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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教门书籍的杜瓦
门书籍的杜瓦

在研读教门书籍或者学习教门课之前，先诵念下面的杜瓦
。，你便会牢牢记住你所学习到的知识اِ ْن َﺷ ﺂءَاﻟـﻠـﻪ
ﻋَ َّﺰ َو َﺟ َّ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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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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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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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啊！求你为ﻋَ ّﺰ ََو َﺟ َّﻞ 安拉
求你为我们打开你的知识
你的知识和智慧的大门
！和智慧的大门吧
和你慈悯
和你慈悯我们！至尊至贵
！至尊至贵的主啊
！的主啊
）（阿里•穆萨塔特热飞 Al-Mustatraf 经，第 1 册，40 页

。注意：诵念此杜瓦前后，皆要念愿主赐福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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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恶魔会使你懒惰，但请务必仔细阅读本册子
ِ
ﺂءاﻟـﻠـﻪ
。，你将会在内心深处感到一种迈达尼转变ا ْن َﺷ َ
َﻋ ّﺰ ََو َﺟ َّﻞ

诵念“祝福先知 ”的优越

َ 曾说，吉卜力尔 告知我，安拉ﺻ َّ" ُاﷲ ﺗَﻌَ ٰﺎﱃ ﻋَﻠَﻴْ ِﻪ َواٰﻟ ِ ٖﻪ َو َﺳﻠَّﻢ贵圣
说：穆罕默德
啊！难道你不为此而高
；兴，当你的追随者每祝福你一次，我便给予他十份慈悯
你的追随者每向你祝安一次，我便向他祝安十次。（米史卡
اﻟـﺴـﻼم
َﻋـﻠَﻴْـ ِﻪ َّ

ﺻَ
ﺎﱃ ﻋَﻠَﻴ ْ ِﻪ َواٰﻟ ِ ٖﻪ َو َﺳﻠَّﻢ
اﷲ ﺗَﻌَ ٰ
َ ّ" ُ

َﻋ ّﺰ ََو َﺟ َّﻞ

）涂么萨比 Mishkat-ul-masabih 经，第 1 册，189 页，928 段哈迪斯
ْ
ﺻ ﻠ ۡﻮا ﻋ +اﻟﺤ ﺒ ۡﻴﺐ

ﺻ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
ﺎ 0ﻋ ٰ +ﻣﺤ ﻤﺪ
 


达瓦·特·伊斯拉米
伊斯拉米：
拉米：一个不可或缺的条
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神圣的《古兰经》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04 节经ﻋَ ّﺰ ََو َﺟ َّﻞ安拉
文中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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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ف و ﻳ ۡﻨﻬ ۡﻮن ﻋ ﻦ
  ?ون ﺑﺎﻟﻤ@ ?وA و ﻳﺎ5 67 89 ﻨﻜ ۡﻢ  ﻣﺔ ﻳﺪﻋ ۡﻮن3  وﻟﺘﻜ ۡﻦ
ۡ
ۡ ۡ  G 
﴾١٠٤﴿  ۡﻮنIJ  ﻟ ﻤﻔC D ﻚF ﻟ ﻤ ۡﻨﻜ ﺮ ( و وﻟ

你们中当有一部分人，
有一部分人，导人于至善，
人于至善，并劝人戒恶
人戒恶；这等人
确是成功的。
确是成功的。’
‘

（古兰经，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04 节）

穆夫提•艾哈默德•亚尔•汗（ Mufti Ahmed Yar Khan ）
，一位著名的《古兰经》注释家，在《乃伊米
•释经》第 4 册，第 72 页，就此节经文注释说：“你们
当中应该有这样一种运动，或者你们必须发起这样一种建
立在永恒根基之上的运动：即号召一切非信士向善，呼唤
一切非穆斯林走向伊斯兰信仰，劝导一切干罪者走向虔敬，
提醒一切粗心大意者走向谨慎，指引一切无知者走向伊斯
兰的真知，敦促冷漠的人投入敬主的热爱之中，并惊醒身
陷遗忘的人时刻纪念。
同样，这样的运动应该通过雄辩的宣讲、优雅的文字，强
有力而不失委婉地、严格地（就长官对其下属而言）促进
信仰的提升，方法的改进以及行为的改善。不仅如此，这
种运动还要通过口舌和内心，写作甚至强力（就某人的权
威而言），阻止人们陷入荒谬的信仰，错误的方法，以及
恶行和恶念。”

ِ
ﺎن
ْ َّﺤﻨ
َ ْ ﻤ ُﺔ اﻟـ
َ َﻋـﻠَﻴْﻪ َر ْﺣ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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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为
世人皆为宣教者

这位可敬的穆夫提  ﻋَـﻠَﻴْ ِﻪ َر ْﺣـ َﻤ ُﺔ اﻟـْ َﻤﻨَّ ْﺎن还进一步指出：“所有穆
斯林都是宣教者。劝人行善，止人作恶，是他们的主命。”
换言之，每位穆斯林都应该将其所知道的一切知识，传达
给其他人。为了证明此点，穆夫提•艾哈默德•亚尔•汗
（Mufti Ahmed Yar Khan） ﻋَـﻠَﻴْ ِﻪ َر ْﺣـ َﻤ ُﺔ اﻟـْ َﻤﻨَّ ْﺎن援引了如下圣训。贵圣
َﺻ
ﺎﱃ ﻋَﻠَﻴ ْ ِﻪ َواٰﻟ ِ ٖﻪ َو َﺳﻠَّﻢ
ٰ َاﷲ ﺗَﻌ
ُ "ّ َ 曾说：
ً ٰ


 وﻟ ۡﻮ ﻳﺔQۡ R ﺑ ﻠﻐ ۡﻮ ﻋ

你们当替我宣
们当替我宣传
哪怕只是一节经文也
替我宣传，哪怕只是一节经
节经文也罢
文也罢。’

‘

（布哈里圣训 Sahih Bukhari 经，第 2 册，462 页，3461 段哈迪斯）
达瓦·特·伊斯拉米
伊斯拉米的
拉米的创立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安拉  ﻋَ ّﺰ ََو َﺟ َّﻞ在每个时代都为他的至爱
贵圣
的教生们派遣一些非凡的人物。他们完
善地履行了劝人行善
人行善和
止人作恶
和止人作
恶（）ا ۡﻣ ٌﺮ ﺑﺎﻟۡﻤ ۡﻌ ﺮ ۡو ف وﻧ ۡﻬ ٌﻲ ﻋ ﻦ اﻟۡ ﻤ ۡﻨﻜﺮ
的责任。这些正直的贤哲为其他穆斯林注入一种心态：我
必须努力改善自身和全世界的
努力改善自身和全世界的人
和全世界的人。
道乘之尊师，逊尼派之埃米尔，阿拉玛，毛拉纳，阿布•
比拉勒，穆罕默德•伊里亚斯•阿塔尔•噶底里•勒扎维
•兹亚伊
便是这些贤哲之一。他在其来自卡
拉奇的一些门人的帮助之下，于伊历 1401 年，11 月（公
元 1981 年 9 月）发起了达瓦•特•伊斯拉米: 这一全球性
َﺻ
ﺎﱃ ﻋَﻠَﻴ ْ ِﻪ َواٰﻟ ِ ٖﻪ َو َﺳﻠَّﻢ
ٰ َاﷲ ﺗَﻌ
ُ "ّ َ

اﻣـ ْ ﺑـ
ﻢ اﻟـ ْﻌَـﺎﻟ ِـﻴ َـ ْﻪ
َ َد
ُ ﺖ َ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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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治的、旨在宣传《古兰经》和圣行的迈达尼运动。他
是以往那些贤哲们在如下美德方面的一个象征：敬畏安拉、
挚爱贵圣、严格恪守经训，以及复兴圣行、虔诚、宽恕、
谨慎、忍耐、感恩、仁爱、服从、顺服、克欲、善行、完
全不溺于尘世、关心信仰的看守、热心于宗教知识的传播
和改善穆斯林大众。
通过达瓦•特•伊斯拉米的平台，他在上百万的穆斯林、
尤其年轻人心中带来了一场迈达尼革命。许许多多干过罪
的年轻人悔改了他们的罪过，采纳了虔诚的生活方式。一
些原来不曾礼拜的人，现在不仅开始履行拜功，而甚至还
成为了清真寺里的伊玛目；一些忤逆的和傲慢的人，也开
始顺从和孝敬父母；那些身陷库弗尔（不信道）的人最终
得到了伊斯兰之光的引领；那些迷恋欧洲国家感官之美的
人，开始热望神圣的克尔白和尊贵麦地那的绿色穹顶之美；
那些曾整天忧心于表象的今世俗务的人，得到了关注后世
的心态；那些痴迷于言情和暴力小说的人，开始爱上逊尼
的著作和小册子；那些喜欢闲逛的人，
派学者们
开始与迈达尼•咔沷拉一道行走在安拉的道路上；那些仅
仅希望达到经营今世财富目的的人，也有了另一个目的：
我必须努力改善自身和全世界的人。 اِ ْن َﺷ ﺂءَاﻟـﻠـﻪ
ﻢ
ۡ اﻣ
ۡ ﺖ ُﻓـﻴُـ ۡﻮ ُﺿ ُﻬ
َ َد

ﻋَ َّﺰ َو َﺟ َّﻞ

ْ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达瓦·特·伊斯拉米
伊斯拉米的
迈达尼·信息远
信息远播 176 个国家
个国家
拉米的迈达尼

由于安拉ﻋَ ّﺰ ََو َﺟ َّﻞ的恩典，贵圣 َﺻ َّ" ُاﷲ ﺗَﻌَ ٰﺎﱃ ﻋَﻠَﻴْ ِﻪ َواٰﻟ ِ ٖﻪ َو َﺳﻠَّﻢ的恩慈，圣门
弟子的吉庆，与先贤的精神联系，诸学者与导师的支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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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逊尼派之埃米尔的不懈努力，建立于卡拉奇的达
瓦·特·伊斯拉米的迈达尼·信息不仅遍布巴基斯坦，还远
播世界 176 个国家，包括印度、孟加拉、阿联酋、斯里兰
卡、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南非。进一步发展的努力也
正在着手中。
 ا َﻟـ ْ َﺤ ْﻤـ ُﺪ ِﻟـﻠ ـﻪ现在（即伊历 1433 年），达瓦•特•伊斯拉米
在超过 63 个领域内服务教门。圣行启迪周会在全世界数
千个地方举办。无数宣教者抱着改善稳麦的不可抵挡的精
神正随着圣行启迪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外出宣示这一迈达尼使
命：我必须努力改善自身和全世界的人。 اِ ْن َﺷ ﺂءَاﻟـﻠـﻪ
ۡ ۡ
ۡ
 ا ﺣﺴﺎ ﻧﻪ9ٰ ﷲ ﻋ
  ﺪ
 اﻟ ﺤ ﻤ

