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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图书审查协会（达瓦特•伊斯拉米）已审议了《伊斯兰

的基本教义（第一册）》的乌尔都语版（由马克塔巴•图•麦

地那出版）。翻译协会将通过审议的乌尔都语版翻译成了英

文，中文版是在英文版的基础上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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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地那麦地那麦地那麦地那••••图图图图••••伊利米雅协会伊利米雅协会伊利米雅协会伊利米雅协会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筛赫、逊尼派之领袖领袖、达瓦特•伊斯拉米的创始人、阿拉玛、毛拉、艾艾布•比拉勒、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伊里亚斯伊里亚斯伊里亚斯伊里亚斯••••阿塔尔阿塔尔阿塔尔阿塔尔••••卡迪里卡迪里卡迪里卡迪里•拉拉扎维拉拉扎维拉拉扎维拉拉扎维    
��� ��� ������� ��  ����������� �����  ��������. 

ٖ ��لۡ  ۡو�� 
س ۡضل� �� ب�ف� ان�ٖه �� ۡحس� �� �ٰ � ع� ���ح�ۡمد
 هللا�� � �! �ٖ� �	 � �!  ��� �� ��#  	
����  ���  ��$ �%  

达瓦特•伊斯拉米，一个致力于推广《古兰经》和圣行的全球

性非政治组织，决心复兴圣行并将正义和教法知识传播到整个世界。

为了以极佳的方式进行这些伟大而重要的工作，达瓦特•伊斯拉米

设立了多个部门，包括由达瓦特•伊斯拉米的伊斯兰学者和穆夫提

组成的麦地那•图•伊利米雅协会。该协会雄心勃勃地承担起了在伊

斯兰科学、研究和出版领域服务于宗教的责任。它包括以下六个小

部门： 
C 艾拉•哈德拉特  �&� �'��  ���  	
���� �� �� ��#  著作部 

C 教科书籍部 

C 修身书籍部 

C 书籍翻译部 

C 书籍审查部 

C 参考书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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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地那•图•伊利米雅协会的重中之重是根据现时代的需求，以

一种容易被理解的方式呈现阿拉哈兹勒、逊尼派之伊玛目、圣行的

复兴者、新恶习的根除者、教法学者，阿拉玛、毛拉、哈吉、诵经

家、阿什沙赫、伊玛目艾哈迈德•拉扎•汗  �&� �'��  ���  	
���� �� �� ��#  的珍贵书籍。

所有的伊斯兰兄弟姐妹都应该在伊斯兰科学、研究和出版的迈达尼

工作中同心协力，学习协会所出版的每一本书，并说服他人也这样

做。 
愿包括麦地那•图•伊利米雅协会在内的达瓦特•伊斯拉米的所

有部门都实现跳跃式发展！祈求安拉  ��(�)�! ��*�� 通过让我们用心做好每

一个善功而赐予我们今后两世的成功！愿我们获得成为“绿宫”下

的烈士，得以被埋葬在巴奇墓园并得以居住在菲尔道斯天园的福赐。 

ۡني ٰ�  ۡني  ا!�  ب�ج� م� �م�
$� �ال" ٖ  �لن$�%� ���ٰ ل�ۡيه� �� ,$� �هللا
 ت�ع�اٰ( ع� ل$�م ص� س� �� 

 

 

 

 

 

赞誉和优待赞誉和优待赞誉和优待赞誉和优待    

我们的领袖、伊玛目阿卜杜拉•本•奥马尔•巴达维 

 ��� �� ����  �&�+� �, ��  - ���� ��� � ۡ � �/��0�1 （已于伊斯兰历 685 年去世）说过：“服从于安

拉  ��(�)�! ��*�� 及其受人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的人在今世会

得到赞誉，在后世会得到优待。” 

www.dawateislam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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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兰经》是安拉  ��(�)�! ��*�� 的最后一部经典。诵念《古兰经》并

依其行事的人会获得今后两世的成功，  �2� �+ �3�� ���  - � �����  ��(�)�! ��*�� 。达瓦特•伊斯拉

米，一个致力于推广《古兰经》和圣行的全球性非政治组织，已在

巴基斯坦内外创建了无数马德拉萨（伊斯兰学院）培养哈菲兹（能

背诵全部《古兰经》的穆斯林）和纳兹喏（能诵读《古兰经》的穆

斯林）。至今为止，仅在巴基斯坦就有约七万五千名儿童在接受免

费的哈菲兹和纳兹喏教育。在这些马德拉萨中，除《古兰经》的学

习外，主要还有伊斯兰教育和儿童教育，以便让学生们在马德拉萨

•图•麦地那完成学业后除了具有正确诵读《古兰经》的能力还具有

伊斯兰知识，这样他们就会以知识渊博、身体力行、正派得体、行

为端正的穆斯林的形象出现在社会中，不受邪恶的干扰，能够分清

是非，积极努力地改善自身和全世界的人们。 
孩子们是在年幼时进入基础班学习，此书是根据他们的智力水

平而设计的，涵盖了包括 َتَعو#ذ（求护词）、 سۡ 
َ
ِمي�هت （太思米）、َثَناء

（开拜词）、简短的都阿、基本信仰、基础教法、经典书籍的知识、

有关先知们  �� �������� �� 4 �5 ��6�� 、受主福佑的圣门弟子们  � ����  - ���� ���  	
���� ��������  和安拉的

朋友的初步知识等在内的基本宗教话题。《伊斯兰的基本教义（第

一册）》得以出版是马德拉萨•图•麦地那协会和麦地那•图•伊利米

雅协会共同努力的结果，逊尼派法特瓦协会对其进行了教法方面的

审查。 愿《古兰经》的教学传播到世界各地 愿伊斯兰的旗帜飞扬在所有其它旗帜之上  马德拉萨•图•麦地那协会 麦地那•图•伊利米雅协会  
www.dawateislam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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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d Bari Ta’ala 

 

Tu hi Malik-e-baḥr-o-bar hay Ya Allahu Ya Allah 

Tu hi Khaliq-e-jinn-o-bashar hay Ya Allahu Ya Allah 

Tu Abadi hay Tu Azali hay Tayra nam ‘Alim-o-‘Ali hay 

Zat Tayri sab say bar-tar hay Ya Allahu Ya Allah 

Wasf bayan kartay hayn saray sang-o-shajar aur chand 

sitaray 

Tasbih har khushk-o-tar hay Ya Allahu Ya Allah 

Tayra charcha gali gali hay dali dali kali kali hay 

Waṣif har aik phul-o-samar hay Ya Allahu Ya Allah 

Khalqat jab pani ko tar-say rim jhim rim jhim barkha bar-say 

Har aik par Rahmat ki nazar hay Ya Allahu Ya Allah 

Rat nay jab sar apna chupaya chiryaun nay yeh zikr sunaya 

Naghmah bar nasim-e-sahar hay Ya Allahu Ya Allah 

Bakhsh day Tu ‘Attar ko Maula wasitah Tujh ko us piyaray ka 

Jo kah Nabiyaun ka Sarwar hay Ya Allahu Ya Allah 

(Wasail-e-Bakhshish: 42页)

www.dawateislam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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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at-e-Mustafa 7    

