ ﹶﺮ ﹶﺃ ﺍ ﹾﺑ ﹸﻦ ﺁ ﹶﺩ ﹶﻡ ﱠ
ﻮﻝ :ﻳﺎ ﻭﻳ ﹶﻠـﻪ- ،ﻭ ﹺﰲ ﹺﺭﻭﺍﻳ ﹴﺔ -ﻳﺎ ﻭﻳ ﹺﲇ ﹸﺃ ﹺﻣﺮ ﺍﺑﻦ ﺁﺩﻡ ﺑﹺﺎﻟﺴﺠ ﹺ
ﺍﻟﺸﻴ ﹶﻄ ﹸ ﹺ
ﻮﺩ
ﹶ ﹾ ﹸ ﹶﹶ ﱡ ﹸ
ﺎﻥ ﹶﻳ ﹾﺒﻜﻲ ،ﹶﻳـ ﹸﻘ ﹸ ﹶ ﹶ ﹾ ﹸ ﹶ
ﹶ ﹶ ﹶ ﹶﹾ
ﺍ ﹾﻋ ﹶﺘﺰ ﹶﹶﻝ ﱠ ﹾ
ﺍﳉﻨﹼ ﹶﺔ ،ﻭ ﹸﺃ ﹺﻣﺮ ﹸﺕ ﺑﹺﺎﻟﺴﺠ ﹺ
ﺖ ﹶﻓ ﹺﲇ ﺍﻟﻨ ﹸﱠﺎﺭ«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ﻮﺩ ﹶﻓ ﹶﺄ ﹶﺑ ﹾﻴ ﹸ
ﱡ ﹸ
ﹶﻓ ﹶﺴ ﹶﺠﺪﹶ ﹶﻓ ﹶﻠـ ﹸﻪ ﹶ ﹶ ﹾ

“如果某个人诵读到《古兰经》中叩头处而叩了头时，

恶魔就哭着离开他，并且说：‘真该死’！再另一传述中提
到‘我真该死’！阿丹的子孙奉命叩头时就叩头了，他就能
P

①

”。进入天堂；我奉命叩头时，我拒绝了，我只能进入火狱
P412F

在这段《圣训》中：鼓励在诵读《古兰经》诵读到叩头处
。时叩头
第二节：按照正确的主张，对于诵读《古兰经》的人和听

《穆斯林圣训集》第 81 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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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当诵读到叩头处时叩头是受叮嘱的圣行 ①
P413F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ﺍﻟﻨﺠﻢ ﺑﻤﻜﺔ ﻓﺴﺠﺪ ﲠﺎ ﻓﲈ ﺑﻘﻲ  ﻗﺮﺃ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ﻏﲑ ﺷﻴﺦ ﺃﺧﺬ ﻛ ﱠﻔ ﹰﺎ ﻣﻦ ﺣﴡ ﺃﻭ ﺗﺮﺍﺏ ﻭﺭﻓﻌﻪ ﺇﱃ ﺟﺒﻬﺘﻪ،ﺃﺣﺪ ﻣﻦ ﺍﻟﻘﻮﻡ ﺇﻻ ﺳﺠﺪ
«[ ﻓﺮﺃﻳﺘﻪ ﺑﻌﺪ ﺫﻟﻚ ﹸﻗﺘﹺ ﹶﻞ ﻛﺎﻓﺮ ﹰﺍ ]ﻭﻫﻮ ﺃﻣﻴﺔ ﺑﻦ ﺧﻠﻒ،]ﻓﺴﺠﺪ ﻋﻠﻴﻪ[ ﻭﻗﺎﻝ ﻳﻜﻔﻴﻨﻲ ﻫﺬﺍ
“真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麦加念
《星宿章》的时候，他在这一章之中叩了头，所有的人都
跟着他叩了头，只有一个老头除外，他捧起一捧碎石（或
者是土），拿到额前（他在上面叩头），并且说到：
‘我这样
做就可以了。’后来我看见这个老头因为叛教而被杀（那个
老头是吾麦耶·本·海来福）。”
在另一传述中，他说：

 ﻭﺳﺠﺪ  ﻓﺴﺠﺪ ﺭﺳﻮﻝ ﺍﷲ،  ﹶﻭﺍﻟﻨ ﹾﱠﺠ ﹺﻢ »ﺃﻭﻝ ﺳﻮﺭﺓ ﺃﻧﺰﻟﺖ ﻓﻴﻬﺎ ﺳﺠﺪﺓ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ﻣﻦ ﺧﻠﻔﻪ

①

法学家们对诵读《古兰经》叩头的断法，产生了分歧，伊玛目艾布哈尼法和他的弟子们
以及赞同他们主张的人说：“诵读《古兰经》的叩头是当然，证据是真主的言辞：
[٢١ ،٢٠ : ﺍﻵﻳﺘﺎﻥ، ]ﺳﻮﺭﺓ ﺍﻻﻧﺸﻘﺎﻕ  ﹶﻭﺇﹺ ﹶﺫﺍ ﹸﻗ ﹺﺮﺉﹶ ﹶﻋ ﹶﻠ ﹾﻴ ﹺﻬ ﹸﻢ ﺍ ﹾﻟ ﹸﻘ ﹾﺮﺁﻥﹸ ﻻ ﹶﻳ ﹾﺴ ﹸﺠﺪﹸ ﻭﻥﹶ،  ﹶﻓ ﹶﲈ ﹶﹸﳍ ﹾﻢ ﻻ ﹸﻳﺆﹾ ﹺﻣﻨﹸﻮﻥﹶ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他们怎能不信道呢？当别人对他们宣读《古兰经》的时候，他们怎么不叩头呢？※（此
处叩头！）】《绽裂章》第 20-21 节，他们说：“这是谴责那些放弃当然的人，因为他（诵读
《古兰经》叩头）在礼拜中是当然，犹如礼拜的叩头一样，伊斯兰大学伊本泰怡米耶选择
了这种主张。（法台瓦 23/152-162）伊玛目艾哈默德、伊玛目马力克和伊玛目沙菲尔主张
——这也是欧麦尔和他的儿子阿布杜拉的主张——诵读《古兰经》的叩头绝不是当然，不
然它是受叮嘱的圣行。《穆斯林圣训集注释》2/431，5/78 和《穆俄尼》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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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被下降有叩头章节的是《星宿章》，真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叩了头，他后面的人都叩
了头……。”

①.
7TP41F

阿布杜拉·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ﻭﺳﺠﺪ ﻣﻌﻪ،[ ]ﺑﺎﻟﻨﺠﻢ  »ﺳﺠﺪ ﺍﻟﻨﺒﻲ: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ﻭﺍﻹﻧﺲ«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ﻭﺍﳉﻦ، ﻭﺍﳌﴩﻛﻮﻥ،ﺍﳌﺴﻠﻤﻮﻥ

“真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念《星宿
章》的时候，叩了头，同他在一起所有的穆斯林、多神教
徒、精灵和人类也都跟着他叩了头。”

②
P415F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
说：

 ﻳﻘﺮﺃ ﻋﻠﻴﻨﺎ ﺍﻟﺴﻮﺭﺓ  »ﻛﺎﻥ ﺍﻟﻨﺒﻲ: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ﻓﻨﺰﺩﺣﻢ ﺣﺘﻰ ﻣﺎ ﳚﺪ ﺃﺣﺪﻧﺎ ﳉﺒﻬﺘﻪ ﻣﻮﺿﻌ ﹰﺎ ﻳﺴﺠﺪ،ﻓﻴﻬﺎ ﺍﻟﺴﺠﺪﺓ ﻓﻴﺴﺠﺪ ﻭﻧﺴﺠﺪ ﻣﻌﻪ

«ﻋﻠﻴ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我们诵读了一
章其中有叩头的经文的，
（他念到叩头的经文时）他叩了头，
我们也都跟着他叩了头，我们当时非常拥挤，甚至我们有
的人都没有找到叩头的地方。”
在《穆斯林圣训集》中传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67，1070，3853，3972，486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57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71，486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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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ﺘﻔﻖ... ﻓﻴﻘﺮﺃ ﺳﻮﺭﺓ ﻓﻴﻬﺎ ﺳﺠﺪﺓ ﻭﻧﺴﺠﺪ ﻣﻌﻪ، ﻛﺎﻥ ﻳﻘﺮﺃ ﺍﻟﻘﺮﺁﻥ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诵读《古兰
经》，他念到一章有叩头的经文时，他叩头，我们也都同着
他一起叩头……。”

①
P416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ﺍﻟﺴ ﹶﲈ ﹸﺀ ﹶ
  ﻭ، ﺖ
ﺍﻧﺸ ﱠﻘ ﹾ
 ﺇﹺ ﹶﺫﺍ ﱠ  ﰲ ﺳﺠﺪﻧﺎ ﻣﻊ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ﺎﺳ ﹺﻢ ﹶﺭ ﱢﺑ ﹶ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ﻚ
ﺍ ﹾﻗ ﹶﺮ ﹾﺃ ﺑﹺ ﹾ