َﻋ ّﺰ ََو َﺟ َّﻞ

َﻋ ّﺰ ََو َﺟ َّﻞ

ْ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向非穆斯林宣教

依靠其个人的不懈努力，道乘之尊师、逊尼派之埃米尔
培育了数千伊斯兰兄弟们，向其注入奋起自我完
善并改善全世界的人的精神。由于各自的努力，这些伊斯
兰兄弟们还激发了他人走向伊斯兰的教诲，从而推动了召
人向善的的趋势。数百万不太虔诚的穆斯林开始按时礼拜
并遵循圣行，变成了实践的穆斯林；非穆斯林也由于达
瓦·特·伊斯拉米的这些宣教者们的努力而皈依了伊斯兰。
ﺖ
ْ اﻣـ
َ َد

ﺑـ
ﻢ اﻟـ ْﻌَـﺎﻟ ِـﻴ َـ ْﻪ
ُ َ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一位非穆斯林的皈依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为期 92 天的爱慕贵圣者的迈达尼
迈达尼•
咔沷拉从巴基斯坦，卡拉奇的达瓦·特·伊斯拉米全球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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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尼•中心，抵达了斯里兰卡的科伦坡。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
在艾饶地区停留 30 天后准备走的那一天，一位伊斯兰兄弟
把一位青年非穆斯林带到了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埃米尔跟前。
在对贵圣
的一些伟大品德加以描述之后，埃
米尔邀请这位青年人皈依伊斯兰。这位青年人问了一些问
题，皆得到了满意的回答，最终皈依了伊斯兰。 اَﻟـْ َﺤ ْﻤـ ُﺪ ِﻟـﻠـﻪ
َﺻ
ﺎﱃ ﻋَﻠَﻴ ْ ِﻪ َواٰﻟ ِ ٖﻪ َو َﺳﻠَّﻢ
ٰ َاﷲ ﺗَﻌ
ُ "ّ َ

َﻋ ّﺰ ََو َﺟ َّﻞ

(飞匝•呢•逊乃特
第

Faizan-e-Sunnat

经，章：阿达杯塔阿美

Adab-e-Ta`am，

1 册，261 页)

愿安拉 慈悯所有穆斯林，包括刚皈依的新穆斯林，使
他们坚定在伊斯兰的大道上。
َﻋ ّﺰ ََو َﺟ َّﻞ

ۡ
ٰ  اﷲ ﺗﻌ+ ﺻ
 وﺳ ﻠﻢA
ٖ   ﻋﻠﻴ ﻪ و ٰا0ﺎ


ۡ ْ
ۡ ۤ
> اﻻ ﻣﲔ
 ا ﻣﲔ ﺑﺠﺎ ه
  اﻟﻨ

ْ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

跟随先贤的步伐，逊尼派之埃米尔
自从达瓦
َ
ﻋ
ﻞ
ﺟ
َو
ﺰ
•特•伊斯拉米初创时期便在安拉 ّ َ َ ّ َ 的道路上出行。他
乘汽车或者火车去到穷乡僻壤，去到小村子和城镇上，他
在这些地方有时每天发表两次以上的宣讲。当他去卡拉奇
任何地方进行宣教或者其它迈达尼•活动之时，他都随身
携带食物，甚至食盐和水，以避免向他人所要任何东西。
初期的时候，他常在夜晚回家，需步行 5 到 6 公里路，因
为公共汽车只能载他到半路，他没有足够的钱打的。除了
召人向善，他还救死扶伤，安抚亡人家属，给大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اﻣـ ْ ﺑـ
ﻢ اﻟـ ْﻌَـﺎﻟ ِـﻴ َـ ْﻪ
َ َد
ُ ﺖ َ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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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安拉 的襄助，加上逊尼派之埃米尔的不懈奋斗，
达瓦•特•伊斯拉米在国内外发起了范围广阔的迈达尼
迈达尼•
咔沷拉的活动。无数爱慕贵圣者的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用 3 天、
12 天和 30 天甚至 12 个月和 26 个月，从一个国家到另一
个国家，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个镇到另一个镇，传
达宗教知识和圣行，召人向善。
َﻋ ّﺰ ََو َﺟ َّﻞ

光灿的面容使人走向伊斯兰
的面容使人走向伊斯兰

在伊历 1425 年（公元 2005 年），达瓦·特·伊斯拉米的
马乐卡子
卡子•
马乐
卡子•马吉利斯•
吉利斯•书乐（中心协商会）的看管者和几
位马吉利斯•
吉利斯•贝鲁内
贝鲁内•穆马立克（海外协商会）的成员，
组成一支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从巴基斯坦，卡拉奇（巴布•
麦地那）出发，前往南非。这支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去看了一
块用于建设达瓦·特·伊斯拉米的迈达尼•中心，飞扎内•
麦地那的土地。那里的兄弟们，敞开怀抱迎接他们。
爱慕贵圣者带有胡须和头巾的光辉的面容，大为触动了这
块土地的主人，一位非穆斯林，他因此走到马乐卡子
马乐卡子•
卡子•马
吉利斯•
吉利斯•书乐的尼格兰
尼格兰（看管者）面前和说：“请使我成
为穆斯林吧。”他随即便对以前的不信道进行了忏悔，并
皈依了伊斯兰。伊斯兰兄弟们由此也沉浸在欢乐之中，
“安拉，安拉”的呼声充满了天地。
(飞匝•呢•逊乃特
，第

Faizan-e-Sunnat

经，章：阿达杯塔阿美

Adab-e-Ta`am

1 册，409 页)

备注：如果有意了解关于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的更多事迹和伊
斯兰教诲，请阅读《飞扎内逊乃》一书第一卷以及《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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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特·伊斯拉米地迈达尼巴哈热》，这些书籍在诸多马
克塔巴•
克塔巴•图•麦地那（麦地那图书部门）均可获得。
ْ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迈达尼
迈达尼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为了促进有效的召人向善，遵照逊尼派之埃米尔
的意愿，迈达尼学习中心已在全球数个地方成立。
在这些迈达尼学习中心，伊斯兰兄弟们从远近各处来来往
往，在爱慕贵圣者的陪伴之下学习圣行，广泛传播召人向
善的使命。一些负责伊斯兰兄弟们每时每刻留在学习中心，
以使那些愿意为主道花费一生中的几个小时的人能够随时
得到伊斯兰知识的珍宝。

اﻣـ ْ ﺑـ
ﻢ اﻟـ ْﻌ َـﺎﻟـِﻴـَ ْﻪ
َ َد
ُ ﺖ َ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建造清真寺

复兴清真寺在以往的光辉，即穆斯林在寺中以崇拜真主和
纪念安拉 而度过他们的时光，这一直是道乘之尊师、
逊尼派之埃米尔
的愿望。除过现有的清真寺
外，新的清真寺也正在为此目的而建造。
马吉利斯•
吉利斯•窟达姆•马萨基第
马萨基第（清真寺务员协会）正是为
了更加有效的服务于这一宗旨而设立的。清真寺的建造是
一个永久性的计划。
ـﺪ ِﻟـﻠـﻪ
ُ ـﺤ ْﻤ
َ ْ ا َﻟ一些迈达尼中心，如飞扎内•麦地那也在世界
不同国家得到了建立，而且，许多其它机构同样在达
َﻋ ّﺰ ََو َﺟ َّﻞ

اﻣـ ْ ﺑـ
ﻢ اﻟـ ْﻌَـﺎﻟ ِـﻴ َـ ْﻪ
َ َد
ُ ﺖ َ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ﻋ ّﺰ ََو َﺟ َّ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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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特·伊斯拉米的马乐卡子
马乐卡子•
卡子•马吉利斯•
吉利斯•书乐的建议下
正准备着手建立。
圣行的春天已经来到了飞扎内•麦地那
仁慈的云彩早已笼罩着飞扎内•麦地那

达瓦·特·伊斯拉米的迈达尼中心及其贾米亚•图•麦地
那（伊斯兰教的大学）、马德拉萨
德拉萨•图•麦地那（经学院）
以及该其它迈达尼活动所需的花费，是由穆斯林大众捐献
而来的。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被允许筹集这些捐款的。
达瓦·特·伊斯拉米的马乐卡子
马乐卡子•
卡子•马吉利斯•
吉利斯•书乐的批准
对于募捐来说是必须的。
清真寺的伊玛
清真寺的伊玛目

有许多清真寺，寺管会无力完全发放伊玛目、宣礼员以及
其他工作人员的薪酬。但在他们的好意理解下，达
瓦·特·伊斯拉米以薪水的形式为他们提供资金援助。

哑巴、聋子与盲人

凭靠安拉ﻋَ ّﺰ ََو َﺟ َّﻞ的恩典，借助逊尼派之埃米尔的努力，一些
有特殊情况的伊斯兰兄弟们，如哑巴、聋子和盲人同样得
到了伊斯兰的教育。这些特殊群体在社会中往往被认为是
无足轻重的。由于与公义的隔离，他们中有一些人甚至连
最起码的宗教常识都不具备。
ـﺪ ِﻟـﻠـﻪ
ُ ـﺤ ْﻤ
َ ْ  ا َﻟ特殊群体的马吉利斯（协会）正在努力向他们
传达圣行的信息。在巴基斯坦许多城市中，在每周的圣行
启迪聚会期间，针对他们开办了独立的学习班，包括在神
َﻋ ّﺰ ََو َﺟ َّ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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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的夜晚和斋月的会众坐静期间所举办的学习班。在这些
学习班举办期间，讲话、赞词和祈祷语都是用手语来进行的。
而且，还开设有“30 天的库福类•麦地那课程”，宣教员
们在这种培训中学习手语，以求在特殊的兄弟们中间宣传
召人向善的事业。此外，还有特殊兄弟们的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
拉旅行。
一位非穆斯林的皈依

年，一支盲人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有一次乘坐一辆汽车去
往其目的地，卡拉奇的一所清真寺。一些身体正常的伊斯
兰兄弟们也在其中。为了奋斗，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的埃米尔
与旁边座位上的一个人开始了交流。
这个人提醒说：“我不是穆斯林；虽然我研究过伊斯兰，
也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但当今穆斯林的恶略品质阻碍
了我对伊斯兰的皈依。不过，我观察到，你们都穿着一样
的白色衣服，上车时都出赛俩目。不仅如此，更令我惊讶
的是，就连盲人也带着绿色的头巾、白色的衣服并且留着
长胡须。”
听到他的这些议论之后，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的埃米尔向他做
了达瓦·特·伊斯拉米的迈达尼环境以及特殊兄弟们协会
的简要介绍。他还被告知了逊尼派之埃米尔为宗教所作的
巨大服务。在这之后，他还得知了这些兄弟们正在随迈达
尼•咔沷拉旅行，以便改善那些不虔诚的穆斯林（他们的
微弱信德阻碍着他们完全投身伊斯兰）。由于对这些话语
的深刻印象，他随即念了清真言，皈依了伊斯兰。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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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欲进一步了解特殊群体兄弟们的事迹，请索求马克
塔巴•
塔巴•图•麦地那出版的小册子“滚噶木巴利各”。
在监狱中宣教
监狱中宣教