 

Ankhaun ka tara nam-e-Muhammad 7 

Dil ka ujala nam-e-Muhammad 7 

 

Dawlat jo chaho dauno jahan ki  

Kar lo wazifah nam-e-Muhammad 7 

 

Nuh-o-Khalil-o-Musa-o-‘Isa 

Sab ka hay Aqa nam-e-Muhammad 7 

 

Payain muradayn dauno jahan mayn 

Jis nay pukara nam-e-Muhammad 7 

 

Puchay ga Maula laya hay kya kya 

Mayn yeh kahun ga nam-e-Muhammad 7 

 

Apnay Raza kay qurban jaon 

Jis nay sikhaya nam-e-Muhammad 7 

 

Apnay Jamil Rizwi kay dil mayn 

Aa ja sama ja nam-e-Muhammad 7 

(谢赫、毛拉、贾米尔•欧•拉赫曼•拉扎维  - ����  �& �+� �, ��  ��� �� ���� ۡ ��  ���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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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念词赞念词赞念词赞念词    

礼拜礼拜礼拜礼拜    

开拜词开拜词开拜词开拜词    

 ُسْبٰحَنَك اللُّٰهّمَ َوبَِحْمِدَك 
َك َوَال   َك  َوَتَباَرَك اْسُمَك َوَتَعاٰىل َجّدُ  。译译译译文文文文：：：：  赞颂归于你，安拉啊！我赞美你，你的尊名真吉祥；你最伟大而高尚，除你之外别无应受崇拜者 طاِلَٰه �َْريُ

求护词求护词求护词求护词    

ِجْيِم  ْيٰطِن الّرَ ِ ِمَن الّشَ  。译译译译文文文文：：：：        我祈求安拉庇护我，让我不受被驱逐的撒旦（恶魔）侵扰  طاَُعْوُذبِاّ)ٰ
太思米太思米太思米太思米    

 � 1.,ۡ �0�
23� �(�ٰ0ۡ
�
23� �4

ٰ
56� �/�  。译译译译文文文文：：：：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ط ۡ
www.dawateislam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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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信仰信仰信仰声明声明声明声明    

清真言清真言清真言清真言：：：：    

 ِ ُسْوُل اّ)ٰ ُ ُمَحّمٌَد ّرَ  。译译译译文文文文：：：： 万物非主，惟有安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ط َال ٓاِلَٰه اِّالَ اّ)ٰ

作证言作证言作证言作证言： 

ُ َوْحَدهٗ  َالَشِرْيَك لَٗه َواَْشَهُد اَّنَ ُمَحّمًَدا عَ  اِلَٰه اِّالَ اّ)ٰ ْبُدهٗ  اَْشَهُد اَْن ّالَ
 。译译译译文文文文：：：： 我作证：万物非主，惟有安拉，独一无偶；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和使者  طَوَرُسْولُهٗ 

赞美赞美赞美赞美词词词词：：：：    

ِ َوَال ٓاِلٰهَ ُسْبٰح  ِ َوالَْحْمُدِ)ّٰ  َن اّ)ٰ
ْکَربُ   َ ُ ا ُ َواّ)ٰ ِ الَْعلِِيّ الَْعِظْيِم  طاِّالَ اّ)ٰ ةَ اِّالَ بِااّ)ٰ  。译译译译文文文文：：：： 赞真主超绝，万赞归真主，除安拉外别无应受崇拜者。安拉至大，唯靠安拉我们才能够远离罪恶并行善  طَوَالَحْوَل َوَالقُّوَ

www.dawateislam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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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圣赞圣赞圣赞圣词词词词7  

贵圣  ��$ �%  ���  	
����  ����� ��#  	 ��! ٖ�� � ���� � �!  说：“随时随地赞颂我吧，因为我能听到你

的赞词。”  (艾布•达伍德圣训集：2册 315页 2042段圣训) 
 

 

 
 َ
ۡ
 ال
َ
ۡوا َ�

#
ُ             بيۡ بِ َصل د َصل� ا�� َم�

ُ
 م
ٰ
�َ 
ٰ
 َتَعا0

 

 

 ٰ ل َلّصَ َالُم  وةُ ا  اّ)ٰ  َرُسْولَ  َيا @َلَْيَك  َوالّسَ
安拉的使者啊安拉的使者啊安拉的使者啊安拉的使者啊，，，，愿赞颂和平安归于您愿赞颂和平安归于您愿赞颂和平安归于您愿赞颂和平安归于您。。。。    

 Aَٰ@ْيَب  َيا ِبَك َواَْصٰح  لَِك اٰ  َوDِاّ)ٰ  َح  

受安拉喜悦者啊受安拉喜悦者啊受安拉喜悦者啊受安拉喜悦者啊，，，，赞颂赞颂赞颂赞颂也归于您的子孙和圣门弟子也归于您的子孙和圣门弟子也归于您的子孙和圣门弟子也归于您的子孙和圣门弟子。。。。 
 ٰ ل َلّصَ َالُم  وةُ ا  اّ)ٰ  َنِىبَّ  َيا @َلَْيَك  َوالّسَ

安拉的先知啊安拉的先知啊安拉的先知啊安拉的先知啊，，，，愿赞颂和平安归于您愿赞颂和平安归于您愿赞颂和平安归于您愿赞颂和平安归于您。。。。    

 Aَٰ@اّ)ٰ  ُنْورَ  َيا ِبَك َواَْصٰح  لَِك اٰ  َو 

安拉的光安拉的光安拉的光安拉的光明明明明啊啊啊啊，，，，赞颂赞颂赞颂赞颂也归于您的子孙和圣门弟子也归于您的子孙和圣门弟子也归于您的子孙和圣门弟子也归于您的子孙和圣门弟子。。。。    

 

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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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阿都阿都阿都阿（（（（祈祷词祈祷词祈祷词祈祷词））））    

诵念诵念诵念诵念《《《《古兰经古兰经古兰经古兰经》》》》前的前的前的前的都阿都阿都阿都阿    

 
 ِ ْيطٰ  ِمَن  اَُعْوذُبِاّ)ٰ ِجْيِم  ِن الّشَ طالّرَ

 译文译文译文译文：：：： 我祈求安拉庇护我，让我不受被驱逐的撒旦（恶魔）侵扰。 
从低处向高处移动时诵念的从低处向高处移动时诵念的从低处向高处移动时诵念的从低处向高处移动时诵念的都阿都阿都阿都阿 

  ُ ْکَربُ  اَّ)ٰ َ     ：：：：译文译文译文译文 طا

安拉至大。 
从高处向低处移动时诵念的从高处向低处移动时诵念的从高处向低处移动时诵念的从高处向低处移动时诵念的都阿都阿都阿都阿  

 ط ُسْبٰحَن اّ)ٰ 
译译译译文文文文：：：： 

赞颂归于安拉。. 
喝水前诵念的喝水前诵念的喝水前诵念的喝水前诵念的都阿都阿都阿都阿     

 ط﷽
译译译译文文文文：：：：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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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水后诵念的喝水后诵念的喝水后诵念的喝水后诵念的都阿都阿都阿都阿    