“我们同着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
念《绽裂章》和《血块章》中一起叩头。”

②
P417F

这些《圣训》都证明了，诵读《古兰经》时叩头的贵
重，受叮嘱的法律依据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对它的重视。但是，还有其它的《圣训》证明诵读
《古兰经》中叩头经文时的叩头不是当然。的确，欧麦
尔·本·汗塔比（愿主喜悦他）
，主麻日在演讲台上念到《蜜
蜂章》的叩头处时，他就走下演讲台叩头，人们也都跟着
他一起叩头；但是，在另外一次主麻日的演讲中，当他念
到叩头处时，他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75，1076，107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575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578（108）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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ﺃﻥ ﻋﻤﺮ ﺑﻦ ﺍﳋﻄﺎﺏ  ﻗﺮﺃ ﻳﻮﻡ ﺍﳉﻤﻌﺔ ﻋﲆ ﺍﳌﻨﱪ ﺑﺴﻮﺭﺓ ﺍﻟﻨﺤﻞ ﺣﺘﻰ ﺇﺫﺍ ﺟﺎﺀ

ﺍﻟﺴﺠﺪﺓ ﻧﺰﻝ ﻓﺴﺠﺪ ﻭﺳﺠﺪ ﺍﻟﻨﺎﺱ ،ﺣﺘﻰ ﺇﺫﺍ ﻛﺎﻧﺖ ﺍﳉﻤﻌﺔ ﺍﻟﻘﺎﺑﻠﺔ ﻗﺮﺃ ﲠﺎ ﺣﺘﻰ ﺇﺫﺍ
ﺟﺎﺀ ﺍﻟﺴﺠﺪﺓ ﻗﺎﻝ» :ﻳﺎ ﺃﳞﺎ ﺍﻟﻨﺎﺱ ﺇﻧﲈ ﻧﻤﺮ ﺑﺎﻟﺴﺠﻮﺩ ﻓﻤﻦ ﺳﺠﺪ ﻓﻘﺪ ﺃﺻﺎﺏ ،ﻭﻣﻦ ﱂ
ﻳﺴﺠﺪ ﻓﻼ ﺇﺛﻢ ﻋﻠﻴﻪ«

“人们啊！我们已经念过了一个叩头处，谁叩头了，
他确已获得了报酬；谁没有叩头，对他也没有伤害。”欧麦
尔没有叩头。在另一传述中，他说：

»ﺇﻥ ﺍﷲ ﱂ ﻳﻔﺮﺽ ﻋﻠﻴﻨﺎ ﺍﻟﺴﺠﻮﺩ ﺇﻻ ﺃﻥ ﻧﺸﺎﺀ«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真主没有命令我们叩头（诵读《古兰经》时的叩头），
①
P418F

”。除非我们自愿

最能证明诵读《古兰经》时的叩头是受叮嘱的圣行，
而不是当然的《圣训》有：宰德·本·沙比特（愿主喜悦
》他）传述的《圣训
，他说：

ﻋﻦ ﺯﻳﺪ ﺑﻦ ﺛﺎﺑﺖ  ﻗﺎﻝ» :ﻗﺮﺃﺕ ﻋﲆ ﺍﻟﻨﺒﻲ   ﹶﻭﺍﻟﻨ ﹾﱠﺠ ﹺﻢ  ﻓﻠﻢ ﻳﺴﺠﺪ ﻓﻴﻬ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背诵《星
②
P419F

”。宿章》，他在其中没有叩头

伊玛目脑威、伊本哈哲尔和伊本古达麦偏重于宰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77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72，107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577 段

①
②

副功拜

221

德·本·沙比特传述的《圣训》
，它说明可以不叩头，因为
它是受叮嘱的圣行，而不是当然；假如它是当然，即使在
此之后，他一定要命令人们叩头。

①
P420F

哈菲如伊本哈哲尔说：
“在这一篇中，最强有力的证据，
②

就是欧麦尔传述的否认它是当然的《圣训》。
” 伊玛目阿布
P421F

P

杜阿齐兹·本·阿布杜拉·本·巴兹紧接着阐明了：
“在这
一篇中，最有力、最清楚的证据是诵读《古兰经》中叩头
经文时的叩头不是当然：宰德·本·沙比特为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背诵《星宿章》
，他在其中没有叩
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没有命令他叩
头，假如它是当然的话，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一定会命令他叩头的。
”③
P42F

第三节：如果诵读的人叩头，听的人也要叩头，如果诵读
的人没有叩头，听的人可以不叩头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
说：

 ﻳﻘﺮﺃ ﻋﻠﻴﻨﺎ ﺍﻟﺴﻮﺭﺓ ﻓﻴﻬﺎ  »ﻛﺎﻥ ﺍﻟﻨﺒﻲ: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①

《穆斯林圣训集注释》5/81，《穆俄尼》2/365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2/558
③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阿布杜拉·本·巴兹的边注）2/588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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ﺍﻟﺴﺠﺪﺓ ﻓﻴﺴﺠﺪ ﻭﻧﺴﺠﺪ ﻣﻌﻪ ﻓﻨﺰﺩﺣﻢ ﺣﺘﻰ ﻣﺎ ﳚﺪ ﺃﺣﺪﻧﺎ ﳉﺒﻬﺘﻪ ﻣﻮﺿﻌ ﹰﺎ ﻳﺴﺠﺪ
ﻋﻠﻴ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真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我们背
诵了一章有叩头的经文，
（他念到该叩头的经文时）他叩了
头，我们也都跟着他叩头，当时我们非常拥挤，甚至我们
有的人都没有找到放额头（叩头）的地方。”

①
P423F

伊本麦斯欧德对泰米米·本·哈日莱姆说——他当时
是个青年——他为他（阿布杜拉）背诵了有叩头经文的《古
兰经》，他（阿布杜拉）说：

: ﻓﻘﺮﺃ ﻋﻠﻴﻪ ﺳﺠﺪﺓ ﻓﻘﺎﻝ-  ﻭﻫﻮ ﻏﻼﻡ-  ﻟﺘﻤﻴﻢ ﺑﻦ ﹶﺣ ﹾﺬﱂ ﻗﺎﻝ ﺍ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ﺍﺳﺠﺪ ﻓﺄﻧﺖ ﺇﻣﺎﻣﻨﺎ ﻓﻴﻬﺎ«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你带着我们叩头吧，你是我们的伊玛目。”

②
P42F

倾听的人应该静听诵读者的诵读，如果诵读的人叩头，
倾听的人也就跟着他叩头，如果他没有叩头，听的人也可
③

以不叩头。

P425F

倾听的人，并不是专指倾听《古兰经》的人；他只是
经过时，听见诵读叩头的经文，诵读的人叩头，对于他不
是必须要叩头。有人对伊姆兰·本·侯帅尼说：
“有个人听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7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575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057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2/558
②

副功拜

223

见了叩头的经文，他没有坐下来叩头。”他说：“你看见他
坐下来倾听了吗？”这就像对他不是当然一样。赛勒玛努
①

艾勒法尔席说：
“我们的目的不是来听《古兰经》的。” 欧
P426F

P

斯曼说：

« »ﺇﻧﲈ ﺍﻟﺴﺠﺪﺓ ﻋﲆ ﻣﻦ ﺍﺳﺘﻤﻌﻬﺎ:ﻗﺎﻝ ﻋﺜﲈﻥ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专门倾听的人应该叩头。”至于倾听的人，就是专门
坐下来静听的人。伊本班塔来说：
“他们一致赞同，如果诵
读的人叩头，倾听的人也必须要叩头。
”

②
P427F

因为所引证的这些证据，部分学者把诵读的人和倾听
③

的人分开了。

P428F

第四节：诵读《古兰经》叩头经文的次数和地方；有下列
十五处叩头 ④
P429F

第一处：在《高处章》的最后，清高的真主说：

.٢٠٦ : ﺍﻵﻳﺔ، ﺳﻮﺭﺓ ﺍﻷﻋﺮﺍﻑ ﻭﻥ
 ﹶﻭ ﹶﻟ ﹸﻪ ﹶﻳ ﹾﺴ ﹸﺠﺪﹸ ﹶ
①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2/558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2/556
③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2/558
④
学者们对诵读《古兰经》叩头的次数产生了分歧，有人说：是十五次叩头，这是伊玛目艾
哈默德和伊玛目沙飞尔的部分学生的主张，它是正确的；有人说：是十四次叩头，这是伊
玛目艾哈默德学说中最著名的说法，也是伊玛目沙费尔和伊玛目艾布哈尼法的主张；但是
在‘哈纳必莱’法学派的主张中删去了《萨德章》中的叩头，而在‘艾哈纳夫’法学派的
主张中删去了《朝觐章》中的叩头；有人说：是十一次叩头，这是伊玛目马力克和追随他
的人所主张的。（清查看《穆斯林圣训注释》5/81）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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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他们只为他而叩头
P430F

