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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问：我想了解拜功中恰当的符合圣行的祈祷方式，是应

该在拜后做祈祷，还是在俩叩头间，还是在站立时？具体是

什么时候？ 

答：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第一：你要知道——求真主慈悯你：拜功中不仅只有一

处是专门做祈祷的，而是有多处地方可以做祈祷。学者们提

到主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从念入拜大赞词

到出“色兰”之间在多处地方做祈祷。 

拜功结束后做祈祷也是圣行。它有好几种祈祷词，托靠

真主，我们将在下文中提及。 

你要知道：最好的道路就是穆罕默德（愿真主祝福他，

并使他平安）的正道；最好的知识和言辞就是符合使者（愿

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的圣行，使者的表达方式是最好

的方式，因为他是最精懂阿拉伯语的人；最善于用阿拉伯语

表达的人；最精于用阿语阐明问题的人。而且，清高的真主

还赋予他说话言简意赅的能力，这被称为“吉瓦米欧•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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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据艾比•胡莱勒传述，他说：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听真主的使者真主的使者真主的使者真主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愿真主祝福他愿真主祝福他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并使他平安并使他平安并使他平安））））说说说说：：：：““““我我我我

以着以着以着以着警句警句警句警句被派遣被派遣被派遣被派遣。。。。””””

①
 

布哈里说：“我所知道的‘警句警句警句警句’是指真主把使者之前发

生在一件事，或两件事，或类似的记录在册的事情集中起来。

所以，如果你想在拜功中以法定的，圣行的位置做祈祷，那

最好以使者的方式做祈祷。 

第二：如果你做不到，不能容易地背记这些纪念词和祈

祷词，那么最好的祈祷词就是避免矫揉造作，高谈阔论，句

尾押韵的祈祷，祈祷词要切合实际需求，简单容易的，你能

做得到的，真主赐予你的，虔诚得祈祷就行了。 

据传述：先知（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问一男子： 

��, -	��� �� �� ���� ��
� ./��  :0�1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2�23 *2�23�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661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5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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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礼拜的时候念什么你在礼拜的时候念什么你在礼拜的时候念什么你在礼拜的时候念什么？？？？””””那人回答说：“我先念作证

词，然后祈祷：‘主啊，求您赐我天堂，保佑我免遭火狱。’

我不擅于你和麦阿兹的低声缠绵悱恻的祈祷。”于是先知先知先知先知（（（（愿愿愿愿

真主祝福他真主祝福他真主祝福他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并使他平安并使他平安并使他平安））））说说说说：：：：““““改善一下改善一下改善一下改善一下，，，，我们都低声缠绵我们都低声缠绵我们都低声缠绵我们都低声缠绵

悱恻地祈祷悱恻地祈祷悱恻地祈祷悱恻地祈祷。。。。””””

①①①①
艾日巴尼在《艾布达吾德圣训集》中核实了

这段圣训的传述系统为优良的。 

第三：至于出拜“色兰”结束后的祈祷有正确的圣训记

录的有：他（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礼完拜之后念：“我

求主宽恕，我求主宽恕，我求主宽恕”，然后念相关的祈祷词。

请参考（7646）问。 

学者阿卜杜•阿齐兹•本•巴兹（愿真主慈悯他）说：“说

先知（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在礼完主命拜之后抬起

双手做祈祷的说法是不对的。（即，他在礼完主命拜之后不抬

双手做祈祷）据我们所知，圣门弟子们（愿真主喜悦他们）

也没有这样做过。所以，有些人在礼完主命拜之后抬起双手

                                                        ①《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79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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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祈祷是毫无根据的异端。”