 

َلَْح  ِ  ْمُد ا  طلَِمْنيَ الْعٰ  َرِبّ  ِ)ّٰ
译译译译文文文文：：：： 

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众世界的主。 
吃饭前诵念的吃饭前诵念的吃饭前诵念的吃饭前诵念的都阿都阿都阿都阿    

 

ِ  بِْسِم  ِ  َبَرَکةِ  َو@Aَٰ  اّ)ٰ  ط اّ)ٰ
译译译译文文文文：：：：     

以安拉之名，因安拉的恩惠(而得以吃)。 

吃饭后诵念的吃饭后诵念的吃饭后诵念的吃饭后诵念的都阿都阿都阿都阿    
 

ِ الَِّذْی اَْطَعَمَنا َوَسَقاَنا َوَجَعلََنا ُمْسِلِمْنيَ  َلَْحْمُدِ)ّٰ  طا

译文： 
感赞全能的安拉，他让我们得以吃喝， 

并使我们成为了穆斯林。  (艾布•达伍德圣训集：3册 513页 3850段圣训) 
睡觉前诵念的睡觉前诵念的睡觉前诵念的睡觉前诵念的都阿都阿都阿都阿    

َللُّٰهّمَ بِ    طاْسِمَک اَُمْوُت َو اَْحٰىي ـا
译文译文译文译文：：：： 

安拉啊，以你的尊名 

我死去且复生（意思是入睡并醒来）。  (布哈里圣训实录： 4册 193 页 6314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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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醒来后诵念的睡觉醒来后诵念的睡觉醒来后诵念的睡觉醒来后诵念的都阿都阿都阿都阿    

َلَْحْمُدلِلSِّٰ الَِّذْی اَْحَياَنا بَْعَد َما اََماَتَنا َو اِلَْيSِ الّنُُشْورُ    ط ا
译文译文译文译文：：：：        

一切赞颂归于让我们死（入睡）后复活 

（醒来）的安拉，我们也终将回归于他。 

(Al-Marja’-us-Sabiq) 

与穆斯林见面时诵念的与穆斯林见面时诵念的与穆斯林见面时诵念的与穆斯林见面时诵念的都阿都阿都阿都阿    

 
SَحبُتUَوبََر Sَِّٰالُم @َلَْيُحلْم َوَرْحَمُة الل َلّسَ  طا

 

译文： 
愿安拉赐予你平安、恩典和福佑。 

和他人握手时诵念的和他人握手时诵念的和他人握手时诵念的和他人握手时诵念的都阿都阿都阿都阿 

 

 ط َيْغِفُر اللSُّٰ لََنا َولَُحلْم 
 

译文译文译文译文：：：：    

愿安拉宽恕你我。 

表达感激的表达感激的表达感激的表达感激的都阿都阿都阿都阿    

 

اَجَزاَک اللّٰ   ط Sُ َخْريً

译文译文译文译文：：：： 

愿安拉给你更好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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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信仰信仰信仰    

信仰及其各种不同的描述信仰及其各种不同的描述信仰及其各种不同的描述信仰及其各种不同的描述    

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 什么是信仰？ 
答答答答:::: 相信穆罕默德先知  ��$ �%  ���  	
����  ��� �� ��#  	 ��! ٖ�� � ��� � � �!  从安拉  ��(�)�! ��*�� 那里接收来的所有戒律和教义并全心全意地接受所有这些就被称为信仰。 
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  对信仰有哪些不同的描述？ 
答答答答::::        对信仰有两种不同的描述： (一) 总信词 (二) 分信词 
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 : : :     什么是总信词？ 
答答答答::::   总信词是对信仰的简明描述。 
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  大声诵念总信词及其译文。 
答答答答::::        

总信总信总信总信词词词词 

 Sَِٖکَما ُهَو بِاَْسَمآئ Sِّٰٰاَمْنُت بِالل 
 بِالَْقلِْبؕ   َوِصَفاتSِٖ َوقَِبلُْت َجِمْيَع اَْحcَحبِمSٖ اِْقَراٌرۢ بِاللَِّسحبِن  َو َتْصِدْيٌقۢ  

译文译文译文译文：：：：    

我作证：我对安拉本身以及他的所有尊名和特性的信仰，我用口舌

承诺并用心灵接受并服从所有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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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  什么是分信词？ 
答答答答::::   分信词是对信仰的详细描述。 
问问问问题六题六题六题六:::: 大声诵念分信词及其译文。  
答答答答::::        

分信分信分信分信词词词词 

Sَوَملِٰۤئَکِت Sِّٰٰٖاَمْنُت بِالل Sِبjَُٖوُک Sَِٖوُرُسل 
ٖہ ِمَن اللSِّٰ َتَعاٰىل َو الَْبْعِث بَْعَد الَْمْوِتؕ   َوالَْيْوِم اْالِٰخِر َوالَْقْدِر َخْريِٖہ َوَشِرّ

译文译文译文译文：：：： 

我归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末日，信前定且信死后

复生。 

 

 

 

 

 

 

 

 

 

 

 

 

五点优先于五点五点优先于五点五点优先于五点五点优先于五点    

亲爱的孩子们！生命极其短暂，时间一旦花费就再也不会回

来，希望将来会有时间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什么

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在下一刻就面临了死亡。受人爱戴、受

主福佑的先知  ��$ �%  ���  	
����  ��� �� ��#  	 ��! ٖ�� � ��� � � �!  说：“看重五点先于五点：（一）青春

优先于年老（二）健康优先于疾病（三）财富优先于贫穷（四）安逸

优先于忙碌（就是说保持忙碌的状态）（五）生命优先于死亡。”  (Al-Mustadrak:5册 435页 7912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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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安拉安拉安拉   

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  谁创造了我们？ 
答答答答::::        安拉  ��(�)�! ��*��创造了我们。 
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  谁创造了地球、天空、太阳、月亮和群星？ 
答答答答::::   地球、天空、太阳、月亮和群星都是由安拉  ��( �)�! ��*�� 创造的。 
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  我们崇拜谁？ 
答答答答::::   我们只崇拜安拉  ��(�)�! ��*��。 
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  谁听到并看到一切？ 
答答答答::::        安拉  ��(�)�! ��*�� 听到并看到一切。 
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  有什么能够瞒过安拉  ��(�)�! ��*�� 吗？ 
答答答答::::  没有！没有什么能够瞒过安拉  ��*�� ��(�)�! 。他知晓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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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爱戴的先知我们爱戴的先知我们爱戴的先知我们爱戴的先知    7   

 

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  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  受主福佑的名字是什么？ 
答答答答::::  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受主福佑的名字是穆罕默德 

