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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愿真主赐予最后的先知幸福

和平安。 

反复充满你耳朵的问题——你想要获得什么？各

种恩典、钱财、子女、天堂、河流、美女；为此，我

将把其中的部分恩典告诉你，为你阐明最优美的途径，

以便你任意地选择，达到你最终的目的；凭借真主的

意欲，我们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将向你阐述

这些——但是，你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 你当信仰真主，不要举伴他； 

2) 你当相信这位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的使命，遵循他的教导； 

3) 你的工作当是虔诚为了取得清高真主的喜

悦； 

4) 不要在你的工作中掺杂沽名钓誉、施恩图报

和自负； 

5) 你当把伊斯兰真正地贯彻到自己的各种行

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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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当命人行善，止人作恶； 

7) 你当孝敬父母，联系骨肉； 

8) 你当具备高尚的品德； 

9) 你当按时完成各项主命和当然； 

10) 你当热衷于向穆斯林兄弟提供利益和帮助。 

*你想悔过自新，犹如你母亲生你那天一样纯洁

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朝

觐天房，没有说污言秽语，也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当他返回时，就犹如他母亲生他那天一样纯洁。”① 

*你渴望自己从前所有的罪恶都能得到饶恕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就

像我洗小净这样洗了小净，然后虔诚敬意地礼了两拜，

那么，他从前所有的罪恶都被饶恕了。”② 

*你想获得真主的喜悦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喜

爱辅士们，真主就喜爱谁。”③ 

                                                        
①
《布哈里圣训集》 

②
《布哈里圣训集》 

③
《伊本马哲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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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多多地增加自己的善功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因

为坚信真主和诚信真主的许约，而为主道侍养一匹马，

复生日，马所有的吃喝和大小便都将在他善功的天平

上。”① 

*你想让自己的善功如同群山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虔

诚敬意地跟随穆斯林的亡人，直至他礼了殡礼拜，埋

好亡人，他确已带着两个基拉特的报酬返回了，每一

个基拉特都类似吴侯德山一样重；谁参加了殡礼，然

后在埋葬之前他返回了，他确已带着一个基拉特的报

酬回来了。”② 

*你希望一件善功可以获得到类似十倍的回赐

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诵

读了《古兰经》中的一个字母，谁就可以获得一件善

功，这一件善功可以获得类似的十倍报酬”③ 

                                                        
①
《布哈里圣训集》 

②
《布哈里圣训集》 

③
《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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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希望可以获得到类似一百件善功的回赐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杀

死一只壁虎，从打第一下开始，谁就可以获得一百件

善功的回赐。”① 

*你想消除忧愁，远离心胸狭窄和贫穷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多

多地向真主祈求饶恕，真主就为谁消除所有的忧愁，

从所有困境上打开出路，并且从他意想不到的地方供

给他。”② 

*你想让自己的罪过逐个都能得到饶恕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任何

一个仆人当他犯了罪，然后他站起来去洗小净，并虔

诚地为真主礼两拜，向真主求饶，真主就饶恕他的罪

过。”③ 

*你想接近真主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仆人

最接近他的养主的时候，是在他叩头的时候，你们在

                                                        
①
《穆斯林圣训集》 

②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和《奈沙伊圣训集》 

③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和《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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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头的时候当多多地向真主祈求。”① 

*复生日，你想在阴影下行走，想在众生间拥有宽

敞的道路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们

当诵读两章优美的经文：《黄牛章》和《伊姆兰的家族

章》两章，因为她俩在复生日就像两片云彩一样、或

者是像两面旗子来临，或者它俩就像两排鸟一样，帮

助诵读它俩的人回答问题。”②
 

*你想在一分钟之内获得诵读三分之一《古兰经》

的报酬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们

在一个夜晚不能诵读三分之一的《古兰经》吗？”圣

门弟子们说：“主的使者啊！在一个夜晚怎么能诵读三

分之一的《古兰经》呢？”使者说：“你说：‘真主是

独一的主宰……’——《忠诚章》，她相当于三分之一

的《古兰经》。”③ 

我们在最后的光阴里，你希望能从各种灾难和旦

                                                        
①
《穆斯林圣训集》 

②
《穆斯林圣训集》 

③
《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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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里的伤害上得到保护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背

诵了《山洞章》的前十节经文，谁确已从丹枷里的伤

害中得到了保护。”① 

*你想在今世中处处逢援，犹如长寿和丰富的给养

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想

增加丰富的给养和长寿，就让谁联系骨肉吧！”② 

*你想从每天的灾难中得到安然无恙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当

在早晨和晚上说：“主啊！我因为今世的生活、我的信

仰、我的家人和财产，向您祈求宽恕和安康。”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又说：“当

谁看见遭到灾难的人时，让谁说：‘一切赞颂全归使我

安然无恙的真主，他没有使我遭受这种灾难，他使我

优越于许多的人；’那么，他就不会遭到那种灾难了。”