那些丧失了其经训知识的人，往往是受到了其私欲和恶魔的
欺骗，从而犯下了诸如凶杀、恐怖主义、偷盗、抢劫、通奸、
贩毒、赌博等等罪过，最终被送入了监狱。
ـﺪ ِﻟـﻠـﻪ
吉利斯•飞
ُ ـﺤ ْﻤ
َ ْ ا َﻟ达瓦·特·伊斯拉米的一个协会“马吉利斯•
扎内•古兰（古兰之尊贵协会）”正在努力引劝囚犯。由
于在狱中所进行的那些迈达尼活动的影响，大量的盗窃犯和
其他罪犯改过自新。不仅如此，这些改过自新者还在出狱之
后跟随出行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并严格按照圣行生活。
许多曾经杀人不眨眼的人，现在却以圣行的珍宝待人。由
于达瓦·特·伊斯拉米的宣教者们的不懈奋斗，非穆斯林
的囚犯也皈依了伊斯兰。
َﻋ ّﺰ ََو َﺟ َّﻞ

囚犯获
囚犯获得了改善
得了改善

道乘之尊师、逊尼派之埃米尔，阿拉马，毛拉纳，阿布•比
拉勒，穆罕默德•伊里亚斯•阿塔尔•噶迪里•热扎维•资
亚伊
曾说： اَﻟ ْ َـﺤ ْﻤ ُـﺪ ِﻟـﻠـﻪ达瓦·特·伊斯拉米的迈
达尼活动同样在监狱中有所开展。除过狱中的宣教活动之外，
囚犯们还被教授正确的读经方法。不仅如此，为了传播教
法知识，教法课程亦在狱中开展。许多虽受到政府惩罚却
未曾放弃犯罪行径的人，据报道，已经由于达瓦·特·伊
斯拉米所制造的迈达尼氛围而改过迁善。 اَﻟ ْ َـﺤ ْﻤ ُـﺪ ِﻟـﻠـﻪ
اﻣـ ْ ﺑـ
ﻢ اﻟـ ْﻌَـﺎﻟ ِـﻴ َـ ْﻪ
َ َد
ُ ﺖ َ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ﻋ ّﺰ ََو َﺟ َّﻞ

َﻋ ّﺰ ََو َﺟ َّﻞ

11

达瓦·特·伊斯拉米简介

下面是由一位来自卡素尔地区，著名苏菲先贤巴巴·布拉·沙
的故乡的姐妹所叙述的一个事件。那是我成为寡
妇的八年后。我只有一个儿子，因为他交友不慎，误入了
坏人圈子，而变得喜怒好斗，且成为了贩毒者。我也曾努
力阻止他干这些罪恶，但都徒劳无功。他甚至连我都打骂。
他不仅令我担惊受怕，还给我带来了无休止的悲痛。他曾
多次遭警察逮捕，而我只能想办法把他弄出来。他被控告
犯有多项罪名。最后，他被宣判入狱。差不多八个月之后，
他出狱回到了家里，令我大为震惊的是，曾经打骂我的儿
子，现在竟然俯在我的脚边，痛哭流涕地向我道歉。
过了一会，宣礼声在空中响起，他随之去到了清真寺礼拜。
他现在变得沉着冷静，容光焕发。这个曾经满口脏话的轻
狂少年，现在却经常诵念< ُﺳﺒۡ ٰﺤ َﻦ اﻟـﻠـ, <اَ ۡﳊ َ ۡﻤ ُﺪﻟِـﻠـ, < َﻣﺎ َﺷﺎءَاﻟـﻠـ, <اِ ۡن َﺷﺎءَاﻟـﻠـ,并向
先知祝安。在清真寺跟随哲玛尔提礼完昏礼之后，他便回
家入睡。这时，我也躺下来休息。我凌晨 2 点起来的时候，
发现他不在床上。我很担心，生怕他再次走了下坡路，但
却令人惊喜地发现，他正在屋内一处毕恭毕敬地专心致志
地礼夜功拜。待拜毕，他又向真主做了祈祷，祷词如下：
大能的主 啊！使我远离罪恶吧！大能的主 啊！使
我脱离恶行吧！大能的主 啊！消除我的罪过吧！大能
的主 啊！让我成为一个虔诚的人吧！大能的主 啊！
求你因为众先知而饶恕我所犯下的任何罪过吧！
看到儿子的哭泣，我也变得满脸泪水，更加剧了他的哭泣。
我们在恢复常态之后，我问了他发生这种伟大变化的原因。
他说，他很幸运在狱中遇到了达瓦·特·伊斯拉米的迈达
尼环境，在这种环境里，宣教员们教他们洗小净、礼拜、
ِ ﲪ ُﺔ ا
ﺎﱃ ﻋَﻠَﻴْﻪ
ٰ َﷲ ﺗَﻌ
َ ْ َر

َﻋ ّﺰ ََو َﺟ َّﻞ

َﻋ ّﺰ ََو َﺟ َّﻞ

َﻋ ّﺰ ََو َﺟ َّ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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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 ّﺰ ََو َﺟ َّ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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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和正确的《古兰经》读法。他因为那些爱慕贵圣者的
巨大努力而改过自新。
听到他的这些话，我万分高兴。我感谢达瓦·特·伊斯拉
米的宣教员，他们使我悖逆、满身罪恶并贩毒的儿子丢弃
了所有的恶行，获得了改善。这是达瓦·特·伊斯拉米给
予我，一个无助的母亲，和我的家庭的一个巨大帮助。愿
所有灰心母亲的囚犯孩子都能遇到达瓦·特·伊斯拉米的
迈达尼环境，以脱离罪恶，开启遵循贵圣
之
逊乃的新生。
ﺎﱃ ﻋَﻠَﻴ ْ ِﻪ َواٰﻟ ِ ٖﻪ َو َﺳﻠَّﻢ
ٰ َ ﺻ َّ" اﷲُ ﺗَﻌ
َ

ْ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会众的坐
会众的坐静
的坐静

达瓦·特·伊斯拉米创建前的二到三年，逊尼派之埃米尔
曾在斋月的卡拉奇努尔清真寺（他当时是该
清真寺的伊玛目）里独自坐静。一年之后，另外两个伊斯
兰兄弟们在他的感召之下也加入了进来。因为逊尼派之埃
米尔
的不懈努力以及有效方法，坐静者的数
量逐年递增，达到了 28 位，吸引着那些来探望这位年轻
的爱慕贵圣者的人。
ـﺪ ِﻟـﻠـﻪ
ُ ـﺤ ْﻤ
َ ْ  !ا َﻟ同年，达瓦·特·伊斯拉米耀眼和光灿的太阳
升了起来，60 位坐静者在逊尼派 之埃米尔
的
陪伴下受达瓦·特·伊斯拉米的之邀，在其首个迈达尼中
心古尔扎里·哈比布清真寺（卡拉奇的古力斯坦·奥克莱维）
集体坐静。这种集体坐静的趋势在巴基斯坦国内外现在得
到了长足发展。在神圣的斋月三十天和后十天的，集体坐

اﻣـ ْ ﺑـ
ﻢ اﻟـ ْﻌَـﺎﻟ ِـﻴ َـ ْﻪ
َ َد
ُ ﺖ َ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اﻣـ ْ ﺑـ
ﻢ اﻟـ ْﻌَـﺎﻟ ِـﻴ َـ ْﻪ
َ َد
ُ ﺖ َ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ﻋ ّﺰ ََو َﺟ َّﻞ

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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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ﻣـ ْ ﺑـ
ﻢ اﻟـ ْﻌَـﺎﻟ ِـﻴ َـ ْﻪ
َ َد
ُ ﺖ َ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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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在世界上无数清真寺开展。数千伊斯兰兄弟们参与了坐
静，他们在个人功修之外，还这一期间学习宗教知识和逊
乃。而且，许多坐静者还在开斋节之夜与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
一起出行。无数的伊斯兰姐妹们也在自己家中举行坐静，
其他伊斯兰姐妹们还可以与这些坐静的姐妹共同学习圣行。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伊斯兰
伊斯兰姐妹们中的迈达
中的迈达尼
迈达尼革命
ـﺪ ِﻟـﻠـﻪ َﻋ ّﺰ ََو َﺟ َّﻞ
ُ ـﺤ ْﻤ
َ ْ !ا َﻟ

数百万伊斯兰姐妹们同样接受达瓦·特·伊斯拉
米的迈达尼信息。不可计数的身陷罪恶和不道德群体中的
女性，不仅改过了罪恶，更变成了信士之母
和
先知的女儿法蒂玛
的爱慕者。那些曾疯狂逛商
店、夜总会和电影院的妇女，追随凯尔巴拉亿事件中最伟
大的女性的脚步，穿了迈达尼·布热卡(罩袍) اَﻟ ْ َـﺤ ْﻤ ُـﺪ ِﻟـﻠـﻪ现
在把黑袍当成数量巨大的每周伊斯兰姐妹们聚会也在举行。
ـﺪ ِﻟـﻠـﻪ
德拉萨•图•麦地那（经
ُ ـﺤ ْﻤ
َ ْ ا َﻟ,一些为针对女生的马德拉萨
学院）得到了建立，女孩和伊斯兰姐妹们在这里背诵《古
兰经》，免费学习正确的诵读方法。同样，一些贾米亚•
图•麦地那（伊斯兰教的大学）也得到了建立，伊斯兰姐
妹们在这里变成了女学者。 اَﻟ ْ َـﺤ ْﻤ ُـﺪ ِﻟـﻠـﻪ,达瓦·特·伊斯拉米
的女哈菲兹和女学者的数量正在上升。简言之，在服务圣
行方面，伊斯兰姐妹们丝毫不亚于伊斯兰兄弟们。
ِ
ﺎﱃ َﻋﻨْﻬَﺎ
ٰ َ اﷲ ﺗَﻌ
َ َر
ُ A

ِ
ﺎﱃ َﻋﻨْﻬَﻦ
ٰ َاﷲ ﺗَﻌ
َ َر
ُ A

َﻋ ّﺰ ََو َﺟ َّﻞ

َﻋ ّﺰ ََو َﺟ َّﻞ

َﻋ ّﺰ ََو َﺟ َّ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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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
伊斯兰姊妹们
姊妹们每月活动
每月活动一瞥