 ��$ �%  ���  	
����  ��� �� ��#  	 ��! ٖ�� � ��� � � �! 。 
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  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诞生在哪个城市？ 
答答答答::::  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  诞生在麦加，一个著名的阿拉伯城市。 
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  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诞生在哪一月哪一天？ 
答答答答: : : :  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  诞生在赖比尔·敖外鲁月(三月)十二日。 
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  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诞生在星期几？ 
答答答答::::  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  诞生在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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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  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的父亲叫什么名字？ 
答答答答::::  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  的父亲的名字是阿卜杜拉 

  � ����  ���  	
����  ������� 。 
问题六问题六问题六问题六: : : :  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答答答答::::  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  的母亲的名字是阿米娜 

 � ����  ���  � 	
��� ������� 。 
问题七问题七问题七问题七::::  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  受主福佑的坟墓位于哪里？ 
答答答答::::  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受主福佑的坟墓位于麦地那。 
问题八问题八问题八问题八: : : :  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  归真时的年龄是多少？ 
答答答答::::  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  归真时的年龄是六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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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宗教    

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  我们是什么人？ 
答答答答::::  我们是穆斯林。 
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 : : :  我们的宗教是什么？ 
答答答答::::  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 
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  穆斯林是什么人？ 
答答答答: : : :  穆斯林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 穆斯林崇拜谁？ 
答答答答: : : :  穆斯林只崇拜安拉  ��(�)�! ��*��。 
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 : : :  伊斯兰教导我们什么？ 
答答答答: : : :  伊斯兰教导我们真实、整洁、善良和正义。 
问题六问题六问题六问题六: : : :  伊斯兰的信仰词是什么？ 
答答答答: : : :  伊斯兰的信仰词是： 

 ِ ُسْوُل اّ)ٰ ُ ُمَحّمٌَد ّرَ   ط َال ٓاِلَٰه اِّالَ اّ)ٰ
万物非主，惟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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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支柱伊斯兰的支柱伊斯兰的支柱伊斯兰的支柱    

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  伊斯兰有多少支柱？ 
答答答答:::: 伊斯兰有五大支柱: (一) 作证万物非主、惟有真主 ��(�)�! ��*��，穆罕默德  ��$ �%  ���  	
����  ��� �� ��#  	 ��! ٖ�� � ��� � � �!  是安拉  ��(�)�! ��*�� 的使者 (二) 礼拜 (三) 交纳天课 (四) 朝觐(五) 在斋月斋戒。(布哈里圣训实录: 1册 14页 8段圣训) 
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    在一昼一夜中有多少次礼拜是主命？ 
答答答答: : : :  在一昼一夜中有五次礼拜是主命。 
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  说出五次主命拜的名称: 
答答答答: : : :  (一) 晨礼(二) 晌礼(三) 晡礼(四) 昏礼(五) 宵礼。 
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  对穆斯林来说在哪个月封斋是主命？ 
答答答答: : : :  对穆斯林来说在受主福佑的莱买丹月封斋是主命。 
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  对什么人来说朝觐是主命？ 
答答答答: : : :  对每一个有能力朝觐的穆斯林来说一生中朝觐一次是主命。 
问题六问题六问题六问题六: : : :  朝觐在哪里进行？ 
答答答答: : : :  朝觐在麦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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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 

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 : : :  谁是天使？ 
答答答答::::  天使是安拉  ��(�)�!��*��  用光创造的创造物。 
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 : : :  天使做什么? 
答答答答::::    天使严格执行安拉  ��(�)�!��*�� 的命令。 
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 : : :  谁是众天使之首？ 
答答答答::::  吉卜利勒  ���� �� ���� 4 �5� ��6���  是众天使之首。 
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  天使的总数是多少？ 
答答答答::::  只有安拉  ��(�)�!��*�� 和他的使者  ��$ �%  ���  	
����  ��� �� ��#  	 � �! ٖ�� � ��� � � �!  清楚天使的总数。 
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  天使吃什么，喝什么？ 
答答答答::::  天使不吃不喝任何东西。 

 

 

 

 

 

 

 

母亲脚下的天堂母亲脚下的天堂母亲脚下的天堂母亲脚下的天堂    

我们的领袖、阿拉斯•本•马利克  � ����  ���  	
����  �� ��� ��  叙述说：人

类的先知，我们心灵的平和之源，最慷慨而善良者  ��$ �%  ���  	
���� 

 ��� �� ��#  	 ��! ٖ�� � ��� � � �!  说过：“天堂在母亲的双脚下。” (Kanz-ul-‘Ummāl, Kitāb-un-Nikah:第 16册 192页 45431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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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  ُۡيـِهم
َ
  َعـل

ٰ
ل م وةُ الـص�

َ
 َوالـس�  

Add Pics 

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  什么人被称为先知？ 
答答答答::::  安拉  ��(�)�! ��*�� 向其降临了用于引导人类的经典的人被称为先知。 
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 : : :  安拉  ��(�)�! ��*�� 最开始创造的是哪位先知  ���� �� ���� 4 �5� ��6��� ？ 
答答答答: : : :  安拉  ��(�)�! ��*�� 最开始创造的是阿丹  ���� �� ���� 4 �5� ��6��� 。 
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 : : :  谁是被派遣到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位先知？ 
答: : : :  被派遣到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位先知是我们爱戴的先知、穆罕默德•穆斯塔法  ��$ �%  ���  	
����  ��� �� ��#  	 ��! ٖ�� � ��� � � �! 。 
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    在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  之后，还会有先知来到这个世界吗？ 
答答答答::::  在我们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 � �!  之后不会再有先知来到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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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  如果谁对先知作出错误的断言，他就被称为什么？ 
答答答答: : : :  如果谁对先知作出错误的断言，他就被称为“卡匝布”（最大的骗子）。 
问题六问题六问题六问题六: : : :  所有的先知  ������ �� ����  	 � ��8���9/  �◌ 4 �5 ��6����!  都活在他们的坟墓中吗？ 
答答答答::::  是的！    
问题七问题七问题七问题七: : : :  谁是众先知  ����� �� ��# 4 �5 ��6��  之首？  
答答答答: : : :  众先知之首是我们爱戴的先知、穆罕默德•穆斯塔法 

  ��$ �%  ���  	
����  ��� �� ��#  	 ��! ٖ�� � ��� � � �! 。 
问题八问题八问题八问题八::::    艾拉•哈德拉特  �&� �'��  ���  	
���� �� �� ��#  在 《组-伊曼》经中陈述的“先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答答答答::::  “告知人们未见之事的人”。 
问题九问题九问题九问题九: : : :     说出一些先知  ������ �� ����  	 � ��8���9/  �◌ 4 �5 ��6����!  的名字。 
答答答答::::    

