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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研研研读读读读教教教教门书门书门书门书籍的籍的籍的籍的都阿都阿都阿都阿 

在研读教门书籍或者学习教门课之前，先诵念下面的都阿，

ـ�آءَا�اِْن َش  َوَجّلَ ه لـل عَّزَ 、你便会牢牢记住你所学习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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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安拉  ََوَجّل ！啊！求你为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和智慧的大门吧 عَّزَ

和你慈悯我们！至尊至贵的主啊！ 

（穆萨塔特热飞 Al-Mustatraf 经，第 1 册，40 页）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诵念此都阿前后，皆要念赞圣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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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诵读诵读诵读    

【【【【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    
的益的益的益的益处处处处    

 

无论撒旦怎么努力试图阻止你阅读此书，完整地读完吧；

هـاِْن َش�آءَال �ـ َوَجّلَ  ل عَّزَ ，你会在无意中发现知识这一无价之宝。 

诵诵诵诵念念念念赞赞赞赞圣圣圣圣辞辞辞辞的益的益的益的益处处处处 

受安拉 ََوَجّل 之钟爱者，众人心灵的安慰者，整个世界的福 عَّزَ

赐，崇高的先知  َ$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اٰلِهٖ َصّ)َ َوَسلَّم لَيِْه  说过：“为我诵念的赞辞

是随拉特桥上的光。无论谁在星期五为我诵念赞辞八十遍，

他的八十年罪过将得到宽恕。” 

(穆贾姆-萨各尔 Mu’jam Ṣaghīr 经，第 320 页，5191 段哈迪斯) 

愿对【古兰经】的教学盛行；这是我的祈祷 
超过其它所有旗帜，愿伊斯兰的旗帜飞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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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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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一位一位一位【【【【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的信士的的信士的的信士的的信士的伟伟伟伟大大大大 

谢赫、萨比提•布纳尼  َس  النُّۡوَراِىن  قُّدِ  ُہ ِسّرُ  习惯于每天完整地诵念

【古兰经】一遍。他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总是在白天封斋，然后整 َرْمحَُة

个晚上礼副功拜。他在经过每一个清真寺时总要礼两拜副

功拜（这一礼拜叫祝贺清真寺拜）。对于他所受到的回赐，

他说：“我已经完整地诵念了【古兰经】，也靠着贾米亚

•清真寺的每一根柱子在我的主  ََوَجّل  ”。的庭上哭泣过了 عَّزَ

他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对礼拜和诵念【古兰经】的热爱是超常的 َرْمحَُة

他所受到的回赐也是让人羡慕的。因此，在他去世后，葬

礼中突然有一块砖滑落进坟墓中。当有些人倾着身子去捡

那块砖时，他们惊奇地看到谢赫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正站在他的坟 َرْمحَُة

墓中礼拜！当他的家人被问及此景时，他受人尊敬的女儿

说：“我可敬的父亲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每天都会作如下祈祷，安 َرْمحَُة

拉  ََوَجّل ，啊，如果你授予谁死后在其坟墓中礼拜的福赐 عَّزَ

那么也给我这一特权吧（授予这样一个福赐）。”据说人

们无论什么时候路过这一谢赫  ََلَيْهر$   تَعَاٰىل  اِهللا ْمحَُة  受主福佑的坟墓

都会听到从这一受主福佑的坟墓中传出来的诵念【古兰经】

的声音。(合里亚图-欧里亚 Ḥilyat-ul-Auliyā 经，第 2 册，362 -366 页) 

愿安拉  ََوَجّل  ！的仁慈降临于他，也我们因他而得到宽恕 عَّ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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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个个个个字母字母字母字母，，，，十件功修十件功修十件功修十件功修 

宏伟而辉煌的【古兰经】是安拉  ََوَجّل 的神圣之语；读 عَّزَ

【古兰经】、教【古兰经】、听【古兰经】、诵念【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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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给别人听都是有益的行为。每诵念【古兰经】的一个

字母，就能收获十件功修。关于这一点，贵圣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واٰلِه  َوَسلَّم َصّ)َ  
说过：“无论谁诵念安拉  ََوَجّل 的经典中的一个字母，他会 عَّزَ

得到相当于十件功修的功修。我不是说‘阿里弗-拉姆-米

姆’( ّٓالٓــم) 是一个字母，事实上，‘阿里弗’(َلِـف 是一个字 (ا

母，‘拉姆’( مال ) 是一个字母，‘米姆’(ِمـيـم) 也是一个字

母。”(提尔米兹圣训实录，第 4 册，417 页，2919 段哈迪斯) 

我的主啊！赐给我念【古兰经】的能力吧 

所以我的心灵才能被洗去邪恶 

 َ
ۡ
 ا'

َ
ۡ(ا َ)

*
�+َ ِ, ۡ�-   ُ 0 َ+/� ا.� ��َ1ُ 

ٰ
(َ 

ٰ
3�4َ5َ 

最好的人最好的人最好的人最好的人 

光的化身，崇高的先知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واٰلِه  َوَسلَّم َصّ)َ  说过： 

!ٗ مَ ـلَّ ــعَ وَ  َن اٰ رْ الْقُ  َم ـلَّ ـعَ ــْن تَ ـ ْم مَ ـکُ  ْريُ ــخَ   

’’’’意思是意思是意思是意思是：：：：你你你你们们们们中最好的人是中最好的人是中最好的人是中最好的人是学习学习学习学习了了了了【【【【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并把它教并把它教并把它教并把它教

给给给给其它人的人其它人的人其它人的人其它人的人。(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3 册，410 页，5027 段哈迪斯) 

阿布•阿卜杜•拉赫曼•苏拉米  َع   تَعَاٰىل  اهللاُ نْهُ ـَر7َِ 常常在清真寺教授

【古兰经】，他说：“是这一圣训让我坐在了这里。”(费

度-卡迪尔 Faiḍ-ul-Qadīr 经，第 3 册，618 页，3983 段哈迪斯) 

安拉啊！让我成为【古兰经】的哈菲兹 

并让我坚守【古兰经】的戒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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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会为会为会为会为人人人人们们们们求情并求情并求情并求情并带带带带人人人人们进们进们进们进入天堂入天堂入天堂入天堂 

我们的领袖、艾奈斯  َع   تَعَاٰىل  اهللاُ نْهُ ـَر7َِ  叙述说，人类的先知，我

们心灵的平静之源，最慷慨和善良者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  说过：

“无论谁学习并教授了【古兰经】并且按照【古兰经】中

的一切行事，那么【古兰经】会为他求情并带他进入天

堂。”(穆贾姆-卡比尔 Mu’jam Kabīr 经，第 10 册，198 页，10450 段

哈迪斯; Tārīkh Dimishq 经，第 41 册，3 页) 

我为获得诵念【古兰经】的激情而祈祷 

安拉 啊，让作为烈士死于绿色圆屋顶下成为我的归宿吧 

 َ
ۡ
 ا'

َ
ۡ(ا َ)

*
�+َ ِ, ۡ�-   ُ 0 َ+/� ا.� ��َ1ُ 

ٰ
(َ 

ٰ
3�4َ5َ 

教授一教授一教授一教授一个个个个诗节诗节诗节诗节或一或一或一或一个个个个圣行的益圣行的益圣行的益圣行的益处处处处 

我们的领袖、艾奈斯  َع   تَعَاٰىل  اهللاُ نْهُ ـَر7َِ  叙述说，无论谁把辉煌的

【古兰经】中的一个诗节或宗教中的任何一个圣行教授给

任何一个人，安拉  ََوَجّل 会在审判日为他准备这样一个奖 عَّزَ

励：没有谁得到的奖励会比这个奖励好。 ( 贾 穆 - 贾 瓦 米

Jam’ul-Jāwāmi 经，第 7 册，281 页，22454 段哈迪斯) 

 َ
ۡ
 ا'

َ
ۡ(ا َ)

*
�+َ ِ, ۡ�-   ُ 0 َ+/� ا.� ��َ1ُ 

ٰ
(َ 

ٰ
3�4َ5َ 

给给给给教授一教授一教授一教授一个个个个诗节诗节诗节诗节的人的的人的的人的的人的奖励奖励奖励奖励持持持持续续续续到到到到审审审审判日判日判日判日 

两束光的持有人，【古兰经】的汇编者、我们的领袖、奥

斯曼•伊本•奥凡  َع   تَعَاٰىل  اهللاُ نْهُ ـَر7َِ  叙述说，麦地那的主人，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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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安慰者，崇高的先知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  说过：“无论谁

教授【古兰经】中的一个诗节都会得到两倍于学习那一诗

节的人所得到的奖励。”在另一圣训中，我们的领袖、艾

奈斯  َع   تَعَاٰىل  اُهللا نْهُ ـَر7َِ  叙述说，受人爱戴、受主福佑的先知 

 َواٰلِهٖ   تَعَاٰىل $َلَيِْه  اُهللا َوَسلَّم َصّ)َ  说过：“无论谁教授辉煌的【古兰经】中的

一个诗节，只要那一诗节仍旧被诵念，那么他就会持续得

到奖励。”(贾穆-贾瓦米 Jam’ul-Jāwāmi 经，第 7 册，282 页，22455-

22456 段哈迪斯) 

赐予我诵念【古兰经】的激情吧 

安拉啊！出于你的仁慈，宽恕我的所有罪过吧 

安拉安拉安拉安拉  ََوَجّل  不不不不断断断断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奖励奖励奖励奖励，，，，一直到一直到一直到一直到审审审审判日判日判日判日 عَّزَ

一段圣训中提到：“无论谁教授安拉  ََوَجّل 的经典中的一个 عَّزَ

诗节或者一章知识，安拉  ََوَجّل ，会不断增加给他的奖励 عَّزَ

一直到审判日。” 