第二处：在《雷霆章》中，清高的真主说：

ﹺ
ﺍﻵﺻ ﹺ
ﺎﻝ  ﺳﻮﺭﺓ ﺍﻟﺮﻋﺪ ،ﺍﻵﻳﺔ.١٥ :
 ﹶﻭﻇﻼﻟـ ﹸﹸﻬﻢ ﺑﹺﺎ ﹾﻟ ﹸﻐﺪﹸ ﱢﻭ ﹶﻭ ﹶ
②
P431F

】。【他们的阴影也朝夕为他而叩头

第三处：在《蜜蜂章》中，清高的真主说：

ﻭﻥ  ﺳﻮﺭﺓ ﺍﻟﻨﺤﻞ ،ﺍﻵﻳﺔ.٥٠ :
ﻮﻥ ﹶﻣﺎ ﹸﻳ ﹾﺆ ﹶﻣ ﹸﺮ ﹶ
 ﹶﻭ ﹶﻳ ﹾﻔ ﹶﻌ ﹸﻠ ﹶ
③
P432F

】。【他们遵行自己所奉的命令

第四处：在《夜行章》中，清高的真主说：

 ﹶﻭ ﹶﻳ ﹺﺰﻳﺪﹸ ﹸﻫ ﹾﻢ ﺧﹸ ﹸﺸﻮ ﹰﻋﺎ  ﺳﻮﺭﺓ ﺍﻹﴎﺍﺀ ،ﺍﻵﻳﺔ.١٠٩ :
④

【他们痛哭着俯伏下去，
】。《古兰经》使他们更恭敬
P43F

第五处：在《麦尔彦章》中，清高的真主说：

ﱡﻭﺍ ﺳﹸﺠﱠﺪﹰﺍ ﻭﹶﺑﹸﻜﹺﻴﹰﺎ  ﺳﻮﺭﺓ ﻣﺮﻳﻢ ،ﺍﻵﻳﺔ.٥٨ :
 ﹶﺧ
ﹼ
⑤
P43F

】。【他们俯伏下去叩头和哭泣

第六处：在《朝觐章》中，清高的真主说：

ﺎﺀ  ﺳﻮﺭﺓ ﺍﳊﺞ ،ﺍﻵﻳﺔ.١٨ :
 ﺇﹺ ﱠﻥ ﺍﷲ ﹶﻳ ﹾﻔ ﹶﻌ ﹸﻞ ﹶﻣﺎ ﹶﻳ ﹶﺸ ﹸ
①

《高处章》第 206 节
《雷霆章》第 15 节
③
《蜜蜂章》第 50 节
④
《夜行章》第 109 节
⑤
《麦尔彦章》第 5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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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确是为所欲为的。】

①
P435F

第七处：在《朝觐章》中，清高的真主说：

.٧٧ ، ﺍﻵﻳﺔ، ﺳﻮﺭﺓ ﺍﳊﺞ ﻮﻥ
 ﹶﻭﺍ ﹾﻓ ﹶﻌ ﹸﻠﻮﺍ ﺍﻟـﹾﺨﹶ ﹾ ﹶﲑ ﹶﻟ ﹶﻌ ﱠﻠﻜ ﹾﹸﻢ ﹸﺗ ﹾﻔﻠﹺ ﹸﺤ ﹶ
【你们应当力行善功，以便你们成功。】 ②
P436F

第八处：在《准则章》中，清高的真主说：

.٦٠ : ﺍﻵﻳﺔ، ﺳﻮﺭﺓ ﺍﻟﻔﺮﻗﺎﻥ ﻮﺭﺍ
 ﹶﻭﺯﹶﺍ ﹶﺩ ﹸﻫ ﹾﻢ ﹸﻧ ﹸﻔ ﹰ
【那使他们更加反感。】

③
P437F

第九处：在《蚂蚁章》中，清高的真主说：

 ﹶﺭ ﱡﺏ ﺍ ﹾﻟ ﹶﻌ ﹾﺮ ﹺ
.٢٦ : ﺍﻵﻳﺔ، ﺳﻮﺭﺓ ﺍﻟﻨﻤﻞ ﺵ ﺍ ﹾﻟ ﹶﻌﻈﹺﻴ ﹺﻢ
【是伟大的宝座的主。】

④
P438F

第十处：在《艾利弗，俩目，米目章》中，清高的真
主说：

.١٥ : ﺍﻵﻳﺔ، ﺳﻮﺭﺓ ﺍﻟﺴﺠﺪﺓ ﻭﻥ
ﹾﱪ ﹶ
 ﹶﻭ ﹸﻫ ﹾﻢ ﻻ ﹶﻳ ﹾﺴ ﹶﺘﻜ ﹺ ﹸ
【他们不敢妄自尊大。】

⑤
P439F

第十一处：在《萨德章》中，真主说：
①

《朝觐章》第 18 节
《朝觐章》77 节
③
《准则章》第 60 节
④
《蚂蚁章》第 26 节
⑤
《叩头章》第 15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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ﹺ
ﹶﺎﺏ  ﺳﻮﺭﺓ ﺹ ﺍﻵﻳﺔ٢٤:
 ﹶﻭ ﹶﺧ ﱠﺮ ﹶﺭﺍﻛ ﹰﻌﺎ ﹶﻭ ﹶﺃﻧ ﹶ
①
P40F

】。【他就拜倒下去，并归依他

第十二处：在《奉绥来特章》中，清高的真主说：

ﻮﻥ  ﺳﻮﺭﺓ ﻓﺼﻠﺖ ،ﺍﻵﻳﺔ.٣٨ :
 ﹶﻭ ﹸﻫ ﹾﻢ ﻻ ﹶﻳ ﹾﺴ ﹶﺄ ﹸﻣ ﹶ
②
P41F

】。【他们并不厌倦的

这是大众学者们的主张；伊玛目马力克说：
“部分前代
的学者们主张，在念到伟大真主的言辞：

ﻭﻥ  ﺳﻮﺭﺓ ﻓﺼﻠﺖ ،ﺍﻵﻳﺔ.٣٧ :
 ﺇﹺﻥ ﻛﹸﻨﺘ ﹾﹸﻢ ﺇﹺ ﱠﻳﺎ ﹸﻩ ﹶﺗ ﹾﻌ ﹸﺒﺪﹸ ﹶ
③
P42F

。【如果你们是只崇拜他的话】时叩头

第十三处：在《星宿章》的最后，清高的真主说：

ﺎﺳ ﹸﺠﺪﹸ ﻭﺍ ﷲ ﹶﻭﺍ ﹾﻋ ﹸﺒﺪﹸ ﻭﺍ  ﺳﻮﺭﺓ ﺍﻟﻨﺠﻢ ،ﺍﻵﻳﺔ.٦٢ :
 ﹶﻓ ﹾ
④
P43F

】。【你们应当为真主而叩头，应当崇拜他

第十四处：在《绽裂章》中清高的真主说：

ﻭﻥ  ﺳﻮﺭﺓ ﺍﻻﻧﺸﻘﺎﻕ ،ﺍﻵﻳﺔ.٢١ :
ﺁﻥ ﻻ ﹶﻳ ﹾﺴ ﹸﺠﺪﹸ ﹶ
 ﹶﻭﺇﹺ ﹶﺫﺍ ﹸﻗ ﹺﺮﺉﹶ ﹶﻋ ﹶﻠ ﹾﻴ ﹺﻬ ﹸﻢ ﺍ ﹾﻟ ﹸﻘ ﹾﺮ ﹸ
【当别人对他们宣读《古兰经》的时候，他们怎么不
①

《萨德章》第 24 节
《奉绥来特章》第 38 节
③
《奉绥来特章》第 37 节
④
《星宿章》第 62 节
②

副功拜

叩头呢？】

227

①
P4F

第十五处：在《血块章》中清高的真主说：

.١٩ : ﺍﻵﻳﺔ، ﺳﻮﺭﺓ ﺍﻟﻌﻠﻖ  ﹶﻭ ﹾﺍﺳ ﹸﺠﺪﹾ ﹶﻭﺍ ﹾﻗ ﹶ ﹺﱰ ﹾﺏ
【你应当为真主叩头，你应当亲近真主。】

②
P45F

在《朝觐章》中的两个叩头是根据哈立德·本·麦阿
达尼传来的《圣训》
，他说：

« »ﻓﻀﻠﺖ ﺳﻮﺭﺓ ﺍﳊﺞ ﺑﺴﺠﺪﺗﲔ: ﻗﺎﻝ ﻋﻦ ﺧﺎﻟﺪ ﺑﻦ ﻣﻌﺪﺍﻥ
“《朝觐章》因为两个叩头处而高贵。” ③
P46F

欧格拜·本·阿米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中增加的
有：
“谁没有叩这两个头，他就不要读它俩。”