1. 我们的领袖、阿丹  ���� �� ���� 4 �5� ��6���  

2. 我们的领袖、穆萨  ���� �� ���� 4 �5� ��6���  

3. 我们的领袖、达乌德  ���� �� ����  ��6���4 �5�  

4. 我们的领袖、努哈  ���� �� ���� 4 �5� ��6���  

5. 我们的领袖、尔撒   ���� �� ���� 4 �5� ��6���  

6. 我们的领袖、苏莱曼  ���� �� ���� 4 �5� ��6���    

7. 我们敬爱的先知、穆罕默德•穆斯塔法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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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们  ُۡيـِهم
َ
  َعـل

ٰ
ل م  وةُ الـص�

َ
 َوالـس�  的奇迹 

 

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 : : :  什么是先知的奇迹？ 
答答答答::::      先知在宣布其先知身份后展示的超自然能力被称为先知的奇迹。 
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 : : :     把铁拿在手上时铁能变得像蜡一样软是哪位先知  ���� �� ���� 4 �5� ��6��� ？ 
答答答答::::  我们的领袖、达吾德  ���� �� ���� 4 �5� ��6���  把铁拿在手上时铁能变得像蜡一样软。 
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 : : :  用手杖击打海水而在海中开辟出了一条通道的是哪位先知  ���� �� ���� 4 �5� ��6��� ？ 
答答答答: : : :  我们的领袖、穆萨  ���� �� ���� 4 �5� ��6���  通过用他的手杖击打海水而在海中开辟出了一条通道。 
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    听到三英里之外的一只蚂蚁的声音而微笑的是哪位先知  ���� �� ���� 4 �5� ��6��� ？ 
答答答答: : : :  我们的领袖、苏莱曼  ���� �� ���� 4 �5� ��6���  因为听到三英里之外的一只蚂蚁的声音而微笑。 
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    哪位先知  ���� �� ���� 4 �5� ��6���  拥有那头轮到它时将会喝光池塘之水的天堂母骆驼？ 
答:  我们的领袖、萨利赫  ���� �� ���� 4 �5� ��6���  拥有那头轮到它时将会喝光池塘之水的天堂母骆驼。 

 

 

 

 

www.dawateislami.net



伊斯兰的基本教义 
 

23 

经典经典经典经典    

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  哪些书被称为经典？ 
答答答答: : : :   由安拉  ��(�)�! ��*�� 降示的书被称为经典。 
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 : : :  这些经典被降示给了谁？ 
答答答答::::   这些经典被降示给了先知们  ������ �� ����  	 � ��8���9/  �◌ 4 �5 ��6����! 。 
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  这些经典为什么被降示？ 
答答答答::::   这些经典被降示是为了引导人类。 
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 : : :  著名的经典有哪些？ 
答答答答:  :  :  :          (一) 讨拉特 (二) 宰逋尔 (三) 引支勒 (四) 古兰经 
 

 

 

 

 

 

 

 

伊斯兰的突出品质伊斯兰的突出品质伊斯兰的突出品质伊斯兰的突出品质    

谦逊在伊斯兰中具有重要地位。圣训记有：“确实，

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品质，而伊斯兰的品质是谦逊。”(伊本•马哲圣训集,: 4 册 460 页 4181 段圣训) 换句话说，每一个社群都

有一个比其它品质更突出的这样一个品质，而伊斯兰的突

出品质是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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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门弟子圣门弟子圣门弟子圣门弟子 ۡيِهمُ 
َ
الِرّۡضَوان َعـل  

 

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  什么人被称为圣门弟子？ 
答答答答: : : :  在有信仰的状态下见到了受人爱戴、受主福佑的先知 

 ��$ �%  ���  	
����  ��� �� ��#  	 ��! ٖ�� � ��� � � �!  并在有信仰的状态下去世的人被称为圣门弟子。 
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    哪些圣门弟子被称为正统哈里发？ 
答答答答::::  在贵圣  ��$ �%  ���  	
����  ��� �� ��#  	 ��! ٖ�� � ��� � � �!  去世后继任最初四任哈里发的四位受主福佑的圣门弟子被称为正统哈里发。 
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    说出正统哈里发的名字。 
答答答答::::    

C  信士们的长官、我们的领袖、艾布•巴克尔•西迪克       � ����  ���  	
����  ������� . 

C  信士们的长官、我们的领袖、奥马尔•法鲁克•阿扎姆     � ����  ���  	
����  ������� . 

C  信士们的长官、我们的领袖、奥斯曼•甘尼  � ����  ���  	
����  ������� . 

C  信士们的长官、我们的领袖、阿里•穆尔塔扎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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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 : : :  说出其它一些圣门弟子的名字。 
答答答答::::  其它一些圣门弟子的名字包括： 

C 我们的领袖、阿卜杜拉•本•阿巴斯  � ����  ���  	
���� ��+������ . 

C 我们的领袖、阿卜杜拉•本•欧麦尔  � ����  ���  	
���� ��+������  

C 我们的领袖、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  � ����  ���  	
����  �������  

C 我们的领袖、穆阿维叶  � ����  ���  	
����  �������  

C 我们的领袖、伊玛目•哈桑  � ����  ���  	
����  �������  

C 我们的领袖、伊玛目•侯赛因  � ����  ���  	
����  �������  

 

 

 

 

 

 

 

 

在天堂植一棵树在天堂植一棵树在天堂植一棵树在天堂植一棵树    

亲爱的孩子们！如果你知道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一秒

钟内你就可以为自己在天堂植一棵树，你就会意识到时

间的重要性。在天堂植一棵树很容易。根据伊本•马哲中

记载的一段圣训，任何人诵念这四句中的任何一句，在

天堂中会有一棵树为其植下： (一)  ۡنَ حٰ ُسب  ِ ا��  (二)  َ
ۡ
ل
َ
ِ مۡ ا ُدِ��  (三)  

َ
َ  ل
ٰ
  اِل
�
ُ  اِ> ا��  (四)  ُ ��

َ
كۡ  ا

َ
َب ا ’ (伊本•马哲圣训集: 4册 252页 3807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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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的卧里安拉的卧里安拉的卧里安拉的卧里  ُرَِحَُهم  
�
م ـهُ الـل

َ
 الس�      

 

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  什么人被称为安拉的卧里（安拉  ��(�)�!��*�� 的朋友）？ 
答答答答::::  因为忠诚于安拉  ��(�)�!��*�� 和他的先知  ��$ �%  ���  	
����  ��� �� ��#  	 ��! ٖ�� � ��� � � �!  而放弃其欲望且始终服从他们的穆斯林被称为安拉的卧里。 
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 : : :  说出一些安拉的卧里  �����

�'��  - ������  的名字及他们的坟墓所在地。 
答答答答: : : :  正如天堂有八扇门一样，下面是八位安拉的卧里的名字及他们的坟墓所在城市： 

C 我们的领袖、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高斯•阿扎姆    �&� �'��  ���  	
���� �� �� ��# ): 他的坟墓位于伊拉克的巴格达。 
C 我们的领袖、莫因乌丁•奇什蒂  �&� �' ��  ���  	
���� �� �� ��# ：他的坟墓位于印度的阿杰梅尔。 
C 我们的领袖、谢赫、沙哈布丁•苏拉瓦迪  �&� �'��  ���  	
���� 