我的主啊！授予我寻求伊斯兰的知识的激情吧 

安拉啊！赐予我学习并教授【古兰经】的热情吧 

 َ
ۡ
 ا'

َ
ۡ(ا َ)

*
�+َ ِ, ۡ�-   ُ 0 َ+/� ا.� ��َ1ُ 

ٰ
(َ 

ٰ
3�4َ5َ 

在母在母在母在母亲亲亲亲的子的子的子的子宫宫宫宫中中中中记忆记忆记忆记忆了了了了【【【【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的的的的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卷卷卷卷 

【玛拉福匝特-阿拉•哈德拉特】经在此展示了一个有益的

问题及其启发信仰的回答： 



诵读【古兰经】的益处 

 

6 

问问问问：：：：阁下，教法中有指定举行念太思米聚会的年龄吗？ 

答答答答：：：：关于这一点，教法中没有固定的说法，但是，受人尊

敬的学者们认为在四年四个月零四天大时可以举行。谢赫、

巴赫蒂亚尔•卡基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就是在四年四个月零四天大 َرْمحَُة

时被安排了念太思米聚会 ，人们被邀请来参加，谢赫、莫

因努丁•奇什蒂  َتَعَاٰىل ع   اهللاُ نْهُ ـَر7َِ   当时也在场，当他正要叫这个孩

子诵念“太思米”时，他受到了神圣的启示的召唤：“等

等，哈米杜丁•纳古里َ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要来了，他会教这个孩子َرْمحَُة

诵念‘太思米’的 

在同一时间在纳古尔，卡迪•哈米杜丁َ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接收到神 َرْمحَُة

圣的启示，告诉他去教安拉  ََوَجّل 的一位仆人诵念 عَّزَ هـلّٰ ـالْسِم ــبِ  ，

他立即来到仪式现场并对那个孩子说：“孩子，诵念

‘ ـ ـ ال  الـلّٰـهِ بِــْسِم  ْحـٰمِن ال ِحـْيـِم ّرَ ّرَ ’ 吧 ！ ” 那 个 孩 子 开 始 诵 念 

“ ِجـْيِم بِــْسِم  الـلّٰـهِ اَُعـْوذُ بِـا  ْيٰطِن الّرَ ِحـْيـِم ـ ال  الـلّٰـهِ ِمـَن الـّشَ ْحـٰمِن الـّرَ ّرَ ”并继续凭记

忆从【古兰经】的开头一直诵念到完成十五卷。谢赫、哈

米杜丁和谢赫、莫因努丁•奇什蒂  ال � ـَرِمحَهُُم  تَ ـل عَاٰىل ـُه 说：“孩子！

继续诵念吧！”那个小孩子回答说：“我在我的母亲的子

宫里就听到这么多，她也只记得这么多，所以我也只记得

这么多！” 

愿安拉 ََوَجّل  ！的仁慈降临于他们，也我们因他们而得到宽恕 عَّزَ

 
ٰ
   ِ>َ�هِ ا:�9ِِّ 7ۡ 6ِ ا

َ ۡ
ُ  7ۡ 6ِ ا! � ا8 َ  َصّ)َ ِ  يۡهِ تَعَاٰىل $َل  َوَسلَّم ٖهَو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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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啊！让我对你的爱真实吧 

让我成为你的先知的真诚信士吧 

 َ
ۡ
 ا'

َ
ۡ(ا َ)

*
�+َ ِ, ۡ�-   ُ 0 َ+/� ا.�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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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由于伊斯兰知识的缺乏，很多今天的穆斯林不

了解教法中关于诵念、教授、聆听、碰触【古兰经】等等

的规定。为了传播伊斯兰知识，也为了挽救穆斯林于罪过，

这里展示了一个串满五彩的迈达尼•珍珠的花环。 

关关关关于于于于诵诵诵诵念念念念【【【【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的二十一的二十一的二十一的二十一颗迈达颗迈达颗迈达颗迈达尼尼尼尼•珍珠珍珠珍珠珍珠 

1. 信士的长官、们的领袖、欧麦尔•法鲁格  َع   تَعَاٰىل  اهللاُ نْهُ ـَر7َِ  过
去每天都亲吻【古兰经】，他说：“这是我的主  ََوَجّل  عَّزَ

的圣约，也是他的经典。”(杜喏-穆卡塔尔 Dur-re-Mukhtār

经，第 9 册，634 页) 

2. 在读【古兰经】前诵念求护词‘ الـلّٰـهِ  اَُعـْوذُ بِـا ’是可嘉的

行为，在诗节的开始时诵念太思米‘ الـلّٰـهبِــْسِم  ’是圣行，

在其它地方诵念是可嘉的行为。(巴哈喏-沙里亚特 Baĥār-

e-Sharī’at 经，第 1 册，550 页) 

3. 如果从《讨白》（忏悔章）开始读，求护词和“太思

米”都要诵念。但是，如果是《忏悔章》的前面开始

读，而接着读到《忏悔章》，没有必要诵念“太思

米”。今天的一些哈菲兹说要在这一章开始时特别诵

念求护词是没有根据的。此外，即使从《忏悔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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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读也不应该诵念“太思米”是完全错误的。(同上，

第 551 页) 

4. 读【古兰经】时保有小净、面朝天房、着装良好是可

嘉的行为。(同上，第 550 页) 

5. 看着书读【古兰经】比凭记忆诵念更可取，因为看着

读不仅读了【古兰经】，而且看了、摸了【古兰经】，

而这些都是拜主的行为。(滚亚-图-穆塔玛丽 Ghunya-tul-

Mutamallī 经，495 页) 

6. 应该用非常优雅的声音诵读【古兰经】，如果有人的

嗓音听起来不那么令人愉快，他应该在诵读时努力美

化自己的嗓音。可是，用会导致字母发音不正确的语

调诵读是不被允许的，比如像歌手一样。务必谨慎维

护诵读【古兰经】的规则。(杜喏-穆卡塔尔，喏杜-穆塔尔

Dur-re-Mukhtār; Rad-dul-Muḥtār 经，第 9 册，694 页) 

7. 只要不会对在祷告的人、病人或者在睡觉的人造成麻

烦，最好是用听得见的声音诵读【古兰经】。(滚亚-图-

穆塔玛丽 Ghunya-tul-Mutamallī 经，第 497 页) 

8. 当有人大声诵读【古兰经】时，有些人虽然保持了静

默但不断地四处张望或不断地做各种动作或手势。这

样的人应该注意，除了保持静默，全神贯注地聆听也

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逊尼派之领袖、谢赫、伊玛

目•艾哈迈德•拉扎•可汗 َرْمحَُة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在【法特瓦-拉扎伟

业】经第二十三卷第三百五十二页记有：“当【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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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被诵读时，全神贯注聆听并保持静默是主命。安

拉  ََوَجّل  ：说 عَّزَ

ذ	�  �� ئ	  و	 ر�
ۡرٰ�ن�  ق� ۡو�  �لۡق� ع� م� 	اۡست	 	�6  ف ۡو� 7 ت� �	نۡص� ۡم  و	 �9

	 ل 	ع	 ۡون	  ل م� �ۡرح	  ﴾٢٠٤﴿ ت

当别当别当别当别人人人人诵诵诵诵念念念念【【【【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的的的的时时时时候候候候，，，，你你你你们当侧们当侧们当侧们当侧耳耳耳耳细细细细听听听听，，，，严严严严守守守守缄缄缄缄

默默默默，，，，以使你以使你以使你以使你们们们们蒙受安拉的怜蒙受安拉的怜蒙受安拉的怜蒙受安拉的怜悯悯悯悯。。。。    

(古兰经，第 9 卷，高处章，204 节) 

9. 当【古兰经】被大声诵读时，如果聚会的目的是聆听

【古兰经】那么仔细聆听对所有在场者来说都是主命。

如果目的不是这样，那么其中的一人仔细聆听就足够

了，其它人可以做自己的事。(法特瓦-拉扎伟业（新）

Fatāwā Razawiyyaĥ (Jadīd) 经，第 23 册，353 页) 

10. 聚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大声诵读是非法的。在呈送回赐

聚会中，通常每个人都大声诵读——这是非法的（严

厉禁止）。多人诵读的规则是默念。(巴哈喏-沙里亚特

Baĥār-e-Sharī’at 经，第 1 册，552 页) 

11. 如果在清真寺里诵读，在场的其它人在做礼拜或做祈

祷，你应该用只有你自己能听到的音量诵读，你的声

音不应该让旁边的人听到。 

12. 在市场或任何有人在工作的地方诵读【古兰经】是不

被允许的。如果人们不聆听诵读，那么罪过将是诵读

者的。如果诵读者在非工作场所且在人们做事之前开

始诵读，那么如果人们不聆听诵读，罪过将落在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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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上。但是，如果在他们已经开始做事之后开始诵

读，罪过还是诵读者的。(滚亚-图-穆塔玛丽 Ghunya-tul-

Mutamallī 经，第 497 页) 

13. 最好不要在有人在学习伊斯兰知识或有伊斯兰科学的

学生在复习或做研究的地方大声诵读。(同上) 

14. 躺着诵读【古兰经】没有危害，只要双腿是弯曲的

（不是伸直的）且脸没有被遮盖。此外，在走路或工

作时诵读【古兰经】也是可以的，只要不会分心。否

则就是可憎的。(同上，第 496 页) 

15. 在洗手间或不洁之地诵读【古兰经】是不被允许的。

(同上) 

16. 聆听【古兰经】比诵读【古兰经】或礼副功拜更可嘉。

(同上，第 497 页) 

17. 如果不会引起仇恨或妒忌，有人诵读错误时，纠正他

是听者的瓦吉卜（义务）。(同上，第 498 页) 