④
P47F

第五节：在礼拜中，诵读到叩头的经文时，高声念大赞词
叩头是可靠的。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ﺍﻟﺴ ﹶﲈ ﹸﺀ
 ﺇﹺ ﹶﺫﺍ ﱠ : ﺃﻧﻪ ﺻﲆ ﺑﺄﺻﺤﺎﺑﻪ ﺻﻼﺓ ﺍﻟﻌﺸﺎﺀ ﻓﻘﺮﺃ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ﹶ
 ﻓﻼ،  »ﺳﺠﺪﺕ ﻓﻴﻬﺎ ﺧﻠﻒ ﺃﰊ ﺍﻟﻘﺎﺳﻢ: ﻣﺎ ﻫﺬﻩ؟ ﻗﺎﻝ: ﻓﻘﻴﻞ ﻟﻪ، ﻓﺴﺠﺪﺖ
ﺍﻧﺸ ﱠﻘ ﹾ

ﺃﺯﺍﻝ ﺃﺳﺠﺪ ﻓﻴﻬﺎ ﺣﺘﻰ ﺃﻟﻘﺎﻩ«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绽裂章》第 21 节
《血块章》第 19 节
③
《布录欧勒姆拉姆》366
④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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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带着他的同伴们礼宵礼拜的时候，念的是《绽裂
章》
，并叩了头；有人对他说：
“你这是干什么？”他说：
“我
曾经跟随艾布嘎穗姆〔即：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礼拜，在念这一章中叩过头，我一直在念这一章
中叩头，直到我去世。
”

①
P48F

第六节：诵读《古兰经》中叩头经文时的性质
谁诵读了或者是听了一节叩头的经文，他对着朝向，
念大赞词叩头，并念叩头时的祷词；起来时，不用念大赞
词、作证词以及不用出色俩目。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
主喜悦他俩）传述，他说：

 ﻳﻘﺮﺃ ﻋﻠﻴﻨﺎ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ﻛﱪ ﻭﺳﺠﺪ ﻭﺳﺠﺪﻧﺎ ﻣﻌﻪ
ﻣﺮ ﺑﺎﻟﺴﺠﺪﺓ ﱠ
 ﻓﺈﺫﺍ ﱠ،ﺍﻟﻘﺮﺁﻥ
“真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为我
们背诵《古兰经》，当他念到叩头的经文时，他就念大赞词
叩头，我们都跟着他叩头。”

②
P49F

如果他（阿布杜拉）在礼拜之中念到叩头的经文时，
他叩头时，念大赞词，当他从叩头中起来时，也念大赞词。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78，76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578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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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每个叩
头及起身时，都念大赞词。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ﺻﻠﻮﺍ ﻛﲈ ﺭﺃﻳﺘﻤﻮﲏ ﺃﺻﲇ«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ﻗﺎﻝ
①

“你们应该像看见我的礼拜那样去礼拜。” 当他在礼
P450F

P

拜之中，念到在最后的章节有叩头的经文时，如果他想鞠
躬，他就鞠躬；如果他想叩头，他就叩头，然后他站起身，
再念一些经文才鞠躬；如果他想叩头，他就叩头，然后他
站起不念任何经文就鞠躬。

②
P451F

第七节：在诵读《古兰经》中叩头经文时的叩头处叩头时
的祷词
他可以用类似他礼拜中，叩头时的祷词祈祷。圣妻阿
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ﻳﻘﻮﻝ ﰲ ﺳﺠﻮﺩ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ﳖﺎ ﻗﺎﻟﺖ

ﺍﻟﻘﺮﺁﻥ ﺑﺎﻟﻠﻴﻞ ]ﻳﻘﻮﻝ ﰲ ﺍﻟﺴﺠﺪﺓ ﻣﺮﺍﺭ ﹰﺍ[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礼夜间拜时
③

念《古兰经》，念到叩头处时，他便叩头，并（多次） 说：
P452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95 段
《穆俄尼》2/369
③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1 段
②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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ﻭﺑﴫﻩ ،ﺑﺤﻮﻟﻪ ﻭﻗﻮﺗﻪ ]ﻓﺘﺒﺎﺭﻙ ﺍﷲ
ﻭﺷﻖ ﺳﻤ ﹶﻌﻪ
»ﺳﺠﺪ ﻭﺟﻬﻲ ﻟﻠﺬﻱ ﺧﻠﻘﻪ ﱠ
ﹶ

ﺃﺣﺴﻦ ﺍﳋﺎﻟﻘﲔ[«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ﺃﲪﺪ

“我的脸为创造它的主而叩头，他以自己的方法和大
能，使我的听觉和视觉灵敏。真主真吉庆——是最好的创
①

②
P45F

”。 造者
P

P453F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传述，他说：一个人来
到圣人（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跟前，他说：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ﺟﺎﺀ ﺭﺟﻞ ﺇﱃ ﺍﻟﻨﺒﻲ  ﻓﻘﺎﻝ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ﺇﲏ ﺭﺃﻳﺖ ﺍﻟﺒﺎﺭﺣﺔ ﻓﻴﲈ ﻳﺮ ﺍﻟﻨﺎﺋﻢ ﻛﺄﲏ ﺃﺻﲇ ﺇﱃ ﺃﺻﻞ ﺷﺠﺮﺓ ،ﻓﻘﺮﺃﺕ ﺍﻟﺴﺠﺪﺓ
ﻓﺴﺠﺪﹾ ﹸﺕ ،ﻓﺴﺠﺪﹶ ﹺ
ﺕ ﺍﻟﺸﺠﺮ ﹸﺓ ﻟﺴﺠﻮﺩﻱ ،ﻓﺴﻤﻌﺘﻬﺎ ﺗﻘﻮﻝ» :ﺍﻟﻠﻬﻢ ﺍﻛﺘﺐ ﱄ ﲠﺎ ﻋﻨﺪﻙ
ﹶ ﹶ

ﺃﺟﺮ ﹰﺍ ،ﻭﺿﻊ ﻋﻨﻲ ﲠﺎ ﻭﺯﺭ ﹰﺍ ،ﻭﺍﺟﻌﻠﻬﺎ ﱄ ﻋﻨﺪﻙ ﺫﺧﺮ ﹰﺍ] ،ﻭﺗﻘ ﱠﺒ ﹾﻠﻬﺎ ﻣﻨﻲ ﻛﲈ ﺗﻘ ﱠﺒ ﹾﻠﺘﻬﺎ ﻣﻦ
ﻋﺒﺪﻙ ﺩﺍﻭﺩ[«.

“主的使者啊！昨天晚上，我梦见我在树跟前礼拜，
我念到叩头处时，我叩了头，那棵树也跟着我叩头，并且
我听到它说：
“主啊！求您以此为我在您跟前记录报酬，求
！您以此消除我的罪过！求您使它成为我在您那儿的储藏
主啊！您就像接受您的仆人达吾德圣人（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的叩头一样，接受我的叩头吧
①

《哈克姆圣训集》1/220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414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580 段，
《奈沙伊圣训集》第 1129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6/217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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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 ﻗﺮﺃ ﺳﺠﺪﺓ ﺛﻢ ﺳﺠﺪ  »ﻓﺮﺃﻳﺖ ﺍﻟﻨﺒﻲ:ﻗﺎﻝ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ﻓﺴﻤﻌﺘﻪ ﻳﻘﻮﻝ ﰲ ﺳﺠﻮﺩﻩ ﻣﺜﻞ ﻣﺎ ﺃﺧﱪﻩ ﺍﻟﺮﺟﻞ ﻋﻦ ﻗﻮﻝ ﺍﻟﺸﺠﺮﺓ«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我看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念到
叩头处的时候，他就叩头，我听到他在叩头中所说的，犹
如这个人向他描述那棵树在叩头中所说的话一样。”

①
P45F

在诵读《古兰经》中叩头处叩头的断法，就像礼拜时
叩头的断法一样。
正确的说法：在诵读《古兰经》中叩头处的叩头，即
使在禁止礼拜的时间之内也是允许的，因为它是有原因的
叩头。

②

P456F

①

《提勒米驲圣训集》第 579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053 段
《穆斯林圣训集注释》5/82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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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① 因身体康复，灾难消除时，感谢真主的叩头为嘉行
P457F

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ﴪ ﺑﻪ ﹶﺧ ﱠﺮ ﺳﺎﺟﺪ ﹰﺍ
ﴪﻩ ،ﺃﻭ ﹸﻳ ﹶ ﱡ
ﻋﻦ ﺃﰊ ﺑﻜﺮﺓ  »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ﻛﺎﻥ ﺇﺫﺍ ﺃﺗﺎﻩ ﺃﻣﺮ ﹶﻳ ﹸ ﱡ