                                                        
①
《穆斯林圣训集》 

②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③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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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你希望获得真主的保护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礼

了晨礼拜，谁就是在真主的保护之中。”② 

*你想获得天使们为你祈求的福利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只要

有任何一位仆人秘密地为他的穆斯林兄弟祈求福利，

那么，都会有一位天使在说：‘愿你也拥有类似的’。”

③ 

*你希望远离伪信和火狱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为

真主参加了四十天的集体礼拜，并赶上第一个大赞词，

那么，他就与两件事情无关：火狱和伪信。”④ 

*你想获得释放一个奴隶的回赐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转

七圈天房，并且礼两拜副功拜，就像谁释放了一个奴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 

③
《穆斯林圣训集》 

④
《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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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一样。”①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又说：“谁

说了十遍：‘除独一无二的真主，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

主宰，他拥有一切权力和赞颂，他是万能的主；’就如

同他释放了四个伊斯玛依赖的子孙。”② 

*你虽没有出征，却想获得烈士的品级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虔

诚地向真主祈求烈士的品级，谁就能获得它，即使他

没有为主道出征也罢！”③ 

*你想不劳而获（不劳累、不动身就可以获得各种

善功的回赐）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号

召人们遵循正道，谁就可以获得类似所有追随者们的

回赐，而追随者们的回赐也不会减少丝毫。”④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指人

行善，如己行之。”⑤ 

                                                        
①
《伊本马哲圣训集》 

②
《穆斯林圣训集》 

③
《穆斯林圣训集》 

④
《穆斯林圣训集》 

⑤
《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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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从真主的惩罚中获得拯救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在人

类的工作中，最能拯救人们脱离真主惩罚的，就是记

念真主。”① 

*你想获得施舍金银和为主道圣战者们的回赐

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我告

诉你们在真主看来最好的、最纯洁的、品级最高的工

作，比你们施舍金银还要好，比你们参加与敌人拼命

厮杀更好，行吗？”圣门弟子们说：“好啊！主的使者

呀！”他说：“那就是记念真主。”② 

*你希望在真主阙前增加自己善功天平的重量

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两句

言语，说者轻巧，受主喜之，增重天平：赞主清净，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赞颂清高伟大的真主。”③ 

*你渴望获得真主的赐福吗？ 

                                                        
①
《伊本艾比谢益柏》和《泰柏拉尼圣训集》 

②
《艾哈默德圣训集》、《提勒秘日圣训集》和《伊本马哲圣训集》 

③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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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赞

颂我一次，真主就会以此赞扬谁十次。”① 

*你希望容易地走上通往天堂的道路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走

上求学的道路，真主就使谁容易地走上通向天堂的道

路。”② 

*你渴望得到真主的联系和接近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近亲

的权力悬挂着真主的宝座（阿尔西），它说：‘谁与我

联系，真主就联系谁；谁断绝与我联系，真主就断绝

与谁联系’。”③ 

*你希望从各种过错中纯洁自己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洗

了完美的小净，他所有的错误都随水而去，甚至指甲

下面的错误也得到了纯洁。”④ 

*你渴望天堂的诸门都为你而开，你任意地进入

吗？ 
                                                        
①
《穆斯林圣训集》 

②
《穆斯林圣训集》 

③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④
《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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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洗

了完美的小净，然后他说：‘我作证：除独一无二的真

主，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我又作证：穆罕默德

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主啊！求您使我成为忏悔之人

吧！求您使我成为纯洁之人吧！’天堂所有的门都将为

他开放，他可以任意地从哪个门进入。”① 

*你希望自己成为得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的担保，而进入天堂的人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向

我担保他能看守自己的舌头和羞体，我就担保他进入

天堂。”② 

*你希望获得朝觐的回赐吗？不仅如此，你还希望

获得同着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一起

朝觐的回赐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温姆·税

娜尼说：“当斋月来临的时候，你当去副朝，的确，斋

月里的副朝，相当于正朝的回赐。”或者他是说：“斋

                                                        
①
《穆斯林圣训集》 

②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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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里的副朝，就相当于同我一起正朝的回赐。”① 

