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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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آءَا�اِْن َش  َوَجّلَ ه ـلـ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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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要念愿主赐福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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ـۡمـد�  �  �	لۡـح	 ـل
ٰ �   ه� ـل

ب �ۡ�	  ر	 م� ـ	 ـلٰـ  و	   �لۡـٰعـل 	ـد�   و	    وة� �لـص � ـي �  س	ٰ�ـ 	إلم� ع	 ـآل 	�ۡ�	    �لـس ـلـ� ـۡرس	   �لۡـم�

ـا 	ـۡعـد�   �	م ـ	 ـۡوذ�    ب ع�
	
ا ـ	 ـ ف

ٰ الـل ـن	   ه� بـ� ـۡيـٰطن�  م�
	) �لـش �)*ۡ ج� 	ۡسم�   �لـر ـ  بـ�

ٰ ۡحـٰمن�  ه� �لـل 	ح�  �لـر 	)�لـر  ـۡ*(�

有有有有关关关关墓地的二十五墓地的二十五墓地的二十五墓地的二十五个个个个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
    

无论撒旦怎么千方百计让你分心，你都要确保完整地将这

本小册子读到最后。 هـاِْن َش�آءَال �ـ َوَجّلَ  ل عَّزَ 、你的信仰将得到洗礼。 

1. 五百六十五百六十五百六十五百六十个坟个坟个坟个坟墓中的刑墓中的刑墓中的刑墓中的刑罚罚罚罚;被取消被取消被取消被取消 

阿拉玛、艾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本•艾哈默德•马利基•

库突比  َرحْ ـَع  ـ� ةُ مَ ـلَيِْه ۡـَقـِوی هِ الـل ال  叙述道：有一次，一个妇女来到哈桑

•巴士里  َرحْ ـَع  ـ� ةُ مَ ـلَيِْه ۡـَقـِوی هِ الـل ال  受主福佑的庭请求道：“我年轻的

女儿去世了。请告诉我怎样才能在梦中看到她。”他告诉

了她怎么做。因此她在梦中看到了她死去的女儿，但是她

穿着树脂做的衣服，脖子上套着链子，双脚也被绑在一起。

看到这一可怕的场景，那们母亲开始颤抖。第二天她把这

个梦讲给哈桑•巴士里  َرحْ ـَع  ـ� ةُ مَ ـلَيِْه ۡـَقـِوی هِ الـل ال  听，他听后很难过。

                                                           

* 这个演讲，逊尼派之埃米   َ ْـعَـالِـيَـدَامَـْت ب هـَرَكـاُتـُهـُم ال    在迈达尼•中心、巴布•麦地那（卡拉奇），达瓦•特

•伊斯拉米的圣行启发的每周聚集之中，于 10 舍 1431 回历（2010 年 7 月 22 号）年期

间发表的。它是经过必要的修正被出版。马克塔巴•图•麦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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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后，哈桑•巴士里  َرحْ ـَع  ـ� ةُ مَ ـلَيِْه ۡـَقـِوی هِ الـل ال  在他的梦中看

到一个女孩戴着王冠坐在王座上。看到他后，她说：我就

是那个告诉你我的处境的妇女的女儿。”然后哈桑•巴士

里  َرحْ ـَع  ـ� ةُ مَ ـلَيِْه ۡـقَـِوی هِ الـل ال  说：据她所说，你正受着安拉  ََوَجّل ，的处罚 عَّزَ

这一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那个已经死去的女孩回答说：

“有一个人经过墓地的时候对受人爱戴的先  ٖتَعَاٰىل /َلَيِْه َواٰلِه   اهللاُ َوَسلَّم َص2َّ  

诵念了赞辞，因为他的赞圣辞的福赐，五百六十个坟墓中

的刑罚被取消了。”(来源于：Tażkiraĥ fī Aḥwāl-ul-Mautā-o-Umūr-

il-Ākhiraĥ 经，第 1 册，74 页) 

向麦地那前进并诵念赞圣辞 

如果你渴望天堂，那诵念赞圣辞 

 َ
ۡ
 ا'

َ
ۡ(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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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2. 位圣位圣位圣位圣人的人的人的人的祈祈祈祈祷祷祷祷让让让让整整整整个个个个墓地都得到了墓地都得到了墓地都得到了墓地都得到了宽宽宽宽恕恕恕恕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由上一故事我们知道诵念赞圣辞包

含了极大的福赐，而当赞圣辞从先知的奉献者口中说出来

时，福赐会更大。可能他在安拉  ََوَجّل 的庭上是一个卓著 عَّزَ

之人，因此由于他在经过那个墓地时诵念赞圣辞，五百六

十个死人所受的刑罚被取消了。自然，恭敬地把先知的奉

献者请到你的亲人的墓前，请他们在那里将回赐送给你们

的亲人。卧里亲临所得到的回赐就更不用说了。 

有一次谢赫、伊斯玛仪•哈德拉米 ۡـَقـِوی  ال ِه �ـ  الـل  َرْحـَمُة 穿过一个 َعـلَيِْ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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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站在一座墓前哭了很久。一小会儿之后他又不由地

笑了。别人问他原因，他说：“我之前看到这个墓地的人

正受着惩罚，所以我开始哭泣并祈求安拉  ََوَجّل 。宽恕他们 عَّزَ

然后有一个声音对我说：‘走吧，我们已经接受了你对这

些人的代祷。’”说完这些，他指向角落处的一个坟墓说：

“那个坟墓中的女人说：‘宗教学者伊斯玛仪啊，我曾经

是一个歌手兼音乐家，我也被宽恕了吗？’我回答说：

‘是的，你也是那些被宽恕的人中的一个。’这就是我笑

的原因。”(沙热欧苏杜尔 Sharḥ-uṣ-Ṣudūr 经，第 26 页) 愿安拉  َوَجّلَ َع ّزَ  

的仁慈降临于他，也我们因他而得到宽恕！ 

 
ٓ
   ِ=َ�هِ ا;�ِ:ِّ 8ۡ 7ِ ا

َ ۡ
ُ  8ۡ 7ِ ا!   َ+/� ا.�

َ
��َ 

ٰ
3�4َ5َ ِ>�ۡ  ?ِ

ٰ
� َٖوا

�
 وََ@�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受主福佑的卧里 ال  � ـَرِمحَهُُم  ـل َالمُه الّسَ  的地位

真是惊人。他们能够看到坟墓中的人的情形，也能够跟坟

墓中的人交谈；那些人所经受着的惩罚也因为他们的祈求

而取消。如果坟墓中的人向他们呼救，这些受主福佑的人

听到后就会去帮助他们。愿安拉  ََوَجّل 看在他们的份上不 عَّزَ

加清算宽恕我们。 

 
ٓ
   ِ=َ�هِ ا;�ِ:ِّ 8ۡ 7ِ ا

َ ۡ
ُ  8ۡ 7ِ ا!   َ+/� ا.�

َ
��َ 

ٰ
3�4َ5َ ِ>�ۡ  ?ِ

ٰ
� َٖوا

�
 وََ@�

我们喜爱整位卧里 

هـاِْن َش�آءَال �ـ َوَجّلَ  ل عَّزَ 、我们会成功 

 َ
ۡ
 ا'

َ
ۡ(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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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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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塔法穆斯塔法穆斯塔法穆斯塔法  的三句的三句的三句的三句话话话话 

我们也应该去墓地看看穆斯林的坟墓，因为这是圣行，是

一种铭记后世的方法，也是一种为自己寻求宽恕的方法，

还是一种能为坟墓中的人带去好处的行为。对于这一点，

穆斯塔法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واٰلِه  َوَسلَّم َص2َّ  说过三句话，如下： 

1. 我曾经禁止你们去墓地，但是现在你们应该去墓地看

看，因为这是一种让你们变得不迷恋今世而铭记后世

的方法。(伊本•马哲圣训集 Sunan Ibn Mājaĥ，第 2 册，252 页，

1571 段哈迪斯) 

2. 当一个人经过他在这个世界上认识的人的坟墓时，他

向坟墓说“赛俩目”，那么已死的人会认出他并回复

他的“赛俩目”。 (塔里克-巴格达 Tārīkh-ul-Baghdad 经，第 2

册，135 页，3175 段哈迪斯) 

3. 无论谁每星期五都去拜访他的父亲或母亲或双亲的墓，

他将得到宽恕并被记录为一个虔诚的人。(受布-伊曼

Shu’ab-ul-Īmān 经，第 6 册，201 页，7901 段哈迪斯) 

3. 奥马尔奥马尔奥马尔奥马尔•法法法法鲁鲁鲁鲁格与格与格与格与坟坟坟坟墓中的人交墓中的人交墓中的人交墓中的人交谈谈谈谈 

信士们的长官、法鲁格•阿扎姆  َع   تَعَاٰىل  اهللاُ نْهُ ـَر9َِ  有一次经过一个

墓地时说：“（! مُ 
َ

# �A�
َ
  ا

َ
��َ ۡ� �ۡBُ َ��  

َ
Eُُ,ۡ(رC Dَۡ ا

ۡ
Fا  坟墓中的人们啊，愿

主赐予你们安宁）最新情况是你们的遗孀们都再婚了，新

人们已经在你们的家里安顿下来，你们的财产也被分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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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后一个声音说：“奥马尔啊，我们的最新情况是

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一生中所做的善功的回报，也得到了

我们用在安拉  ََوَجّل 的正道上的钱财的好处，也遭受到了 عَّزَ

因我们遗留在世上的财物而来的损失。” (沙热欧苏杜尔

Sharḥ-uṣ-Ṣudūr 经，第 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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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ا'

َ
ۡ(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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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粗心的人哪粗心的人哪粗心的人哪粗心的人哪，，，，只有善功才只有善功才只有善功才只有善功才会会会会跟跟跟跟随着随着随着随着你你你你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看看信士们的长官、法鲁格•阿扎

姆  َع   تَعَاٰىل  اهللاُ نْهُ ـَر9َِ  所具有的荣耀吧！通过安拉  ََوَجّل 的授权，他 عَّزَ

 اهللاُ تَعَاٰىل َع  نْهُ ـَر9َِ  常常与已死的人交谈。上述叙述中有无数具有警

示或示例作用的迈达尼•珍珠，尤其是对那些对金钱和财

富贪得无厌和那些已经建造了高大的购物中心和宏伟的宫

殿的人。 

啊！一个人把他在今世的房子建造得坚固而耐用并把它装

饰得非常漂亮，但这座房子不会永远跟随着他。最终别人

会住在里面。人们也会紧紧地抓住他们所拥有的以及用血

和汗水赚来的财富和银行存款。在人们死后，唯一有用的

财富就是那些用在安拉  ََوَجّل 的正道上的钱财。在【古兰 عَّزَ

经】、第二十五卷、烟雾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安拉 

َوَجّلَ   ：说道 عَّ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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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ت  ٰن ۡن ج	 ۡو� م�
�
4 	ر	 ۡم ت ۡوٍن  ك	 ي� ع� 	ۙ  و ۡوٍع   ﴾٢٥﴿ ر� ز� 		   و اٍم  و ق	 يٍۡم  م	 ر�

ۙ  ك	 �ۡو�   ﴾٢٦﴿ 	ان C ٍة 	ۡعم	 ن 	 و

 ۙ ﴿ 	�ۡ� �E �F
ٰ
ا  ف يۡن	  ﴾٢٧ف�ۡيه	 ر�

خ	
ٰ
ا ق	ۡوًما� ثٰۡنه	 �	ۡور	 �ك	 Mو	 ل

ٰ
ذ ��Q  ﴾٢٨﴿ ك	 Rۡي	 ل 	S ۡت

	
	ك 	ا ب U

	
V

�آلۡإل	ۡرض� و	  آء�  و	 م	 	يۡن	 ﴿ �لس ر�
ۡنظ	 �ۡو� \� 	ان C ا  ﴾٢٩[م	

他们曾抛下若于园圃和泉源，庄稼和美宅，以及他们所享受

的福泽！结局是这样的：我曾使别的民众继承他们，天地没

有哭他们，他们也没有获得缓刑。(古兰经，第 25 卷，烟雾章，

25-29 节) 

 َ
ۡ
 ا'

َ
ۡ(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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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在墓地呈送在墓地呈送在墓地呈送在墓地呈送问问问问候的方法候的方法候的方法候的方法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无论你什么时候拜访墓地，你必须

以这样的方式站立，即脸朝死者的脸，背朝天房。现在，

如【提尔米兹】中所提到的那样呈送问候吧： 

 
َ
ُم َ��

َ
# �A�

َ
�َ Bُۡ� �ۡ ا 

َ
C ُEۡ � ا

ۡ
Fا Dَ ِر)ۡ,ُ   

 َG ُ&ِHIۡ  ُ Hَُ��ا.�
َ
�@َ �ۡ�ُJۡ

َ
Bُۡ� ا

َ
Fَو �َ

َ
;  ۡ

َ
Kَو&َL

َ ۡ
!�ِM Nُ 

译文：坟墓中的人们啊，愿主赐予你们安宁，愿安拉  ََوَجّل  عَّزَ

宽恕我们所有人，你们在我们之前来到这里，我们将跟随

你们。(提尔米兹圣训集 Jāmi’ Tirmiżī，第 2 册，329 页，1055 段哈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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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逊尼派之伊玛目、艾哈默德•拉扎•汗  َرْمحَ ـَع    ال لَيِْه ْمحٰنّرَ ـ ُة  对
在面向死者的脸这一边呈送问候的因由作了解释：当

拜访墓地时，保持在死者的脸的前方，然后向他的脚的

方向走，这样你就会在他的视线之内。不要从对着坟墓

的头的方向走近，因为这样的话死者得抬起头并转过来

看你。(法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532 页) 

� 大哭并且祈求你以及墓地中的人们得到宽恕，如果你

哭不出来，让你的表情看起来像你在哭。 

放花于放花于放花于放花于坟坟坟坟 

放一些花在坟上更好，因为只要在坟上的这些花还是新鲜

的，它们会一直念赞主词，这样死者的心灵就会得到安慰。

(喏杜-穆塔尔 Rad-dul-Muḥtār 经，第 3 册，184 页) 

� 同样地，送葬队伍行进时棺材上放有布满花的布也是

无害的。(巴哈喏-沙里亚特 Baĥār-e-Sharī’at 经，第 1 册，852 页) 

� 不应该把坟顶上新鲜而潮湿的草除去，因为福赐因为它

们的赞主词而降临，死者因它们而得到满足。另外，除

去那些草将是对死者权力的剥夺。(喏杜-穆塔尔 Rad-dul-

Muḥtār 经，第 3 册，184 页) 

人在墓地人在墓地人在墓地人在墓地应该应该应该应该思考些什么思考些什么思考些什么思考些什么？？？？ 

当你拜访墓地时，不要谈东谈西或者沉浸于想一些鸡毛蒜

皮的事，而要自我反省，铭记你自己的死亡，计算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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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的功修。铭记你所犯之罪，如果可能的话，泪洗双

眼，想一想坟墓中的刑罚而让自己畏惧。在安拉  ََوَجّل 的 عَّزَ

庭前忏悔，在脑中想像现在这些死人独自在他们的坟墓中，

我也很快会以同样的方式被遗弃在一个黑暗的坟墓中。另

外，记住下面的圣训：  ِ0َO ��َ
َ
$ ۡG ُ0َُانO Nُ  意思相当于“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贾米-呜-萨各喏 Al-Jāmi’-uṣ-Ṣaghīr 经，第 399 页，

6411 段哈迪斯) 

 َ
ۡ
 ا'

َ
ۡ(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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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4. 玫瑰或巨蛇玫瑰或巨蛇玫瑰或巨蛇玫瑰或巨蛇 

伊 玛 目 • 苏 富 扬 • 本 • 欧 耶 伊 纳  َع    تَعَاٰىل  اهللاُ نْهُ ـَر9َِ  说 过 ： 

 ِQِ� �Rا� &ِ
ۡ
 8َۡ �0َۡ�ِ ذِ$

ُ
Tُ ا�&�ۡ�َ   Sََ5�ل  “当虔诚者被提到时，安拉 َعَّزَوََجّل的福赐

会降临。”(合里亚图-欧里亚 Ḥilyat-ul-Auliyā 经，第 7 册，355 页，

10750 段哈迪斯)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如果这就是提到虔诚者的福赐，那

么降临到虔诚者所在之地的福赐将是多么大啊！毫无疑问，

安拉 ََوَجّل 的忠实仆人甚至会在他们的坟墓中发散福赐，那عَّزَ

些被埋在他们旁边的人也会沾光。在这一点上，由达瓦•

特•伊斯兰米出版部门马克塔巴•图•麦地那出版的共 561 页

的【马乐福匝特-艾俩•哈德拉特】经的第 270 页上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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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哈德拉特•米亚•萨希卜َرْمحَُة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说在一个特别的地

方有一次一个坟墓裂开了，可以看到死者。有两支玫瑰花

茎缠绕在他的身体上，而在他的鼻孔上有两支玫瑰花。他

的亲人觉得坟墓是因为水害而裂开，便在另外一个地方挖

了一个新坟而把他的尸体放了进去。这时他们看到两条巨

蛇（两条特别大的蛇）缠绕着他的身体并在用它们的尖牙

咬他的脸。人们吓呆了，当这一怪事被讲述给一个受过启

迪的人听后，他说：“那些巨蛇原来也在那里（指原来的

坟地）；可是，在那里他挨着一个安拉  ََوَجّل عَّزَ
 的朋友的坟

墓，由于这一福赐，刑罚变成了怜悯。那些巨蛇以玫瑰树的

形象出现，它们的尖牙看起来就像玫瑰花。如果你们希望这

一死者过得好的话就把他埋回到那里去吧。”他们把他带回

那里去以后，同样的玫瑰树还有同样的玫瑰花形成了。 

把死者埋在虔把死者埋在虔把死者埋在虔把死者埋在虔诚诚诚诚者旁者旁者旁者旁边边边边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虽然毫无疑问可以把死者埋在他们

自己家人的旁边，但是如果谁有幸在安拉  َو َجّلَ عَّزَ  的任何朋

友旁边得到一个坟地，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正常情况下

我们通常把死者埋在死去的亲戚附近。逊尼派之伊玛目，

艾哈默德•拉扎•汗  َرْمحَ ـَع   ال لَيِْه ْمحٰنّرَ ـ ُة  说过：“把你们死去的亲人

埋在虔诚者的旁边吧，因为由于他们的福赐，你死去的亲

人将不会受到刑罚  ُC 
ۡ
Fـ(ۡ ـُ� اEَ 

َ
َ ُم ! U ۡVـEٰW  ِ M ِ� ۡ�  ِ�Xَ ۡY ُA ُ� ۡ�  这是一个这样

的团体：即使是他们身边的人也不会受损。在下一圣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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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提到：  
َ
�Qِِ َ_ ^َ(ۡ وَ@ۡ  �ۡ [ُ Oَ�ا َ\(ۡ ]ِـ�ُ(ۡ دۡ ا �R8ۡ ِم ا�  意思是‘把你们死去的

亲人埋在虔诚者之间吧。’”(Al-Firdaus Bimā Šaur-ul-Khiṭāb 经，

第 1 册，102 页，337 段哈迪斯) 

 َ
ۡ
 ا'

َ
ۡ(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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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5. 坟坟坟坟墓中的亡人入墓中的亡人入墓中的亡人入墓中的亡人入梦梦梦梦 

有一个人几乎每天都会来到一个墓地并在那里坐一坐，如

果遇到有葬礼，他就会参与礼殡礼并在晚上的时候站在墓

地的大门处做如下祈祷：“坟墓中的人们啊！祈求安拉 

َوَجّلَ  عَّزَ
 赐予你们舒适，对你们可怜的状态表现出仁慈，原

谅你们的罪过并接受你们的善功。” 

那个人叙述说：“有一天晚上我没有完成我在墓地的日程

程序就回家了，就是说我没有为他们做祈祷就回家了。那

天晚上我在梦里看到了很多很多人。我问他们：‘你们是

什么人，为什么来找我？’他们说：‘我们是那个墓地中

的人，每天在回家之前你都会送给我们一个礼物，这已经

成为了你们的日常工作。’然后我说：‘什么礼物？’他

们回答说：‘这个礼物就是祈祷。’然后我说：‘好的，

从今以后我会继续送你们这个礼物。’从那以后，我再也

没有中断过我的这一日常工作。”(沙热欧苏杜尔 Sharaḥ-us 

Ṣudūr 经，第 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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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灵灵灵魂魂魂魂来来来来家家家家请请请请求求求求给给给给他呈送回他呈送回他呈送回他呈送回赐赐赐赐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从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亡人可

以认出那些来到他们的坟墓并为他们祈祷而让他们得以受

益的人。当呈送回赐这一礼物中断的时候他们会意识到，

安拉  ََوَجّل عَّزَ
 允许他们去人们家里请求给他呈送回赐。在

【法特瓦-拉扎伟业】经、第九册、六百五十页，逊尼派之

伊玛目、宗教的复兴 者、伊玛目 • 艾哈默德 • 拉扎 • 汗 

 َرْمحَ ـَع   ال لَيِْه ْمحٰنّرَ ـ ُة
 说道：【各喏伊布】和【卡匝纳】中提到信道

者的灵魂在每星期四晚上，开斋节，宰牲节，阿舒拉日，

白拉特夜都会站在他们的家门外。 

灵魂们用大而悲伤的声音喊道：“我的家人啊！我的孩子

们啊！我的亲人们啊！请帮帮我们的忙，举意为了给我们

呈送回赐而布施吧。”(法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

第 9 册，650 页) 