①
 

伊本•盖伊姆说：“至于礼完拜，出了‘色兰’之后面向

朝向或面对跟拜者做祈祷根本就不是先知（愿真主祝福他，

并使他平安）的正道，没有正确的传述。至于有人说这是特

指在晨礼和晡礼之后的祈祷，但他（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

平安）和其继承者也没有这样做过，他（愿真主祝福他，并

使他平安）也没有指示穆斯林民众那样做。这只是那些感觉

这样做不错可以替代圣行人的认为。真主至知！ 

与拜功相关的，先知在拜功中做过或命令过的祈祷都适

合礼拜者：他迎向他的养主，只要仍在拜功中就可以秘密的

向主倾述。但是，他一旦出“色兰”出拜，这种秘密倾述就

终止了。这种面对真主，接近他的机会就不再有了。所以他

又怎会在与主密谈的时候不祈祷，侍奉迎向他的主呢？而是

等他离开之后再祈祷呢？毋庸置疑，与此景相反的就是礼拜

者最应该做的。只是这儿有个微妙之处：当礼拜者礼完拜后，

效仿圣行记念真主，赞主独一，赞主超绝，赞美主。此后，

提倡他祝福先知（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随意祈祷。

                                                        ①《教法案例解答》1/74 



 7 / 11 

那么他的祈祷就是在这第二个功修之后做的，而不算是在礼

拜结束之后直接做的。因为，每个记念、赞颂、赞美真主，

祝福先知（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的人，在此之后祈

祷是嘉行。这正如凡达莱•本•欧白伊德所说的：“你们谁礼完

拜，就让他以感赞、赞颂真主开始，然后祝福先知（愿真主

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在此之后，让他随心所欲的祈祷吧！” 

帖尔密吉说：“这是段正确的圣训。哈克目鉴其为正确的

圣训，宰海比也同意他的鉴定。”

①
 

第四：至于拜功中祈祷之处，我们总结如下： 

1-入拜大赞词之后，念《开端章》之前的祈祷被称为（开

拜祈祷）： 

据艾比•胡莱勒传述：主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

平安）如果开始礼拜后就会沉默一会儿，于是，我说：‘愿我

的父母为您牺牲，主的使者啊，你在入拜大赞词和诵读《开

端章》之间的停顿处说些什么？他说他说他说他说：：：：    

:��; '*
 ����� <=>=
� �?@ ��
� ���� �� �� �� ��
� 8�1 ��, ����; AB C� �

 ��, ? �������� D	*=�� E% F2�*
 � ���2 �# �� ��
� �� -#B� '9B AG% '��4 : ��,B: 

                                                        ①《宰戴•米阿德》1/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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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J KC L# -L� M� I9 N�O &: N��� , LQ L� KRI� I� LS L KTI� I KEI% IU K� I�� I% I5 I1 IV� I��I� IJ I KEI% I� K-L�K� I% K� L�� I% N�O &: N��� W N�I� &� I5 I1 IV� I��I�

 LX I IY�� I� L��I� I� LZO K�N(��L% IV� I��I� IJ KC L# -� K� L[ K\� N�O &: N��� , L]I9 N��� C# &̂ I� K%I_� &Q K�N(��`a ������� ����

�����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求您把我和我的过错分开求您把我和我的过错分开求您把我和我的过错分开求您把我和我的过错分开，，，，就如同您分开东方就如同您分开东方就如同您分开东方就如同您分开东方

与西方一样遥远与西方一样遥远与西方一样遥远与西方一样遥远；；；；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求您清除我的过错求您清除我的过错求您清除我的过错求您清除我的过错，，，，犹如洗涤白色犹如洗涤白色犹如洗涤白色犹如洗涤白色

衣服上的污垢一样衣服上的污垢一样衣服上的污垢一样衣服上的污垢一样；；；；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求您雨水求您雨水求您雨水求您雨水、、、、雪水雪水雪水雪水、、、、冰水洗涤我的冰水洗涤我的冰水洗涤我的冰水洗涤我的

过错吧过错吧过错吧过错吧！！！！””””