18. 同样的，如果有人暂时拿了他人的【古兰经】并且在

其中发现一些印刷或抄写错误，告知主人是他的瓦吉

卜（义务）。(巴哈喏-沙里亚特 Baĥār-e-Sharī’at 经，第 1 册，

553 页) 

19. 夏天时，最好在早上完成诵读【古兰经】，而冬天时，

最好在夜初时完成诵读，因为在一段圣训中提到：

“谁在一天的开始时完成诵读【古兰经】，天使们会

一直为他请求宽恕，直到晚上；谁在一夜的开始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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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诵读【古兰经】，天使们会一直为他请求宽恕，直

到早晨。” 

因为夏天时白天比较长，在早上完成诵读【古兰经】

可以获得天使们更多的求恕祷告；另一方面，冬天时

夜晚比较长，因此在夜初时完成诵读可以获得更多的

求恕祷告。(滚亚-图-穆塔玛丽 Ghunya-tul-Mutamallī 经，第 496

页) 

20. 在诵读完整个【古兰经】后，最好诵念《忠诚章》三

遍。礼“泰拉威拜”时也是一样。但是，完成主命拜

后，诵念《忠诚章》不要超过一遍。(同上) 

21. 对于完整地诵读【古兰经】，在诵读完《世人章》之

后 ， 诵 读 《 开 端 章 》 和 《 黄 牛 章 》 一 直 到 

ك	 ه�   �BC ��ل ۡ ـو	 ﴿ـم� �ل �Dۡون	 �Eۡف ﴾٥م�  ，然后做都阿（祈祷），因为这是圣

行。关于这一点，我们的领袖、阿卜杜拉•本•阿巴斯 
 اهللاُ تَعَاٰىل عَ  َمانُْه ـَر7َِ  从我们的领袖、伍拜伊•本•凯尔布 اهللاُ تَعَاٰىل  نْهُ ـَع  َر7َِ

传 述：“仁 慈的先知  اهللاُ    َواٰلِهٖ  َصّ)َ  $َلَيِْه َوَسلَّم تَعَاٰىل  诵 念到 

ب� �لـۡل �	ع� ـق�   اس� ـۡوذ� ب�ر	 	ۙ  ن ﴿١﴾  ，他会从《开端章》开始，然后是

《黄牛章》直到  	ۡون�D �Eۡف ��M �لۡم� N 	ك �BC ��ل ﴾٥﴿ و	 ，最后，在为完成诵读

【古兰经】而做都阿之后他才会站起来。 (Al-Itqān fī 

‘Ulūm-il-Qurān 经，第 1 册，158 页) 

迈达迈达迈达迈达尼尼尼尼•小孩泄露了秘密小孩泄露了秘密小孩泄露了秘密小孩泄露了秘密 

我们的领袖、阿布•阿卜杜拉  تَعَاٰىل   اِهللا $َلَيْه َرْمحَُة  说：“谢赫、阿布

哈桑•穆罕默德•本•阿斯拉姆•图希 ۡـَقـِوی  ال ِه �ـ  الـل  َرْحـَمُة 在隐藏他 َعـلَيِْه



诵读【古兰经】的益处 

 

12 

的善行方面特别注意，以至于他有一次说：“如果我可以

决定的话，为了虔诚崇拜安拉  ََوَجّل 我甚至会隐瞒来给布 عَّزَ

和阿提度（两位受尊敬的记录人的行为的天使）。” 

叙述者说：“我认识谢赫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超过二十年，但除在 َرْمحَُة

星期五外，我从没看到他礼两拜副功拜。谢赫  َت   اِهللا  $َلَيْهَرْمحَُة عَاٰىل  

会拿一壶水到他专门的房间然后从里面关上门。我从没能

够弄清楚他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在他的房间里做些什么，直到有一 َرْمحَُة

天，他的儿子大声哭起来。当孩子的母亲开始努力让孩子

平静下来时，我问：‘这个孩子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啊？’

然后这位受尊敬的女士说：‘孩子的父亲（谢赫、阿布哈

桑 •图希َ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在这个房间里诵读【古兰经】并因对（ َرْمحَُة

安拉  ََوَجّل 的畏惧而哭泣，所以这个孩子听到他的父亲哭 عَّزَ

也哭起来。’” 

谢赫、阿布•阿卜杜拉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 说：“谢赫、阿布哈桑 َرْمحَُة

图希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为了不让自己陷入炫耀的危险，小心谨慎 َرْمحَُة

地隐藏他的善行，以至于在他专门的房间里虔诚拜主后出

来之前，他会洗脸并在双眼上涂上眼影，这样就没人能够

从看他的脸和眼睛猜到他哭过了。”(合里亚图-欧里亚 Ḥilyat-ul-

Awliyā 经，第 9 册，254 页) 

愿安拉  ََوَجّل  ！的仁慈降临于他，也我们因他而得到宽恕 عَّزَ

 
ٰ
   ِ>َ�هِ ا:�9ِِّ 7ۡ 6ِ ا

َ ۡ
ُ  7ۡ 6ِ ا!   َ+/� ا.�

َ
��َ 

ٰ
3�4َ5َِ=�ۡ  >ِ

ٰ
� َوا

�
 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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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愿我的每一个行为只为你 

我恳求你——赐予我如此之诚挚 

 َ
ۡ
 ا'

َ
ۡ(ا َ)

*
�+َ ِ, ۡ�-   ُ 0 َ+/� ا.� ��َ1ُ 

ٰ
(َ 

ٰ
3�4َ5َ 

 اـ بْحٰ ـ ُس  ��َن َوَجّلَ  هلـل عَّزَ !一方面，这些是那些最诚挚、最虔诚而隐藏

他们的善行的人；不幸的是，另一方面，有像我们一样幼

稚而缺乏诚挚之心的人，在做了任何善行之后会大声宣告

并声明。首先，我们甚至不努力去行善，其次，如果我们

难得成功地做了一件善事，我们会以炫耀结束它。 

我傲慢的自我已经从深处影响了我的心灵 

当我做了一件善事时，我没办法隐藏它 

 َ
ۡ
 ا'

َ
ۡ(ا َ)

*
�+َ ِ, ۡ�-   ُ 0 َ+/� ا.� ��َ1ُ 

ٰ
(َ 

ٰ
3�4َ5َ 

以正确的以正确的以正确的以正确的发发发发音音音音诵读诵读诵读诵读【【【【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并避免并避免并避免并避免错误错误错误错误的的的的诵读对诵读对诵读对诵读对每每每每个个个个

穆斯林穆斯林穆斯林穆斯林来说来说来说来说都是主命都是主命都是主命都是主命 

逊尼派之领袖、阿拉玛、毛拉纳、哈吉、诵经家、沙、伊

玛目、艾哈迈德•拉扎•可汗  َرْمحَ ـَع   ال لَيِْه ْمحٰنّرَ ـ ُة  说过：“毫无疑问，

为了不在诵读时出错而学习足够的发音规则并能够正确地

发每一个音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主命。”(法特瓦-拉扎伟业

（新）Fatāwā Razawiyyaĥ (Jadīd) 经，第 6 册，343 页) 

迈达迈达迈达迈达尼尼尼尼•孩子孩子孩子孩子诵读诵读诵读诵读【【【【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的益的益的益的益处处处处 

安拉  ََوَجّل َوَجّلَ  意愿让地球上的人们承受痛苦，但当他 عَّزَ 听 عَّزَ

到孩子诵读【古兰经】时，他  ََوَجّل 。会收回让人痛苦的根源 عَّزَ

(达日米圣训实录 Sunan Dārimī 经，第 2 册，530 页，3345 段哈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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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啊！看在那些记忆了【古兰经】的孩子们份上福佑我们 

看在有着迷住了世界的光芒的绿色圆屋顶的份上福佑我们 

 ْ  لـَحمْ ـاَل � ِـ ُد  ـل َوَجّلَ ه عَّزَ !通过致力于宣教【古兰经】和圣行的非政治的

全球性组织——达瓦•特•伊斯拉米这一平台，在马德拉萨•

图•麦地那的名下已经有无数的伊斯兰学院得以在全世界

不同的国家建立。 

在写作此书时，在巴基斯坦有五万男女儿童在这些学院里

免费学习诵读【古兰经】。此外，对于希望学习【古兰经】

的正确发音的成人，学习班以马德拉萨•图•麦地那（成人

部）的名义已经在无数的清真寺和其它地方开展起来。在

这些学习班中，那些白天忙于工作或其它活动的人通常在

宵礼后学习大约四十分钟，学习诵读辉煌的【古兰经】的

正确方法、各种都阿和圣行。  ْ  لـَحمْ ـاَل � ِـ ُد  ـل َوَجّلَ ه عَّزَ  专门为伊斯兰姐

妹设立的类似机构也以同样的名字建立起来了。 

关关关关于于于于诵读诵读诵读诵读【【【【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的叩的叩的叩的叩头头头头的十四的十四的十四的十四颗迈达颗迈达颗迈达颗迈达尼尼尼尼•珍珠珍珠珍珠珍珠 

1. 当一个人诵读或听到【古兰经】的叩头的诗节时，做

诵读【古兰经】的叩头成为了瓦吉卜（义务）。(合达

亚 Al-hidāyah 经，第 1 册，78 页) 

2. 用波斯语或其它任何语言诵念【古兰经】的叩头的诗

节的译文也让叩头成为诵读者和聆听者的瓦吉卜，无

论听者是否清楚这是不是【古兰经】的叩头的诗节。

但是，如果他不清楚，有必要告知他这是【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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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叩头的诗节的译文。如果是诵读【古兰经】的叩头