6. 呈送回呈送回呈送回呈送回赐赐赐赐的即的即的即的即时时时时祝福祝福祝福祝福 

关于呈送回赐的即时祝福，阿拉玛•阿里•卡日الۡبَاِری  ِه �ـ  الـل  َرْمحَُة  /َلَيِۡه

引用说：“谢赫、阿克巴尔•莫因乌丁•伊本•阿拉比 َرْمحَةُ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有一次应邀去某处吃饭，他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吃着，那个

年轻人因具有甚至能看到天堂和火狱的通灵能力而闻名。

他正吃着，突然他开始痛哭。被问及原因后他说那是因为

他的母亲正在火狱里受着火刑。谢赫、阿克巴尔•莫因乌

丁•伊本•阿拉比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诵念了清真言七万遍并在心里 َرْمحَُ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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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回赐赠送给了那个人已亡故的母亲。立马，他笑起来了，

然后他说他看到他的母亲在天堂里。(米喏克图-马法题 Mirqāt-

ul-Mafātīḥ 经，第 3 册，222 页，1142 段哈迪斯)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你们看到了吗？那个年轻人可以通

过他的通灵能力而看到幽玄的情状。由于伊本•阿拉比 

 ۡ ۡ  هللاِا ةُ َرْمحَ  هِ /َلَي قَِویال  赠送的回赐，亡人的境遇完全改变了。提到诵

念清真言七万遍的益处的圣训是这样说的：这是崇高的先

知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وَاٰلِه  وََسلَّم َص2َّ  所说：“毫无疑问，无论谁诵念  
َ

`  َ
ٰ

ُ  اِ?  ا.�
�

اِ!  

七万遍，谁都会得到安拉  َو َجّلَ عَّزَ  的宽恕，所为之诵念的人

也会得到宽恕。(米喏克图-马法题 Mirqāt-ul-Mafātīḥ 经，第 3 册，

222 页，1142 段哈迪斯) 

我们也应该尽量在一生中至少诵念一次七万遍清真言。那

些亲人去世的人也应该诵念这一清真言并把回赐呈送给他

们故去的亲人。一次全部诵念完这一清真言并不是必须的，

可以一次诵念一小部分。如果每天诵念一百遍的话，全部

的诵念会在两年内完成。 

对对对对于于于于梦见梦见梦见梦见一一一一个个个个亡故的人生病的解析亡故的人生病的解析亡故的人生病的解析亡故的人生病的解析 

有传述说，梦见亡故的人在生气、生病或赤裸的状态象征

着那个人正受着刑罚的折磨。因此，无论谁看到一个亡故

的穆斯林处于这样的境况都应该为他呈送回赐。关于这一

点，下面是一个可以洗涤信仰而具有教育性的问答，这一

问答来自由达瓦•特•伊斯兰米出版部马克塔巴•图•麦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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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共五百六十一页的【马乐福匝特-艾俩•哈德拉特】

经的第一百三十九页： 

问问问问：：：：大人，有一个男人梦见他亡故的女儿处于生病并赤裸

的状态,并且他梦见这个场景很多次。 

答答答答：：：：如果诵念清真言七万遍，并且在开始时和结束后都诵

念赞圣辞，然后呈送回赐，那么 ه�ـ ل  شَ�آءَاـل َوَجّلَ  اِْن َعّزَ ，这会让诵念

者及接收回赐的人都得到救赎，并且诵念者会得到双倍的

回赐。如果他把回赐呈送给两个人，他将得到三倍的回赐。

以这样的方式，这一回赐可以呈送给百万千万的穆斯林，

甚至可以给所有穆斯林男女，诵念者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回

赐。 

7. 带着带着带着带着火焰火焰火焰火焰来来来来，，，，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有一个人梦见他亡故的兄弟，便问他：“你被埋入坟墓里

后发生了什么？”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带着火焰走向我，

如果为我做了祈祷的人没有为我做祈祷，那么他当然会已

经将火焰扔到了我身上。”(沙热欧苏杜尔 Sharḥ-uṣ-Ṣudūr 经，第

281 页) 

由于在世人的祈由于在世人的祈由于在世人的祈由于在世人的祈祷祷祷祷，，，，亡故者被亡故者被亡故者被亡故者被宽宽宽宽恕恕恕恕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亡故的穆

斯林可以从在世人的祈祷中大大受益。关于这一点，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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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特•伊斯兰米出版部马克塔巴•图•麦地那出版的共四百

一十九页的【祝福的迈达尼•宝藏】经的第三百九十七页

记有：穆圣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واٰلِه  َوَسلَّم َص2َّ  说：“我的追随者将带着罪恶

进入坟墓，但他们走出坟墓时不会带有罪恶，因为他们的

罪恶会因为穆斯林的祈祷而得到宽恕。”(穆贾姆-欧萨体

Mu’jam-ul-Awsaṭ 经，第 1 册，509 页，1879 段哈迪斯) 

 َ
ۡ
 ا'

َ
ۡ(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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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8. 他亡故的父他亡故的父他亡故的父他亡故的父亲来亲来亲来亲来到他的到他的到他的到他的梦梦梦梦中并中并中并中并说说说说…………………… 

伊玛目•苏富扬•本•欧耶伊纳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说：“当我的父亲 َرْمحَُة

去世的时候，我哭得很伤心。我每天去拜访他的坟墓。后

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去得少了。后来的一天，我亡

故的父亲来到我的梦中并说：‘我的儿子啊，你为什么耽

搁了？’我问：‘您知道我来吗？’他回答说：‘怎么不

知道？你每次来我都知道。我常常因为看到你而高兴起来，

临近我的亡人们也因为你的祈祷而开心。’因此，那个梦

以后我开始按时去拜访我的亡故的父亲的坟墓了。”(沙热

欧苏杜尔 Sharḥ-uṣ-Ṣudūr 经，第 227 页) 

9. 坟坟坟坟墓中的亡人像溺水的人一墓中的亡人像溺水的人一墓中的亡人像溺水的人一墓中的亡人像溺水的人一样样样样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我们了解到亡人会因为亲戚朋友的

拜访、祈祷和呈送的回赐而高兴，他们会期待那些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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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戚。受主福佑的先知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واٰلِه  َوَسلَّم َص2َّ  说过：“亡人的

境况相当于溺水的人，他会不安地期待他的父亲、母亲、

兄弟或朋友来拜访他，如果谁为他做祈祷，那么对于他来

说，这比今世和今世中的任何事物都好。安拉  ََوَجّل 以山的 عَّزَ

形式把亡人的亲戚们送给他们的礼物的回赐授予他们。在

世人的礼物就是祈求亡人得到宽恕。”(受布-伊曼 Shu’ab-ul-

Īmān, 经，第 6 册，203 页，7905 段哈迪斯) 

如果父母的如果父母的如果父母的如果父母的坟坟坟坟墓在墓地的中墓在墓地的中墓在墓地的中墓在墓地的中间间间间，，，，那么那么那么那么……………………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那些有儿子经常来拜访墓地的亡故

了的父母是真正幸运的。可是，记住这一个规则，如果不

踩在别人的坟墓上就不可能到达你的父母（或他人）的坟

墓的话，那么必须在远处诵念《法谛海》。因为虽然拜访

虔诚的圣人们或父母的坟墓是可嘉的善功，但是踩在穆斯

林的坟墓上是非法的。教法不允许我们为了做一个善功而

做出非法之事。逊尼派之伊玛目、艾哈默德•拉扎•汗 

 َرْمحَ ـَع   ال لَيِْه ْمحْٰن ّرَ ـ ُة  在【法特瓦-拉扎伟业】经、第九册、五百二十

四页写道：“当拜访某个坟墓时，我们有必要留心是否有

旧路（不应该是通过移除别的坟墓而铺成的路）通向它。

如果只有通过走在别的坟墓上才能到达你要拜访的坟墓，

那么到达你要拜访的坟墓是不被允许的。你可以站在远处

的路上，把注意力集中到你要拜访的坟墓，然后呈送回赐。

(法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5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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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关关于坐在于坐在于坐在于坐在坟坟坟坟墓墓墓墓边诵边诵边诵边诵念念念念【【【【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 

在伊玛目•艾哈默德•拉扎•汗  َرْمحَ ـَع   ال لَيِْه ْمحْٰن ّرَ ـ ُة  的庭上被提出的一

个有关这一点的问题及其答案如下： 

问问问问：：：：坐在坟墓边诵念【古兰经】或【古兰经】选集章是被

允许的吗？ 

答答答答：：：：如果是为了取悦安拉  ََوَجّل 而做的，以任何方式背诵 عَّزَ

或念读【古兰经】都是被允许的（因为回赐会因诵念而降

临那里，既而亡人的心灵能够得到安慰）。 

不要坐在坟墓上，也不要为了到达某个坟墓而踩在任何坟

墓上。如果不踩在某些坟墓上就不可能到达某个坟墓，那

么走到那个坟墓旁边去诵念就是非法的。不踩在任何坟墓

上，就在远处诵念【古兰经】吧！(法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524-525 页) 

 َ
ۡ
 ا'

َ
ۡ(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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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10. 闪闪闪闪光的盛光的盛光的盛光的盛装装装装 

一位虔诚的圣人梦见他亡故的兄弟便问他：“你能收到在

世人的祈祷吗？”他回答说：“是的，我以安拉  ََوَجّل 的 عَّزَ

名义起誓！祈祷会以闪光的盛装的形式来到，然后我们会

穿上它们。”(沙热欧苏杜尔 Sharḥ-uṣ-Ṣudūr 经，第 3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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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闪闪闪闪光的托光的托光的托光的托盘盘盘盘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我们了解到由于安拉  ََوَجّل 的仁慈 عَّزَ

我们做的祈祷和呈送的回赐会以极其漂亮的形式到达亡故

的穆斯林。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地为我们亡故的亲戚事实

上应该给所有穆斯林呈送回赐。【沙热欧苏杜尔】经中提

到：“当一个人给亡人呈送回赐时，吉卜利勒 ـَالم 把它 عَـلَيْـِه الـّسَ

放在一个闪光的托盘中然后送到坟墓的边缘。他站在那说：

‘坟墓中的人啊！你的家人给你送来了这个礼物，收下

吧。’听到这个，亡人会很高兴，临近的亡人则会因为没

收到礼物而沮丧。”(沙热欧苏杜尔 Sharḥ-uṣ-Ṣudūr 经，第 308 页) 

 َ
ۡ
 ا'

َ
ۡ(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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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呈送回呈送回呈送回呈送回赐赐赐赐的四的四的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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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让让让亡人的亡人的亡人的亡人的坟坟坟坟墓墓墓墓变变变变得明亮得明亮得明亮得明亮）））） 