①①①①
 

2-奇数拜（威特勒拜）的祈祷词： 

据哈桑•本•阿里传述：“真主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

使他平安）教我念奇数拜中的祈祷词： 

C� C[b� C% c� ��,  :-�d�� ��
� �� �� �� ���� ��
� U5�1 C6�,B � �2��� 

H N�O &: N���  I5OK�L4 Le Kf L�� I% I� , I'K�N� I�I2 KC IdOK�L4 -L�N� I� I2 I� , I'K� I4� I� KC IdOK�L4 -L�L4� I� I� , I'K� I� I; KC IdOK�L4 Lg L� K;�

 K1 I��I	O I2 , I'K�I�� I� KC I# h� LiI� j &� N9@ I� , IFK� I� I� IkK�O &� j I� LlK�I2 IFN9@ , I'K� ImI, � I# N In -L�L, I� , I'K�I� K�IB I'

 I� N% I� I'K�I�� I) I2 I� �` ao��� Vi#p��  -q�[���� �%B� X��X C%�� �/�#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您引领我吧您引领我吧您引领我吧您引领我吧！！！！如同您所引领的人一样如同您所引领的人一样如同您所引领的人一样如同您所引领的人一样；；；；您原谅我您原谅我您原谅我您原谅我

吧吧吧吧！！！！如同您所原谅的人一样如同您所原谅的人一样如同您所原谅的人一样如同您所原谅的人一样；；；；您保护我吧您保护我吧您保护我吧您保护我吧！！！！如同您所保护的如同您所保护的如同您所保护的如同您所保护的

人一样人一样人一样人一样；；；；您使您赐予我的成为吉庆的吧您使您赐予我的成为吉庆的吧您使您赐予我的成为吉庆的吧您使您赐予我的成为吉庆的吧；；；；您从您裁决的伤害您从您裁决的伤害您从您裁决的伤害您从您裁决的伤害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74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59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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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护我吧中保护我吧中保护我吧中保护我吧！！！！您确是裁决者您确是裁决者您确是裁决者您确是裁决者，，，，没有任何人对您裁决没有任何人对您裁决没有任何人对您裁决没有任何人对您裁决；；；；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

不能使您的友人卑贱不能使您的友人卑贱不能使您的友人卑贱不能使您的友人卑贱（（（（任何人也不能使您的敌人高贵任何人也不能使您的敌人高贵任何人也不能使您的敌人高贵任何人也不能使您的敌人高贵）；）；）；）；赞您赞您赞您赞您

超绝超绝超绝超绝，，，，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您是清高伟大的主您是清高伟大的主您是清高伟大的主您是清高伟大的主。。。。””””

①①①①
提勒秘日等人认

为这段圣训是良好的圣训，艾日巴尼在《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中则把这段圣训鉴为优良的圣训。 

3-当发生天灾、大难时，鞠躬起身后做祈祷，这叫做“大

灾难时的祈祷”。这可以在每番主命拜的时候祈祷，伊玛目根

据现状和需求而祈祷，跟拜者念“阿敏”。请参考（20031）

问。 

4-鞠躬的时候：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曾

在鞠躬的时候祈祷： 

 
$5� ���� 67�	 8� 9: 
$���� ;�< :H N�O &: N��� If L� KdO IrOL% I� �I� N% I� N�O &: N��� IFI9� IrOK	 &


e K� L> K\�` "����� ������� ���� 

““““赞您超绝万物赞您超绝万物赞您超绝万物赞您超绝万物，，，，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赞颂归于您赞颂归于您赞颂归于您赞颂归于您，，，，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求求求求

您饶恕我吧您饶恕我吧您饶恕我吧您饶恕我吧！！！！””””

②②②②
传自阿依莎（求主喜悦之）。 

5-叩头时的祈祷是最好的祈祷。《圣训》中说：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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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76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48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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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 �# 8�*� �1�7B C# �%� �;� �/�
 ���(1G4 ��4 C# ������a o��� ��[# 