的诗节，那么没有必要告知聆听者这是【古兰经】的

叩头的诗节。(法特瓦-阿拉姆吉日 Fatāwah Alamgīrī 经，第 1

册，133 页) 

3. 如果没有什么妨碍他听到的话，诵读的音量至少是诵

读者自己能听到的程度是诵读的一个条件。(巴哈喏-沙

里亚特 Baĥār-e-Sharī’at 经，第 1 册，728 页) 

4. 听者不一定是有意地去听【古兰经】的叩头的诗节；

即使是无意中听到【古兰经】的叩头的诗节，叩头也

成为了瓦吉卜。(合达亚 Al-hidāyah 经，第 1 册，78 页) 

5. 如果诵念【古兰经】的叩头的诗节的声音能够被听到，

但是有人由于噪音或耳聋而听不到，叩头对他来说还

是瓦吉卜。但是，如果他只是嘴唇动一动而没有发出

声音，叩头不是瓦吉卜。 (法特瓦-阿拉姆吉日 Fatāwah 

Alamgīrī 经，第 1 册，132 页) 

6. 让叩头成为瓦吉卜并不需诵读完整个诗节，只要诵念

包含有关叩头的词并在其前或其后有一个词就足够了。

(喏杜-穆塔尔 Rad-dul-Muḥtār 经，第 2 册，694 页) 

7. 诵读诵读诵读诵读【【【【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的叩的叩的叩的叩头头头头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叩头的圣行方式如下：

站起来，然后在诵念 کـَرب    时叩头，然后诵念  الـلّٰــُ! ا

 �َ اْالَْعـٰ کـَرب 至少三遍，接着在诵念 ُسبْـٰحـَن َرّىبِ 。时站起来 الـلّٰــُ! 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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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叩头前后诵念  کـَرب 是圣行。在叩头前后站立都是 الـلّٰــُ& ا

可嘉的行为。(杜喏-穆卡塔尔 Dur-re-Mukhtār 经，第 2 册，699 页) 

8. 对于诵读【古兰经】的叩头，不需要在诵念  ّٰکـَرب الـل ــُ& ا  时

抬起双手，也不需要诵念“中坐念词”或出“赛俩

目”。 (谈伟茹-阿比萨尔 Tanvīr-ul-Abṣār 经，第 2 册，700 页) 

9. 当举意做【古兰经】的叩头时，没有必要指明哪个诗

节，一般的做【古兰经】的叩头的举意就足够了。(杜

喏-穆卡塔尔，喏杜-穆塔尔 Dur-re-Mukhtār, Rad-dul-Muḥtār 经，

第 2 册，699 页) 

10. 如果在非礼拜时诵念【古兰经】的叩头的诗节，立马

叩头不是瓦吉卜。但是，立马叩头更可取。如果有小

净,那么拖延就是可憎的行为了。(杜喏-穆卡塔尔 Dur-re-

Mukhtār 经，第 2 册，703 页) 

11.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当时不可能叩头，那么诵读者和聆

听者诵念以下节是可嘉的行为： 

ا ۡعن	 �O 	P   	ا   و ۡعن	 	ك	  R  �	ط	 �ن 	SۡT ا  غ� ب	ن	 	ۡيك	   ر	 ل ��Vۡ   و	 �� ص�  ﴾٢٨٥﴿  �لۡم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听听听听从从从从了了了了，，，，我我我我们恳们恳们恳们恳求你求你求你求你赦宥赦宥赦宥赦宥；；；；我我我我们们们们的主啊的主啊的主啊的主啊！！！！你是最后的你是最后的你是最后的你是最后的

归归归归宿宿宿宿    

 (古兰经，第 3 卷，黄牛章，285 节) 

(喏杜-穆塔尔 Rad-dul-Muḥtār 经，第 2 册，7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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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果在同一次集会中重复诵读或听到同一句【古兰经】

的叩头的诗节，那么叩头一次是瓦吉卜，即使是从不

同的人那听到。同样地，如果一个人诵读了一句【古

兰经】的叩头的诗节然后又从别人那同一句，只有一

次叩头是他的瓦吉卜。 

(杜喏-穆卡塔尔，喏杜-穆塔尔 Dur-re-Mukhtār, Rad-dul-Muḥtār 经，

第 2 册，712 页) 

13. 当诵念整个诗节时，遇到而不诵念【古兰经】的叩头

的诗节是可恶的行为。只诵念【古兰经】的叩头的诗

节没有害处。但是，最好也诵念之前或之前的一些诗

节。(杜喏-穆卡塔尔 Dur-re-Mukhtār 经，第 2 册，717 页) 

为为为为了了了了满满满满足需要足需要足需要足需要 

14. 根据哈乃斐学派的学说，在【古兰经】中有十四处

【古兰经】的叩头的诗节。如果在一次具有某个特别

目的的集会中，这十四处都被诵念了然后也叩头了，

安拉  ََوَجّل 会让那个目的实现，无论是在每一个诗节后 عَّزَ

都叩头，还是在诵念完十四处诗节后一起十四次叩头。

(巴哈喏-沙里亚特 Baĥār-e-Sharī’at 经，第 2 册，738 页) 

 َ
ۡ
 ا'

َ
ۡ(ا َ)

*
�+َ ِ, ۡ� ُ 0 -           َ+/� ا.� ��َ1ُ 

ٰ
(َ 

ٰ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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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处处处处【【【【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的叩的叩的叩的叩头头头头的的的的诗节诗节诗节诗节 

 

1.  �� 	 يۡ  ن ذ�
	 ۡن  ن	 �ل 	 ع� ب�ك	 آل 	 د	 ر	 ۡك\��Vۡو إل ] ت�ٖه ۡست	 اد	 ب	 ۡن ع� �  و	  ن	 ع	 �Dۡو ] �

a 	هb س	 	b6  و	  ن 7 

 	 ۡو ] د�  ﴾٢٠٦﴿     ن	 ۡسج�

(Part 9, A’rāf: 206) 

 

2.  ٰe� 	 �g و	 هللا د� ] ٰمٰوت� و	  ۡسج� 	�i �لس j ۡن	م  	 ۡوlًا و   �آلۡإل	ۡرض� ط	
	
n 	 و�  ۡرًها و �Mۡ ب�الۡغ�د� p� لٰل  و	   ظ�

ال�  t     �آلٰۡإلص	 ﴿١٥﴾ 

(Part 13, Ar-Ra’d: 15) 

 

3.  ٰe� 	 �g و	 هللا د� ] ٰمٰوت� و	   ۡسج� 	�i �لس j ا ة� و	  م	 ك	 �BC ل آب	ٍة و	 �لۡم	 ۡن د	 �i �آلۡإل	ۡرض� م� j ا	م  ۡM� N   إل	 آل

ۡك\��Vۡون	  	ۡست	 [   ﴿٤٩﴾   

(Part 14, Nahl: 49) 

 

يۡن	  .4 ذ�
	 	 �ل ن ��  Mۡ�pۡي	 ل 	l �ٰ��ۡت ذ	� ي ��  ۤ6ٖ�zۡب	ۡن ق لۡم	 م� �و� �لۡع� �ۡوت ۡون	 }	 � �ر 	ًد� |�} �آلۡإل	ۡذق	ان� ~�  ل

﴿١٠٧ ۙ﴾  	 ا  و ب�ن	 ۡعد� ر	 	ان	 و	 ۡن � ��  
ۤ
ا ب�ن	 Dٰaۡن	 ر	 �ۡون	 س� ۡول 	ق� ۡوآلًإل ﴿ ي ۡفع� 	م	 ۡون	  ﴾ و	 ١٠٨ل �ر �| 	{

ۡ�ن	 و	 
�

	ۡب� �آلۡإل	ۡذق	ان� ي ۡوlًا ل ش� �Mۡ خ� N يۡد� 	ز�  ﴾t ١٠٩﴿ ي

(Part 15, Banī Israel: 107-109) 
 

ۡحٰمن�  .5 	�	ۡيMۡ�p ٰ�ٰيت� �� ل 	l �ٰ��ۡت ذ	� ت ۡو�   �� �ر 	ًد�  خ	} �~  	 ا و ً�ك�ي t  ب ﴿٥٨﴾ 

(Part 16, Maryam: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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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ر	 �	 �	  .6 	ۡم ت ٰ لeهللا� 	 	  g	 ن د� ] 	b6  ۡسج� ٰم  م	ۡن  7 	�i �لس j ٰو 	ۡن  ت� و	م  	آلۡإل� i� j 	ۡرض� و  	ۡمس� و 	 لۡق	�	�� و	 � �لش

��ۡو 
�ال� و	  م� و	 �ل� {�ب	

ۡ
ر� و	  �� ج	 	آ �لش و	 	  ب� و	 �لد

	
n ۡ � ن	  Vٌ ث� �اس� ) و	   م 	  �لن

	
n ۡ � 	ۡيه� ث� ل 	l 	ق Vٌ ح	

�ب� ) و	  ذ	 ٰ   م	ۡن  �لۡع	eهللا�ن�  �ه� ٰ يeهللا� 	 ن ٍم ) �� ۡن م�ۡكر� 	b6  م� 	ا 7 �
	

�  �g 	g  ا	ل� م 	ۡفع	 آء�   ي 	ش	 [   � ﴿١٨﴾ 

(Part 17, Hajj: 18) 
 

7.  �M�p	 ذ	� ق�ۡيل	 ل ۡو�  و	 �� 	ا �ۡ~{�د� ����ن
ۡ
	ا ا ت �م	 د� ل 	ۡسج� ۡحٰمن� � �	� 	��ۡو� و	 م	ا  �� ۡحٰمن� ق	ال 	�لر   و	   ل

 ۡM� N �د	 ۡوًر�  ز	 �ف� �    ن ﴿٦٠﴾ 

(Part 19, Furqān: 60) 