下面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姐妹们在伊历 1433 年 1 月（公元
2012 年 2 月）所举行的活动的简表，以作例观之。
1. 举行 52157 次左右家庭传讲会。
2. 为成年伊斯兰姐妹们举办的将近 2645 个马德拉萨
德拉萨•
图•麦地那（经学院）在整个巴基斯坦每天举行，有
30136 位伊斯兰姐妹们参与其中，求索经训知识并背
诵不同的祷词。
3. 将近 4521 次区域级圣行启迪周会举行，115175 位伊
斯兰姐妹们参与其中。
4. 接近 6375 次每周一次的授课举行。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看，迈达尼
迈达尼氛围如何引起精神的提升

下面是由卡拉奇的一位伊斯兰姐妹们所提供的一个事件的
概括。他说：虽然我曾在父母的要求下熟记过《古兰经》，
但我现在已经不会背诵了。虽然我曾经达到了这种高度
（即能够背诵《古兰经》），但我的拜功不全。我的父母
曾对我这种生活风格忧心忡忡。我当时迷恋于追逐时尚和
歌曲，有时甚至用耳机通宵听歌。更糟糕的是，我当时还
沉迷于看电视。我那时是一个歌星的歌迷，朋友们开玩笑
说，我就算到死也不会忘记这个歌星。哎！我当时如果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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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位歌星的任何一次表演，便会大哭，甚至连饭都不吃。
总之，我那时过的是一种充满罪过的生活。
我的一位曾经参加过达瓦·特·伊斯拉米圣行启迪聚会的
姑姑，邀请我去参加这种聚会，但我却找借口不去。她不
但没有失望，反倒不断邀请我参加聚会。最后，通过她不
懈的努力，我也幸运地参加了圣行启迪周会。在那里，发
人深省的讲话，对安拉 的纪念以及打动心扉的祈祷，
都对我深深地触动了我。一位海勒格·
海勒格·尼格兰
尼格兰（区域看管者）
伊斯兰姐妹对我尤为关怀，甚至亲自到我家里取我去聚会。
她的不懈奋斗最终使我加入了达瓦·特·伊斯拉米的的迈
达尼环境，让我远离了电影、歌曲、音乐和其它罪行。我
听了马克塔巴•
克塔巴•图•麦地那所发行的圣行启迪性讲话的录
音磁带，令我更加敬畏安拉 ，浑身发抖，让我认识到，
如果我度过的是罪恶的一生，我死亡之后将会是什么样的。
而且，马克塔巴•
克塔巴•图•麦地那出版的书籍和小册子向我注
入了责任感，激发我参与到向其他伊斯兰姐妹们传播召人
向善的使命。我将努力完成年长的伊斯兰姐妹们给我的每
一个任务。
ـﺪ ِﻟـﻠـﻪ
ُ ـﺤ ْﻤ
َ ْ ！ا َﻟ我一直不断开展达瓦·特·伊斯拉米的种种迈
达尼活动，现在担负了阿俩格·木沙沃勒特
木沙沃勒特（区域协商会）
的任务。
ـﺪ ِﻟـﻠـﻪ
ُ ـﺤ ْﻤ
َ ْ ！ا َﻟ在迈达尼环境中，我了解到达瓦·特·伊斯拉
米的穆夫提，哈菲兹，穆罕默德·法鲁克·阿塔里·迈达尼
在其学生时代每天都诵读《古兰经》的七分之
َﻋ ّﺰ ََو َﺟ َّﻞ

َﻋ ّﺰ ََو َﺟ َّﻞ

َﻋ ّﺰ ََو َﺟ َّﻞ

َﻋ ّﺰ ََو َﺟ َّﻞ

ِ
ﺎن
ْ َّـﺤﻨ
َ ْ ﻤ ُﺔ اﻟ
َ َﻋـﻠَﻴْﻪ َر ْﺣ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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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仿他的做法，我现在也坚持每天诵读《古兰经》的
七分之一。愿安拉 赐予我恒心！
ﻋَ ّﺰ ََو َﺟ َّﻞ

ۡ
ٰ  اﷲ ﺗﻌ+ ﺻ
 وﺳ ﻠﻢA
ٖ   ﻋﻠﻴ ﻪ و ٰا0ﺎ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 ْ
ۡ ۤ
> اﻻ ﻣﲔ
 ا ﻣﲔ ﺑﺠﺎ ه
  اﻟﻨ

ْ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迈达尼
迈达尼•伊纳马特
纳马特

道乘之尊师、逊尼派
之埃米尔
提出了一个完善的教乘和道乘的聚集，即迈达尼
迈达尼•伊纳马
特（伊斯兰日程），这是以包含在这个满是罪恶的时代里
行善与戒恶之机制的问卷形式提出的。
针对伊斯兰兄弟们的有 72 个问题（迈达尼•伊纳马特），
针对伊斯兰姐妹们有 63 个问题，针对男伊斯兰学生的有
92 个问题，针对女伊斯兰学生的有 83 个问题，针对迈达
尼儿童的有 40 个问题，针对特殊伊斯兰兄弟们（盲人、
哑巴、聋子）有 27 个问题。
无数的伊斯兰兄弟姐妹和学生们每天都按照迈达尼
迈达尼•伊纳
马特行事，并填写其袖珍版的小册子，与此同时在每天的
一个固定时间进行飞克热•麦地那(自我省察)。由于安拉
的恩典，通向虔诚和脱离罪恶的道路上面的障碍，都
因遵循了迈达尼
迈达尼•伊纳马特
纳马特而得到了消除。 ！اَﻟ ْ َـﺤ ْﻤ ُـﺪ ِﻟـﻠـﻪ
由于迈达尼
迈达尼•伊纳马特
纳马特的吉庆，人们将发展出一种遵循圣
行、厌恶罪恶以及渴望守护信仰的精神状态。
اﻣـ ْ ﺑـ
ﻢ اﻟـ ْﻌَـﺎﻟ ِـﻴ َـ ْﻪ
َ َد
ُ ﺖ َ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دَاﻣَـ ْ ﺑـ
ﻢ اﻟـ ْﻌَـﺎﻟ ِـﻴ َـ ْﻪ
ُ ﺖ َ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ﻋَ ّﺰ ََو َﺟ َّﻞ

َﻋ ّﺰ ََو َﺟ َّ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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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变成一位实践穆斯林，每个人都应该从马克塔巴•
克塔巴•图
•麦地那领取迈达尼
迈达尼•伊纳马特
纳马特的小册子，并每天在进行
自我省察的同时填写它。人们还应该习惯在阴历每月的第
十日将所填写的小册子交给所在地区的负责人。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实行《迈达尼
迈达尼•伊纳马特
纳马特》之人的好消息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那些实行迈达尼
迈达尼•伊纳马特
纳马特的人们
是多么得幸运！请阅读下面的事件，并欢呼吧。
一位来自海德拉巴的（巴基斯坦市）的伊斯兰弟兄说出了
下面发过誓约的言辞：在勒斋布月的一个夜晚，我被赐予
在梦中看见贵圣
的恩典。有福的嘴唇动了起
来，说出来下面的话语：无论谁在此月根据迈达尼
迈达尼•伊纳
马特每天实行飞克热•麦地那（自我省察），都将得到安
拉的饶恕。
迈达尼
迈达尼•伊纳马特
纳马特是多么优越啊！
为寻求近主者准备的大礼。
َﺻ
ﺎﱃ ﻋَﻠَﻴ ْ ِﻪ َواٰﻟ ِ ٖﻪ َو َﺳﻠَّﻢ
ٰ َاﷲ ﺗَﻌ
ُ "ّ َ

(飞匝•呢•逊乃特

Faizan-e-Sunnat 经，章：飞匝•呢•莱买丹 Faizan-eRamadan，第 1 册，1135 页)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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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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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逊尼派之埃米尔
的陪伴的确是一种巨大的好
处。利用与他相伴的优势，大量伊斯兰兄弟们出席了迈达
尼•穆匝卡热
穆匝卡热（伊斯兰教的研讨会），期间，他们询问了
关于信仰与行为、教乘与道乘、历史与圣传、科学与医学、
道德与精神、伊斯兰与经济消息、社会和（达瓦·特·伊
斯拉米名下的）组织事务以及其它话题的问题。
道乘之尊师、逊尼派之埃米尔
对这些问题作
出了智慧和追慕先知的回答。不仅如此，他还往往通过温
暖人心的呼声“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来为参与者提供诵念赞
圣的机会。

迈达尼
迈达尼 穆匝卡热
穆匝卡热

اﻣـ ْ ﺑـ
ﻢ اﻟـ ْﻌَـﺎﻟ ِـﻴ َـ ْﻪ
َ َد
ُ ﺖ َ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اﻣـ ْ ﺑـ
ﻢ اﻟـ ْﻌَـﺎﻟ ِـﻴ َـ ْﻪ
َ َد
ُ ﺖ َ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精神治疗
精神治疗和伊斯提哈拉

！达瓦·特·伊斯拉米的一个协会“马吉利斯•
吉利斯•
麦克图百图与泰维
与泰维扎提·
扎提·•阿塔里雅
阿塔里雅（阿塔里亚•符咒与信
件协会）”正忙于为身处麻烦的兄弟提供精神治疗，这种
治疗是以道乘之尊师，逊尼派之埃米尔，阿拉麦，毛拉纳，
阿布•比拉勒，穆罕默德•伊里亚斯•阿塔尔•噶迪里•
热扎维
所许可的泰维扎提（符咒）的形式进
行的。而且，伊斯提哈拉（祈求真主 引导）亦在进行
中，每天使数千人受益。
ـﺪ ِﻟـﻠـﻪ
ُ ـﺤ ْﻤ
َ ْ ！ا َ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协会已经向穆斯林
大众发出来数百万封泰维扎提和安抚、慰问和关心的信件。
ـﺪ ِﻟـﻠـﻪ َﻋ ّﺰ ََو َﺟ َّﻞ
ُ ـﺤ ْﻤ
َ ْ ا َﻟ

اﻣـ ْ ﺑـ
ﻢ اﻟـ ْﻌَـﺎﻟ ِـﻴ َـ ْﻪ
َ َد
ُ ﺖ َ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ﻋَ ّﺰ ََو َﺟ َّﻞ

ﻋَ ّﺰ ََو َﺟ َّ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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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根据近似值，截至本书写作之时，为伊斯兰兄弟们
所开设的精神治疗中心每天在巴基斯坦国内有 600 所和外
有 150 所建立。每月几乎有 125000 患者在这些中心受益。
每月几乎有超过 60000 的阿塔里雅
阿塔里雅•信件（包括由邮局和
网上发送的）被派出。同样，每月有超过 400000 的阿塔
里雅•泰维扎提和祷词被送出。由于阿塔里雅
阿塔里雅•泰维扎提
中心之祝福，每月几乎都有超过 100 趟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三
天的)旅行和 10000 位新的伊斯兰兄弟们加入圣行启迪周会。
相似地，每月有超过 26000 人被加入噶迪里雅
噶迪里雅•热扎维雅
•阿塔里雅
阿塔里雅精神秩序。
精神治疗的寻求者们应该参加他们所在地区举办的圣行启
迪周会，并从设立于该周会之上的治疗中心获取泰维扎提。
有一些关于阿塔里雅
阿塔里雅•泰维扎提的事件。
脑瘤