ﺷﻜﺮ ﷲ ﺗﺒﺎﺭﻙ ﻭﺗﻌﺎﱃ «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ﻭﺃﲪﺪ

“每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遇到快
乐的事情，或者是有人向他报喜讯的时候，他便倒身下拜，
②
P458F

”。感谢清高伟大的真主

阿布杜莱哈曼·本·奥菲（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叩头叩了很长的时
间，然后他抬起头说：

ﻋﻦ ﻋﺒﺪ ﺍﻟﺮﲪﻦ ﺑﻦ ﻋﻮﻑ  ﻗﺎﻝ:ﺳﺠﺪ ﺍﻟﻨﺒﻲ ﻓﺄﻃﺎﻝ ﺍﻟﺴﺠﻮﺩ ﺛﻢ ﺭﻓﻊ ﺭﺃﺳﻪ

ﻓﻘﺎﻝ»:ﺇﻥ ﺟﱪﻳﻞ  ﺃﺗﺎﲏ ﻓﺒﴩﲏ ﻓﻘﺎﻝ :ﺇﻥ ﺍﷲ  ﻳﻘﻮﻝ» :ﻣﻦ ﺻﲆ ﻋﻠﻴﻚ ﺻﻠﻴﺖ
ﻋﻠﻴﻪ ،ﻭﻣﻦ ﺳﻠﻢ ﻋﻠﻴﻚ ﺳﻠﻤﺖ ﻋﻠﻴﻪ،ﻓﺴﺠﺪﺕ ﷲ  ﺷﻜﺮ ﹰﺍ«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吉布笠莱天使来向我报喜，清高伟大的真主说：
‘谁
祝福你，我就赐福谁，谁给你祝安，我就使谁平安。’我是

①

《穆俄尼》2/371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774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578 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394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5/45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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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感谢伟大的真主而叩头’。”

①
P459F

白拉乌·本·阿兹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派遣阿里去也门——他提
到了那段《圣训》——他说：

-  ﻓﺬﻛﺮ ﺍﳊﺪﻳﺚ-  ﺑﻌﺚ ﻋﻠ ﱠﻴ ﹰﺎ ﺇﱃ ﺍﻟﻴﻤﻦ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ﺍﻟﱪﺍﺀ ﺑﻦ ﻋﺎﺯﺏ

ﺧﺮ ﺳﺎﺟﺪ ﹰﺍ ﺷﻜﺮ ﹰﺍ ﷲ ﺗﻌﺎﱃ
 ﺍﻟﻜﺘﺎﺏ ﱠ  ﻓﻠﲈ ﻗﺮﺃ ﺭﺳﻮﻝ ﺍﷲ،ﻋﲇ ﺑﺈﺳﻼﻣﻬﻢ
ﻓﻜﺘﺐ ﱞ:ﻗﺎﻝ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ﻴﻬﻘﻲ.ﻋﲆ ﺫﻟﻚ

“阿里给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写信，
告诉他也门的人信奉了伊斯兰；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读了信之后，他便匍匐下拜，以感谢清高伟
大的真主。”

②
P460F

的确，当凯阿布·本·马力克听到真主已饶恕了他的
③

喜讯之后，他为感谢伟大的真主而叩了头。 在同哈瓦利及
P461F

P

④

的战争中，当阿里·本·艾布塔利比发现‘润塞迪耶’ 的
P462F

P

⑤

时候，他为了感谢伟大的真主而叩了头。 正确的说法：感
P463F

P

谢真主的叩头不具有在礼拜中叩头的任何条件，也没有《圣
训》证明在感谢真主的叩头之中要念大赞词。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1/191
《白衣哈给圣训集》2/369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441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769（53）段
④
肩头上长着一块类似女人乳房的人
⑤
《艾哈默德圣训集》1/107-108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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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禁止礼副功拜的时间
第一章
阐明五段时间之内，禁止礼副功拜
简单地说在三个时间内禁止礼副功拜
详细如下：晨礼拜之后至太阳升起，太阳升起至一标
枪杆高，太阳正中直到偏西，晡礼拜之后直到日落，太阳
西落至完全落下。
简述如下：晨礼拜之后至太阳升起一枪杆高，太阳正
中至偏西，晡礼拜之后直到太阳完全落下。有许多正确的
《圣训》可以证明这一点。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传述，他说：
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ﻻ ﺻﻼﺓ ﺑﻌﺪ: ﻳﻘﻮ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ﺳﻌﻴﺪ ﺍﳋﺪﺭﻱ

.« ﻭﻻ ﺻﻼﺓ ﺑﻌﺪ ﺍﻟﻌﴫ ﺣﺘﻰ ﺗﻐﻴﺐ ﺍﻟﺸﻤﺲ،ﺍﻟﺼﺒﺢ ﺣﺘﻰ ﺗﺮﺗﻔﻊ ﺍﻟﺸﻤﺲ

“晨礼拜之后至太阳升起，不允许礼拜；晡礼拜之后
直到太阳完全落下，也不允许礼拜’。”
在《布哈里圣训集》中传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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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ﻻ ﺻﻼﺓ ﺑﻌﺪ ﺻﻼﺗﲔ :ﺑﻌﺪ ﺍﻟﻌﴫ ﺣﺘﻰ ﺗﻐﺮﺏ ﺍﻟﺸﻤﺲ ،ﻭﺑﻌﺪ ﺍﻟﺼﺒﺢ

ﺣﺘﻰ ﺗﻄﻠﻊ ﺍﻟﺸﻤﺲ«

“在两番拜之后不允许礼拜：晡礼拜之后直到太阳完
”。全落下，晨礼拜之后至太阳升起
在《穆斯林圣训集》中传述：

ﺍﻟﺸﻤﺲ ،ﻭﻻ ﺻﻼ ﹶﺓ ﺑـﻌﺪﹶ ﺻ ﹺ
» ﻻ ﺻﻼ ﹶﺓ ﺑـﻌﺪﹶ ﺻ ﹺ
ﻼﺓ ﺍﻟ ﹶﻌ ﹾ ﹺ
ﻼﺓ
ﹶ ﹾ ﹶ
ﴫ ﹶﺣﺘﱠﻰ ﹶﺗﻐ ﹸﹾﺮ ﹶﺏ ﱠ ﹾ ﹸ ﹶ ﹶ
ﹶ ﹾ ﹶ
ﹶ

ﺍﻟ ﹶﻔ ﹾﺠ ﹺﺮ ﹶﺣﺘﱠﻰ ﹶﺗ ﹾﻄ ﹸﻠ ﹶﻊ ﱠ
ﺍﻟﺸ ﹾﻤ ﹸﺲ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晡礼拜之后不允许礼拜，直到太阳完全落下；晨礼
①
P46F

”。拜之后不允许礼拜，直到太阳升起

阿姆鲁·本·阿拜赛（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我对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ﻋﻤﺮﻭ ﺑﻦ ﻋﺒﺴﺔ  ﺃﻧﻪ ﻗﺎﻝ :ﻟﻠﻨﺒﻲ  :ﺃﺧﱪﲏ ﻋﻦ ﺍﻟﺼﻼﺓ؟ ﻗﺎﻝ » :ﱢ
ﺻﻞ

ﺻﻼﺓ ﺍﻟﺼﺒﺢ ﺛﻢ ﺃﻗﴫ ﻋﻦ ﺍﻟﺼﻼﺓ ﺣﺘﻰ ﺗﻄﻠﻊ ﺍﻟﺸﻤﺲ ،ﺣﺘﻰ ﺗﺮﺗﻔﻊ ﻓﺈﳖﺎ ﺗﻄﻠﻊ ﺣﲔ
ﺗﻄﻠﻊ ﺑﲔ ﻗﺮﲏ ﺷﻴﻄﺎﻥ ،ﻭﺣﻴﻨﺌﺬ ﻳﺴﺠﺪ ﳍﺎ ﺍﻟﻜﻔﺎﺭ ،ﺛﻢ ﱢ
ﺻﻞ ﻓﺈﻥ ﺍﻟﺼﻼﺓ ﻣﺸﻬﻮﺩﺓ

ﳏﻀﻮﺭﺓ ﺣﺘﻰ ﻳﺴﺘﻘﻞ ﺍﻟﻈﻞ ﺑﺎﻟﺮﻣﺢ ،ﺛﻢ ﺃﻗﴫ ﻋﻦ ﺍﻟﺼﻼﺓ ﻓﺈﻧﱠﻪ ﺣﻴﻨﺌﺬ ﺗﺴﺠﺮ ﺟﻬﻨﻢ،
ﱢ
ﻓﺼﻞ ﻓﺈﻥ ﺍﻟﺼﻼﺓ ﻣﺸﻬﻮﺩﺓ ﳏﻀﻮﺭﺓ ﺣﺘﻰ ﺗﺼﲇ ﺍﻟﻌﴫ ،ﺛﻢ ﺃﻗﴫ
ﻓﺈﺫﺍ ﺃﻗﺒﻞ ﺍﻟﻔﻲﺀ
ﻋﻦ ﺍﻟﺼﻼﺓ ﺣﺘﻰ ﺗﻐﺮﺏ ﺍﻟﺸﻤﺲ ،ﻓﺈﳖﺎ ﺗﻐﺮﺏ ﺑﲔ ﻗﺮﲏ ﺷﻴﻄﺎﻥ ﻭﺣﻴﻨﺌﺬ ﻳﺴﺠﺪ ﳍﺎ