�� �� ��#：他的坟墓位于伊朗的苏拉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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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们的领袖、谢赫、巴哈乌丁•纳格什班底  �&� �'��  ���  	
���� 

�� �� ��#：他的坟墓位于俄罗斯的布哈拉。我们的领袖、阿里·哈吉位日   �&� �'��  ���  	
���� �� �� ��#  他的坟墓位于巴基斯坦的拉合尔。 
C 我们的领袖、巴哈乌丁•扎卡里亚•木尔坦尼  �&� �'��  ���  	
���� 

�� �� ��#：他的坟墓位于巴基斯坦的木尔坦。 
C 我们的领袖、巴巴•法里德乌丁•根杰•啥卡尔  �&� �'��  ��� 

 	
���� �� �� ��# ：他的坟墓位于巴基斯坦的爬帕坦。 
C 我们的领袖、逊尼派之伊玛目、毛拉、沙、伊玛目•艾哈迈德•拉扎•可汗   ����� ����  �&� �'��  	 �' ������; ：他的坟墓位于印度的巴雷利。 

 

 

 

洁净洁净洁净洁净    

贵圣  ��$ �%  ���  	
����  ��� �� ��#  	 � �! ٖ�� � ��� � � �!  说过：清洁是信仰的一半。 (穆斯林圣训实录: 140页 223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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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主拜主拜主拜主的行为方式的行为方式的行为方式的行为方式    

小净小净小净小净    

 

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    小净中有多少主命，这些主命是什么？ 
答答答答:         :         :         :         小净中有四项主命： 1. 洗脸 2. 洗双手至肘 3. 湿手抹头的四分之一 

4. 洗脚至踝。(Namaz key Aḥkam: 14 册) 
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  我们在做小净之前应该诵念什么？ 
答答答答: : : :        在做小净前诵念  �1.,ۡ �0�
23� �(�ٰ0ۡ

�
23� �4
ٰ
56� �/�ۡ    是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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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  在做小净前诵念 S ّٰ  ？的益处是什么 بِْسِم  الل
答答答答: : : :  如果一个人在做小净前诵念了 S ّٰ ّٰ Sِ  َوالَْحْمُد  لِل 那么天使在他的小净留存期间会一直为他记录美德。 (Majma’-uz-Zawaid: 1，بِْسِم  الل 册 513页 112段圣训) 
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 : : :  在做小净时诵念  ُيَ ا قَاِدر    的益处是什么？ 
答答答答: : : :  在做小净时诵念  ُيَ ا قَاِدر    的人不会被他的敌人拐骗。 

 

 

 

 

 

 

 

 

做小净时罪恶做小净时罪恶做小净时罪恶做小净时罪恶会会会会脱落脱落脱落脱落    

贵圣  ��$ �%  ���  	
����  ��� �� ��#  	 ��! ٖ�� � ��� � � �!  说过：人做小净时他的罪恶会脱

落，双手的罪恶在洗手时脱落，脸的罪恶在洗脸时脱落，

头的罪恶在湿手抹头时脱落，双脚的罪恶在洗脚时脱落 (伊玛目•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 1 册 130页 415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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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 

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 : : :  孩子也应该做礼拜吗？ 
答答答答: : : :  是的，孩子也应该做礼拜。 
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 : : :  礼拜有多少个前提条件？ 
答答答答: : : :  礼拜有六个前提条件。  
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  礼拜有多少项主命？ 
答答答答: : : :  礼拜有七项主命。 
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    晨礼中有多少拜，且是什么拜？ 
答答答答: : : :  晨礼中有四拜：两拜强调的圣行拜和两拜主命拜。 
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  晌礼中有多少拜，且是什么拜？ 
答答答答: : : :  晌礼中有十二拜：四拜强调的圣行拜、四拜主命拜、两拜强调的圣行拜和两拜副功拜。 
问题六问题六问题六问题六: : : :  晡礼中有多少拜，且是什么拜？ 
答答答答::::  晡礼中有八拜：四拜不强调的圣行拜和四拜主命拜。 
问题七问题七问题七问题七::::  昏礼中有多少拜，且是什么拜？ 
答答答答: : : :  昏礼中有七拜：三拜主命拜、两拜强调的圣行拜和两拜副功拜。 
问题八问题八问题八问题八::::  宵礼中有多少拜，且是什么拜？ 
答答答答: : : :  宵礼中有十七拜：四拜不强调的圣行拜、四拜主命拜、两拜强调的圣行拜、两拜副功拜、三拜副主命拜和两拜副功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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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举意良好的举意良好的举意良好的举意    

诵念诵念诵念诵念《《《《古兰经古兰经古兰经古兰经》》》》的十二个良好举意的十二个良好举意的十二个良好举意的十二个良好举意    

 

1. 为了获取安拉  ��(�)�! ��*�� 的喜悦和福赐我学习《古兰经》。 
2. 我会尊重迈达尼•基本书和《古兰经》。 
3. 服从于《古兰经》的戒律，我会在有小净的状态下触碰迈达尼•基本书和《古兰经》章节。 
4. 我会怀着敬畏之心而亲吻迈达尼•基本书和《古兰经》。 
5. 我也会养成在家里诵念《古兰经》的习惯。 
6. 为了取悦于安拉  ��(�)�!��*��，我始终会用慢而正确地字母发音来诵念《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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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会将我诵念迈达尼•基本书和《古兰经》所得到的回赐给我的导师、老师们、父母以及受人爱戴的先知  ��$ �%  ���  	
����  ����� ��#  	 ��! ٖ�� � ���� � �!  的整个社群。 
8. 我一生都会服从《古兰经》的戒律。 
9. 我不会在迈达尼•基本书和《古兰经》上添加不必要的标记。 
10. 我会注意不让迈达尼•基本书和《古兰经》的书页被撕坏或脱落。 
11. 我会把迈达尼•基本书和《古兰经》用封皮包起来，不让灰尘落在上面。 
12.  （遵行保持视线向下的圣行）我会避免在诵念《古兰经》时东张西 望，  �<�� =>�? - �����@��  ��( �) �! ��*�� 。 

 

 

 

Madinah Madinah Hamara Madinah 

罪恶因获取知识而被宽恕罪恶因获取知识而被宽恕罪恶因获取知识而被宽恕罪恶因获取知识而被宽恕    

受人爱戴、受主福佑的先知  ��$ �%  ���  	
����  ��� �� ��#  	 ��! ٖ�� � ��� � � �!  说过：

“一个人穿上衣服和鞋袜（以便在穿好后离家去获取宗教

知识），他的罪恶在他踏出家门时被宽恕了。(Al-Mu’jam-ul-Awsaṭ: 4册 204页 5722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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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ina Madina Hamara Madina 