““““你们与你们的养主最接近的时候就是他叩头之际你们与你们的养主最接近的时候就是他叩头之际你们与你们的养主最接近的时候就是他叩头之际你们与你们的养主最接近的时候就是他叩头之际。。。。你你你你

们叩头时们叩头时们叩头时们叩头时，，，，多祈祷吧多祈祷吧多祈祷吧多祈祷吧！！！！””””

①①①①
传自艾比•胡莱勒。关于在此处祈祷

的圣训很多，我们无法在此一一详述。 

6-两叩头之间念： 

���� : "  s�:��� �>\� e -�t��� gY/�� g�;�� -�,u��� " o��� Vi#p�� C%�� �/�#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求你饶恕我求你饶恕我求你饶恕我求你饶恕我，，，，怜悯我怜悯我怜悯我怜悯我，，，，求你赐我于正道求你赐我于正道求你赐我于正道求你赐我于正道，，，，求你求你求你求你

引领我引领我引领我引领我，，，，求你赐我给养求你赐我给养求你赐我给养求你赐我给养。。。。””””

②②②②
传自伊本阿巴斯。另外，还有些

其它的祈祷词，是艾日巴尼在《提勒秘日圣训集》里断为优

良的圣训。 

7-念完“末坐词”之后，出“瑟兰”之前的祈祷。先知

（求主赐福之，并使他平安）说： 

��, -	���  N� I�  &N��  L�K� I� I�  I�N� I
 I�  :" �?@ v�4 �1�7B C# �:w=�� DJ_� ?�)=��4 ��% C# 

"%�B ����  : s�:��� g@ ?��B F% C# Q�i� ��:/ C#� Q�i� Y��� C#� ��=4 ��r� U5�� 

C#� n ��=4 <�[� ��/��� " ���� ������� ����� 

““““当你们谁念完末坐词当你们谁念完末坐词当你们谁念完末坐词当你们谁念完末坐词，，，，就让他祈求真主保佑他四件事就让他祈求真主保佑他四件事就让他祈求真主保佑他四件事就让他祈求真主保佑他四件事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482 段 ②《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84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89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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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情情情：：：：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求你保佑我远离火狱的惩罚求你保佑我远离火狱的惩罚求你保佑我远离火狱的惩罚求你保佑我远离火狱的惩罚；；；；保佑我远离坟墓的保佑我远离坟墓的保佑我远离坟墓的保佑我远离坟墓的

刑罚刑罚刑罚刑罚；；；；保佑我免遭生死的诱惑与灾难保佑我免遭生死的诱惑与灾难保佑我免遭生死的诱惑与灾难保佑我免遭生死的诱惑与灾难；；；；求你保佑我免遭骗子求你保佑我免遭骗子求你保佑我免遭骗子求你保佑我免遭骗子

麦西哈的伤害麦西哈的伤害麦西哈的伤害麦西哈的伤害。。。。””””

①①①①
这是穆斯林的传述。传自艾比胡莱勒之后，

可随心的祈祷今生后世他想要的一切。据伊本麦斯欧德传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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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先知先知先知（（（（愿真主祝福他愿真主祝福他愿真主祝福他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并使他平安并使他平安并使他平安））））教他们教他们教他们教他们‘‘‘‘末坐词末坐词末坐词末坐词’’’’，，，，

最后他说最后他说最后他说最后他说：：：：‘‘‘‘然后让他随意地祈祷吧然后让他随意地祈祷吧然后让他随意地祈祷吧然后让他随意地祈祷吧！！！！’’’’””””

②②②②
 

拜功中的祈祷词很多，不能在这次的回复中解答完。这

里只是提到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对询问者也是对所有的穆斯

林的忠告是：你们应该有一本伊玛目脑威（愿真主慈悯他）

编辑的《祈祷》，这本书很长。如果你想要本简节的，则可以

选择伊本•台伊米教长的《良言》，这是艾日巴尼审编过的书。 

愿真主慈悯所有的穆斯林。 

真主至知！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31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588 段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587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402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