一位来自萨卡尔（巴基斯坦的城市）的伊斯兰弟兄说出来
下面这些发过誓的言语：我们那里有一个人，他患有脑瘤，
动过了两次手术。他身陷可怜的处境。就连医生都表示绝
望。有一次，有人建议他去领取阿塔里雅
阿塔里雅•泰维扎提，但
他家人由于他的悲惨状况，没有太注意此事。
有一天，他的弟弟十分担心和忧虑，就去到了阿塔里雅
阿塔里雅•
泰维扎提中心，并满面泪水地说：我哥哥现在的处境万分
危急；他似乎已不能度过今晚。他谁都认不出了，呼吸也很
困难；请为给我一个泰维扎提，为他治愈吧。协会的伊斯
兰兄弟安慰了他，并说：不要绝望；安拉 是治疗的赐予
ﻋَ ّﺰ ََو َﺟ َّ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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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拿着这些泰维扎提；有许多遭受被医生称为不治之症
的病人，都由于这些泰维扎提而获得了治愈。
第二天，他的弟弟满面笑容得来到了精神治疗中心，说：
回家之后，我把这些泰维扎提系在我将死的哥哥头上，他
在几分钟之内睁开了眼睛，这令全家人都大吃一惊。他然
后示意家人让他坐下。 ！اَﻟ ْ َـﺤ ْﻤ ُـﺪ ِﻟـﻠـﻪ他现在也能进食了。
两天后，这位患脑瘤的伊斯兰兄弟亲自步行来到了阿塔里
雅•泰维扎提中心，见了中心的负责人，告诉他们，他的
病已经好了百分之七十五了。 ！اَﻟ ْ َـﺤ ْﻤ ُـﺪ ِﻟـﻠـﻪ
ﻋَ ّﺰ ََو َﺟ َّﻞ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ﻋَ ّﺰ ََو َﺟ َّﻞ

ْ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朝觐者的培训
者的培训

在朝觐的月份，达瓦•特•伊斯拉米的宣教员们在达瓦•特•
伊斯拉米属下的马吉利斯•
吉利斯•哈吉与欧
哈吉与欧美热（朝觐和副朝协
会）邀请之下为朝觐营地里的朝觐者们进行培训。有关朝
觐的书籍，如喏法库•哈喏美尼（Rafiq-ul-Haramayn），
在朝觐者们中间流传，以便指导他们有关朝觐和探望圣城
的事宜。

教育机构

道乘之尊师、逊尼派之埃米尔
曾说：学生乃
国家之珍宝，民族未来之领袖。若他们受到了教乘和圣行
的良好培育，那么敬畏真主 和爱慕先知
将充满社会。为了使师生更加熟悉贵圣
的圣
اﻣـ ْ ﺑـ
ﻢ اﻟـ ْﻌَـﺎﻟ ِـﻴ َـ ْﻪ
َ َد
ُ ﺖ َ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ﻋَ ّﺰ ََو َﺟ َّ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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ﺎﱃ ﻋَﻠَﻴ ْ ِﻪ َواٰﻟ ِ ٖﻪ َو َﺳﻠَّﻢ
ٰ َاﷲ ﺗَﻌ
ُ "ّ َ
ِ
ِ
َ
ٖ
ﺻ
ﺎﱃ ﻋَﻠَﻴْﻪ َواٰﻟﻪ َو َﺳﻠَّﻢ
ٰ َاﷲ ﺗَ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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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迈达尼活动便在诸如宗教性的学校、中学、研究院和
大学等教育机构里举行。无数的学生参与了圣行启迪聚会，
并随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出行。
ـﺪ ِﻟـﻠـﻪ
ُ ـﺤ ْﻤ
َ ْ ！ا َﻟ一些曾经迷恋于俗世科学的不太虔诚的学生，
现在变得按时礼拜，遵循圣行。而且，“经训之尊贵”的
课程也在假期里面为学生开设，以便对之进行宗教培育。
ﻋَ ّﺰ ََو َﺟ َّﻞ

贾米亚•图•麦地那

贾米亚•图•麦地那（伊斯兰教的大学）的第一个支部是
在达瓦•特•伊斯拉米于 1995 年创建的，位于巴基斯坦，卡
拉奇，噶德勒区的马德拉萨
德拉萨•图•麦地那（经学院）第二
层。随着时间的推移，贾米亚•图•麦地那的其它许多支
部也相继开设。到本书写作之时为止，以贾米亚•图•麦
地那的 176 所大学得到了创办，约有 7000 名伊斯兰兄弟
们在其中被教育阿拉姆课程（学校具备寄宿的功能）。同
样，有 3500 名伊斯兰姐妹们也在其中免费被教育阿拉姆
课程。
达瓦•特•伊斯拉米下设贾米亚的学生，在过去多年里，在
巴基斯坦马德拉萨
德拉萨管理组织，这是针对逊尼派马德拉萨
德拉萨而
设的全国范围的主要组织，举办的考试中，一直取得值得
注意的成就。有时，这些学生可以取得前三名的优异成绩。
贾米亚•图•麦地那的学者们享有“迈达尼”这个称号，
获得这个称号的人，其毕业资格由贾米亚•图•麦地那授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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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拉萨
德拉萨•图•麦地那

无数《古兰经》学院针对哈菲兹和纳兹尔的名马德拉萨
德拉萨•
图•麦地那被创建。到本书写作之时为止，约有 1108 所
马德拉萨
德拉萨•图•麦地那（男女生的）在巴基斯坦运行。约
有 72000 名男女生在这些《古兰经》学院中免费受到哈菲
兹和纳兹尔的教育。

成人马
成人马德拉萨
德拉萨•图•麦地那

！在达瓦•特•伊斯拉米，全球性非政治的《古
兰经》和圣行宣传组织，的管理下，上千所成人马德拉萨
德拉萨
•图•麦地那每天在各地清真寺和其它地方于宵礼之后运
行，许多成年人在这里免费学习正确阿语发音的《古兰经》
和祈祷词，正确的礼拜动作以及其它圣行。
ـﺪ ِﻟـﻠـﻪ ﻋَ ّﺰ ََو َﺟ َّﻞ
ُ ـﺤ ْﻤ
َ ْ ا َﻟ

诊所

规模有限的诊所也得到了建立，向学生和职员免费发放药
物。在必要时，也接诊其它患者。而且，如果需要的话，
他们还被送到大医院接受诊治。在卡拉奇飞扎内•麦地那
全球迈达尼中心，由 11 个病床构成的小型医院也提供适
当的医疗服务。

主修伊斯兰
主修伊斯兰法理学
法理学

达瓦•特•伊斯拉米还在阿拉姆课程后开设有伊斯兰法理学
专业的编外课程，由博学的学者管理。许多已经毕业阿拉
姆课程的伊斯兰兄弟在这个课程上学习教法判例，其学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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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年。该课程设有录用资格考试。提供学生奖学金，以
解决深造穆夫提课程的经济问题。由于时间关系，该课程
只在卡拉奇飞扎内•麦地那的贾米亚•图•麦地那中开设。
在该课程所要求的训练之外，学生们还被要求自习飞特万
•热扎伟业（全 30 册）和巴哈尔
巴哈尔•设热阿特
设热阿特（20 部）。
除此之外，学生还必须广泛研读乌尔都语版本的关于逊尼
派穆夫提的教法判例资料。此后，在穆夫提的监督之下完
成 1200 个教法判例的论文，便可被授予伊斯兰法理学专业
的证书。并 1400 个教法判例的论文被提升至副穆夫提的层
级，更 1400 个教法判例以上的论文，在达瓦•特•伊斯拉米
的教法判例协会批准下，被赋予穆夫提和穆萨迪格（即有资
格出台教法判例者）所指定者。这里还提供一年课时的夫努
努和讨齐特专业课程。
调查伊斯兰
查伊斯兰教法协会
教法协会

为了解决穆斯林大众面临的新问题，调查伊斯兰教法协会
应运而生。该协会由达瓦•特•伊斯拉米的穆夫提和学者组成。

达如•伊飞塔•阿类•孙娜（逊尼派教法判例机构）
尼派教法判例机构）

数所逊尼派教法判例机构在巴基斯坦不同区域创办，达瓦•
特•伊斯拉米的穆夫提和学者们在这里忙于为穆斯林大众提
供有关教法的指导。至本书写作之时，在巴基斯坦不同城市
中的 10 所教法判例机构每月所发出的判例达 45000 次以上
（含电子邮件所发出的）。大多数判例是以打印形式发出的。
此外，数千伊斯兰兄弟们用电话或者面访机构中相关人员，
从而以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方式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ـﺪ ِﻟـﻠـﻪ
ُ ـﺤ ْﻤ
َ ْ ！ا َﻟ这一方面的进一步努力正在进行中。
ﻋَ ّﺰ ََو َﺟ َّ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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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伊斯兰的信息经由 www.dawateislami.net 网站以及达瓦•特
•伊斯拉米不同部门的网站，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逊尼派教法判例机构在线
尼派教法判例机构在线

达瓦•特•伊斯拉米网站（www.dawateislami.net）上亦设有
网上教法判例机构，全世界的穆斯林所提出的问题都能由
此而得到解答。非信士针对伊斯兰所提出的种种否定在这
里也得到了回应，他们还被邀请加入伊斯兰。

马克塔巴•
克塔巴•图•麦地那

艾俩•哈德拉特
,逊尼派之埃米尔
以
及其他穆斯林学者的著作，被马克塔巴•
克塔巴•图•麦地那(达瓦
•特•伊斯拉的出版部门)出版发行，达到了上百万普通百姓
的手中，以传播圣行。
ـﺪ ِﻟـﻠـﻪ
ُ ـﺤ ْﻤ
َ ْ !ا َﻟ达瓦•特•伊斯拉米也拥有自己的出版社。而且，
内容为圣行启迪性讲演的数百万录音磁带和光盘也已远播
世界各地。
ـﻪ
ْ َ ـﻢ اﻟْـﻌَـﺎﻟِـﻴ
ْ اﻣ
ُ ـﺖ ﺑَـ َﺮ َﻛـﺎ ُﺗ
َ َد
ُ ـﻬ

ِ ﲪ ُﺔ ا
ﺎﱃ ﻋَﻠَﻴْﻪ
ٰ َﷲ ﺗَﻌ
َ ْ َر

ﻋَ َّﺰ َو َﺟ َّﻞ

麦地那•
地那•图•伊利米雅

麦地那•
地那•图•伊利米雅（伊斯兰研究协会）由达瓦•特•伊
斯拉米的学者和穆夫提组成。该协会热情洋溢地承担起了
在伊斯兰科学、研究和出版业领域服务教门的责任。它含
有下面 6 个部门：
1. 艾俩•哈德拉特
著作部
ِ ﲪ ُﺔ ا
ﺎﱃ ﻋَﻠَﻴْﻪ
ٰ َﷲ ﺗَﻌ
َ ْ َ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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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部
3. 宣教书籍部
4. 书籍审查部
5. 参考书籍部
6. 书籍翻译部
该协会最大的优势在于，按照时代的需求，便捷并全面地
提供艾俩•哈德拉特，逊尼派之伊玛目，伊玛目，艾哈迈
的书籍。
德•勒扎•汗
2.