Madinah Madinah hamara Madinah 

Hamayn jan-o-dil say hay piyara Madinah 

Suhana suhana dil ara Madinah 

Diwanaun ki ankhaun ka tara Madinah 

Yeh har ‘Ashiq-e-Mustafa keh raha hay 

Hamayn tau hay Jannat say piyara Madinah 

Wahan piyara Ka’bah yahan Sabz Gumbad 

Woh Makkah bhi miṫha tau piyara Madinah 

Bula li-jiyay apnay qadmaun mayn Aqa 

Dikha di-jiyay ab tau piyara Madinah 

Phirun gird Ka’bah piyun Ab-e-Zam Zam 

Mayn phir a kay daykhun tumhara Madinah 

Khuda gar qiyamat mayn farmaye mango 

Lagayain gey diwanay na’rah Madinah 

Madinay mayn Aqa hamayn maut aye 

Banay kash! Madfan hamara Madinah 

Ḍiya Pir-o-Murshid kay Sadaqay mayn Aqa 

Yeh ‘Attar aye do-barah Madinah 

(Wasail-e-Bakhshish，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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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达尼珍珠迈达尼珍珠迈达尼珍珠迈达尼珍珠    贵圣  ��$ �%  ���  	
����  ��� �� ��#  	 ��! ٖ�� � ��� � � �!  说过：热爱我的圣行的人都热爱我，热爱我的人都会跟我一起在天堂里 (Mishkat-ul-Maṣabiḥ: 1册 55页 175段圣训) 
道赛俩目的迈达尼珍珠 

C 我们应该向每一个穆斯林道“赛俩目”。 
C 当一个穆斯林向我们道“赛俩目”时，我们应该回“赛俩目”。  
C 道“赛俩目”的最佳用语是： 

SَحبُتUَوبََر Sَِّٰالُم @َلَْيُحلْم َوَرْحَمُة الل َلّسَ  ا

C 回“赛俩目”的最佳用语是： 
SَحبُتUَوبََر Sَِّٰالُم َوَرْحَمُة الل  َو@َلَْيُحلُم الّسَ

C 九十份福赐会降临到先道“赛俩目”的人身上，十份福赐会降临到回“赛俩目”的人身上。(Al-Jami’-uṣ-Ṣaghir: 4870段圣训) 
C 应该用足够大的声音道“赛俩目”。 
C 立即回“赛俩目”是瓦吉布（副主命）。 
C 先道“赛俩目”是圣行。 
C 年轻者应该向年长者道“赛俩目”。 
C 在进入或离开房子时道“赛俩目”是圣行。 
C 一个人应该在每次见到任何人时道“赛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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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水喝水喝水喝水的迈达尼珍珠的迈达尼珍珠的迈达尼珍珠的迈达尼珍珠    

C 应该坐着喝水。 
C 应该在喝前在光下看到水。 
C 应该用右手喝水。 
C 应该在头被遮盖的状态下喝水。 
C 应该在喝水前诵念 .,ۡ �0�
23� �(�ٰ0ۡ�
23� �4ٰ
56� �/�ۡ�1 � 
C 应该在喝水后诵念  ََرّبِ الْٰعلَِمْني Sَِّٰلَْحْمُد لِل  .ا

C 应该分三口喝水。 
C 应该在双唇都接触杯子的情况下慢慢地喝水。 
C 应该注意在喝水时不让水洒落。 
C 喝剩的水不应倒掉。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的迈达尼珍珠的迈达尼珍珠的迈达尼珍珠的迈达尼珍珠    

C 在吃饭前后洗手至腕是圣行。(伊本····马真圣训集:4 册 9 页 3260 段圣训) 也应该漱口。 
C 根据圣行，我们应该坐着吃饭。吃饭时坐的圣行是左腿弯曲放在地面上而右膝竖立。(Bahar-e-Shari’at:16册 21页) 
C 应该用三个手指吃饭（拇指、食指和中指）。(Mirqat, Kitab-ul-Aṭ’imah: 8册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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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吃饭前诵念 �    是圣行。(穆斯林圣训实录:1116页 20170段圣训) 
C 应该小口小口地吃且充分咀嚼。 
C 应该在吃完后抹干净盘子。 
C 应该在吃完后诵念  ََرّبِ الْٰعلَِمْني Sَِّٰلَْحْمُد لِل  . ا

C 如果一个人在开始时忘记诵念 Sّٰبِْسِم الل  或都阿，他应该在想起来的时候诵念  ِSّٰبِْسِم الل  َ لSَُ َوٰاِخَرہ وَّ  ا  . (艾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3册，487页，
37667段圣训) 

C 左手拿面包，右手撕面包。 
C 不要拿过量的食物到你的盘里，也要小心不让食物掉出来。 
C 如果米饭或面包屑掉出来，捡起来并吃掉吧，因为这样做的人会得到大量的宽恕。 
C 吃完后好好洗手并擦干。 
打喷嚏打喷嚏打喷嚏打喷嚏的迈达尼珍珠的迈达尼珍珠的迈达尼珍珠的迈达尼珍珠    

C 打喷嚏时，低下头并遮盖嘴巴，声音应该小。 
C 在打喷嚏后诵念 Sَّٰلَْحْمُد لِل  。是圣行   ا
C 听到的人诵念 Sَّٰيْرَحُمَک الل    是瓦吉布。 
C 打喷嚏的人听到回应应该诵念   لََنا َولَُحلْم Sَُّٰيْغِفُر ال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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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哈欠打哈欠打哈欠打哈欠的迈达尼珍珠的迈达尼珍珠的迈达尼珍珠的迈达尼珍珠    

C 圣训中记有：“当一个人打哈欠的时候，撒旦就会笑。” (布哈里圣训实录:4册 163页 6226段圣训) 
C 哈欠来源于撒旦，应该尽可能抑止。(Al-Marja’ Al-Sabiq) 
C 打哈欠时，用左手背遮盖住你的嘴巴。 
C 一个经过试验而证明有效的抑止哈欠的方式是在心中想像先知们 

 ����� �� ��# 4 �5 ��6��  从来不打哈欠。(Bahar-e-Shari’at:2册 538页)   
修剪指甲的迈达尼珍珠修剪指甲的迈达尼珍珠修剪指甲的迈达尼珍珠修剪指甲的迈达尼珍珠    

C 长指甲是撒旦的座位，也就是说，撒旦会坐在长指甲上 (Kimiya-e-Sa’adat：1册 168页) 
C 咬指甲是可憎的行为，也可能导致白斑病。(Rad-ul-Muḥtar：9册 668页) 
C 从右手食指开始修剪指甲，按顺序一直剪到小指，留下拇指不剪。 
C 然后从左手小指按顺序一直修剪到拇指的指甲。 
C 最后，修剪右手拇指的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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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道德道德道德    

善行和恶行善行和恶行善行和恶行善行和恶行    

C 始终尊敬父母和长辈。 
C 大声和父母说话是粗鲁的行为。 
C 父母来到的时候，站起来以示尊敬。 
C 每天至少一次亲吻父亲的手和母亲的脚。 
C 全心全意地做父母让你做的每一件被允许的家务。 
C 在每次礼拜后为你的父母、导师和老师们做祈祷。 
C 撒谎是重罪。 
C 辱骂他人是不被允许的行为，也是罪行。 
C 偷盗也是重罪。 
C 对任何穆斯林造成伤害是罪恶。 
C 在清真寺大笑和制造噪音都是被禁止的。 
C 背谈是会把人引向火狱的非法行为。 
C 搬弄是非的人不会进入天堂。 
C 保持沉默的人会获得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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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达尼月份迈达尼月份迈达尼月份迈达尼月份    