ﺍﻟﻜﻔﺎﺭ«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啊！你告诉我，什么时候的拜功最受真主
《布哈里圣训集》第 586，186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27 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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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承呢’？”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当你
礼完晨礼拜之后，你要停止礼拜，直到太阳升起，的确它
是升起在恶魔的两角之间，那时是卡费尔（否认真主的人）
崇拜它的时间；然后你可以随意地礼拜，的确，拜功是被
众天使所见证的，其回赐是被记录的；到枪杆的影子垂直
的时候，你要停止礼拜，因为火狱在此时被点燃了；到太
阳偏西的时候，你可以任意地礼拜，这时候的礼拜是被众
天使所见证的；然后你礼晡礼拜，在晡礼拜后你要停止礼
拜，直到太阳完全落下，因为太阳是落在恶魔的两角之间，
那时是卡费尔（否认真主的人）崇拜它的时间。”

①
P465F

欧格柏·本·阿米尔·艾勒朱海尼（愿主喜悦他）传
述，他说：

ﻼﺙ ﺳﺎﻋ ﹴ
ﹶﺎﻥ ﹶﺭ ﹸﺳ ﹸ
 ﹶﻳﻨ ﹶﹾـﻬﺎﻧﹶﺎ ﻮﻝ ﺍﷲ
ﺎﺕ ﻛ ﹶ
 ﹶﺛ ﹸ ﹶ ﹶ: ﻗﺎﻝ ﻋﻦ ﻋﻘﺒﺔ ﺑﻦ ﻋﺎﻣﺮ ﺍﳉﻬﻨﻲ
ﹺ
ﺍﻟﺸ ﹾﻤ ﹸﺲ ﹶﺑ ﹺ
 ﹶﺃ ﹾﻭ ﹶﺃ ﹾﻥ ﹶﻧ ﹾﻘ ﹸﱪ ﻓﹺ ﹺ،ﻴﻬ ﱠﻦ
ﹶﺃ ﹾﻥ ﻧ ﹶﹸﺼ ﱢ ﹶﲇ ﻓﹺ ﹺ
ﲔ ﹶﺗ ﹾﻄ ﹸﻠ ﹸﻊ ﱠ
،ﺎﺯ ﹶﻏ ﹰﺔ ﹶﺣﺘﱠﻰ ﺗ ﹾﹶﺮﺗ ﹺﹶﻔ ﹶﻊ
 ﺣ ﹶ:ﻴﻬ ﱠﻦ ﹶﻣﻮﺗﹶﺎﻧﹶﺎ
ﹶ
ﹺ
ﻭ ﹺﺣﲔ ﻳـ ﹸﻘﻮﻡ ﹶﻗﺎﺋﹺﻢ ﺍﻟ ﱠﻈ ﹺﻬﲑ ﹺﺓ ﺣﺘﱠﻰ ﹶﺗ ﹺ
ﺍﻟﺸ ﹾﻤ ﹸﺲ ﻟﹺ ﹾﻠﻐ ﹸﹸﺮ ﹺ
ـﻤ ﹶ
ﲔ ﺗﹶﻀ ﱠﻴﻒﹸ ﱠ
ﻴﻞ ﱠ
ﻭﺏ
 ﹶﻭﺣ ﹶ،ﺍﻟﺸ ﹾﻤ ﹸﺲ
ﹶ ﹶ
ﹶ ﹶ ﹶ ﹸ ﹸ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ﹶﺣﺘﱠﻰ ﹶﺗﻐ ﹸﹾﺮ ﹶﺏ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禁止我

们在三个时间之内礼拜，或者埋去世的穆斯林：日出直到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83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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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升高，日中直到偏西，日落直到完全落下。”

①
P46F

伊本欧麦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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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ﺇﺫﺍ ﺑﺪﺍ ﺣﺎﺟﺐ: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ﻭﺇﺫﺍ ﻏﺎﺏ ﺣﺎﺟﺐ ﺍﻟﺸﻤﺲ ﻓﺄﺧﺮﻭﺍ ﺍﻟﺼﻼﺓ ﺣﺘﻰ،ﻓﺄﺧﺮﻭﺍ ﺍﻟﺼﻼﺓ ﺣﺘﻰ ﺗﱪﺯ
ﺍﻟﺸﻤﺲ ﱢ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ﺗﻐﻴﺐ

“倘若太阳刚刚露头，你应该推迟礼拜，直到太阳升
高；倘若太阳刚刚落下，你应该推迟礼拜，直到太阳完全
沉落。”

②
P467F

以上这些《圣训》证明了在禁止礼拜的时间之内，禁止礼
副功拜
除了这五个禁止礼拜的时间之外还有：在第二次晨礼
拜之后，禁止礼副功拜。阿布杜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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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ﻻ ﺻﻼﺓ ﺑﻌﺪ: 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ﺍﻟﻔﺠﺮ ﺇﻻ ﺳﺠﺪﺗﲔ«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ﺃﲪﺪ
③

“在晨礼拜之后没有拜功，除非是晨礼的两拜圣行。”
P468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831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7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29 段
③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19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278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②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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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达吾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可以注解这段《圣训》，
伊本欧麦尔的仆人耶莎尔传述，他说：

 ﺭﺁﲏ ﺍﺑﻦ ﻋﻤﺮ ﻭﺃﻧﺎ ﺃﺻﲇ ﺑﻌﺪ ﻃﻠﻮﻉ:ﻋﻦ ﻳﺴﺎﺭ ﻣﻮﱃ ﺍﺑﻦ ﻋﻤﺮ ﻗﺎﻝ

: ﺧﺮﺝ ﻋﻠﻴﻨﺎ ﻭﻧﺤﻦ ﻧﺼﲇ ﻫﺬﻩ ﺍﻟﺼﻼﺓ ﻓﻘﺎﻝ  ﻳﺎ ﻳﺴﺎﺭ ﺇ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ﻓﻘﺎﻝ،ﺍﻟﻔﺠﺮ

»ﻟﻴﺒﻠﻎ ﺷﺎﻫﺪﻛﻢ ﻏﺎﺋﺒﻜﻢ ﻻ ﺗﺼﻠﻮﺍ ﺑﻌﺪ ﺍﻟﻔﺠﺮ ﺇﻻ ﺳﺠﺪﺗﲔ«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伊本欧麦尔看见我在晨礼拜之后礼拜，他对我说：
“耶
莎尔啊！我们曾经在礼这个拜的时候，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来对我们说：
‘你们在场的人应该向不
在场的人传达，在晨礼拜之后没有拜功，除非是晨礼的两
拜圣行’。”

①
P469F

235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2/104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27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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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被禁止礼拜的时间内，允许因故礼拜
在被禁止的时间之内，因故礼拜，学者们对此产生了
分歧：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礼拜的时
间之内，是否允许因故礼拜？正确的说法：在被禁止礼拜
的时间之内，因特殊原因礼拜是可以的。
伊玛目脑威在提出禁止的《圣训》之后，他说：
“在这
一门中的许多《圣训》
，有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禁止在晡礼拜之后，至太阳落山时的礼拜；禁止在
晨礼拜之后，至太阳升起时的礼拜；在太阳升起，至一枪
杆高之前的拜功；在太阳正中，直到偏西之前的礼拜；在
太阳变黄，直到太阳完全落山之前的礼拜；穆斯林学者们
一致公认，在这些时间之内，无故礼拜是被憎恶的。同时
他们一致主张，在这些时间之内，允许礼主命拜；但是，
针对在这些时间之内，因故所礼的副功拜，他们之间产生
了分歧；如：庆贺清真寺的拜功，诵读《古兰经》中叩头
经文时的叩头，感谢主的叩头，节日拜，日食拜，殡礼，
补礼失去的拜功。伊玛目沙菲尔和另一伙人主张：允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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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有故的拜功，并不是被憎恶的。伊玛目艾布哈尼法和
其他的人主张：在这个时间的礼拜，是在《圣训》中所禁
止的。伊玛目沙菲尔引证的证据是：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在晡礼拜之后，还补的晌礼拜的圣
行，很明显这是还补失去的圣行。那么，当时的圣行是适
合的，还补主命拜也就更适合了，殡礼也是同样。
”①
P470F

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怡米耶选择了在被禁止礼拜的时
间内因故礼拜是允许的。他说：
“……这是学者们两种主张
中最正确的主张，它也是伊玛目沙菲尔的主张。
”