1. 当你要拜访虔诚的圣人受主福佑的坟墓或任何穆斯林

的坟墓时，在家里礼两拜副功拜是善功（只要不是可

憎的时间）。在每一拜中，诵念一遍【开端章】后诵

念一遍【阿叶台•库尔西】和三遍【忠诚章】，然后

将这一礼拜的回赐赠送给你要去拜访的坟墓中的亡人。

安拉  ََوَجّل 会在那个亡人的坟墓中创造出光芒，也会授 عَّزَ

予赠送回赐的人极大的回赐。(法特瓦-阿拉姆吉日 Fatāwā 

‘Ālamgīrī 经，第 5 册，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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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让让所有亡人成所有亡人成所有亡人成所有亡人成为说为说为说为说情者的行情者的行情者的行情者的行为为为为 

2. 穆圣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2َّ  说过：“无论谁进入墓地后诵念

【开端章】、【忠诚章】和【竞赛福庶章】，然后做

如下祈祷：‘安拉  ََوَجّل 啊，把我所诵念的【古兰经】 عَّزَ

的回赐给所有埋在这片墓地中的所有穆斯林男女吧。’

那么他们所有人会在审判日为他说情。”(沙热欧苏杜尔

Sharḥ-uṣ-Ṣudūr 经，第 311 页) 

赢赢赢赢得与亡人得与亡人得与亡人得与亡人数数数数量相量相量相量相当当当当的回的回的回的回赐赐赐赐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 

3. 有一圣训中说：“无论谁诵念【忠诚章】十一遍并把

回赐赠送给亡人，他都会得到与亡人数量相当的回

赐。”(Al-Jam’-ul-Jawāmi’ lil Suyūṭī 经，第 7 册，285 页，23152

段哈迪斯) 

4. 还可以用以下方式呈送回赐：去到墓地，诵念【开端

章】、从  ٓ ـم
ٓ

、Qُِ�Hۡ7ُ 的部分、【阿叶台•库尔西】ۡ(نَ  到 �ل

 
ٰ
 ا

ُ
Nَ7َ ا�&�ُ@ۡ(ل  到章末的部分、【雅辛章】、【国权章】和

【竞赛福庶章】各一遍，【忠诚章】十二遍、十一遍、

七遍或者三遍。(巴哈喏-沙里亚特 Baĥār-e-Sharī’at 经，第 1 册，

849 页) 

 َ
ۡ
 ا'

َ
ۡ(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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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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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高斯高斯高斯高斯•阿扎姆拜阿扎姆拜阿扎姆拜阿扎姆拜访访访访他的伊他的伊他的伊他的伊玛玛玛玛目之受主福佑的目之受主福佑的目之受主福佑的目之受主福佑的坟坟坟坟墓墓墓墓 

我们的高斯•阿扎姆 اِهللا اۡالَکَۡرم   َرْمحَُة 是一个罕百里，意思是他是 /َلَيِۡه

伊玛目•艾哈默德•本•罕百勒  َاهللاُ تَعَاٰىل ع  نْهُ ـَر9َِ  (罕百里学校的教法学

之追随者)。 高斯•阿扎姆 اۡالَکَۡرم   اِهللا  َرْمحَُة 经常去拜访墓地特别 /َلَيِۡه

是那些虔诚的圣人们的坟墓。关于这点，谢赫、阿里•本•嘿

塔米ۡـقَـِوی  ال ـ�ِه  الـل  َرْحـَمُة 说道：“有一次我和谢赫、阿卜杜、卡迪 عَـلَيِْه

尔、吉拉尼  ُہ النُّۡوَراِىن  َس ِسّرُ 一起 َرْمحَةُ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及谢赫、 巴卡•本•巴图 قُّدِ

去拜访伊玛目•艾哈默德•本•罕百勒  تَعَاٰىل َع   اهللاُ نْهُ ـَر9َِ  之明亮的坟墓，

在那里我看到伊玛目•艾哈默德•本•罕百勒  َع   تَعَاٰىل  اهللاُ نْهُ ـَر9َِ  从他

受主福佑的坟墓中走出来，拥抱了谢赫、阿卜杜•卡迪尔•

吉拉尼  النُّۡوَراِىن   ُہ  ِسّرُ َس •给了他尊严的盛装，并说：‘阿卜杜，قُّدِ

卡迪尔啊，由于教法和方法知识，所有人都会仰仗于你。’

然后我和谢赫、阿卜杜•卡迪尔•吉拉尼  ُہ النُّۡوَراِىن  َس ِسّرُ 、去了谢赫 قُّدِ

马鲁夫•卡尔克希 َرْمحَُة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之受主福佑的坟墓，在那里，

谢 赫 、 阿 卜 杜 • 卡 迪 尔 • 吉 拉 尼  النُّۡوَراِىن   ُہ  ِسّرُ َس 说 ُقّدِ ： 

�َa ۡbَcَك  َ�Xَۡ0َِرM ِ8ۡ !  
َ
ُم َ��

َ
# �A�

َ
�َ  ۡ�َ� ا َe � ۡ� 

ٌ
hُ 4ۡ7َُ&ۡوف  意思是，‘谢赫、马鲁夫啊，

愿平安降临于你。我们已经高于你两个品级了。’谢赫、马鲁

夫•卡尔克希 َرْمحَةُ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从坟墓中回答说：  وَ 
َ
ُم  �َۡ� َ��

َ
# �Aا� َ��  َ@ ِ�ّ 

َ
ِ Cۡ 0َ ا a�7ََز Dِ> ٖ◌  

意思是，‘愿平安也降临于你，你们的时代中的人中领

袖。’(Qalāyid-ul-Jawāhir 经，第 39 页) 愿安拉  ََوَجّل 的仁慈降临 عَّزَ

于他们，也我们因他们而得到宽恕！ 

 
ٓ
   ِ=َ�هِ ا;�ِ:ِّ 8ۡ 7ِ ا

َ ۡ
ُ  8ۡ 7ِ ا!  �َ  َ+/� ا.�

ٰ
3�4َ5َ 

َ
� ِ>�ۡ  ?ِ

ٰ
� َٖوا

�
 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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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从中我们了解到，即使是离开今世

后，虔诚的圣人们仍活在他们受主福佑的坟墓中，就像伊

玛目•艾哈默德•本•罕百勒  َع   تَعَاٰىل  اهللاُ نْهُ ـَر9َِ  从他明亮的坟墓中走

出来拥抱谢赫、阿卜杜•卡迪尔•吉拉尼  ُہ النُّۡوَراِىن  َس ِسّرُ 一样，同 ُقّدِ

样的， 谢赫、马鲁夫•卡尔克希 َرْمحَُة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从他光芒四射的

坟墓中以能够被外面的人听到的方式回复了他的问候。 

 َ
ۡ
 ا'

َ
ۡ(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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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关关关关于于于于奥奥奥奥利利利利亚亚亚亚（（（（圣人圣人圣人圣人））））的的的的坟坟坟坟墓的十墓的十墓的十墓的十颗颗颗颗

迈达迈达迈达迈达尼尼尼尼•珍珠珍珠珍珠珍珠 

拜拜拜拜访访访访圣墓的方法圣墓的方法圣墓的方法圣墓的方法 

1. 无论什么时候拜访圣墓，从双脚这端走近，走到面向

脸的地方，在距离至少四尺的地方站定，用中等音量

及以下方式表达问候：  
َ
ُم َ��

َ
# �A�

َ
 َوkَ&َ  ا.�  Tُ َورَۡ�َ  يۡ 0ِ �ۡ �@َ �َ  ۡ�َ� ا

َ
l ُO> ，

然后诵念高斯亚•赞圣辞三遍，【开端章】一遍，【阿

叶台•库尔西】一遍，【忠诚章】七遍，高斯亚•赞圣

辞七遍，如果时间允许，可以接着诵念【雅辛章】和

【国权章】，然后用以下方式在安拉  ََوَجّل  ：的庭上祈祷 عَّزَ

“我的主啊！依据您的慷慨而不是我的行为赐予我这

一次诵念的回赐并把这一回赐作为来自我的礼物赠送

给这位已得到认可的人吧！”然后为你可能有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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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允许的心愿做祈祷，把那位圣人受主福佑的灵魂作

为说情人请到安拉 ََوَجّل 的庭上。最后，按上述方式再 عَّزَ

次表达问候后再离开。(法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522 页) 

高斯高斯高斯高斯亚亚亚亚•赞赞赞赞圣圣圣圣辞辞辞辞: 

 
�
��

َ
 �ُ ا

ٰ
(َ ِDّ+َ ��  َ@ ِ�ّ�َa

َ
   a0َِ� َوَ\ۡ(!

 ٍ0 ��َ1ُ  
ۡ
Fدِ َو ا)ُۡ 0ِ4ِۡن ا�ۡ �7 

َ
� ?ِ

ٰ
ِ�ۡ  كۡ َو�kَرِ  ◌ٖ َ&ِم َوا

ّ
 وََ@�

(迈达尼-五章 Madanī Panj Sūraĥ 经，第 260 页) 

拜拜拜拜访访访访受主福佑的受主福佑的受主福佑的受主福佑的坟坟坟坟墓是圣行墓是圣行墓是圣行墓是圣行 

2. 受人爱戴的先知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2َّ  经常去拜访乌乌乌乌胡得胡得胡得胡得之

战中的烈士之受主福佑的坟墓并为他们做祈祷。

(Muṣannaf ‘abd-ur-Razzāq 经，第 3 册，381 页，6745 段哈迪斯; 

Tafsīr Ad-Dur-rul-Manšur 经，第 4 册，6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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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从奥从奥从奥利利利利亚亚亚亚之墓中受益之墓中受益之墓中受益之墓中受益 

3. 可敬的伊斯兰法官说过：“去拜访奥利亚和虔诚的先

辈们的圣墓是被准许的，这也会让拜访者受益。”(杜

喏-穆卡塔尔 Durr-e-Mukhtār 经，第 3 册，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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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亲亲亲亲吻吻吻吻坟坟坟坟墓墓墓墓 

4. 去往坟墓的途中不要沉迷于漫无目的的交谈。(同上) 

不要亲吻坟墓或者把手放在坟墓上，而应该站在与坟

墓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法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522-526 页) 

在烈士墓前表在烈士墓前表在烈士墓前表在烈士墓前表达问达问达问达问候的方法候的方法候的方法候的方法 

5. 当拜访烈士受主福佑的坟墓时，按以下方式表达问候： 

 
َ
ٌم َ��

َ
#@َ ُB�ۡ ۡ�  ۡbَ+َ ��َِM ۡ�5ُ  ۡ4ِ�َ[ ۡEcُ �َ :َ  اِر �nا 

译译译译文文文文：：：：作为对你们的耐心的回报，愿平安降临于你们。后

世是多么好的归宿啊！(法特瓦-阿拉姆吉日 Fatāwā ‘Ālamgīrī 经，

第 5 册，350 页) 

