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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问：我们应为斋月做些什么准备？在这个尊贵的月份里

什么工作最好？ 

答: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第一：尊敬的兄弟，你提的问题特别好。在你询问如何

为斋月做准备的时候，很多人都曲解了斋戒的真正意义，他

们把斋月当成了享受各种食品、饮料、甜点的特殊季节；他

们通宵不眠，欣赏各种电视节目。为此，在斋月来临之前早

早为此做准备，生怕遗漏了一些食品，或是害怕斋月会涨价，

因此早早地购买好各种食品，储存好各种饮料，早早地查询

电视节目导读，以便了解要看的节目。他们忽视了斋月斋戒

的真正内含，放弃了功修，麻木了敬畏之心，仅为他们的肚

子和眼睛着想了。 

第二：当然，还是有很多人是很重视斋月斋戒的真正含

义的。他们从谢尔巴尼就为此做准备，还有人比这还要早就

开始做准备了。为斋月所做的受赞许的准备工作有： 

1-虔诚地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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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虔诚的忏悔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须的，在尊贵吉庆的

斋月来临之前，更应积极地因自己的罪行向真主忏悔；为自

己的过失请求他人的原谅，以便进入斋月后，安心地，虔诚

敬意地只忙于行善，做功课。 

ِّ ِإَنى َُٔتُٕبٕا ):  تعانى قال ًٍِعًا انهَّ َٓا َج ٌَ َأٌُّ ًُْؤِيُُٕ ٌَ َنَعهَُّكْى اْن  اٌَت يٍ/ انُٕر ( ُتْفِهُحٕ

31   .

清高的真主说：【信士们啊！你们应全体向真主悔罪，以

便你们成功。】① 

据埃尔勒・本・耶萨热传述：先知（愿真主祝福他，并

使他平安）说： 

ٍْ ُّ َصهَّى انُبً عٍ عُّ اهلل رضً ٌسار بٍ اأَلَغزَّ َع ِّ انهَّ ٍْ َٓا ٌَا ):  ََٔسهََّى َعَه  َأٌُّ

ِّ ِإَنى ُتُٕبٕا انَّاُس ِْٕو ِفً َأُتُٕب َفِئًِّ انهَّ ٍَ ِّ اْن ٍْ  يسهى رٔاِ ( َيزٍَّة ِياَئَت ِإَن

“众人啊！你们向真主忏悔吧！我每天向真主忏悔一百

遍。” ② 

2-祈祷。 

据传述，部分先贤每年六个月都在祈求真主使他进入斋

                                                        
①
 《光明章》第 31 节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70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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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斋月后的五个月都在祈求真主，以便真主接受他们的功

课。 

因此，穆斯林应该祈求真主使他以正确的信仰，健康的

身体进入斋月；祈求使他顺从真主，祈求真主接受他的功课。 

3-为尊贵的月份来临而欣喜。 

斋月的来临确是真主赐予的他穆斯林仆人的宏恩之一，

因为斋月是个多福的月份，在这个月里天堂的大门敞开着，

火狱的门关闭着，这是《古兰经》的月份，是宗教战争平息

的月份。 

清高的真主说： 

ِّ ِبَفْضِم ُقْم ):  تعانى اهلل قال ِّ انهَّ ًَِت ٍَْفَزُحٕا َفِبَذِنَك َِٔبَزْح َٕ َفْه ٌٍْز ُْ َّا َخ ٌَ ِي ًَُعٕ  ( ٌَْج

.   58/ٌَٕس

【你说：这是由于真主的恩惠和慈恩，叫他们因此而高

兴吧！这比他们所聚积的还要好。】① 

4-完成必须的斋戒。 

据艾布・赛来买说：我听阿伊莎（愿真主慈悯她）说： 

ٍْ ًََت َأِبً َع ًِْعُت:  َقاَل َسَه ًََر َعاِئَشَت َس ُّ ِض َٓا انهَّ ُْ ٌَ:  َتُقُٕل َع ٌُ َكا َّ ٌَُكٕ  َعَه