②

P471F

根据这些，伊玛目伊本巴兹阁下说：
“聚集所有的证据，
③

这个‘禁止’包含了无故的礼拜和特殊原因的礼拜。” 他
P472F

P

说：
“这是最正确的主张，它也是伊玛目沙菲尔的主张，是
伊玛目艾哈默德的两个传述之一。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怡
米耶和他的学生伊本盖依慕选择了它，它搜集了所有的《圣
训》
，真主至知。”

④
P473F

证明有原故的拜功，除此之外的证据还有：朱拜
尔·本·麦图阿姆（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ﹴ
ﹺ
ﹺ
ﹶـﻤﻨﹶ ﹸﻌﻮﺍ
 »ﹶﺍ ﹶﺑﻨﻲ ﹶﻋ ﹾﺒﺪ ﹶﻣﻨﹶﺎﻑ ﻻ ﺗ ﹾ: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ﺟﺒﲑ ﺑﻦ ﻣﻄﻌﻢ
①

《穆斯林圣训集注释》6/358
《麦吉姆阿法台瓦》23/210
③
《布哈里圣训集注释》2/59
④
《麦吉姆阿法台瓦》23/178-222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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ﹴ
ﹺ
ﺎﺀ ﹺﻣ ﹾﻦ ﹶﻟ ﹾﻴ ﹴﻞ ﹶﺃ ﹾﻭ ﻧ ﹶﹶـﻬ ﹴ
ﺎﺭ«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ﻭﺃﺑﻮ
ﹶﺃ ﹶﺣﺪ ﹰﺍ ﹶﻃ ﹶ
ﺎﻑ ﺑﹺ ﹶـﻬ ﹶﺬﺍ ﺍﻟ ﹶﺒ ﹾﻴﺖ ﹶﻭ ﹶﺻ ﱠﲆ ﹶﺃ ﹼﻳﺔ ﹶﺳﺎ ﹶﻋﺔ ﹶﺷ ﹶ
ﺩﺍﻭﺩ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阿布杜迈
纳夫的后裔啊！阿布杜迈纳夫的后裔啊！你们不要阻止任
①

”何人游转天房，也不要阻止他在昼夜的任何时间内礼拜
P47F

耶基德·本·埃斯沃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ﻳﺰﻳﺪ ﺑﻦ ﺍﻷﺳﻮﺩ  ﻗﺎﻝ :ﺷﻬﺪﺕ ﻣﻊ ﺍﻟﻨﺒﻲ  ﺣﺠﺘﻪ ،ﻓﺼﻠﻴﺖ ﻣﻌﻪ ﺻﻼﺓ

ﺍﻟﺼﺒﺢ ﰲ ﻣﺴﺠﺪ ﺍﳋﹶﻴﻒ ،ﻓﻠﲈ ﻗﴣ ﺻﻼﺗﻪ ﺍﻧﺤﺮﻑ ﻓﺈﺫﺍ ﻫﻮ ﺑﺮﺟﻠﲔ ﰲ ﹸﺃ ﹾﺧﺮ ﺍﻟﻘﻮﻡ
ﻓﺮﺍﺋﺼ ﹸﻬﲈ ﻓﻘﺎﻝ» :ﻣﺎ ﻣﻨﻌﻜﲈ ﺃﻥ ﺗﺼﻠﻴﺎ
ﻋﲇ ﲠﲈ« ﻓﺠﻲﺀ ﲠﲈ ﺗﺮﻋﺪ
ﹸ
ﱂ ﻳﺼﻠﻴﺎ ﻣﻌﻪ ﻓﻘﺎﻝ » :ﱠ
P P

ﻣﻌﻨﺎ؟« ﻓﻘﺎﻻ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ﺇﻧﺎ ﻛﻨﺎ ﻗﺪ ﺻﻠﻴﻨﺎ ﰲ ﺭﺣﺎﻟﻨﺎ ،ﻗﺎﻝ» :ﻓﻼ ﺗﻔﻌﻼ ،ﺇﺫﺍ ﺻﻠﻴﺘﲈ

ﰲ ﺭﺣﺎﻟﻜﲈ ﺛﻢ ﺃﺗﻴﺘﲈ ﻣﺴﺠﺪ ﲨﺎﻋﺔ ﻓﺼ ﱢﻠﻴﺎ ﻣﻌﻬﻢ ،ﻓﺈﳖﺎ ﻟﻜﲈ ﻧﺎﻓﻠﺔ« ﺃﺧﺮﺟﻪ ﺍﻟﱰﻣﺬﻱ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我参加了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辞朝，
跟他一起在“海亦府”清真寺礼晨礼拜，当他礼完拜的时
候，突然发现有两个人坐在旁边，没有跟着他一起礼拜，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把他俩给我叫过来
那两个人战战兢兢地来到穆圣跟前，他（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什么原因阻止你们俩不和我们一块礼拜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894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868 段，
《奈萨伊圣训集》第 2924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25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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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他俩说：
“主的使者啊！我们已经在旅途中礼过拜了。”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做，
如果你俩在旅途中礼过拜了，然后你们俩来到清真寺，赶
上了集体礼拜，你们应该同他们一起礼拜，这种拜，便是
你们俩的副功拜。”

①
P475F

在《艾布达吾德圣训集》中传述：

»ﺇﺫﺍ ﺻﲆ ﺃﺣﺪﻛﻢ ﰲ ﺭﺣﻠﻪ ﺛﻢ ﺃﺩﺭﻙ ﺍﻹﻣﺎﻡ ﻭﱂ ﻳﺼﻞ ﻓﻠﻴﺼﻞ ﻣﻌﻪ؛ ﻓﺈﳖﺎ ﻟﻪ

ﻧﺎﻓﻠﺔ«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如果你们谁在旅途中礼了拜，后来他又赶上了伊玛
目还没有礼拜，那么，让他再次跟着伊玛目一起礼拜，这
种拜，便是他的副功拜。”

②
P476F

艾布冉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我说：

 »ﻛﻴﻒ ﺃﻧﺖ ﺇﺫﺍ ﻛﺎﻧﺖ ﻋﻠﻴﻚ ﺃﻣﺮﺍﺀ:  ﻗﺎﻝ ﱄ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ﺃﰊ ﺫﺭ

 ﻓﲈ ﺗﺄﻣﺮﲏ؟: ﻗﻠﺖ، ﺃﻭ ﻳﻤﻴﺘﻮﻥ ﺍﻟﺼﻼﺓ ﻋﻦ ﻭﻗﺘﻬﺎ؟« ﻗﺎﻝ،ﻳﺆﺧﺮﻭﻥ ﺍﻟﺼﻼﺓ ﻋﻦ ﻭﻗﺘﻬﺎ
P P

ﱢ
 » ﱢ:ﻗﺎﻝ
ﻓﺼﻞ ﻓﺈﳖﺎ ﻟﻚ ﻧﺎﻓﻠﺔ]ﻭﻻ ﺗﻘﻞ ﺇﲏ ﻗﺪ
ﺻﻞ ﺍﻟﺼﻼﺓ ﻟﻮﻗﺘﻬﺎ ﻓﺈﻥ ﺃﺩﺭﻛﺘﻬﺎ ﻣﻌﻬﻢ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ﺻﻠﻴﺖ ﻓﻼ ﺃﺻﲇ

“如果领导们推迟礼拜的时间，你该怎么做呢？”他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19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75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858 段
②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7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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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说：“主的使者啊！您命令我该怎么做呢？”他说：
“你在礼拜的时间内礼拜，如果你赶上他们集体礼拜，你
就和他们一起礼拜，这种拜，便是你的副功拜，
（你不要说：
①

‘我不礼，我礼过了’）。” 伊玛目脑威说：
“在这段《圣训》
P47F

P

中提到：重复礼晨礼拜、晡礼拜和昏礼拜，以及其他的几
番拜功，并无妨碍；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概括性地命令，重复礼拜，他并没有分什么拜和什
么拜要重复礼；这是正确的。
”

②
P478F

穆哈吉努的传述，他曾经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在一起坐着，有人为礼拜念了宣礼词，然后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站起来礼拜去了，
当他返回时，看见穆哈吉努还在原处坐着，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ﻓﻘﺎﻡ ﺭﺳﻮﻝ، ﻓﺄﺫﻥ ﺑﺎﻟﺼﻼﺓ، ﻋﻦ ﳏﺠﻦ ﺃﻧﻪ ﻛﺎﻥ ﰲ ﳎﻠﺲ ﻣﻊ ﺭﺳﻮﻝ ﺍﷲ