*在你睡觉的时候想获得礼半夜的夜间拜者的回赐

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参

加了集体礼的霄礼拜，就像谁礼了半夜的夜间拜。”② 

*在你睡觉的时候，想获得礼了整夜的夜间拜者的

回赐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参

加了集体礼的晨礼拜，就像谁礼了整夜的夜间拜。”③ 

*你希望真主保护你免遭火狱之灾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坚

持礼晌礼拜之前的四拜圣行，及其之后的四拜圣行，

真主就会保护其免遭火狱之灾。”④ 

*你希望通过很少的功修就能进入天堂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人们

啊！你们当互相致贺（说色俩目），供给穷人吃饭，在

人们睡觉时，你们当礼夜间拜，这样你们就可以平安
                                                        
①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②
《穆斯林圣训集》 

③
《穆斯林圣训集》 

④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和《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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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入天堂。”① 

*你渴望获得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

说情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当谁

听见宣礼时，让他说：‘主啊！调养这个完美的召唤和

成立拜功的主啊！求您赐予穆罕默德天堂里的居所和

高贵吧！求您把他复生于你所许约他的受赞赏的地

位。’复生日，他可以获得我的说情。”② 

*你希望增加自己的给养和寿数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喜

爱自己拥有丰富的给养和人丁兴旺，那么就让他联系

近亲吧！”③ 

*你希望自己的错误每天、每周和每年都能得到消

除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每天

的五番礼拜和每两个主麻，以及每两个斋月，如果他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 

②
《布哈里圣训集》 

③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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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犯大罪，都能消除其间的过错。”① 

*你希望对自己妻室子女和家人的费用，都能获得

施舍的回赐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如果

穆斯林是为了获得真主喜悦而对家人花费，那他就可

以获得一种施舍的回赐。”② 

*你希望获得天堂的居所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为

真主建造一座清真寺，真主就为谁在天堂里建造一座

类似的居所。”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又说：“任

何一位穆斯林在每昼夜为真主礼十二拜副功拜，真主

就为他在天堂里建造一座居所。” 

*你希望复生日获得各种服饰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有

能力穿戴各种华丽的服饰，但他为了表示对真主的谦

虚而放弃之，在复生日，真主将当着众生的面召唤他，

                                                        
①
《穆斯林圣训集》 

②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③
《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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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要让他任意地穿戴信仰的服饰。”① 

*你想在天堂里与仙女结婚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有

能力发怒而控制之，在复生日，真主将当着众生的面

召唤他，甚至还会让他任意地选择仙女结婚。”② 

*你想了解通向天堂之路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诚实

引导人于正义，正义引导人于天堂。”③ 

*你渴望进入天堂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们

应当敬畏你们的养主——真主，你们当礼五番拜功，

应当封‘赖麦丹’月的斋戒，当交纳天课，当顺从领

袖，你们就可以顺利地进入你们养主的天堂。”④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又说：“谁

礼了两番凉爽的拜功（即：昏礼和霄礼拜），谁就可以

进入天堂。”⑤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 

③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④
《提勒秘日圣训集》 

⑤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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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希望真主升高你在他阙前的品级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当

多多地为真主叩头，因为你向真主所叩的每一个头，

真主都会以此升高你的一个品级，消除你的一个错

误。”① 

*你渴望自己成为最优秀的人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最优

秀的人，就是寿数长，并且善功多的人。”② 

*你希望真主为你在天堂中准备筵席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在

早晨或者是在晚上去清真寺，每当他早晚去清真寺的

时候，真主就已经为他在天堂之中准备了筵席。”③ 

*你希望自己周游于天堂之中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我看

见一个人在天堂里周游，只因为他从路上砍去了一棵

伤害人们的树枝。”④ 

*你希望在真主阙前消除你所有的过错，升高你的
                                                        
①
《穆斯林圣训集》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 

③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④
《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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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级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我告

诉你们真主以此消除错误、升高品级的事情，好吗？” 

圣门弟子们说：“主的使者呀！好啊！” 

使者说：“困境中完美小净，多多地步行到清真寺

里去礼拜，礼完主命拜之后等待下一番主命拜，那就

是消除错误、升高品级的纽带，那就是消除错误、升

高品级的纽带。”① 

*你希望获得完全的、无以计算的报酬吗？ 

清高的真主说：【惟有坚忍的人，得享受完全的、

无量的报酬。】②（队伍章：第 10 节） 

*你渴望真主亲自报赏你无法统计的报酬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清高

的真主在‘古都思’（圣训）中说：‘斋戒专门归于我，

我将亲自报赏他’。”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又说：“谁

宽恕别人，改善与人之间的关系，真主必定报赏他。”

                                                        
①
《穆斯林圣训集》 

②
《队伍章》第 1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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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你希望获得为主道奋斗、礼拜和封斋的报赏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为鳏