ﻦ
ْ ٰ َﻋـﻠَﻴ ْ ِﻪ َر ْﲪَ ُﺔ اﻟـ َّﺮ ْﲪ

图书审查
图书审查协会

随着达瓦•特•伊斯拉米事业的发展，穆斯林大众对阅读教
门书籍的兴趣日益增大。曾经，在宗教聚会上很难卖掉 20
到 30 本逊尼派学者所著的书籍，但现在， !اَﻟ ْ َـﺤ ْﻤ ُـﺪ ِﻟـﻠـﻪ可
以售出数千本。新的伊斯兰书店如雨后春笋，而新的著作
者也能够出版他们的作品。
当今的商业趋势是，如果对产品的需求增大，生产商关注
的是产品的数量增加，以便谋取更大的利润，而不关心产
品的质量。图书业的情况也一样。市场上的书籍满是糟糕
的印刷错误。为了努力解决这一令人担忧的状况，许多伊
斯兰书店的负责人以及著作者和编辑者被召集，举行成熟
的迈达尼
迈达尼•马啥哇热
啥哇热（协商会议），以使他们意识到由于
印刷出版不过关的书籍而可能传播错误的伊斯兰信息的巨
大罪过。这一举动对他们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ﻋ ّﺰ ََو َﺟ َّ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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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阻止在穆斯林大众之间传播歪曲了的伊斯兰信
息和由于印刷不过关的书籍而带来的罪过，图书审查协会
应运而生。该协会审查不同著作者和编辑者书籍中所传达
的信仰、是否渎神、道德、阿拉伯语语法和教法律例，而
后发放认可证书。
不同的课
不同的课程

这里开设有诸种不同的课程，训练宣教员。例如，为期 41
天的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和迈达尼
迈达尼•伊纳马特
纳马特课程，63 天的培
训课程，伊玛目课程，教师课程等。为了向哑巴、聋子和
盲人传播召人向善的使命，这里专门为宣教员开设有为期
30 天的库福类•麦地那课程（手语课程）。宣教员都能够
用手语交谈、演讲，诵念赞词、奇克尔和祈祷词。

伊萨类萨哇杯
萨类萨哇杯（
哇杯（提供回赐
提供回赐）

为了提供回赐，马克塔巴•
克塔巴•图•麦地那还具有在书籍如飞
扎内•逊乃特、礼拜的法则
拜的法则、妇女的礼
女的礼拜以及其它许多书
籍和小册子上，印已故亲人的名字。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马吉利斯•
吉利斯•塔热基米（
基米（翻译协会）
译协会）

马克塔巴•
克塔巴•图•麦地那出版的书籍和小册子由马吉利斯•
塔热基米（翻译协会）译为许多语言，发往世界各地。
ـﺪ ِﻟـﻠـﻪ
ُ ـﺤ ْﻤ
َ ْ  اَﻟ它们被译为世界上 27 种语言。这些语言有：
َﻋ ّﺰ ََو َﺟ َّ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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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7.
10.
13.
16.
19.
22.
25.

阿拉伯语
西班牙语
丹麦语
德语
土耳其语
孟加拉语
卡纳达语
印地语
波斯语

2.
5.
8.
11.
14.
17.
20.
23.
26.

英语
俄语
汉语
葡萄牙语
希腊语
泰卢固语
豪萨语
古吉拉特语
信德语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法语
挪威语
意大利语
马来语
克里奥尔语
泰米尔语
斯瓦希里语
僧加罗语
普什图语

海外的聚会
海外的聚会

圣行启迪聚会亦在世界数个国家举办，数千位当地伊斯兰
兄弟们参与其中。由于这些聚会的原因，时有非信士皈依
伊斯兰。在这些聚会最后，还有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踏上安拉
的道路。

培训聚会

二到三天的培训聚会亦为巴基斯坦境内外有责任心的伊斯
兰兄弟们举办。数千有责任心的伊斯兰兄弟们参加这些聚
会，学习如何更加有效地开展达瓦•特•伊斯拉米迈达尼工
作的全面指导。

在线马德拉萨
德拉萨•图•麦地那

在 伊力年 月（ 年 月），“在线
马德拉萨
德拉萨•图•麦地那” 协会也得到了建立，通过网络免
َﻋ ّﺰ ََو َﺟ َّﻞ

ـﺪ ِﻟـﻠـﻪ
ُ ـﺤ ْﻤ
َ ْ ا َ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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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为不同国家的伊斯兰兄弟们提供学习神圣《古兰经》正
确读法的功能。除正确的读经方法之外，这里还教授如大
小净及土净的做法、宣礼的念法、礼拜、天课、斋戒和朝
觐等伊斯兰最基本的知识。
达如乐•麦地那

在 1432 伊力年 02 月 25 号（2011 年 1 月 31 号），
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达如 •麦地那（伊斯兰教育系
统）得到建立。这一重要部门的建立旨在向穆斯林文麦的
新一代教授伊斯兰的和世俗的诸学科，并启发他们如何按
照圣行生活。
ـﺪ ِﻟـﻠـﻪ َﻋ ّﺰ ََو َﺟ َّﻞ
ُ ـﺤ ْﻤ
َ ْ اَﻟ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

ْ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如果一位拜火教徒在穆斯林地区开一家饭店，那么很难使
任何人相信在这家饭店吃肉或者其它肉类食物是罪恶的和
非法的。但如果一位穆斯林在同一地区开一家饭店，这个
问题将会自动消除，因为穆斯林只在清真饭店吃饭是人人
皆知的。家家户户都有的电视同样如此。每一位有理智的
穆斯林都清楚知道电视在我们的社会重视所传播的丑恶。
尽管达瓦•特•伊斯拉米的宣教员们竭尽所能把电视从社会
中根除出去，但收效甚微。
很不幸，太多人迷恋于电视，以至于他们即便意识到电视
对他们今后两世的损害，也难以克制看电视。人们迷恋电
视的结果是，不仅恶魔毁坏他们的品质，而且还破坏伊斯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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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的价值和美德。反伊斯兰势力，打着“现代伊斯兰”的
幌子，亦在疯狂歪曲伊斯兰真理，扼杀伊斯兰的真精神。
在这种处境中，如果我们仅在清真寺里讲禁止使用电视，
那是不会出现预想的改变的，因为最多有百分之五的穆斯
林每天在清真寺礼拜，而这些在寺里礼拜的人大多对听演
讲不太感兴趣。而且，这还要把伊斯兰姐妹们排除在外，
她们不允许进入清真男寺礼拜，如何得知寺里的演讲？如
果我们出版发行这一方面的书籍和小册子，那也只有少数
穆斯林有兴趣阅读。在如此这般的严重处境下，如果我们
改善穆斯林的努力仅限于清真寺和聚会之内，我们是无力
把急需的伊斯兰信息传达给大多数穆斯林的。另一方面，
伊斯兰敌人却通过他们掌控的电视频道，用歪曲了的信息，
不断误导和毒害穆斯林大众。
因此，我们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不可能把这种产生恶劣影
响的电视频道从社会中完全根除。我们只剩下一个选择，
就像洪水，我们把水流引向农田里，如此一来，既保护了
房屋，又使农田得到浇灌。类似地，伊斯兰的真理也可以
通过电视的媒介而传播，与此同时把处于疏忽大意之中的
穆斯林唤醒，使他们意识到罪恶的灾难性后果和对伊斯兰
的歪曲。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有可能建立一个迫切需要的
伊斯兰频道，以便为穆斯林大众提供真正有益的伊斯兰知
识，而避开电影、歌曲、音乐和其它一切类型的罪恶活动
的时候，达瓦•特•伊斯拉米的马乐卡子
马乐卡子•
卡子•马吉利斯•
吉利斯•书乐
已经在 1429 伊力年斋月（2008 年）经过努力奋斗创办了
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该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向穆斯林家庭传达圣行的
信息，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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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穆斯林大众如果一直观看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的话，那么
他们就会免遭邪恶频道的伤害。由于伟大安拉  ﻋَ ّﺰ ََو َﺟ َّﻞ的恩
典，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得到超出我们想象的成就。我们每天收
到数千来自全世界祝贺和鼓励的信息。不仅只有祝贺，这
些信息还说明了由于观看我们的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而在许多人
的生活中所带来的巨大的积极改变。许多人抛弃了罪恶，
开始了礼拜，按照圣行行事。甚至一些非穆斯林据说也因
为观看麦德尼频道而皈依了伊斯兰。下面是麦德尼频道的
三个事迹，以作例子。
1. 一位非穆斯林的皈依

一位来自拉哈尔奥里亚中心的伊斯兰弟兄报道，他们那里
的一家车间里有一台电视。工人们在电视上看各种频道。
当达瓦•特•伊斯拉米的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在 1429 伊力年斋月
（2008 年）创办之后，他们对该频道的连续剧产生了极大
的印象，并每天观看。其中一位工人是非穆斯林年轻人。
他同样迷恋于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的连续剧。  اَﻟ ْ َـﺤ ْﻤ ُـﺪ ِﻟـﻠـﻪ他对逊尼
派之埃米尔  دَ َاﻣـ ْﺖ ﺑَـ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ﻢ اﻟـْﻌَـﺎﻟ ِـﻴ َـ ْﻪ的纯洁性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
象，仅在观看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的三天之后，便念了清真言，
皈依了伊斯兰。
َﻋ ّﺰ ََو َﺟ َّﻞ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2. 现在我耻
在我耻于观看丑恶频
看丑恶频道
恶频道

ْ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达瓦•特•伊斯拉米的一位女宣教员报道，一位伊斯兰姐妹
其孩子和丈夫极度喜欢观看丑恶的频道。电视每天一大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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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被打开，上面播出的是无耻妇女的舞蹈的下流片段。孩
子只要一放学回家，也观看淫秽的电视节目。当在 1429 伊
力年斋月（2008 年）到来，一个巨大的恩典便以令爱慕贵
圣者喜爱的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的形式降临了。
ـﺪ ِﻟـﻠـﻪ
ُ ـﺤ ْﻤ
َ ْ !ا َﻟ在这位伊斯兰姐妹家中，曾经整天播放的是丑
恶的频道，而现在只播放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如果有人换到丑
恶的频道，便立即被换回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她丈夫说：如果
我现在看任何丑恶的频道，我会感到羞耻，因为我现在是
阿塔里，我的导师（逊尼派之埃米尔）دَ َاﻣـ ْﺖ ﺑَـ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ﻢ اﻟـْﻌَـﺎﻟ ِـﻴ َـ ْﻪ正出
现在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上。我怎么还能观看播放丑恶节目的频
道呢？
َﻋ ّﺰ ََو َﺟ َّﻞ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3. 酒馆被关闭