在在在在坟坟坟坟墓上墓上墓上墓上盖盖盖盖一一一一块装饰块装饰块装饰块装饰布布布布 

6. 在奥利亚和虔诚者受主福佑的墓上盖一块装饰布是被允

许的，如果目的是在公众心中建立对这一虔诚圣人的敬

重感，这样人们会尊敬他们并从他们那得到回赐。(杜

喏-穆卡塔尔 Durr-e-Mukhtār 经，第 9 册，599 页) 

在在在在坟坟坟坟墓上方建墓上方建墓上方建墓上方建圆圆圆圆屋屋屋屋顶顶顶顶 

7. 最好是不要用混凝土覆盖坟墓。教法不允许在普通穆

斯林的坟墓上建造建筑物，因为这是对财富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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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出于好的举意而在奥利亚受主福佑的坟墓上建

造建筑物或圆屋顶是被允许的。在【法特瓦-拉扎伟业】

经、第九册、第四百一十八页记有：【卡沙福-葛塔】

经里提到，根据【穆塔里布-穆米民】经，虔诚的先辈

们认为在著名的学者或圣人的坟墓上建造建筑物以便

人们去拜访并在里面坐坐或休息是被允许的。可是，

如果仅仅是为了装饰或美化而建造就是非法的了。 

以前，在麦地那市，受主福佑的圣门弟子  ْضَوانْ ـَع لَيِْهُم الِرّ  的

坟墓之上会建造圆屋顶。大家也都清楚只有在这一级

别的人的坟墓上进行建造才是被允许的，而且，在穆

圣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2َّ  受主福佑的休息之所上方也建有一

个高高的圆屋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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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

َ
ۡ(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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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坟坟坟坟墓里亮墓里亮墓里亮墓里亮着着着着的的的的灯灯灯灯 

8. 如果亮着灯有益，比如在坟墓附近有一个清真寺，或

者坟墓位于路边，或者有人坐在那里，或者坟墓里是

安拉  ََوَجّل 的朋友或博学的学者，那么坟墓里可以亮着 عَّزَ

灯以示对他们受主福佑的灵魂的尊敬，他们像太阳照

耀大地一样启迪了人们。因为这样的话人们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虔诚的圣人的坟墓，他们可以从这里获取福

赐并向安拉  ََّوَجّلَ عَز  祈祷，他们的祈祷也可以被接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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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为是被允许的，而且原则上是不能禁止的，并且

行为会根据举意而被评估。 (法 特瓦 -拉 扎 伟 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490 页; Al Ḥadīqat-ul Nadiyyaĥ 经，第 2 册，

630 页) 

绕绕绕绕行行行行坟坟坟坟墓墓墓墓 

9. 带着表示尊敬的举意绕行坟墓是被禁止的。(巴哈喏-沙

里亚特 Bāĥar-e-Sharī’at 经，第 1 册，850 页) 

向向向向坟坟坟坟墓叩首墓叩首墓叩首墓叩首 

10. 出于尊敬向坟墓叩首是非法的，而如果出于崇拜而为

就是不信道了。(法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22 册，423 页) 

14. 在在在在坟坟坟坟墓里墓里墓里墓里诵诵诵诵念念念念【【【【古古古古兰经兰经兰经兰经】】】】的年的年的年的年轻轻轻轻人人人人 

艾布•纳达尔•尼莎普里ۡـقَـِوی  ال ـ�ِه  الـل  َرْحـَمُة ，是一个虔诚的掘墓人 عَـلَيِْه

他曾叙述：“有一次，我挖了一个坟墓，但不小心挖通了

临近的坟墓。我看到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穿着完好的衣服、

散发着高雅的香水味、双腿交叉坐着诵念【古兰经】。这

个年轻人看到我，便问：‘审判日到了吗？’我回答说：

‘没有。’然后他说：‘把你挖开的土放回原来的地方

吧。’所以我就把土放回去了。”(沙热欧苏杜尔 Sharḥ-uṣ-

Ṣudūr 经，第 192 页) 愿安拉  ََوَجّل 的仁慈降临于他，也我们因 عَّزَ

他而得到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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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全能的安拉  ََوَجّل 保护着他的先知 عَّزَ

们、虔诚的圣人们以及卓著的人们的身体，即使他们在坟

墓中，并赐予他们不尽的福赐和奖励。这些可敬的个体即

使在他们受主福佑的坟墓里也不断获取崇拜安拉  ََوَجّل 的 عَّزَ

快乐。安拉  ََوَجّل 让他们受福佑的坟墓变得美丽芬芳，有 عَّزَ

时候也让普通人看到以示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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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一一一个个个个芳香的芳香的芳香的芳香的坟坟坟坟墓墓墓墓 

 伊玛目•伊本•阿比德•吨亚َ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叙述了穆吉拉•本•哈比 َرْمحَُة

卜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所说：有一个特别的坟墓里散发出芳香。有人 َرْمحَُة

梦到埋在那个坟墓里的人便问道：“这是什么香味？”回

答是：“这是诵念【古兰经】和封斋的香味。”(Kitāb-ul-

Taĥajjud-wa-Qayām-ul-Layl 经，第 1 册，305 页，287 段哈迪斯)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从中我们了解到诵念【古兰经】、

封斋和其它拜主行为会带来不尽的福赐，安拉  ََوَجّل 以他 عَّزَ

无限的仁慈让他的恭顺而虔诚的仆人们的坟墓变得芬芳。 

16. 有一只畸形眼的尸体有一只畸形眼的尸体有一只畸形眼的尸体有一只畸形眼的尸体 

一位虔诚的圣人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说：“我的一个邻居过去常常 َرْمحَُة

发表一些异教言论。在他死后，我梦见他有一只畸形眼。

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回答说：‘过去我常常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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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受主福佑的圣门弟子，现在安拉  ََوَجّل 让我成为了被辱 عَّزَ

骂的对象。’说完，他用手遮住了那只残缺的眼睛。(沙热

欧苏杜尔 Sharḥ-uṣ-Ṣudūr 经，第 280 页) 

每一位受主福佑的圣每一位受主福佑的圣每一位受主福佑的圣每一位受主福佑的圣门门门门弟子注定要去天堂弟子注定要去天堂弟子注定要去天堂弟子注定要去天堂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从上一故事我们了解到在受主福佑

的圣门弟子  ْضوَ ـَع  الِرّ انلَيِْهُم  身上挑错是极其危险的。不用说用

嘴去说一些不中听的话，仅仅只是在心里歹猜这些受主福

佑的人也是不应该的。由达瓦•特•伊斯兰米出版部马克塔

巴•图•麦地那出版的共一千二百五十页的【巴哈喏-沙里亚

特】经的第二百五十二页，穆夫提、穆罕默德•阿姆贾德•

阿里•阿扎姆  ْ ِ  ةُ َرْمحَ  هِ َعـلَي �Eا  ْ قَِویال  说：“所有受主福佑的圣门弟子

都是善良而虔诚的人，他们是完全正直的。任何时候提到

他们都说他们的好话是主命。” 

他在二百五十四页进一步说道：“所有受主福佑的圣门弟

子，品级最高的和最低的（在他们中没有低品级的），都

注定要去天堂。不用说进入火狱，他们连火狱的声音都不

会听到，他们永远会留在他们自己希望或期待的地方。

审判日的巨大灾难不会引起他们的任何不幸，在那天，

天使们会欢迎他们，告诉他们这就是他们得到允诺的

那一天。”【古兰经】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受主神佑的

圣门弟子们的信士，穆圣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2َّ  受主福佑的继承

者，艾俩•哈德拉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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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ĥl-e-Sunnat kā ĥay bayřā pār Aṣhāb-e-Ḥuḍūr 

Najm ĥain aur nāw ĥay, ‘itrat Rasūlullāĥ kī 

凭借圣门弟子们像星光一样的指引，以及受主福佑的继承

者们如运输工具般的推送，逊尼派将抵达目的地。 

17. 囚禁于一囚禁于一囚禁于一囚禁于一个个个个神秘的井里神秘的井里神秘的井里神秘的井里 

晒班•本•哈桑叙述道：“我的父亲和阿卜杜•瓦希德•本•扎伊

德去参加圣战。在路上，他们看到一个神秘的井，听到井

里有声音。他们往井里一看，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水在

他下面流过。他们问他：‘你是人还是精灵？’他回答说：

‘人。’然后他们问：‘你是哪里人？’他回答说：‘安

塔基亚人。’他接着说：‘事实上我已经死了，现在我被囚

禁在这个井里是由于我未偿还的一些债务。虽然安塔基亚

的一些人会称赞我，但没有人为我偿还债务。’后来，他

们俩去了安塔基亚，在收集了必要信息后，他们还清了被

囚禁在那个神秘的井里的人的债务，然后回到了那个地方。

这时，那个人甚至那个井都不在那里了！当他们睡在那个

井原来所在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梦见那个人来到他们身边

说：‘  oَXَا 
ُ
$ ُ ۡ  َ�� ا.� ّpِ�َ  َq ًsۡا ’ 就是说，祈求安拉  ََوَجّل 赐予你们两 عَّزَ

位来自我的大量回报。我的债务被还清后，安拉  ََوَجّل 把 عَّزَ

我放在了天堂里。”(沙热欧苏杜尔 Sharḥ-uṣ-Ṣudūr 经，第 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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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烈士有即使是烈士有即使是烈士有即使是烈士有债债债债在身也不能在身也不能在身也不能在身也不能进进进进入天堂入天堂入天堂入天堂，，，，直到直到直到直到……………………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从中我们了解到债务确实是一个沉

重的负担。那些拖延还债的人应该留心这个故事。他们应

该自己去债主那里还清债务并表达感谢之情，而不是拒绝

还债。有可能你把还债拖延到明天但死亡来到把你送进了

坟墓。受人爱戴的先知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2َّ  曾说：“我以对我

灵魂的唯一控制者起誓！如果一个人在安拉  ََوَجّل 的正道上 عَّزَ

被杀，然后又被赐予了生命，然后他现在在安拉  ََوَجّل 的正 عَّزَ

道上被杀，然后他再次被赐予生命，并且他身上背有债务，

那么直到他的债务被还清他才能进入天堂。”(伊玛目•艾哈迈

德圣训集 Musnad Imām Aḥmad，第 8 册，348 页，22556 段哈迪斯) 

如果一个穆斯林在有债在身的情况下去世，那么那些亲近

他的人应该立即替他还清债务，这样亡人在坟墓里才能过

得舒适。受主福佑的先知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واٰلِه  َوَسلَّم َص2َّ  曾说：“毫无疑问，

你的同伴因债务被拦在了天堂的大门外，如果你想你可以

还清他的债务，如果你想你也可以让他去接受折磨。”(姆

斯特德拉克 Al-Mustadrak 经，第 2 册，322 页，2260-61 段哈迪斯) 

 َ
ۡ
 ا'