 »ﻣﺎ ﻣﻨﻌﻚ ﺃﻥ ﺗﺼﲇ؟ ﺃﻟﺴﺖ:  ﻓﻘﺎﻝ ﺭﺳﻮﻝ، ﺛﻢ ﺭﺟﻊ ﻭﳏﺠﻦ ﰲ ﳎﻠﺴﻪ، ﺍﷲ
 »ﺇﺫﺍ:  ﻓﻘ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ﺑﲆ ﻭﻟﻜﻨﻲ ﻛﻨﺖ ﻗﺪ ﺻﻠﻴﺖ ﰲ ﺃﻫﲇ:ﺑﺮﺟﻞ ﻣﺴﻠﻢ؟« ﻗﺎﻝ
ﺟﺌﺖ ﱢ
ﻓﺼﻞ ﻣﻊ ﺍﻟﻨﺎﺱ ﻭﺇﻥ ﻛﻨﺖ ﻗﺪ ﺻﻠﻴﺖ«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ﻨﺴﺎﺋﻲ

“什么原因阻止你礼拜呢？难道你不是一个穆斯林
吗？”他说：
“不，我是一个穆斯林。但是，我已经在家中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648 段
《穆斯林圣训集注释》5/15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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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过拜了。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如
果你来了你就应该同人们一起礼拜，即使你已经礼过拜
了。”

①
P479F

这些《圣训》及其意义都是：证明这是对于已经礼过
主命拜的人，然后再以“副功拜”的举意，去参加集体礼
拜的法律依据，即使当时是被憎恶的时间也罢。因为在耶
基德·本·埃斯沃德传述的《圣训》中已经说明——当时
是在晨礼拜的时候；在艾布冉尔和穆哈吉努传述的《圣训》
中，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概括性地命令
去重复礼拜，他并没有分什么拜和什么拜要重复礼。针对
概括性的《圣训》
‘在禁止礼拜的时间内，还补拜功是被憎
恶的，’这些《圣训》都是有特殊原因的。 ②
P480F

至于温姆塞莱麦（愿主喜悦她）传述的《圣训》
，她在
其中提到：

 ﺛﻢ ﺩﺧﻞ  »ﺻﲆ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ﻡ ﺳﻠﻤ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ﺍﻟﺬﻱ ﻗﺎﻟﺖ ﻓﻴﻪ

 »ﻗﺪﻡ: ﺻﻠﻴﺖ ﺻﻼﺓ ﱂ ﺗﻜﻦ ﺗﺼﻠﻴﻬﺎ؟ ﻓﻘﺎﻝ،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ﻓﻘﻠﺖ،ﺑﻴﺘﻲ ﻓﺼﲆ ﺭﻛﻌﺘﲔ
 ﻳﺎ:ﻋﲇ ﻣﺎﻝ ﻓﺸﻐﻠﻨﻲ ﻋﻦ ﺍﻟﺮﻛﻌﺘﲔ ﻛﻨﺖ ﺃﺭﻛﻌﻬﲈ ﺑﻌﺪ ﺍﻟﻈﻬﺮ ﻓﺼﻠﻴﺘﻬﲈ ﺍﻵﻥ« ﻓﻘﻠﺖ
ﱠ

 »ﻻ«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ﺃﻧﻘﻀﻴﻬﲈ ﺇﺫﺍ ﻓﺎﺗﺘﺎ؟ ﻗﺎﻝ،ﺭﺳﻮﻝ ﺍﷲ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礼完（晡礼）
①

《奈沙伊圣训集》第 857 段
《尼鲁勒奥塔斯》2/298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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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之后，来到我的屋子里，他又礼了两拜，我对他说：
“主
的使者啊！你今天所礼的这个拜，你从前并没有礼过呀？”
他说：
“有人给我带来一份钱财，我因分它而失去了我曾经
在晌礼拜之后所礼的那两拜圣行，我现在补礼它俩。”我说：
“主的使者啊！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两拜，我们必须要还补
它俩吗？”他说：“不需要。”

①
P481F

这专门属于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行为；
帅南阿努说：
“这段《圣训》证明了在当时的那个时间，并
没有人还补它，它只是专门属于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的行为。”

②
P482F

我听伊玛目阿布杜阿齐兹·本·巴兹在关于这段《圣
训》时说：
“它的线索是好的，证明这专门属于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行为；有部分学者说：
“要还补，
但最正确的是：它是专门属于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的行为。”

③
P483F

允许在被禁止的时间之内，还补主命拜。艾奈斯·本·马
力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6/315
《苏布论色俩姆》2/52，《尼鲁勒奥塔斯》2/262
③
《苏布论色俩姆》2/52，《尼鲁勒奥塔斯》2/262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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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ﻦ ﻧﴘ ﺻﻼﺓ ﻓﻠﻴﺼ ﱢﻠﻬﺎ ﺇﺫﺍ: ﺃﻧﻪ ﻗﺎﻝ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ﺫﻛﺮﻫﺎ ﻻ ﻛﻔﺎﺭﺓ ﳍﺎ ﺇﻻ ﺫﻟﻚ

“谁忘记了礼拜，当他想起的时候让他补礼它，它的
罚赎就是补礼。”
在《穆斯林圣训集》中传述：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ﻣﻦ ﻧﴘ ﺻﻼﺓ ﺃﻭ ﻧﺎﻡ ﻋﻨﻬﺎ ﻓﻜﻔﺎﺭﲥﺎ ﺃﻥ ﻳﺼﻠﻴﻬﺎ ﺇﺫﺍ ﺫﻛﺮﻫﺎ
“谁忘记补礼它。”

①
P48F

前面那些《圣训》已经说明，允许在被禁止的时间之
内，还补有原因的拜功；了礼拜，或者是睡过了礼拜的时
间，它的罚赎就是当他想起的时候其中有：
还补失去的主命拜；同着集体再次礼拜；庆寺拜；诵
读《古兰经》中叩头经文时的叩头；感谢主的叩头；日食
拜；转天房的两拜圣行；晡礼拜和晨礼拜之后的殡礼；主
麻日的中午，跟拜者在清真寺里，等待伊玛目出来时所礼
的拜；小净后的两拜圣行；在需要选择的时候，所礼的选
择拜，如果推迟了，他就会失去它；忏悔拜；在晨礼拜之
后还补它的圣行。但是，在被禁止的、紧急的时间之内：
日落、日出和日中，不允许礼殡礼，也不允许埋葬死人。
欧格柏·本·阿米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9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8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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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ﻳﻨﻬﺎﻧﺎ ﺃﻥ ﻧﺼﲇ  »ﺛﻼﺙ ﺳﺎﻋﺎﺕ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ﻋﻘﺒﺔ ﺑﻦ ﻋﺎﻣﺮ

 ﻭﺣﲔ ﻳﻘﻮﻡ ﻗﺎﺋﻢ، ﺣﲔ ﺗﻄﻠﻊ ﺍﻟﺸﻤﺲ ﺑﺎﺯﻏﺔ ﺣﺘﻰ ﺗﺮﺗﻔﻊ:ﻓﻴﻬﻦ ﺃﻭ ﻧﻘﱪ ﻓﻴﻬﺎ ﻣﻮﺗﺎﻧﺎ

 ﻭﺣﲔ ﺗﻀ ﱠﻴﻒ ﺍﻟﺸﻤﺲ ﻟﻠﻐﺮﻭﺏ ﺣﺘﻰ ﺗﻐﺮﺏ« ﺃﺧﺮﺟﻪ،ﺍﻟﻈﻬﲑﺓ ﺣﺘﻰ ﲤﻴﻞ ﺍﻟﺸﻤﺲ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禁止我
们在三个时间之内礼拜，或者埋葬去世的穆斯林：日出直
到它升高，日中直到偏西，日落直到完全落下。”

①
P485F

艾布塞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ﺃﺑﴫ ﺭﺟ ﹰ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ﺳﻌﻴﺪ
 »ﺃﻻ ﺭﺟﻞ: ﻓﻘﺎﻝ،ﻼ ﻳﺼﲇ ﻭﺣﺪﻩ

ﻳﺘﺼﺪﱠ ﻕ ﻋﲆ ﻫﺬﺍ ﻓﻴﺼﲇ ﻣﻌﻪ«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 ﻭﺃﲪﺪ ﻭﺍﳊﺎﻛﻢ ﻭﺍﺑﻦ ﺣﺒﺎﻥ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看见有一个人

单独地礼拜，他说：
“谁愿意给这个人施舍，就同他一块礼
拜吧！”

②
P486F

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怡米耶提出，在这段《圣训》之
中所提到重复礼拜的原因，然后他说：
“这里这个施舍的人，
他的确重复礼了拜；他为了获得集体礼拜的贵重，然后他
又重复礼了它。”这在伊玛目沙菲尔、伊玛目艾哈默德和伊
玛目马力克看来是被制定的法律；而在伊玛目艾布哈尼法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831 段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74 段，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20 段，
《艾哈默德圣训集》3/45，
5/45，《哈克目圣训集》1/209，《伊本汉巴尼圣训集》6/257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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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看来，在被禁止的时间之内，不是被制定的法律 。
P487F

清高伟大的真主最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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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麦吉姆阿法台瓦》23/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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