                                                        
①
 《尤努斯章》第 5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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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 ٍْ انصَّ ٌَ ِي ًَا َرَيَضا ٌْ َأْسَتِطٍُع َف ُّ َأ  ٔيسهى  ريانبخا رٔاِ  َش ْع َش نَش   يِف  الِإ َأْقِضٍَ

“我曾有欠有的主命斋未完成，直到推迟到谢尔巴尼月

才有能力补完。” ① 

伊本・哈吉勒——愿真主慈悯他——说：“她积极地在谢

尔巴尼还补斋戒，说明不允许把以前应还补的斋戒推迟到下

一个斋月。② 

5-增加知识，以便按教法规定完美斋戒，并且可以了解

到斋月的尊贵。 

6-积极地完成可能会影响斋月做功修的工作。 

7-与妻儿座谈，给他们讲解斋戒的知识，鼓励小孩封斋。 

8-在家准备一些可以阅读的书，或送给清真寺的伊玛目，

以便让他在斋月念给大家听。 

9-在谢尔巴尼月里封斋以便为斋月做好铺垫。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ا ا اهَّللا َع ْن َع ا َع اَع ْن
ا َع ِئ  َع َع
ا َع اِئ ُسوُل اهلل »:ا َع ْن ُّ َصهَّىكَش نَش رَش ِّ انهَّ ٍْ تَّى  ََٔسهََّى َعَه ُصوُم حَش يَش

ُسولَش اهلل  ُت رَش أَشيْع َمَش رَش ُصوُم، فَش ُقولَش الَش يَش تَّى نَش طيِفُر حَش ُيفْع طيِفُر، وَش ُقولَش الَش ُيفْع ُّ َصهَّىنَش ِّ انهَّ ٍْ  ََٔسهََّى َعَه

 َش اًم  ميِف 
ُتُ  أَشكْع َشرَش  يِف يْع أَش اَش  رَش ، وَش اَش َش نَش رٍر  يِفالَّ رَش  َش مَش  َش ْع

تَشكْع َش َش  يِف ُ   يِف  َش ْع َش نَش اسْع  متفقا ليها.«نْع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封斋的时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4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46 段 

②
摘自《法太哈・巴勒》（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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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甚至我们说他不会开斋了，他开斋的时候，我们甚至又

会说他不封斋了，除‘赖麦丹’月之外，我没有看见他封完

过任何月的斋戒，我没有看过他封任何月的斋戒超过伊历八

月的斋。”① 

据乌撒麦・本・宰伊德传述，我说：“真主的使者呀，我

没见你象封这个月斋那样封其它月份的斋。他说：‘这个月就

是人们所忽视的，在热者布和斋月之间的月份，在这个月所

有的功课都呈给众世界的养主，所以我希望当我的工作被呈

上时，我是个斋戒的人。” ②艾日巴尼在《奈萨伊圣训集》中

核实了这段圣训的传述系统是优良的。 

这段圣训阐明了在谢尔巴尼月斋戒的意义，即所有的功

课在这个月都呈交给真主了。有些学者认为还有其它的含义，

即此月斋戒如主命拜前的圣行一样贵重，它为完成主命功课

在精神和心理上做好准备，为此鼓励斋月前封谢尔巴尼月的

斋。 

10-诵读《古兰经》 

赛莱曼・本・故海莱说：谢尔巴尼是诵读家的月份。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96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156 段，译

者注：这里指的是副功斋。 
②
 《奈萨伊圣训集》第 23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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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迈勒・本・盖伊思一到谢尔巴尼月就把店铺关了，专

心诵读《古兰经》。 

艾布・拜克尔・拜莱黑说：“热者布是播种的月份，谢尔

巴尼是浇灌的月份，莱麦丹月是收获的月份。”他还说；“热

者布月如风，谢尔巴尼月如云，莱麦丹月如雨，在热者布月

没有播种，在谢尔巴尼月没有浇灌的人，怎么会妄想在斋月

收获呢？”这就是你的先知（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

民族的先贤们在这个吉庆月份所做的，更何况你呢！ 

第三：如想了解穆斯林在斋月应做的工作，可参照

（26869）和（12468）的解答。 

真主使我们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