َ
ۡ(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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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在在在在殡礼殡礼殡礼殡礼前做一前做一前做一前做一个个个个宣告宣告宣告宣告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如果伊玛目或任何伊斯兰兄弟在殡

礼前能做如下宣告就再好不过了：亡人的亲戚朋友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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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一下。如果亡人曾经伤害过你们的感情或者侵犯了你

们的权利，请原谅他。 ـ�ه ل  شَ�آءَاـل َوَجّلَ  اِْن َعّزَ ，亡人会从中受益而你

们也会得到回赐。如果亡人欠了你们的钱而你们原谅他，

那么 ه�لـ  شَ�آءَاـل َوَجّلَ  اِْن عَّزَ ，你们也会得到宽恕。在这之后，伊玛目

应该说说举意和做殡礼的方法。 

18. 在在在在坟坟坟坟墓里墓里墓里墓里睁开睁开睁开睁开了了了了双双双双眼眼眼眼 

我们的领袖、艾布•阿里  ۡ ۡ  هللاِا ةُ َرْمحَ  هِ /َلَي َواِىلال  曾说：“我把安拉  ََوَجّل  عَّزَ

的一个虔诚的仆人的身体放进了坟墓，当我解开裹尸布并

把他的头放在地上以便安拉  ََوَجّل 对他的悲惨处境施以仁 عَّزَ

慈，这个虔诚的人睁开了双眼对我说：‘阿布•阿里啊，

你这是在施与我特别恩惠的安拉 َعَّزََوَجّل面前羞辱我！’然后

我说：‘我的主人啊！人死后还有生命吗？’他回答说： 

‘  DَۡM  *tَ �َa
َ
  و�  ا

* ُ
u ِ tَ  ۡa*   1ُِِ-ّ ا.�

َ َ
! �a َvُ �َ �َ=ِ ْxِ 0ًا

َ
y ’’就是说，我是活着的，

并且每个受安拉  ََوَجّل 福佑的人都是活着的。我会用在审判 عَّزَ

日我必定会被赐予的能力和荣誉帮助你。”(法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433 页) 

安拉的朋友安拉的朋友安拉的朋友安拉的朋友们们们们即使在即使在即使在即使在死亡后也是活死亡后也是活死亡后也是活死亡后也是活着着着着的的的的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从中我们了解到受主福佑的烈士和

安拉  ََوَجّل 的朋友们活在他们的坟墓中并且知晓一切。艾 عَّزَ

俩•哈德拉特 َرْمحَُة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曾说：“阿拉玛•阿里•卡日 َرْمحَُة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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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士卡特】的评论中写到：原则上安拉  ََوَجّل 的朋友 عَّزَ

们的这两种状态（生和死）没有区别。因此有人说他们不

死，他们只是从一个住所搬到了另一个住所。”(法特瓦-拉

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433 页; 米喏克图-马法题 

Mirqāt-ul Mafātīḥ 经，第 3 册，459 页 ，1366 段哈迪斯) 

 َ
ۡ
 ا'

َ
ۡ(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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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19. 当当当当水牛的蹄子楔入了土地水牛的蹄子楔入了土地水牛的蹄子楔入了土地水牛的蹄子楔入了土地…………………… 

割掉墓地里的干草并拿走是被允许的，但教法不允许让动

物在坟墓上走或在坟墓上放牧。艾俩•哈德拉特、逊尼派

之伊玛目、艾哈默德•拉扎•汗  َرْمحَ ـَع   ال لَيِْه ْمحٰنّرَ ـ ُة  曾说：“我这个

贫困者（自谦）从我的同门信徒谢赫、艾布•哈桑• 淖日 

 
*
�zِ �07ُ ُ>  3ِ�4َ

ۡ
Fا  那听说，在马喏黑热（印度）附近的一个丛林里有

一个叫根杰•沙希德（烈士的集体公墓之地）的地方，有

一个人经常把他的水牛带到那里。那片土地有一些柔软的

区域，有一天，水牛的蹄子突然楔入了土地，那里原来有

一个坟墓。然后有一个声音从坟墓中传来：‘人啊，你给

我带来了麻烦，因为你的水牛的蹄子踩在了我的胸脯

上。’”(法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453 页)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从中我们了解到烈士们活在他们的

坟墓里并且他们的身体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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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对对对对坐在坐在坐在坐在坟坟坟坟墓上的人的警告墓上的人的警告墓上的人的警告墓上的人的警告 

乌马拉•本•哈兹目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曾说：“受主福佑的先知 َرْمحَُة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2َّ  看到我坐在一个坟墓上便对我说：‘坟墓

上的人啊，从坟墓上下来吧。既不要给埋在里面的人带去

烦恼，也不要让他给你带来烦恼。’”(法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434 页) 根据这一迈达尼故事，那

些跟随送葬队伍到墓地并随意地坐在坟墓上的人应该留心

了。 

21. 由于踩在由于踩在由于踩在由于踩在坟坟坟坟墓上而听到墓上而听到墓上而听到墓上而听到声声声声音音音音 

我们的领袖、卡西姆•本•穆克美尔َرْمحَُة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曾说：有一次

一个人把一只脚放在了一个坟墓上，一个声音从里面传出

来说：‘  ۡ
َ

ۡ  َ� اِ} ّpِ�َ  
َ

ذِِ{ Oُ|ۡ  َو! ’ 就是说，走开，不要给我添烦！(法特

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452 页; 沙热欧苏杜尔 Sharḥ-uṣ-

Ṣudūr 经，第 301 页) 

22. 被埋的人与睡在被埋的人与睡在被埋的人与睡在被埋的人与睡在坟坟坟坟墓上墓上墓上墓上的人交的人交的人交的人交谈谈谈谈 

我们的领袖、艾布•卡拉巴  َع   تَعَاٰىل  اهللاُ نْهُ ـَر9َِ  曾说：“我经常从叙

利亚到巴士拉（伊拉克），有一天我走下一个沟渠，做了

小净并礼了两拜副功拜，然后我把头靠在一个坟墓上休息

并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突然听到被埋在这个坟墓

里的人抱怨说：‘  ۡ0Eَ
َ
F  َذ

ٰ
�ۡ ا ْpَِ~  ُ7 ۡ� 

�
 �ۡ ُ� ا��

َ
� ِT ’ 就是说，你让我烦了一个晚

上。我们知道而你不知道，我们没有力量做任何事。你礼

的两拜副功拜比今世和今世的一切都要好。然后他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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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安拉  ََوج ّلَ عَّزَ  代表我们回赐今世的人们，因为他们呈送了

回赐给我们，这些会以群山般的光的形式到达我们。”(法

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452 页; 沙热欧苏杜尔 Sharḥ-uṣ-

Ṣudūr 经，第 305 页) 

23. 起起起起来来来来！！！！你你你你烦烦烦烦扰了我扰了我扰了我扰了我！！！！ 

我们的领袖、伊本•米纳•塔比伊 ۡـَقـِوی  ال ِه �ـ  الـل  َرْحـَمُة 叙述说：“有  عَـلَيِْه

一次，我去一个墓地，我礼了两拜然后躺在了一个坟墓的

顶部。我指安拉  ََوَجّل 起誓！当我听到埋在里面的人说话 عَّزَ

时我是完全清醒的，他说：‘  ۡ��ُ  ۡ0Eَ
ذَ  َ
ٰ
�ۡ ا ۡpَِ~ ’  就是说，起来！你烦

扰了我！”(Dalāil-un-Nubūwwaĥ 经，第 7 册，40 页) 

踩在踩在踩在踩在坟坟坟坟墓上是非法的墓上是非法的墓上是非法的墓上是非法的 

亲爱的伊斯兰兄弟们！从故事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我

们了解到踩在或睡在坟墓上会烦扰埋在里面的人。这是非

法的，没有任何合教法的原因而烦扰任何穆斯林也是会把

人引向火狱的行为。因此，不要去踩任何穆斯林的坟墓，

不要在上面践踏，不要坐在上面，不要斜靠在上面，因为

这是为受人爱戴的先知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واٰلِهٖ َص2َّ  所禁止的。下面是

仁慈的先知、社群的仲裁人、天堂的主人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2َّ  
的两句话： 

1. 我宁愿走在火烧后的余烬上或者刀剑的边沿上，或者

把我的双脚缝在我的便鞋上，也不愿走在任何穆斯林

的坟墓上。(伊本•马哲圣训集 Sunan Ibn-e-Mājaĥ，第 2 册，250

页，1568 段哈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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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使一个人坐在火烧后的余烬上以至于衣服被烧皮肤

被烫也比坐在一个坟墓上好。(穆斯林圣训集 Ṣaḥīḥ Muslim，

第 483 页，971 段哈迪斯) 

走在移除走在移除走在移除走在移除坟坟坟坟墓后墓后墓后墓后铺铺铺铺成的路上是非法的成的路上是非法的成的路上是非法的成的路上是非法的 

选择墓地里普通的道路，不要去走新铺成的路。【喏杜-

穆塔尔】经中记有：“走在移除坟墓后新铺成的路上是非

法的。”(喏杜-穆塔尔 Rad-dul-Muḥtār 经，第 1 册，612 页) 事实上，

即使是对一条新路有怀疑，走在上面也是不被允许的，是

一种罪。(杜喏-穆卡塔尔 Dur-re-Mukhtār 经，第 3 册，183 页) 

走在移除走在移除走在移除走在移除坟坟坟坟墓后墓后墓后墓后铺铺铺铺成的成的成的成的环绕坟环绕坟环绕坟环绕坟墓的地面是非法的墓的地面是非法的墓的地面是非法的墓的地面是非法的 

为了方便拜访者，很多坟墓周围铺有新路和地面，而很多

是毁坏掉其它穆斯林的坟墓后铺成的。在这样铺成的地面

上躺、走、站甚至是赞主或者诵念【古兰经】都是非法的。

应该在远处诵念【法谛海】。 

在在在在坟坟坟坟墓附近制造污墓附近制造污墓附近制造污墓附近制造污秽秽秽秽 

在坟墓上建造房子、坐或睡在坟墓上、在坟墓上小便或

大便是被严厉禁止并接近非法的行为。受人爱戴的先知 

 َواٰلِهٖ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وَسلَّم َص2َّ  说：“那些让人在家里感觉烦扰的东西也

会让亡人在坟墓里感觉烦扰。”(Al Firdaus bimāšur al-Khaṭṭāb 经，

第 1 册，120 页，749 段哈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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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如果一如果一如果一个个个个人人人人为为为为了埋葬亡人而必了埋葬亡人而必了埋葬亡人而必了埋葬亡人而必须须须须踩在踩在踩在踩在别别别别人的人的人的人的坟坟坟坟墓上墓上墓上墓上，，，，那那那那

么么么么…………………… 

当去挖掘坟墓或埋葬亡人时，如果有别的坟墓挡在面前，

那么在这样必要的情况下，踩在坟墓上是被允许的。但是，

即使是允许也要尽可能少走在坟墓上并且光脚走，同时祈

祷那些坟墓里的亡人得到宽恕。 (法特瓦 -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447 页)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那些参与埋葬的人应该去，多余的