 

إل  .8
	 	 �	آل ۡو�] د� ٰ   ۡسج�e� ٰمٰوت� و	 هللا 	�i �لس j 	ۡبء	|

ۡ
ج� �� ۡ|ر� ۡي }� ذ�

	 	م� �g �ل 	ۡعل   �آلۡإل	ۡرض� و	 ي

ۡون	  م	ا  و	  م	ا ��ۡ|ف�ۡون	  �ۡعل�ن� ٰ   ﴾٢٥﴿  تeهللا	�  	و إل ه�
	 آل ��  	6ٰ7 ��  ۤ 	إل ۡ  �g  آل � �ل ب ۡي ـع	 ـر	 ظ� t    م� ـۡرش� �لۡع	 ﴿٢٦﴾ 

(Part 19, Namal: 25-26) 

 

ۡو� .9 �ر ا خ	 ۡو� ب�ه	 ر�

�nذ�  �	ذ يۡن	  �� ذ�

	 ا �ل ن	 ن� ب�اٰٰيت� �ۡؤم� ا ي ن	م	 ��   	 } 	  ًد� ~� £	ۡمد�  و �Dۡو� ¤� 	a  س	

 ۡM� p�ب �Mۡ  و	   ر	 N  إل	 ۡك\��Vۡون	   آل 	ۡست	 [     t ﴿١٥﴾ 

(Part 21, Sajdaĥ: 15) 

 

10.  	 ر خ	 ب	هb و	 ۡغT	S	 ر	 	اۡست	 	  ف ًعا و �¥� t  ر	 	اب	 ﴿ 	ا ﴾٢٤�	ن 	غ	T	Sۡن 	b6    ف �ك	 ) و	    7 	ا  ٰذل ن ۡند	 	b6 ع� 7 	 ن ��

لٰۡ§¦ �̈ 	 ٰاٍب  � ۡسن	 م	  ﴾٢٥﴿ و	 ح�

(Part 23, Sād: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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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إل  و	  .11 ۡمس� و	 آل 	�لش ۡو�  ل د� 	ۡسج� 	إل © �	�� ) آل ۡمس� و	 �لۡق	 	ار� و	 �لش ه	 	ۡيل� و	 �لن
	 ه�  �ل ۡن  ٰ�ٰيت� م�

 ٰe� ۡو� هللا �	�� و	 �ۡ~{�د� �لۡق	 ۡون	 ل د� 	ۡعب� ي	اه�  ت ۡن»�ۡ(  �� ۡن ك� �� 	 ن ه� 	ق	 ل ۡي خ	 ذ�
	 	ا�ن�   ﴾٣٧﴿ �g  �ل ف

	ا 	�Vۡو� ف ۡك\ ار� و	 �ۡست	 ه	 	ۡيل� و	 �لن
	 	b6 ب�ال �Dۡون	 7 �

a �س	 ب�ك	 ] ۡند	 ر	 يۡن	 ع� ذ�
	 �Mۡ  ل N 

	إل  ۡون	  آل ®	م� 	ۡسـ [    t ﴿٣٨﴾ 

(Part 24, Ĥāmīm As-Sajdaĥ: 37-38) 

 

12.  ٰe� ۡو� هللا 	اۡ~{�د� ۡو� �g ف د� �     و	 �ۡعب� ﴿٦٢﴾ 

(Part 27, Najam: 62) 

 

13.  
	

�ۡون	 � ¯ �ۡؤ°� 	إل ي 	Mۡ�p  آل 	ا ل �   ۙ ۡون	     ﴾٢٠﴿ د� 	ۡسج� 	إل ] ��M �لۡق�ۡرٰ�ن�  آل pۡي	 ل 	l 	ئ ر�
ذ	� ق� �     و	 �� ﴿٢١﴾ 

(Part 30, Inshiqāq: 20-21) 

 

ۡب و	 �ۡ~{�ۡد و	 �قۡ  .14 �V
	 ±     � ﴿ ١٩﴾ 

(Part 30, ‘Alaq: 19) 
 

 َ
ۡ
 ا'

َ
ۡ(ا َ)

*
�+َ ِ, ۡ�-   ُ 0 َ+/� ا.� ��َ1ُ 

ٰ
(َ 

ٰ
3�4َ5َ 

关关关关于触摸于触摸于触摸于触摸【【【【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的九的九的九的九颗迈达颗迈达颗迈达颗迈达尼尼尼尼•珍珠珍珠珍珠珍珠 

1. 当不在小净的状态时，为了触摸神圣的【古兰经】，

做小净是主命。(努如-伊达 Nūr-ul-Īḍāḥ 经，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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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不在小净的状态时，看着读但不触摸【古兰经】是

被允许的。 

3. 能够找到水时，为了触摸【古兰经】、做诵读【古兰

经】的叩头或做感谢真主的叩头而做土净是不被允许

的。(巴哈喏-沙里亚特 Baĥār-e-Sharī’at 经，第 1 册，352 页) 

4. 对于一个人来说大净是主命时触摸【古兰经】是非法

的。这包括空白的边缘处、封面和包裹【古兰经】的

布料。类似地，看着读或背诵【古兰经】、写【古兰

经】诗节、写【古兰经】诗节的护身符、摸这样一个

护身符、摸或者戴刻有【古兰经】诗节的戒指（比如

刻有穆卡忒阿特1的戒指）都是非法的。(巴哈喏-沙里亚

特 Baĥār-e-Sharī’at 经，第 1 册，326 页) 

5. 如果【古兰经】在一个箱子里面，触碰箱子是被允许

的。用手帕或其它任何既不是你也不是【古兰经】的

一部分的布触摸也是被允许的。用你的衬衫的袖子或

头巾的边角触摸【古兰经】是非法的；即使是披巾的

一端挂在肩膀上你也不能用披巾的另一端去触摸【古

兰经】，因为所有这些都被看作你的一部分，就像

【古兰经】的封面被看作它的一部分一样。(杜喏-穆卡

塔尔，喏杜-穆塔尔 Dur-ru-Mukhtār, Rad-dul-Muḥtār 经，第 1 册，

348 页) 

                                                           

ـ   –   الٓــمّٓ  1 ٰهـٰيـٓعصٓکـ  。叫穆卡忒阿特字母 ٓق  – ٰطـ!ٰ   –  ٰيــٓ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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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诵读和触摸【古兰经】的规则同样适用于【古兰经】

的英语、波斯语或其它任何语言的译文。(巴哈喏-沙里

亚特 Baĥār-e-Sharī’at 经，第 2 册，327 页) 

7. 没有小净或需要做大净的人不被允许触摸写在书上或

报纸上的【古兰经】诗节。类似地，也不允许触摸纸

的背面上写有诗节的部位。 

8. 没有小净或需要做大净的人不被允许触摸只写有一句

【古兰经】诗节而别无其它的纸的任何部位。这包括

触摸正面、背面、边缘等等。 

安拉啊！让我学习诵读【古兰经】的规则，如此地幸运 

向我展示天房，和绿色圆屋顶，如此地幸福 

对对对对出版者的出版者的出版者的出版者的迈达迈达迈达迈达尼尼尼尼•请请请请求求求求 

9. 衷心地请求宗教书籍或刊物的出版者避免在书或小册

子等等的正面或背面印刷任何【古兰经】诗节或其译

文，因为在拿起或触摸书时，无数的穆斯林无意中在

没有小净时触摸了【古兰经】诗节。 

关于这一点，阿拉玛、毛拉纳、哈吉、诵经家、沙、

伊玛目、艾哈迈德•拉扎•可汗  َرْمحَ ـَع   ال لَيِْه ْمحٰنّرَ ـ ُة  在【法特瓦-

拉扎伟业】经第二十三卷的第三百九十三页中说道：

“在包裹一捆报纸或小册子的纸上、卡片上或信封上

印【古兰经】诗节会导致不敬或引向非法，因为邮递

员或其它可能不在小净状态或需要做大净的人或者总

是在不洁状态（没有大净）的卡非尔（不信道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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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触 摸 到 ， 而 这 是 非 法 的 。 安 拉 َوَجّلَ   说 عَّزَ ： 

‘  ؕ ﴿٧٩﴾   	 إل ي
	 ۡ ـم	 ـآل إل �ل

	 آل �� 
ۤ bه �ط	 ـس 	 ـم� ۡون	 ــه ر� ’ （只有纯洁者才得抚摸那经

本。） 

这些可能会因为加盖印章而被放在地上，可能会被撕

下来扔进垃圾里，而这些对【古兰经】诗节的不当行

为都起因于出版者或作者的行为。 

什么是信仰？我问我的理解力 

我的理解力回答：信仰是全心全意的敬仰 

 ْ  الُسـب ��هـٰحـَن َوَجّلَ  ل َعّزَ ! 如果你看到【古兰经】的诗节被印在任何书

的封面上，请求你在做好举意后将上述段落给出版者看，

或把复印件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他们。连同信

件一起你应该写上：“看到你们的什么什么书的封面上的

【古兰经】诗节后，我写信请求你们好心避免在书的封面

上印刷 【古兰经】诗节或其译文，以便保护穆斯林不在没

有小净时无意中触摸它们。” ا  َجـَزاَك اللُّٰ& َخْريً  

如果出版者是伊斯兰学者的信士 ه �ـ  َش�آءَالـل َوَجّلَ عَزَّ  اِْن  ，他会祈祷

你得到福赐，并且举意今后在这样的事情上小心谨慎。 

主啊！让我远离那些不敬之人 

而且祈愿我决不犯下任何不敬 

 َ
ۡ
 ا'

َ
ۡ(ا َ)