一位来自拉哈尔奥利亚中心的伊斯兰弟兄报道，在他们那
里有一个人开了一个桌球俱乐部，这里卖酒并播放色情电影。
当他在 1429 伊力年斋月（2008 年）观看了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
的连续剧之后，他大为震动，不仅停止了卖酒，还在两天之
内关闭了桌球俱乐部。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注：为了进一步阅读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更多类似事迹，请看马
克塔巴•
•图•麦地那出版的小册子“非穆斯林的皈依”。
克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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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瓦•特•伊斯拉米的
伊斯拉米的 8 件迈达尼珍珠
迈达尼珍珠

来自：道乘之尊师、逊尼派之埃米尔，阿拉马，毛拉纳，
阿布•比拉勒，穆罕默德•伊里亚斯•阿塔尔•噶迪里•
热扎维
1. 达瓦 • 特 • 伊斯拉米的根本宗旨是，通过宣教员们推动
扎根于圣行的宣教方法，向世人传播“伊斯兰主义”，
把“无休止的争论”留给那些专于这一方面逊尼派学者。
َﺻ
2. 伊斯兰主义”在这里指的是贵圣 ﺎﱃ ﻋَﻠَﻴ ْ ِﻪ َواٰﻟ ِ ٖﻪ َو َﺳﻠَّﻢ
ٰ َاﷲ ﺗَﻌ
ُ "ّ َ 的
言辞和行为，它们被伊玛目艾布•哈尼发、伊玛目马
立克、伊玛目沙菲义、伊玛目艾哈默德•本•罕百里
所坚定地采纳，被伊玛目艾布•哈桑•艾
什阿里和伊玛目艾布•曼苏尔•马图日第
所传播，被巴格达的掌权者，奥斯•帕克，谢赫，阿
卜杜勒•卡迪尔•吉俩尼、各里布•乃瓦兹，库瓦基
•莫因哈克•瓦丁•齐史迪、谢赫，谢哈布哈克•瓦
丁苏荷拉瓦蒂、谢赫，白哈哈克•瓦丁•乃格什板底
所实践、被谢赫，赛义德，穆罕默德•阿
米努丁•伊本•阿比丁•沙米
、沙，毛拉，
吉万•印地
、沙，阿卜杜勒•阿齐兹•穆罕
迪斯•迪勒维
以及众多其他逊尼派的学者所
接受，尤其艾俩•哈德拉特、逊尼派之伊玛目、异端
的消除者、稳麦的革新家、圣行的复兴家、教乘的学
者、道乘的导师、阿拉马、哈德拉特、毛拉纳、哈吉、
哈菲兹、诵读家、艾沙、伊玛目、艾哈默德•勒扎•
汗
，后者已在其使人获益的著作如《塔米度
اﻣـ ْ ﺑـ
ﻢ اﻟـ ْﻌَـﺎﻟ ِـﻴ َـ ْﻪ
َ َد
ُ ﺖ َ َﺮ َﻛـﺎ ُﺗـ ُﻬـ

ِ
ﻢ
A
ٰ َ اﷲ ﺗَﻌ
ۡ ﺎﱃ َﻋـﻨ ْ ُﻬ
َ َر
ُ

ِ
ﻢ
ٰ َاﷲ ﺗَﻌ
ۡ ﺎﱃ َﻋـﻨ ْ ُﻬ
َ َر
ُ A

ِ
ﻢ
A
ٰ َ اﷲ ﺗَﻌ
ۡ ﺎﱃ َﻋـﻨ ْ ُﻬ
َ َر
ُ

ِ ﺴ
Eﺎ
ّ ِ ُﻗـ
َّ  اﻟـDُ س ِﺳـ ُّﺮ
َ ﺪ

ِ
ـﻤ ُﺔ اﻟـۡﻘَـ ِﻮی
َ ﻋَـﻠَﻴْﻪ َر ْﺣ

ِ
ـﻤ ُﺔ اﻟـ ۡﻘَـ ِﻮی
َ ﻋَـﻠَﻴْﻪ َر ْﺣ

ﻦ
ْ ٰ َﻋـﻠَﻴ ْ ِﻪ َر ْﲪَ ُﺔ اﻟـ َّﺮ ْ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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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伊曼，哈 穆哈 美内》等之中极为清楚地阐述过上
述先贤的学说。
所有伊斯兰兄弟姐妹们都须坚定不移地抓紧艾俩·哈德
拉特的学说。他的学说极为接近于圣门弟子和伊斯兰
先贤的学说，那即是认真主 独一，拜主独一，信
仰穆罕默德
为安拉 所派遣的诚实和
最后的先知。而且，这种学说还包括开展对安拉
及其使者的忠诚和追随，绝不否定伊斯兰之义务的哪
怕一丝一毫，彻底远离对安拉 、先知
和圣门弟子
的亵渎，远离一切亵渎者，
并憎恨他们。
在伊斯兰中，真正的伊斯兰学者享有非常高的地位，
并因其宗教知识而优越于大众。一位伊斯兰学者在功
修中获得的回赐要比常人更多。谢赫、穆罕默德•伊
本•阿里
曾传述：学者的两拜要比常人的
七十拜更贵重。 （看组乐噢马了 Kanz-ul-ummal 经，第 10 册，
َﺻ
ﺎﱃ ﻋَﻠَﻴ ْ ِﻪ َواٰﻟ ِ ٖﻪ َو َﺳﻠَّﻢ
ٰ َاﷲ ﺗَﻌ
ُ "ّ َ

َو َﺳﻠَّﻢ

4.

ِ
ﻢ
ٰ َاﷲ ﺗَﻌ
ۡ ﺎﱃ َﻋـﻨ ْ ُﻬ
َ َر
ُ A

َﻋ ّﺰ ََو َﺟ َّﻞ

َﻋ ّﺰ ََو َﺟ َّﻞ

َﻋ ّﺰ ََو َﺟ َّﻞ

َﻋ ّﺰ ََو َﺟ َّﻞ

َﺻ
ﺎﱃ ﻋَﻠَﻴ ْ ِﻪ َواٰﻟ ِ ٖﻪ
ٰ َاﷲ ﺗَﻌ
ُ "ّ َ

ِ
ﻤﺎ
ٰ َ اﷲُ ﺗَﻌA
َ ﺎﱃ َﻋـﻨْ ُﻬ
َ َر

87 页）

因此，所有与达瓦•特•伊斯拉米有关的人以及所有穆
斯林切不要冲突逊尼派的学者，不要对之不加尊重，
不要忽视他们。不要犯背地里对他们的品德和善功说
三道四的大罪，这是极其危险引向火狱的非法行为。
谢赫、艾布•哈夫苏•凯比尔
曾说：在审判
日，背谈学者的人，他的背谈将被写在其脸上；此人无
ِ
ـﻤ ُﺔ اﻟـۡﻘَ ِﺪﻳۡﺮ
َ َﻋـﻠَﻴْـﻪ َر ْ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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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获得安拉 的慈悯。（穆卡沙法涂库录布 Mukashafa-tulَﻋ ّﺰ ََو َﺟ َّﻞ

Qulub, 经，第 77 页）

谢赫、艾布•扎尔•给法里
传述：学者是安
拉 在大地上的迹象和明证；无论谁攻击学者，都
将被毁灭。（看组乐噢马了 Kanz-ul-ummal 经，第 10 册，77 页）
艾俩•哈德拉特、伊玛目、艾哈默德•勒扎•汗
曾说：对伊斯兰学者挑刺并攻击他们是非法的。
如果一个人因此而远离伊斯兰学者，放弃从其学习法
程知识，那么这对于他来说是致命的毁灭。(飞特万热扎
伟业 Fatawa-e-Razaviyyah 经，第 23 册，711 页) 那些针对伊斯
兰学者说出如此言辞的无知者应该感到害怕：兄弟，
小心他！他是个阿拉马（即伊斯兰学者）；伊斯兰学
者是贪婪的；他们嫉妒我们；由于我们，没人关心他
们；离开他！他只是一个毛拉纳
毛拉纳（一些人以此轻蔑地
表示学者）；这些是毛拉的人！学者们没有为逊尼派
做一点事（有时因为不喜欢演讲风格而这样说）；像
一个毛拉纳那样发表演说，等等。
在对各种不尊重伊斯兰学者的情形加以描述之后，并
指出教法的裁定，艾俩•哈德拉特
说：如果
一个人因为伊斯兰学者的身份而指责他们，那么这纯
粹就是库弗尔（背信）。如果他因为他的宗教知识而
认为尊重学者是主命，但却因为某些世俗原因而对之
加以诟病、诅咒或者蔑视，那么他是法西格和法基尔
法基尔
（干罪者）。如果他毫无理由地对学者心怀恶意，那
么他在精神上是有病的，内心不洁的，很有可能犯库
弗尔。
ِ
ﺎﱃ َﻋـﻨ ْ ُﻪ
ٰ َاﷲ ﺗَﻌ
َ َر
ُ A

َﻋ ّﺰ ََو َﺟ َّﻞ

ﲪ ُﺔ
َ ْ َﻋـﻠَﻴ ْ ِﻪ َر

ﻦ
ْ ٰ اﻟـ َّﺮ ْﲪ

ِ ﲪ ُﺔ ا
ﺎﱃ ﻋَﻠَﻴْﻪ
ٰ َ ﷲ ﺗَﻌ
َ ْ َ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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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 َﻣﻦ اَﺑۡﻐ َﺾ ﻋَ ِﺎﳌﺎ ً ِّﻣ ۡﻦ ﻏَ ۡ ِﲑ َﺳﺒ َ ٍﺐ َﻇﺎ ِﻫ ٍﺮ ِﺧﻴۡ َﻒ ﻋَﻠَﻴۡ ِ< اﻟ ۡ ُﮑ ۡﻔ ُﺮ无缘无
故对伊斯兰宗教学者心怀恶意的人，处于犯库弗尔的
危险境地)。
(飞特万热扎伟业

Fatawa-e-Razaviyyah 经，第 10 册，140 页)