人一个也不能去。例如，如果三个人足够了，那么第四个

人就不应该去。如果那三个人出于必要必须站在一个坟墓

上，那么他们应该在埋葬后立即返回，不应该停留在那里

等待宣邦克、诵念【法谛海】等等。在确定下面没有坟墓

的地方才可以诵念邦克和【法谛海】。 

给给给给墓地中的墓地中的墓地中的墓地中的蚂蚁蚂蚁蚂蚁蚂蚁放糖果放糖果放糖果放糖果 

以下问题及其回答可以在由达瓦•特•伊斯兰米出版部马克

塔巴•图•麦地那出版的共五百六十一页的【马乐福匝特-艾

俩•哈德拉特】经的第三百二十九到三百四十八页找到： 

问问问问：：：：关于随同尸体带糖果或糖去墓地喂蚂蚁有什么规定？ 

答答答答：：：：“正如可敬的学者们禁止带面包去墓地一样，这同样

适用于糖果。举意放了面粉、糖果或糖后蚂蚁就不会伤害

尸体是完全的无知。即使没有这样的举意，把这些东西分

发给虔诚的穷人也比给蚂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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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进一步说：“在家里施济你希望的数量。很多次我

们看到在墓地散布施济时，孩子和妇女吵闹着践踏穆斯林

的坟墓。” 

在在在在坟坟坟坟墓上洒水墓上洒水墓上洒水墓上洒水 

在白拉特夜或任何其它拜访时间，有的人会依据风俗在他

们的亲人的坟墓上洒水。这是一种浪费，没有任何合理目

的或举意的话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有人认为这样做会给坟

墓中的亡人带去清凉，那么除了浪费，这还表明了完全的

无知。在埋葬后洒水没有害处，事实上还有好处。同样的，

如果在坟墓上有任何植物，而洒水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

这样做没有害处。可是，必须记住，如果为了洒水而必须

走在坟墓上，那么任何这样做的人都是有罪的，在这样的

情况下，不要花钱请人代你这样做。 

在一在一在一在一个旧坟场个旧坟场个旧坟场个旧坟场里建里建里建里建房子有什么房子有什么房子有什么房子有什么规规规规定定定定？？？？ 

坟场是瓦克夫瓦克夫瓦克夫瓦克夫（即宗教公产），建造私人住宅是对公众信

任的不当利用，用于私人用途也是非法的。如果在土地绘

图内有坟墓，即使坟墓标记完全消失了，这也会是很多非

法行为的集合，即踩在（看不见的）坟墓上，走在坟墓上，

坐在坟墓上，在坟墓上大小便，所有这些都是非法的。这

些给那些穆斯林带去了不同的烦扰，这些又是什么样的穆

斯林呢？亡人不能抱怨也不能在今世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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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合教法的需求而给穆斯林制造烦扰就像给安拉 

َوَجّلَ  ْ  和他受人爱戴的先知 عَّزَ  تَعَاٰىل /َلَي  اهللاُ  َواٰلِهٖ َص2َّ َوَسلَّم ِه  制造烦扰，而给

安拉  ََوَجّل  تَعَاٰىل /َلَيِْه َواٰلِهٖ  和他的先知 عَّزَ  اهللاُ َوَسلَّم َص2َّ  制造烦扰的人的罪恶

足够去火狱了。同样地，如果有人在坟场附近建房子，把

污水的下水道引向坟墓是完全非法的，尽管有能力阻止但

不这样做的人也是在做非法之事。另外，由于贪图租金而

允许这样做的人就像他在用便宜的价格购置火狱中的居所

一样。这些事情只有不看重伊斯兰、不尊重穆斯林、不畏

惧安拉  ََوَجّل 。且不关心死亡的人才做得出来 عَّزَ  
ۡ
F4ِ َوا َ��ِM ُذ� �.  

ٰ
3�4َ5َ  

如果在如果在如果在如果在旧坟旧坟旧坟旧坟墓里看到骨墓里看到骨墓里看到骨墓里看到骨头头头头……..? 

如果一个坟墓由于降雨或其它任何原因而裂开并且能够看

到亡人的骨头，那么有必要用土封上坟墓。关于这一点，

这里是【法特瓦-拉扎伟业】经中的一个问答： 

问问问问：：：：关于旧坟墓裂开的情况，就是说，土层分离并且亡人

的骨头变得可见，伊斯兰学者们提到了什么样的规定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用土封上坟墓是被允许的还是不被允许

的呢？ 

答答答答：：：：在这样的情况下，用土封上坟墓不仅是被允许的，而

且是瓦吉卜（义务），因为遮盖好穆斯林是必要的。(法特

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4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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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于基于基于梦梦梦梦境而打境而打境而打境而打开坟开坟开坟开坟墓的墓的墓的墓的规规规规定定定定 

有时候亡人来到梦中说：“我还活着，把我放出来！”或

者说：“我的坟墓中满是水，我在这里处于困境，把我的

身体转移到别的地方吧。”即使重复做这样的梦，基于梦

境而打开坟墓也是不被允许的。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有人

没有任何合教法的需求而只是基于梦境就打开了坟墓，亡

人的身体在裹尸布内完好无损，散发着香味，还有别的好

迹象，即使是这样，没有任何合教法的需求而打开坟墓的

人也是有罪的。关于这一点，想一想【法特瓦-拉扎伟业】

经中的以下问答吧： 

问问问问：：：：有一个女人在孕期满后死于孕中。她被依据正常风俗

埋葬，但是之后一个虔诚的人梦见她生了一个活着的孩子。

现在，在相信那个人的梦的情况下，挖开坟墓把孩子和女

人带出来是被允许的吗？ 

答答答答：：：：这是不被允许的，除非有确凿的证据。秘密应该保守

好。梦有多种类型。在【斯拉吉亚】及【印地亚】中都提

到：“一个女人在怀孕七个月后去世，去世时孩子还在子

宫里动。她死后就被埋葬了。然后有人梦见她说：‘我生

了一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坟墓不会被挖开。”   ُ   وَا.�
ٰ

3�َ4َ5  ُ�
َ
�ۡ�

َ
ا  

意思是，安拉 َوَجّلَ عَزَّ    彻知一切。 (法特瓦 -拉扎伟 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405-406 页) 

仔细想想下面这个【马乐福匝特-艾俩•哈德拉特】经、第

五百零一页到五百零三页的关于打开坟墓的极其重要的问

答： 



有关墓地的二十五个故事 

 

38 

问问问问：：：：有一个坟墓没有用混凝土覆盖，每到下雨水就会注满

坟墓。永久地封上水的入口是被允许的吗？ 

答答答答：：：：封上坟墓没有害处，但是决不能打开坟墓。当亡人被

埋葬，土被放在上面时，坟墓就委托给了安拉  ََوَجّل 就不，عَّزَ

允许打开它。因为亡人在坟墓中只有两种状态：要么在忍

受刑罚，要么在享受恩惠。如果亡人在忍受刑罚，那么看

到的人会为此而感到苦恼，而且他什么也不能为他做，如

果亡人在享受恩惠，那么亡人会感到苦恼。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们们们们在在在在坟坟坟坟墓上玩耍墓上玩耍墓上玩耍墓上玩耍 

【马乐福匝特-艾俩•哈德拉特】经的编辑者、印度的长穆

夫提、阿拉玛、穆斯塔法•拉扎•汗  َرْمحَ ـَع   ال لَيِْه ْمحٰنّرَ ـ ُة  在对艾俩•哈

德拉特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的回答的旁注中写到：“我这个贫困者 َرْمحَُة

（自谦）认为如果  情况是第一种（就是说在忍受刑罚）

那么造成的苦恼甚至更大，没有原由地让一个穆斯林苦恼

是非法的，尤其是烦扰亡人。另外，圣训证明：“即使是

有人斜靠在坟墓上也会让亡人感到烦扰。”因此， �.�4َ7ََذ ا 

如果在没有必要而仅仅出于个人意愿的情况下用镐头挖开

坟墓，那对于亡人将是怎样的苦恼啊！ 

唉！如今的穆斯林墓地处于怎样悲惨的境地啊！人们坐在

坟墓上吸烟、做不道德的事、进行漫无目的的对话、发誓

或者大笑。不止其它宗教的人们这样做，穆斯林自己也沉

溺于这些可怕的行为。孩子们在坟墓上到处玩耍，甚至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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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羊在上面排便。  
َ

 َ�(ۡ َو!
َ

 َو!
َ

  ةَ  ^ُ(� ل
�

ِ اِ! M  ِ �.�   穆斯林们啊！为了安拉 

َوَجّلَ  张开眼睛吧！你有一天也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即使你 عَّزَ

不为亡人着想，至少做对你自己好的事情吧！ 

24.一一一一个个个个打打打打开坟开坟开坟开坟墓的人瞎了墓的人瞎了墓的人瞎了墓的人瞎了 

没有合教法的需求而打开坟墓有可怕的后果。关于这一点，

【马乐福匝特-艾俩•哈德拉特】经的第五百零二页写有：

“有一次阿拉玛、塔什•库巴拉•匝达َرْمحَُة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读了一段圣

训：“坟墓中的土不会吃学者的身体。”撒旦在他的心里

小声说：“我的老师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打开他的坟墓看

看他是在什么状态吧！”撒旦的声音说服了他以至于他在

一个晚上去了墓地并打开了坟墓。他看到甚至裹尸布都完

好无损。在他看到这些以后，一个声音从坟墓中传来：

“你现在看到了！愿安拉  ََوَجّل ，让你变瞎！”就在那一刻 عَّزَ

他的两只眼睛都瞎了。 

25. 打打打打开坟开坟开坟开坟墓的人被活埋了墓的人被活埋了墓的人被活埋了墓的人被活埋了 

类似地，下面是另一个非法打开坟墓的人的痛苦结果。艾

俩•哈德拉特 َرْمحَُة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 曾说：“有一次一个女人死了并被

埋葬了。她的丈夫很爱她，这个爱驱使他考虑到打开她的

坟墓看看她处于什么境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位学者，

那位学者禁止他这样做。可是，他不在意学者所说，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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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带到了墓地。学者尽全力阻止他，但他还是执意要打开

坟墓，学者一直坐在坟墓的边缘上。 

这个男人走下坟墓看到她的双脚和她的马尾辫被绑在一起。

他尽全力想解开但没有成功。毕竟，‘谁能解开安拉  َعَّزَوََجّل 

系的结呢。’那位学者再次阻止他，但他还是不听。他努

力再试了一次，学者再次阻止他并解释说最好的做法是把

她像原样留在这里。他说：‘让我再努力最后一次吧。在

那之后，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当最终土地裂开，这个

活着的男人和亡故的女人一起跌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做最

后努力。” 