*
�+َ ِ, ۡ�-   ُ 0 َ+/� ا.� ��َ1ُ 

ٰ
(َ 

ٰ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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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关关于于于于【【【【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的的的的译译译译文的四文的四文的四文的四颗迈达颗迈达颗迈达颗迈达尼尼尼尼•珍珠珍珠珍珠珍珠 

1. 不应该在没有注释的情况下阅读【古兰经】的译文。

以下是艾俩•哈德拉特、伊玛目、艾哈迈德•拉扎•可

汗  َرْمحَ ـَع   ال لَيِْه ْمحٰنّرَ ـ ُة  写的部分法则的总结：“在没有广泛的

知识的情况下仅仅阅读【古兰经】的译文不可能真正

理解。事实上，这样做害多于益。如果你要阅读译文，

你应该在一些专家、虔诚而完美的逊尼派学者的指导

下阅读。”(法特瓦-拉扎伟业（新）Fatāwā Razawiyyaĥ (Jadīd), 

Vol. 23, pp. 382) 

2. 为了理解【古兰经】你可以获取艾俩•哈德拉特、阿

拉玛、毛拉纳、哈吉、诵经家、沙、伊玛目、艾哈迈

德•拉扎•可汗  َرْمحَ ـَع   ال لَيِْه ْمحٰنّرَ ـ ُة  的标题为【看组-伊曼】（信

仰的宝藏）的译本，以及由阿拉玛、毛拉纳、赛义德、

纳伊姆丁•莫拉达巴帝  َرْمحَ ـَع   الَيِْه  اهلَادیُة �8  所作的题为【卡匝

伊努-伊尔凡】的注释，或由阿拉玛、穆夫提、艾哈迈

德•亚尔•可汗•纳伊米  ـَع   اَرْمحَ  لَيِْه -所作的题为【努尔  القوی 8� ُة

伊尔凡】的注释。 

3. 每天实践迈达尼•善行中的诵念【古兰经】的三诗节

（包括译文和注释）这一项； ه �ـ َوَجّلَ  اِْن َش�آءَالـل عَّزَ  ，你会看到

自己因此而得到的福赐。 

4. 根据达瓦•特•伊斯兰米的组织结构，每一个清真寺都

被看作是一个分区。每一个分区都有同一个目标，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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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每天的晨礼后建立一个迈达尼•学习圈来诵读

或聆听三段【古兰经】诗节，以及译文【看组-伊曼】

和注释文【卡匝伊努-伊尔凡】或【努尔-伊尔凡】。

如果可能，所有的伊斯兰兄弟都应该努力参加迈达尼

•学习圈来获取福赐。  

关关关关于埋葬或下沉于埋葬或下沉于埋葬或下沉于埋葬或下沉【【【【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书页书页书页书页的的的的两颗迈达两颗迈达两颗迈达两颗迈达尼尼尼尼•珍珠珍珠珍珠珍珠 

1. 如果【古兰经】的副本旧到不可能再读了而且可能书

页会慢慢腐烂或被毁坏，那么应该用干净的布将其包

起来并埋葬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埋葬时应该做一个墓

穴（挖一个坑后，在朝向天房的那边开一个口子进去，

口子要大到可以容纳所有的神圣书页），这样土就不

会掉到书页上。注意，把书页放进口子后要在上面放

一块板子遮盖，这样土就不会掉到上面了。如果【古

兰经】的副本旧了，不应该焚烧。 (巴哈喏-沙里亚特

Baĥār-e-Sharī’at 经，第 16 部分，138 页) 

2. 【古兰经】的神圣书页不应该置于浅海地域或者浅河

或浅溪，因为这样一般会导致书页漂流到岸边而引向

严重的不敬。把它们下沉到海里的方法是，首先把它

们放进一个空包或空袋里，同时放进一些重的石头，

然后在包或袋上切些小口子，这样水就能很快进入而

让包或袋下沉到海底。如果水不进去，有时候它们会

漂流数海里并到达岸边。由于贪心得到包或袋子，有

时候，未开化的人们，或者甚至不信道者会把应受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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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的书页堆积在岸边，因此发生的不敬行为严重到会

让信士的心灵在听到这样的事件后颤抖起来。为了确

保包或袋子到达深海区域，可以寻求穆斯林船夫的帮

助，但是要记住无论如何应该切口子。 

祈愿我时时刻刻尊敬【古兰经】 

主啊！祈愿我时刻因畏惧你而颤抖 

 َ
ۡ
 ا'

َ
ۡ(ا َ)

*
�+َ ِ, ۡ�-   ُ 0 َ+/� ا.� ��َ1ُ 

ٰ
(َ 

ٰ
3�4َ5َ 

八八八八颗颗颗颗各异的各异的各异的各异的迈达迈达迈达迈达尼尼尼尼•珍珠珍珠珍珠珍珠 

1. 把【古兰经】保存在一个箱子里或用封皮封起来是一

种礼仪。穆斯林从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 اَۡمجَعِۡني  عَنْهُۡم  اهللاُ  َر7َِ   时

代时起就是这样做了。(巴哈喏-沙里亚特 Baĥār-e-Sharī’at 经，

第 12 部分，139 页) 

2. 对待【古兰经】的一个规矩是要避免将背转向它、将

腿伸向它、将脚放得高于它或处于比它高的位置。(同

上) 

3. 语言、语法和词法三种科学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把其

中的任何一类书放在另一类上都是被允许的。在这些

书的上面，可以放凯拉姆学1的书，然后可以放伊斯兰

教法学的书，然后可以放关于【古兰经】和圣训里提

                                                           

1‘凯拉姆学是伊斯兰科学的分支，涉及真主 ََوَجّل  。的属性的哲学研究عَّ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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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祈祷的书和圣训，然后可以放【古兰经】的注释

的书，最后可以放【古兰经】。不要在放了【古兰经】

的箱子上面放任何布。(法特瓦-阿拉姆吉日 Fatāwah Alamgīrī

经，第 5 册，323-324 页 

4. 如果一个人为了获取福赐和好处而在家里保存【古兰

经】但是不去诵读，他不会因此获罪。事实上，这样

一个举意也是他获取福赐的一个方法。(法特瓦-卡帝汗 

Qāḍī Khān 经，第 2 册，378 页) 

5. 如果【古兰经】从一个人的手中掉或滑到地上，他既

没有罪也不需要做任何补偿。 

6. 如果有人 ـ�هـَم  َوَجّلَ  عَـاذَالـل َعّزَ  出于不敬而将【古兰经】扔到地上

或把双脚放在【古兰经】上，那么他就成为了卡非尔

（不信道者）。 

7. 手拿【古兰经】或手放在【古兰经】上时所做的带有

誓词的声明被认为是坚定的誓言。但是，如果有人在

手拿【古兰经】或手放在【古兰经】上时所说的话里

没有有关誓言的词，这样所说的话不被认为是誓言，

也不需要做任何补偿。 

(法特瓦-拉扎伟业（新）Fatāwā Razawiyyaĥ (Jadīd) 经，第 13 册，

574-5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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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即使在一个清真寺里存有很多【古兰经】，不是所有

的都在使用，有些还磨损了，也不允许把它们卖掉或

用于清真寺的其它费用上。但是，这样的【古兰经】

可以分发到其它清真寺或伊斯兰学校。(法特瓦-拉扎伟业

（新）Fatāwā Razawiyyaĥ (Jadīd) 经，第 16 册，164 页) 

我的主啊！祈愿诵读成为我每天例行之事 

祈愿我因全心全意诵读【古兰经】而更热诚 

 َ
ۡ
 ا'

َ
ۡ(ا َ)

*
�+َ ِ, ۡ�-   ُ 0 َ+/� ا.� ��َ1ُ 

ٰ
(َ 

ٰ
3�4َ5َ 

关关关关于于于于呈送回呈送回呈送回呈送回赐赐赐赐的五的五的五的五颗迈达颗迈达颗迈达颗迈达尼尼尼尼•珍珠珍珠珍珠珍珠 

1. 受人爱戴、受主福佑的先知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  说过：

“亡人在坟墓中的境况就像溺水的人一样。他急切地

等待来自他的父亲、母亲、兄弟或朋友的祈祷。当任

何人的祈祷到达他时，他认为那是比今世及今世中的

一切都好的事物。安拉  ََوَجّل 将活着的亲人呈送的回赐 عَّزَ

像群山一样授予亡人。活着的人给亡人的礼物是祈祷

他们得到宽恕。”(书布-伊曼 Shu’ab-ul-Īmān 经，第 6 册，

203 页，7905 段哈迪斯) 

2. 【塔巴喏尼】经中提到：“当有人将因善行而得的回

赐呈送给亡人时，吉卜利勒天使 ـالَم  الـّسَ 将回赐放在 َعـلَيْـِه

一个明亮的托盘里并拿着它站在坟墓附近说：‘坟墓

中的居民啊，你的亲人送了你一份礼物，接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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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他会快乐起来，而他的邻居们（周围坟墓

中的亡人们）就会为他们的匮乏而悲伤了。 

(穆贾姆-欧萨体 Mu’jam Awsaṭ 经，第 5 册，37 页，6504 段哈迪斯) 

唉！令人惧怕的坟墓比黑夜还黑暗 

主啊！藉着你的仁慈，用光照亮坟墓吧 

3. 除了诵读【古兰经】的呈送回赐，还可以做任何善行

的呈送回赐，比如主命、瓦吉卜、圣行、副功、礼拜、

斋戒、天课、朝觐、做演讲或教训、与迈达尼•咔沷拉

一起旅行、实践迈达尼•善行、响应参观区域劝人行

善、学习宗教书籍或为迈达尼行为而做出个人努力等

等。 

 َ
ۡ
 ا'

َ
ۡ(ا َ)