寡和穷人奔忙的人，犹如为主道奋斗的人一样。”我记

得使者还说：“犹如不间断的礼拜者和不开斋的封斋

者。”② 

*你希望所有的错误都能被消除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每

天念了一百遍‘赞主超绝，赞颂真主’，他所有的错误

都被一笔勾销，即使他的错误犹如海水的泡沫一样多

也罢！”③ 

*你渴望自己能从后世炎热的灾难中获救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帮

助或者是解决困难者的需求，在毫无荫影的复生日里，

真主会让他在自己‘阿尔西’的荫影之下乘凉。”④ 

*你希望自己的缺点在后世里能得到遮盖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任何
                                                        
①
《布哈里圣训集》 

②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③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④
《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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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仆人在今世中遮盖别人的缺点，真主都会在后世

里遮盖他的缺点。”① 

*你渴望有一面屏障帮助你阻挡火狱的炎热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有

三个女儿，而能善待之，尽力供给她们穿衣，复生日，

她们就是保护他免受火刑的屏障。”② 

*你渴望在复生日获得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的说情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早

晚各赞颂我十次，谁在复生日就可以获得我的说情。”

（泰柏拉尼收集整理） 

*你渴望从火狱的惩罚中得到释放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秘

密地保护自己穆斯林兄弟的名誉，肯定真主从火狱的

惩罚上赦免他。”③ 

*你渴望在复生日能从火狱的惩罚中得到保护

吗？ 

                                                        
①
《穆斯林圣训集》 

②
《伊本马哲圣训集》 

③
《艾哈默德圣训集》和《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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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当

谨防火狱，即使是用半颗椰枣也罢！”① 

*希望在天堂里陪伴使者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伸出食指

和中指，并分开它俩说：“我与保护孤儿者在天堂里就

像它俩一样。”② 

*你渴望做使你进入天堂、远离火狱的工作吗？ 

有人说：“主的使者啊！您告诉我一件可以使我进

入天堂，远离火狱的工作吧！”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你当崇拜真主，不要举伴他，你当

力行拜功，交纳天课，联系近亲骨肉。”③ 

*你希望在天堂中为自己种植一颗椰枣树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说

了：赞颂真主，赞伟大的真主超绝，那么，他在天堂

中就拥有一颗椰枣树。”④ 

*你希望少许的付出就能获得全年的报酬吗？ 
                                                        
①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②
《布哈里圣训集》 

③
《穆斯林圣训集》 

④
《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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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在

主麻日，早早地起来洗了大小净，去清真寺，沉默寡

言，聆听演讲，他所走的每一步都能使他获得全年封

斋和礼拜的回赐。”① 

*你希望在真主阙前升高自己的品级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任何

人向真主表示谦恭，真主都会升高他的品级。”② 

*你希望拥有一座堡垒免遭恶魔的伤害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在

一天中念了一百遍：‘除独一无二的真主，绝无真正应

受崇拜的主宰，他拥有一切权力和赞颂，他是大能于

万物的主’（赞词）；这对于他就相当于释放了十个奴

隶的回赐，同时还为他记录了一百件善功、消除一百

件过错，在那一天，它就是一座保护他免遭恶魔伤害

的堡垒，直至晚上。”③ 

*你渴望获得七万名天使的祝福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任何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 

②
《穆斯林圣训集》 

③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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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穆斯林在早晨去看望另一位穆斯林，那么就会有

七万名天使为他祝福，直至晚上；如果他晚上去看望

他的穆斯林兄弟，那么就会有七万名天使为他祝福，

直至早晨；他在天堂中就拥有了一座花园。”① 

*你想拥有进入天堂的可靠凭据吗？ 

有人询问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最能使人进入天堂的事情是什么？”使者说：“敬畏

真主和高尚的品德。”② 

*你希望获得终身斋戒的回赐吗？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封

了‘赖麦丹’月的斋戒，然后他紧接着又封了十月份

的六天斋，那么，他就像封了终身的斋戒。”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又说：“谁

在每月之中封三天斋，就像他封了终身的斋一样。”④ 

你想获得这些吗？……你希望获得这些吗？……

你渴望获得这些吗？…… 

你所渴望的，以及你还没有想到的，使者穆罕默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 

③
《穆斯林圣训集》 

④
《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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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都已经在今世中告诉

了我们，快付诸行动吧！你会如愿以偿。 

你现在就开始行动吧！你当对美好的结局深信不

疑。 

这决不是人类的承诺，而是人类养主的许约，他

的使者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确已传

达了这些。 

我们祈求真主援助你们走上正道。 

主啊！求您赐福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

众圣门弟子，以及所有追随他们的人，直到复生日。 

我们最后的祈祷词是：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养育

众世界的主。 

 

艾布阿布杜拉·艾哈默德·穆士奎 

译于光辉的麦地那市 

 

2004 年/142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