下面是一些对伊斯兰宗教学者显出无礼的侮辱性话语
和行为的典型。  َﻣـﻌَـﺎذَ اﻟـﻠـﻪ如果有人曾因怨恨伊斯兰学
者的宗教知识而对之有过侮辱之词或者行为，那么他
必须忏悔并更新其信仰，如果此人已经结婚，他还须
重新建立其婚约。而且，如果他是一个穆里德（门
人），他还须重拿约会。
 辱骂伊斯兰教法是库弗尔。比如，如果有人说我
应该知道什么伊斯兰教法？（即谴责伊斯兰教法）
那么他就会变成卡菲尔
卡菲尔。同样，如果一个出自仔
细和可靠学者的判例被给予一个人，而此人将之
掷在地上，或者说：我否认这个判例，那么他会
变成卡菲尔
卡菲尔。
َﻋ ّﺰ ََو َﺟ َّﻞ

（巴哈尔设热阿特



这些毛拉纳
毛拉纳知道什么？这正是侮辱学者标志，而
侮辱伊斯兰学者是库弗尔。
(飞特万热扎伟业



Bahar-e-Shari`at 经，第 9 册，172 页）

Fatawa-e-Razaviyyah 经，第 6 册，24 页)

如果一个人说：毛拉纳
毛拉纳都是流氓，即他诟病了所
有学者；库弗尔的判法适应于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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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特万艾穆佳德业





页)

“这些学者们搞毁了国家”这是库弗尔的言辞。
(飞特万热扎伟业



Fatawa-e-Amjadiyyah 经，第 4 册，454

毛拉纳
毛拉纳

Fatawa-e-Razaviyyah 经，第 6 册，115 页)

分裂了宗教这句话也是库弗尔。

َّ  َﻋ ّﺰَو َﺟ把宗教启示成为容易的，
说：安拉ﻞ
َ

毛拉纳
毛拉纳

则

把 宗 教 搞 成 艰 难 的 ， 也 是 库 弗 尔 ， 因 为

ۡ
ۡ
ۡ ۡ
ۡ ۡ ۡ
ﻛﻔﺮ
 ﺎف ﺑﺎﻻﺷﺮ
 ا侮辱学者和先知的继承人
 اف واﻟ ﻌﻠﻤﺎ ء
 ﻻﺳ ﺘﺨﻔ
是库弗尔。

（马甲莫安哈热



Majma-ul-Anhar 经，第 2 册，509 页）

如果有人说：“学者们所教授的知识只是故事和
传说”或者“只是私欲”、“只是欺骗”或者说

卡菲尔
卡菲尔

“我不相信建立在伪装之上的知识”即他认为伊

库弗尔

斯兰教法是伪装的，那么此人会变成
有这些话都是

（飞特万阿拉嘛各日



。

Fatawah Alamghiri 经，第 2

册，

270

页）

库弗尔

如果一个人说：我该怎样对待伊斯兰知识？我应
该挣钱！那么



，所

的判法适应此人。

如果有人对伊斯兰学者说：知识又不能当饭吃，
即是库弗尔。（飞特万阿拉嘛各日
第

2 册，2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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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切记! 只有逊尼派之学者应受尊重。至于那些信
仰不正的异端学者，则应远离之，因为尊重他们，
听他们的演讲，学习他们的著作，采纳他们的同
伴，都是非法的，对自己的信仰是致命的。
逊尼派的惯例是我们的身份。因此，不要对遵循它们
表现出任何不屑。比如：
 在拉比•
拉比•努尔的尊贵月份（伊力 3 月），要满怀敬
意地举办圣记。在前 12 天用装饰性的灯光装饰屋子、
商店，整月在屋子和车子上插上绿旗。
此外，用装饰性的灯光和绿旗装饰清真寺和本地区。
在第十二日之夜通宵参加赞圣聚会，并受持绿旗，
在萨迪克早上的准确时间诵念赞圣，以迎接“恩典
的降临”。在第十二日，，即先知
诞
辰，安排圣记活动，参与其中，同时呼喊马乐合巴
马乐合巴
（欢迎您）！
 在蹬霄节、伊斯兰四大哈里发节、每年的各亚拉位
和勒扎日（伊力 2 月 25 号）举办赞圣聚会。
 在欧尔斯
欧尔斯之时，安排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去往毗邻先贤
圣地的清真寺，以传播召人向善为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
计划，获得先贤的吉庆。
达瓦•特•伊斯拉米的所有相关人员应当执行伊斯兰教
法范围之内的达瓦•特•伊斯拉米迈达尼工作，服从马
乐卡子•
卡子•马吉利斯•
吉利斯•书乐，服从本国印题匝米•
匝米•卡比
َﺻ
ﺎﱃ ﻋَﻠَﻴ ْ ِﻪ َواٰﻟ ِ ٖﻪ َو َﺳﻠَّﻢ
ٰ َاﷲ ﺗَﻌ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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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纳、地方马吉利斯•
吉利斯•穆沙哇热
穆沙哇热特以及地方穆沙哇热
穆沙哇热特
的尼各然（负责人）。
恶魔通过使人相互背谈而导致宗教功修的损失。因此，
如果你发现任何伊斯兰兄弟的任何罪过和瑕疵，不要犯
下因非法揭发而导致的背谈罪过。相反，尽可能私下向
他指出错误并对之加以改善。如果这样做无济于事，那
么保持沉默，为他祈祷。
如果担心此事会导致宗教功修的损害，那么就通过私
下告知，或者写信，去寻求当地穆沙哇热
穆沙哇热特的匝里•
匝里•
尼各然的帮助，相信他有能力加以改过。否则，谨守
教法的界限，将此事交给穆沙哇热
穆沙哇热特的伊拉卡伊•
伊拉卡伊•尼
各然。如果他也无力解决，那么就逐级向上需求帮助。
切记，如果在教法不允许的情况下将这位伊斯兰兄弟
的罪恶告知哪怕一个人，也将成为犯罪者，无论此人
负有多大组织责任。而且，如果此事因你而被泄露，
导致本地区的组织问题，损坏迈达尼工作的话，那么
这个阻碍功修的罪名就落在你的身上，使你后世受到
惩罚。
下列标准将为分圣行启迪聚会的讲演而遵循。
 知识渊博行为标准且具有宣教能力的宣教员（比如
获得戴尔斯•尼扎米，并在良好记忆力和避免犯教
法错误能力之外还有渊博的知识的人），被允许不
带书籍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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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太渊博的宣教员在演讲时，应随身携带学者
们的书籍复印页，将之粘贴在其日记上，逐字宣读。
为了获得无数今后两世的回赐和恩典，你应该加入达瓦•
特•伊斯拉米的迈达尼环境，参加本地区达瓦•特•伊斯拉米
的圣行启迪周会，遵循迈达尼
迈达尼•伊纳马特
纳马特，与迈达尼
迈达尼•咔
沷拉旅行，观看麦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


ٰ  اﻟـ ٰﻠـﻪ ﺗﻌ+ ﺻ
 ﻣﺤ ﻤﺪ+ٰ  ﻋ0ﺎ
 


达瓦•特•伊斯拉米 63 个部门一瞥

ْ
 اﻟﺤ ﺒ ۡﻴﺐ+ﺻ ﻠ ۡﻮا ﻋ

宣教与改善
宣教与改善服
改善服务：迈达尼
迈达尼•伊纳马特
纳马特，迈达尼
迈达尼•咔沷拉，
非穆斯林中的宣教，马吉利斯•
吉利斯•杯润内•
润内•穆乐克（国外协
会）。
聚会与培训
与培训服务：迈达尼培训中心，地方周会，省际周会，
国际周会，相关负责伊斯兰兄弟们的培训聚会，海外聚会，
会众坐静，马吉利斯•
吉利斯•哈吉与欧
哈吉与欧美热（朝觐和副朝协会），
迈达尼
迈达尼•穆匝卡热
穆匝卡热（伊斯兰教的研讨会）。
教育服务
教育服务：男生的贾米亚•图•麦地那（伊斯兰教的大
学），女生的贾米亚•图•麦地那，马德拉萨
德拉萨•图•麦地
那（古兰经学院），女生的马德拉萨
德拉萨•图•麦地那，成人
马德拉萨
德拉萨•图•麦地那，妇女的马德拉萨
德拉萨•图•麦地那，
在线马德拉萨
德拉萨•图•麦地那，达如 •麦地那（伊斯兰教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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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系统），达如•伊飞塔•阿类•孙娜（逊尼派教法判例
机构）
机构），网上达如•伊飞塔，主修伊斯兰法理学，主修符
努努（艺术），马吉利斯•
吉利斯•讨齐特
讨齐特，图书审查协会，各种
课程。
研究与媒体服务
研究与媒体服务：麦地那•
地那•图•伊利米雅（伊斯兰研究协
会），马吉利斯•
吉利斯•塔热基米（翻译协会），马克塔巴•
克塔巴•图
•麦地那(达瓦•特•伊斯拉的出版部门)，马克塔巴•
克塔巴•图•
麦地那销售部，迈达尼
迈达尼•频道，I.T 协会。
社会服务：马吉利斯•
吉利斯•首巴•
首巴•塔里米（教育部门协会），
特殊伊斯兰兄弟们马吉利斯（协会），改革犯人马吉利斯，
商人马吉利斯，律师马吉利斯，交通运输马吉利斯，医生
马吉利斯，哈基姆马吉利斯，兽医医生马吉利斯，顺势疗
法医生马吉利斯，改革运动员马吉利斯，‘噢射热
噢射热马吉利
斯，学者与谢赫联系马吉利斯，圣祠马吉利斯，媒体与出
版马吉利斯，偏远乡村马吉利斯。
福利服务
福利服务：马吉利斯•
吉利斯•窟达姆•马萨基第
马萨基第（清真寺务员协
会），清真寺伊玛目马吉利斯，迈达尼
迈达尼•伊玛目•马吉利
斯，马吉利斯•
吉利斯•麦克图百图与泰维
与泰维扎提·
扎提·•阿塔里雅
阿塔里雅（阿塔
里亚•符咒与信件协会），治疗马吉利斯，伊萨类萨哇杯
萨类萨哇杯
•马吉利斯，小册子发放马吉利斯，穆斯林希望马吉利斯。
行政服务
行政服务：金融马吉利斯，资产马吉利斯，协商协会，安
保马吉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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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服务
合服务：在伊斯兰姐妹们之中的迈达尼革命。
四件智慧珍珠
四件智慧珍珠

谢赫，易卜拉欣•本•阿达木
曾
说：在与一些贤哲一起呆在黎巴嫩的一座
山上；他们给我下面四个劝解他人的良
言：
1. 饱食者在拜功中得不到愉悦。
2. 嗜睡者寿命不长。
3. 只求人喜者，必失安拉
之喜。
4. 常背谈和常说无益之话者不能作为穆
斯林死去。
ِ ﲪ ُﺔ ا
ﺎﱃ ﻋَﻠَﻴْﻪ
ٰ َﷲ ﺗَﻌ
َ ْ َر

َﻋ ّﺰ ََو َﺟ َّﻞ

（米那-句-阿比丁 Minhaj-ul-Abidin 经，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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