*
�+َ ِ, ۡ�-  ُ 0 َ+/� ا.� ��َ1ُ 

ٰ
(َ 

ٰ
3�4َ5َ 

呈送回呈送回呈送回呈送回赐赐赐赐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 

4. 呈送回赐不是一件难事，甚至只说或在心里举意“安

拉  ََوَجّل 啊！将我诵读【古兰经】（或什么什么善行） عَّزَ

的回赐赐予我亡故的母亲”就足够了。 ه �ـ  َش�آءَالـل َوَجّلَ  اِْن عَّزَ  

回赐会被传送到。 

 َ
ۡ
 ا'

َ
ۡ(ا َ)

*
�+َ ِ, ۡ�-          ُ 50َ  َ+/� ا.� ��َ1ُ 

ٰ
(َ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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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法法谛谛谛谛海海海海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 

5. 在现今穆斯林中普遍的尤其是对于食物的法谛海的方

法非常好。做法谛海的同时，也可以做诵读【古兰经】

的呈送回赐等等。把所有为呈送回赐而做的食物（或

每种食物都放少量）及一杯水放到前面。 

然后诵念  ا ـْوذ� بـ� ـه� �	ع�
ٰ ـْ*(�  �لـل ج� 	�ْيٰطن� �� 	ـن	 �لـش م�  及《不信道的人们章》一

遍： 

% 

﴿ۙ ۡون	  �S� T9ٰۡ´� ا ي�ه	
	
ۡل يµا 	ۡع ١قـ� ا ت د� م	 	ۡعب� 	إلۤ  � ۙ﴿﴾ آل ۡون	   د�   ٢ب�

ۤ
ا ۡون	 م	 د� 	نۡ»�ۡ( ٰعب� 	إلۤ  �  ﴾ و	 آل

﴿ۚ د�  	ۡعب� �٣ ﴾﴿ۙ �ۡم   ۡدت ب	 ا ع	 	اب�ٌد م 	l ا	 	ن �  ۤ 	إل ؕ﴿٤و	 آل د�   	ۡعب� �  
ۤ
ۡون	 م	ا د� 	نۡ»�ۡ( ٰعب� �  ۤ 	إل  ﴾٥﴾ و	 آل

    ﴿· يۡن�  �i	  د� ¸ ۡم  و	 ك� يۡن� ۡم  د� �9	 ´٦﴾ 

诵念《忠诚章》三遍： 

% 

و	 ـق�   ـ�ل ۡل ه�
ٰ z ٌد ۚ﴿  �6  �	ح	  ـل�	    ﴾¹١

ٰ z د� م	 	ۚ﴿ �6  �لص 	ۡم    ﴾¹٢ 	ۡم   ل ل 	ل�ۡد «º  و	 	ۡد  ي �ۡول ۙ   ي  ﴿٣﴾  

	ۡم   و	  ۡن   ل 	ك�    ي
	  ًو�ـك�   هb ـل ٌد   ف�  ﴾٤·﴿    �	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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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念《曙光章》一遍： 

% 

﴿ۙ 	ق�  ل ب� �لۡف	 ۡوذ�  ب�ر	 ـۡل �	ع� ۙ﴿  ﴾١قـ� 	ق	  ل اخ	 م	 �¼ ۡن  ½	 ۙ﴿  ﴾٢م� ق	ب	  ذ	� و	 ٍق  �� ¾	اس� �¼ ۡن  ½	 م�  ﴾٣و	

     � ¼ ۡن  ½	 ۙ﴿ و	 م� د�  ق	 �i �لۡع� j ٰثت� ٰف 	 ·﴿٤�لن د	  س	 ذ	� ح	 ٍد  �� ـاس� ح	 �¼ ۡن  ½	  ﴾٥﴾ و	 م�
诵念《世人章》一遍： 

% 

ۡوذ� ــق�  ۙ﴿ ۡل  �	ع� اس�  	ب� �لن ۙ﴿  ﴾١ب�ر	 اس�  	ٰ   ﴾٢م	ل�ك� �لن ل ۙ﴿ـ�� اس�  	ۡن   ﴾٣ه�  �لن �   م� ¼ 	½

﴿¿ اس�  	|	ن
ۡ

��  º» س�� ۡسو	 ۡو   ﴾٤�لۡو	 د� �iۡ ص� j س� ۡسو� �و	 ۡي ي ذ�
	 اس� �ل 	ۙ  ر� �لن ة� و	   ﴾٥﴿  	{�ن

ۡ
ن	 �� م�

اس�  	 ﴾٦·﴿   �لن
诵念《开端章》一遍： 

% 

 � £	ۡمد� ل
ۡ

ۙ﴿ـ�	�   	�ۡ� 	م� ب� �لٰۡعل �6 ر	
ٰ z١﴿ۙ    �)*ۡ ح� 	�	ۡحٰمن� �����  ﴾٢﴿ؕ يۡن�    �	ۡوم� �لد ﴾   ٣﴾ ٰمل�ك� ي

د� و	  	ۡعب� ي	اك	 ن �� ﴿ؕ  ��ۡ� ع� 	ۡست	 ي	اك	 � ۡست	 ٤�� �ط	 �لۡم� 	¼ �Âل�ا 	 ۡهد� ن ��﴾﴿ۙ   	)*ۡ �ط	 ٥ق� 	¼ �Ã ﴾

	ۡيMۡ�p و	  ـل ۡوب� ع	 ۡغض� ��Vۡ �لۡم	 	ۡيºÅ Mۡ�p غ	 ل 	l 	ۡمت يۡن	 �	نۡع	 ذ�
	 ·﴿ �ل    	�ۡ�� آل 		إل �لض  ﴾٧آ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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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念如下一遍：  

﴿ۚ  ٓ ﴿ ﴾١�لٓــم ق��ۡ�	 	ت �لۡم� ًدي ل يۡب	 ººÈ ف�ـۡيه� ºÇه� 	إلر	 ٰتب� آل �ك	 �´�9ۡ يۡن	 ٢ٰذل ذ�
	 ﴾�ل

ۡو  ۡيم� �ق� �ۡون	 ب�الۡغ	ۡيب� و	 ي ¯ �ۡؤ°� ۡقٰنMۡ�p ي ز	 	ا ر	 � �É 	و 	ة�Êٰ 	ۡون	  ن	 �لص ق� �ۡنف� ۙ  ي يۡن	  ﴾٣﴿  ـذ�
	 و	 �ل

 
ۤ
ا �ۡون	 ب�م	 ¯ �ۡؤ°� ۡون	  ي �ۡوق�ن� �Mۡ ي N ة� ر	 ۡن ق	ۡبل�ك	 Ëو	 ب�اآلٰۡإلخ� ل	 م�  ��نۡز�

ۤ
ا م	 	ۡيك	 و	 ل ل	 �� ؕ﴿ ��نۡز� ¹٤ ﴾

�Dۡو  �Eۡف ��M �لۡم� N 	ك �BC ب�Mۡ�p �و	 ��ول
	 ۡن ر �ًدي م � ه�ٰ� 	l 	ك �BC  ﴾٥﴿  ن	 ��ول

然后诵念如下五段节： 

 

1.  ٰ ل ۡم  �� ك� لٰـه� ٰ ـو	 �� ل 	إلۤ �� ٌد Ë آل �ح� 	ۡحٰمن� ـٌه  و 	�و	 �� إل ه�
	 آل ح�  ه	 �� 	� ﴾١٦٣﴿   ۡ*(� ـ��

(Part 2, Al-Baqaraĥ: 163) 

 

ت	 �ل .2 ۡحم	 ن	 ر	  ـ��
ٰ z 	�ۡ� ن� ۡحس� ن	 �لۡم� �يٌۡب م ر�

 ﴾٥٦﴿   �6 ق	

(Part 8, Al-A’rāf: 56) 

 

  و	  .3
ۤ
ًة ك	 �� لٰۡن ۡرس	 �	   م	ا ۡحم	 إل ر	

	 �لٰۡع   آل �ۡ ل 	م�  ﴾١٠٧﴿     �	 ل

(Part 17, Al-Anbiyā: 107) 

 

£	 ـم	  .4 �Ì 	ان	 	 ـا � ٌد �	ب 	 ـم
ۤ
ج	   ا � ۡن ر �ٍد م ۡم و	 ـ�	ح	 �9� ۡول	 �ل ا´ س� 	ۡن ر  ـ´�9ٰ

ٰ z 	خ 	ـ�6 و 	م	  ات

�	 )ـ�ل ٖ
� ب� 		ان	 �ل  و	   ن  ـ�

ٰ z 	ٍء عÍۡ 	Î �
ل

�
Ïـ�6  ب� ÐًÑÒۡ٤٠·﴿   ل�﴾ 

(Part 22, Al-Ahzāb: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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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	 �ل .5  ـ��
ٰ z 	م C ـ6	 و	 ت	 ل ك	 �Bـ � ۡ�ن	 ع	 ـهb  ي

�Ê  ) يµ ـص	 �Í �Ó
	� �لن	 � ـ

	  ا �ل ي�ه	
	
�ۡو� ـا ¯ يۡن	 ٰ�°	 ذ�

ۡ�� ع	 
�Ê 	ۡيه� ـص	 ۡو�  ل �م� ل 	ۡسل�   و	 س	  ﴾٥٦﴿    ÐًÑÒۡـ©

(Part 22, Al-Ahzāb: 56) 