ۡ(ا
*
�+َ  َ

ۡ
 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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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关关关关于于于于暂时暂时暂时暂时埋葬的埋葬的埋葬的埋葬的规规规规定定定定 

当人们在外乡去世时，有时候人们被暂时埋葬在外乡。然

后当有合适的机会时，他们被挖出来并转移到家乡以便埋

在那里。这样做是不被允许的。对于有关这位艾俩•哈德

拉特 َلَيْه/   تَعَاٰىل  اِهللا 的一个问题的回答说：“这是非法的。在 َرْمحَُة

埋葬以后打开坟墓是不被允许的。”(法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406 页) 

不不不不经经经经允允允允许许许许在他人的土地在他人的土地在他人的土地在他人的土地内内内内埋葬埋葬埋葬埋葬 

如果有人不经主人的允许就在其土地或田野时进行埋葬，

那么地的主人有权力选择把尸体挖出来、夷平土地、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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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地上进行建造、在那片田野上耕种或者做任何他想做的。

关于这一点，教法学（伊斯兰法学）的可敬学者说：“亡

人在被埋葬后不应该被挖出来，除非是为了实现某人的权

利。比如，如果是被埋葬在夺取来的土地上，那么主人有

权力挖出尸体或者夷平坟墓。”(法塔户-巴日 Fatḥ-ul-Bārī 经，

第 3 册，170 页) 

作为对有关这一点的一个问题的回复，在引述一个定理后，

艾俩•哈德拉特  اِهللا تَعَاٰىل /َلَيْهَرْمحَُة  为了把土地的主人引向正直，说

道：“这是教法学的学者们所认同的真实规定（就是说，

教法允许这样做），可是一个穆斯林应该内心温和，对其

他穆斯林心怀仁慈，尤其是对亡人。”安拉  ََوَجّل  ：说 عَّزَ

 ْQ
�
R 	ۡين	 آء� ب م	 ح	    ر�

对教胞是慈祥的。 

(古兰经，第 26 卷，胜利章， 29 节) 

如果他原谅此事（并且允许被非法埋葬的亡人的尸体留在

他的土地里）那么安拉  ََوَجّل 也会宽恕他（土地的主人） عَّزَ

的罪恶： 

ۡو �	  � ب �b
�
c إل	 ۡم آل �d	 e �f

ٰgهللا� ـر	 	ۡغف�  ن	 �	ۡن ي

难道你们不愿真主赦宥你们吗？ 

(古兰经，第 18 卷，光明章，2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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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给亡故的兄弟帮个忙，那么安拉  ََوجَّل 也会授予他恩 عَّزَ

惠：‘  
َ
$ ِ0َO ��َ ۡG ُ0َُانO Nُ ’ 就是说，你做什么，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

在你身上。如果他避免揭开他亡故的兄弟的秘密，一个穆

斯 林 的 秘 密 ， 那 么 安 拉 َوَجّلَ   也 عَّزَ 会 隐 藏 他 的 过 错 ： 

‘  ۡN7َ  َ�َ@َ َ�َ@َ ُه  ُ ا.� ’（就是说，谁掩蔽他人，安拉就掩蔽他。）如

果他尊重他亡故的兄弟的坟墓那么安拉  َعَّزََوَجّل 也会在他活着

时和死亡后赐予他尊严： 

‘  ُ �.
َ
 َ�(ۡ  ِ�ۡ  ا

ۡ
F0ِ �7َ 4َ,ۡ ِن ا َ� 

ۡ
F0ُ ِ�ۡ 4َ,ۡ َن ا  ۡ)�َ ِq

َ
�ۡ<ِ ِن ا ’ 

（ 就 是 说 ， 安 拉 帮 助 那 些 帮 助 他 们 的 兄 弟 的 人 。 ） 

 ُ   َوا.�
ٰ

3�4َ5َ  ُ�
َ
��ۡ

َ
ا  (法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379-

380 页) 

如果有如果有如果有如果有钱钱钱钱和亡人一起被埋葬了和亡人一起被埋葬了和亡人一起被埋葬了和亡人一起被埋葬了应该应该应该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如果有人的钱或类似有价值的东西和亡人一起被埋葬了，

那么打开坟墓把钱或东西取出来是被允许的。关于这一点，

教法学的学者们说：“如果一个女人的一个继承人在其它

继承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把她的珠宝和她一起埋葬了，那么

其它继承人可以打开坟墓。如果有人的钱掉进了坟墓中，

他在填好坟墓后才记起来，那么他可以打开坟墓把钱取出

来，即使只值一迪拉姆。(法特瓦-阿拉姆吉日 Fatāwā ‘Ālamgīrī 经，

第 1 册，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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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拜拜拜访坟访坟访坟访坟墓的十四墓的十四墓的十四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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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访穆斯林的坟墓是圣行，而拜访奥利亚和烈士们受

主福佑的坟墓更是可嘉。给他们呈送回赐是获得回赐

的行为。(法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532 页) 

在墓地表在墓地表在墓地表在墓地表达问达问达问达问候的方法候的方法候的方法候的方法 

2. 背对天房，面向坟墓的头部端站在坟墓旁边。然后像

【提尔米兹】中的圣训提到的那样表达问候： 

 
َ
ُم َ��

َ
# �A�

َ
�َ Bُۡ� �ۡ ا 

َ
Eُُ,ۡ(رِ Cۡ � ا

ۡ
Fا Dَ  

 َG ُ&ِHIۡ  ُ Hَُ��ا.�
َ
�@َ �ۡ�ُJۡ

َ
Bُۡ� ا

َ
Fَو �َ

َ
;  ۡ

َ
Kَو&َL

َ ۡ
!�ِM Nُ 

译文：坟墓中的人们啊，愿平安降临于你们！祈求安拉宽

恕我们，也宽恕你们。你们在我们之前来到这里，我们也

将跟随你们。(提尔米兹圣训集 Jāmi’ Tirmiżī，第 2 册，329 页，1055

段哈迪斯) 

能能能能让让让让万万万万亿亿亿亿亡人祈亡人祈亡人祈亡人祈祷祷祷祷你你你你获获获获得得得得宽宽宽宽恕的恕的恕的恕的祷词祷词祷词祷词 

3. 谁在进入墓地后诵念这一祷词： 

 
�
��

َ
 �ُ ا

َ ۡ
َ Xۡ �� َرب� ا!

ۡ
  �Aَ َ{ِ� ِTدِ ا�

ۡ
Fِ�&َ َوا�ةِ 4َِ��ِم ا;  ۡ�ِ

�
Fا  �ۡXََ&qَ   

 َN7ِ  ۡJ *nوَ �َ ا � َxِ  ِ M �َ  ۡ|\ُ َ�7ِ ٌT  ۡد
َ
  Dۡqِ ا

َ
Nۡ � َروۡ ۡ��َ َ�� �7ً  كَ 0ِ ِ��ۡ  ً�� 7ِّ

َ
ۡ وََ@#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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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安拉  ََوَجّل 啊，已经腐烂的尸体和骨头的主啊！授 عَّزَ

予那些带着信仰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们仁慈并传达我的“赛

俩目”给他们吧。 

那么从阿丹到念这一祷词的那一刻为止所有去世了的信道

者都会为诵念这一祷词的人祈求宽恕。(沙热欧苏杜尔 Sharḥ-

uṣ-Ṣudūr 经，第 226 页) 

4. 如果你想坐在坟墓旁边，想想亡人的状态，尊敬地坐

好。(杜喏-穆卡塔尔 Durr-e-Mūkhtār 经，第 3 册，179 页) 

拜拜拜拜访访访访墓地的优先墓地的优先墓地的优先墓地的优先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5. 拜访墓地的最佳四天是：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和

星期六。(法特瓦-阿拉姆吉日 Fatāwā ‘Ālamgīrī 经，第 5 册，350

页) 

6. 在星期五早上晨礼后拜访墓地是受主偏爱的。(法特瓦-

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523 页) 

7. 不要在晚上独自去拜访墓地。(法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532 页) 

8. 在神圣的夜晚尤其是白拉特夜（即赦免之夜）拜访墓

地更好。(法特瓦-阿拉姆吉日 Fatāwā ‘Ālamgīrī 经，第 5 册，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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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样的，在神圣的日子比如开斋节和宰牲节、穆哈兰

姆月的第十天和都尔黑哲月的前十天拜访墓地也是很

好的。(法特瓦-阿拉姆吉日 Fatāwā ‘Ālamgīrī 经，第 5 册，350 页) 

在在在在坟坟坟坟墓上焚香墓上焚香墓上焚香墓上焚香 

10. 不要在坟墓上焚香，因为这是不尊重且不祥的（而且

会给亡人造成烦扰）。如果有人想要让拜访者处于令

人愉悦的香味中，那么他应该在坟墓之外的空地上焚

香，因为散布令人愉悦的香气是更可取的行为。(法特

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482 页) 

在在在在坟坟坟坟墓上放蜡墓上放蜡墓上放蜡墓上放蜡烛烛烛烛 

11. 不要在坟墓上放灯笼或燃着的蜡烛，因为这些是火，

在坟墓上放置火会给亡人造成烦扰。如果你没有手电

筒或者有手电筒的手机，而且没有政府设置的路灯或

者路灯没有亮，而你需要光在路上走或者在夜晚的黑

暗中读【古兰经】，那么你可以在坟墓的一边的空地

上放一根蜡烛或一盏灯，而且是在那片空地不是之前

有坟墓而现在被夷平了的情况下。 

12. 艾俩•哈德拉特引述说：“在【穆斯林圣训集】中记

有，在我们的领袖、奥马尔•本•阿斯  اهللاُ تَعَاٰىل َع  نْهُ ـَر9َِ  去世时，

他教导他的儿子：‘当我死后，既不要让悲痛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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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让任何形式的火留在我的尸体旁边。’(穆斯林

圣训集 Ṣaḥīḥ Muslim，第 75 页，192 段哈迪斯; 法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482 页) 

 َ
ۡ
 ا'

َ
ۡ(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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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关关关关于不确定于不确定于不确定于不确定属属属属于穆斯林于穆斯林于穆斯林于穆斯林还还还还是非穆斯林的是非穆斯林的是非穆斯林的是非穆斯林的坟坟坟坟墓墓墓墓 

13. 如果不确定一个坟墓是属于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那

么拜访它或者在那里诵念【法谛海】就是绝对不被允

许的。拜访穆斯林的坟墓是圣行，在那里诵念【法谛

海】是善功，而拜访不信者的坟墓以便呈送回赐给他

是非法的。(法特瓦-拉扎伟业 Fatāwā Razawiyyaĥ 经，第 9 册，

533 页) 

14. 为自己准备好裹尸布没有害处，但提前挖好坟墓并保留

好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一个人并不知道他会死在哪里。

(法塔户-巴日 Fatḥ-ul-Bārī 经，第 3 册，183 页) 

 َ
ۡ
 ا'

َ
ۡ(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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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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