现在诵念赞圣词： 

  ا.�  َ+/� 
َ

  ا:�9ِِّ  َ)
ُ ۡ
ِّ ا! ِ@ّ  ِ>ِ

ٰ
ُ  َ+/�  َو ا   ا.�

َ
��َ ِ=�ۡ  َ�

�
وََ?�  

)
ٰ
  ةً َ+�

َ
��َ �6ً

َ
�َ  ۡ�َ� و�َ?# ِ  ا.�

َ
�رَُ?ۡ(ل  

之后诵念： 

ۡون	  ف� 	ص� 	Ð ي Ñ 	Ô ة� 	 Õ�Öۡل� �ب ب�ك	 ر	 Dٰaۡن	 ر	 ﴾ۚ ١٨٠﴿ س�  

لٌٰم  و	    �  س		 � 	l   	�ۡل�� ﴾ۚ ١٨١﴿ �لۡ��ۡ�س	 £	ۡمد�  و	   
ۡ

��   ٰe� �ۡ�	   �g هللا 	م� ب� �لٰۡعل ﴾١٨٢·﴿ر	     

现在诵念法谛海的人应该抬起双手并大声说‘法谛海’。

所有那些在场的人应该低声诵念《开端章》，然后诵念者

应该做如下宣告：“无论你们诵念了什么，把回赐借给

我。”所有那些在场的人应该说：“我们已经呈送给你

了。”现在诵念者应该做呈送回赐。 

 َ
ۡ
 ا'

َ
ۡ(ا َ)

*
�+َ ِ, ۡ�-   ُ 0 َ+/� ا.� ��َ1ُ 

ٰ
(َ 

ٰ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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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为为呈送回呈送回呈送回呈送回赐赐赐赐做都阿的方法做都阿的方法做都阿的方法做都阿的方法 

安拉  ََوَجّل 啊！无论我们诵念了什么、（如果有食物等等 عَّزَ

也可以说）准备了什么食物或到今天为止做了什么善功，

请将回赐赐予我们， 

不是根据我们有缺点的行为而是根据你无限的仁慈，并且

请代我们将回赐送达你的先知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واٰلِه  َوَسلَّم َصّ)َ  的庭前。通过

你所钟爱的先知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واٰلِه  َوَسلَّم َصّ)َ  ，将回赐送达所有其他先知

们  ـعَ  لٰولَيْهُِم ّصَ َالم ةُ اـل َو الّسَ 、所有受主福佑的圣门弟子们  ْضَوانـَع  الِرّ لَيِْهُم  及所

有 崇 高 的 圣 人们  ال  � ـَرِمحَهُُم  تَ ـل عَاٰىل ـُه  。通 过 你 所 钟爱的 先 知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  将回赐送达每一个自阿丹   ُلٰوة  الـّصَ  َعـلَيْـِه  َو  نَبِـيِّـنَا َعـٰ)

َالم 时代起到今天出生的以及所有那些审判日之前将要出 َوالـّسَ

生的穆斯林人类及精灵。 

期间，也提及你要特别赠送回赐的圣人们的名字。同样地，

将回赐赠送给你的父母、亲人和精神导师。（祈祷时名字

被提及的亡人会因此而开心。）然后，像通常一样结束祈

祷。（如果放了每种食物的少量和一杯水在前面，那么把

它们放回去与其它的食物和水混合。） 

将我的善功的回赐赠送给整个乌玛 

宽恕我及受人爱戴者的整个乌玛 

 َ
ۡ
 ا'

َ
ۡ(ا َ)

*
�+َ ِ, ۡ�-   ُ 0 َ+/� ا.� ��َ1ُ 

ٰ
(َ 

ٰ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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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关关于于于于缠头缠头缠头缠头巾巾巾巾（（（（圣行圣行圣行圣行头头头头巾巾巾巾））））的十七的十七的十七的十七颗迈达颗迈达颗迈达颗迈达尼尼尼尼•珍珠珍珠珍珠珍珠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穆斯塔法穆斯塔法穆斯塔法穆斯塔法 � 的六句的六句的六句的六句话话话话 

1. “戴缠头巾时做的两拜礼拜比不戴缠头巾时做的七十

拜礼拜还好。” 

(Firdaus –bima’ Šaur-ul-Khitāb 经，第 2 册，265 页，73233 段哈迪斯) 

2. “在帽子上戴缠头巾是我们和异教徒（偶像崇拜者）

之间的区别。穆斯林在头上每绕一圈缠头巾就能在审

判日得到一束努尔（光）。” 

(贾米-萨各尔 Al-Jāmi’-uṣ-Ṣaghīr 经，第 353 页，5725 段哈迪斯) 

3. “毫无疑问，安拉  ََوَجّل 和他的天使们都尊重在星期五 عَّزَ

戴缠头巾的人。” 

(Firdaus –bima’ Šaur-ul-Khitāb 经，第 1 册，147 页，529 段哈迪斯) 

4. “戴着缠头巾做礼拜赞同于一万件功修。” 

(Firdaus –bima’ Šaur-ul-Khitāb 经，第 2 册，406 页，3805 段哈迪

斯; 法特瓦-拉扎伟业（新）Fatāwā Razaviyyaĥ (Jadīd) 经，第 6 册，

220 页) 

5. “戴着缠头巾做聚礼拜赞同于七十次不戴时做的聚礼

拜。” 

(Tarīkh Madīnaĥ Dimishq la ibn ‘Asākir 经，第 37 册，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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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缠头巾是阿拉伯人的皇冠，所以戴缠头巾会让你获

得更多尊敬。无论谁戴缠头巾，缠头巾每在他头上绕

一圈他就获得一件功修。”(贾穆-贾瓦米 Jam’ul-Jāwāmi 经，

第 5 册，202 页，14536 段哈迪斯) 

7. 由达瓦•特•伊斯兰米出版部门马克塔巴•图•麦地那出

版的共三百一十二页的【巴哈喏-沙里亚特】经的第三

百零三页的第十六部分提到：“站着系缠头巾，坐着

穿宽长裤。谁反着做（就是说坐着系缠头巾，站着穿

裤子），谁就会遭受不治之症的折磨。” 

8. 缠头巾的第一圈绕向头的右边更合适。(法特瓦-拉扎伟业

（新）Fatāwā Razawiyyaĥ (Jadīd) 经，第 22 册，199 页) 

9. 受人爱戴、受主福佑的先知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  的受主福

佑的缠头巾的末端（头巾的未缠绕末端）一般会悬挂

在他受主福佑的背后，有时候它会在右手边，有时候

在他受主福佑的肩膀间会有两条末端。把端留在左手

边是与圣行相背的。(Ash’at-ul-Lam’aāt 经，第 3 册，582 页) 

10. 缠头巾的末端的长度应该至少是四指宽，至多到背的

中间也即大约是手臂的长度。 

(法特瓦-拉扎伟业（新）Fatāwā Razawiyyaĥ (Jadīd) 经，第 22 册，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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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站着朝向天房时绑缠头巾。(Kashf-ul-Iltibās fī Istiḥbāb-il-Libās 

lil Shaykh ‘Abd-ul-Ḥaq Diĥlvī 经，第 38 页) 

12. 13. 缠头巾的圣行是不应该短于两码半，也不应该长

于六码，且应该绑得像个圆屋顶。(法特瓦-拉扎伟业（新）

Fatāwā Razawiyyaĥ (Jadīd) 经，第 22 册，186 页) 

14. 15. 如果你有一块大到可以绕足够圈数而遮盖整个头部

的头巾，那么这可以看作是缠头巾。绑一块只能绕一

两圈的头巾是可憎的行为。(法特瓦-拉扎伟业（新）Fatāwā 

Razawiyyaĥ (Jadīd) 经，第 7 册，299 页) 

16.  取下缠头巾时，一圈一圈地解（而不是以绑着的状态

取下来）。(法特瓦-拉扎伟业（新）Fatāwā Raḍawiyyah (Jadīd) 

经，第 6 册，214 页) 

17.  阿拉玛、谢赫、阿卜杜勒•哈克•穆合迪斯•德哈拉伟 

القَِوی هللاِا ةُ َرْمحَ  هِ $َلَي  说过：“贵圣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  受主福佑的

缠头巾经常是白色的，有时候是黑色的，有时候是绿

色的。”(Kashf-ul-Iltibās fī Istiḥbāb-il-Libās 经，第 38 页) 

ه �ـ ل  لـِ ْـَحْمـُد َوَجّلَ  اَل عَّزَ !处于绿色圆屋顶下的我们的主人、整个世界的

福赐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  用受主福佑的绿色缠头巾装饰他开明

的头，因此达瓦•特•伊斯兰米将绿色缠头巾作为标志。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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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缠头巾多么吸引人啊！麦加和麦地那的主人、我们爱戴

的崇高先知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  的受主福佑而光芒四射的坟墓

的明亮的圆屋顶也是绿色的！ 

先知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  的信士们也应该戴绿色的缠头巾来保

持他们的头绿而闪亮。而且绿色不应该太深，而应该是漂

亮而明亮到，由于绿色圆屋顶的绿色光彩的福赐，它闪耀

出来的光在夜晚的黑暗中也容易看到。 

麦地那不需要月亮、太阳或它们的光 

它日夜被绿色圆屋顶照亮 

 َ
ۡ
 ا'

َ
ۡ(ا َ)

*
�+َ ِ, ۡ�-   ُ 0 َ+/� ا.� ��َ1ُ 

ٰ
(َ 

ٰ
3�4َ5َ  

 
Give the booklet to someone else 

having read it 
Distribute the booklets published by Maktaba-tul-Madīnaĥ 

on the occasions of wedding, grief, Ijtimā’āt etc. and get 

reward. Make it your habit to keep booklets in your shop to 

give to your customers for free. Get the booklets distributed 

to your neighbours and others with the help of children and 

newspaper-seller. 

 َ
ۡ
 ا'

َ
ۡ(ا َ)

*
�+َ ِ, ۡ�-            ُ 0 َ+/� ا.� ��َ1ُ 

ٰ
(َ 

ٰ
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