伊斯兰月份的名字伊斯兰月份的名字伊斯兰月份的名字伊斯兰月份的名字 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  有多少迈达尼（伊斯兰）月份? 答答答答::::  有十二个迈达尼（伊斯兰）月份: 
C 穆哈兰姆月 
C 色法尔月 
C 赖比尔•敖外鲁月  
C 赖比尔•阿色尼月  
C 主马达•敖外鲁月 
C 主马达•阿色尼月 
C 赖哲卜月 
C 舍尔邦月 
C 莱买丹月 
C 闪瓦鲁月 
C 都尔喀尔德月 
C 都尔黑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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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瓦特达瓦特达瓦特达瓦特••••伊斯拉米伊斯拉米伊斯拉米伊斯拉米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问题一: : : :  说出一个致力于推广《古兰经》和圣行的全球性非政治组织的名字。 
答:  达瓦特•伊斯拉米。    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问题二::::  说出达瓦特•伊斯拉米的创始人的名字。 答答答答::::  逊尼派之领袖、阿拉玛、毛拉、艾布•比拉勒、穆罕默德•伊里亚斯•阿塔尔•卡迪里•拉扎维  ��������  ����������� ����� ��� ��� ������� ��  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问题三::::    达瓦特•伊斯拉米的迈达尼目标是什么? 答答答答::::  达瓦特•伊斯拉米的迈达尼目标是：‘我必须努力改善自己和全世界的人   �<�� =>�?���@� -���  ��( �) �! ��*��  

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问题四::::  达瓦特•伊斯拉米的全球迈达尼总部的名字是什么，位于哪里？ 
答答答答::::  达瓦特•伊斯拉米的全球迈达尼总部的名字是法伊赞•麦地那，位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问题五::::    除《古兰经》和圣训外，被读得最多的乌尔都语宗教书籍是？ 
答答答答: : : :  据约算，除《古兰经》和圣训外被读得最多的乌尔都语宗教书籍是《圣行的福赐》。  �2� �+ �3�� �� �  - � �����  ��(�)�!��*�� ，这是一本世界知名的书，已经被翻译成了英语、印度语、古吉拉提语、信德语和孟加拉语。 
问题六问题六问题六问题六: : : :     《圣行的福赐》的作者是谁？ 
答答答答: : : :  道乘筛赫、逊尼派之领袖、达瓦特•伊斯拉米创始人、阿拉玛、毛拉、艾布•比拉勒、穆罕默德•伊里亚斯•阿塔尔•卡迪里•拉扎维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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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qabat-e-‘Aṭṭar 

‘Attari hun ‘Attari 

Tera karam hay Zat-e-bari ‘Attari hun ‘Attari 

Nisbat kiya hay piyari piyari ‘Attari hun ‘Attari 

Aqa day do bayqarari ‘Attari hun ‘Attari 

Karta rahun mayn ashk bari ‘Attari hun ‘Attari 

Aqa sun lo ‘arz hamari ‘Attari hun ‘Attari 

Puri karun mayn żimmahdari ‘Attari hun ‘Attari 

Aqa teray sadqay wari ‘Attari hun ‘Attari 

Nazan hun nisbat pay hamari ‘Attari hun ‘Attari 

Mayn hun Diyayi mayn hun Radawi Sag hun Ghaus-e-Pak ka 

Qadri hun Qadri ‘Attari hun ‘Attari 

Dars-o-bayan say kiyun ghabraun kaysa darr kiya khauf ho 

Kiyun ho kisi ka rau’b tari ‘Attari hun ‘Attari 

Dayta rahun nayki ki da’wat chahta hun istiqamat 

Guzray yun hi ‘umr sari ‘Attari hun ‘Att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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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yaray Aqa bakhshwana Nar-e-Dauzakh say bachana 

‘Isyan ka hay bojh bhari ‘Attari hun ‘Attari 

Mayn bhi daykhun Makkah Madinah Murshid teri ankhaun say 

Kab aye gi mayri bari ‘Attari hun ‘Attari 

Rauda-e-aqdas mimbar nur mayn bhi dekhun kash! Hudur 

Piyari dikha Jannat ki kiyari ‘Attari hun ‘Attari 

Mithay Murshid mitha Haram ho Maula ab to aysa karam ho 

Hasrat niklay phir to hamari ‘Attari hun ‘Attari 

Meray Bapa meray Data bhar do mayra bhi tum kasah 

Fayd tayra hay jag pay jari ‘Attari hun ‘Attari 

Day do Murshid Qufl-e-Madinah Bapa ‘ata ho Fikr-e-Madinah 

Mayn hun mangta mayn hun bhikari ‘Attari hun ‘Attari 

 

 

 

 

 

表达感谢表达感谢表达感谢表达感谢    

贵圣  ��$ �%  ���  	
����  ��� �� ��#  	 ��! ٖ�� � ��� � � �!  说过：“没有向他人表达感谢

的人就没有向安拉  ��(�)�! ��*�� 表达感谢。” (提尔米兹圣训实录：3册 384页 1962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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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赞赞赞主词主词主词主词    

 
 

1.  ِDِح يْ َتْس Sفَاِطَم  

 在每一次礼拜后诵念  اللّٰ  َن ُسبْٰح ِS  三十三遍，  ّٰ Sِ اَلَْحمُْدلِل    三十三遍，  ّٰاَلل ُS  ُْکَرب َ ا    三十四遍。 
َسَالُم  ايَ  .2  

 
诵念此句一百一十一遍然后对着病人吹气，  �<�� =>�?���@� - ���  ��( �) �! ��*�� ，他会被治愈。  

اُب َوّهَ  ايَ  .3  

 任何人每天诵念此句七遍，他的每一个祈祷都会被满足。 
ُم يْ َعظِ  ايَ  .4  

 
诵念此句七遍后对着水吹气，然后喝下那个水，这可以减轻胃痛，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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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ب يْ ُمجِ  ايَ  .5  

 
诵念此句三遍然后对着遭受头痛的人吹气，他的头痛会减轻，  �<�� 

=>�? - �����@��  ��( �)�! ��*��  

ّیُ قَوِ  ايَ  .6  

 
在五次主命拜后诵念此句，同时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头上，你的记忆力会提高，  �<�� =>�? - �����@��  ��( �) �! ��*��  

 

赞圣词赞圣词赞圣词赞圣词    7     

七十扇仁慈之门为诵念此赞圣词的人而开七十扇仁慈之门为诵念此赞圣词的人而开七十扇仁慈之门为诵念此赞圣词的人而开七十扇仁慈之门为诵念此赞圣词的人而开。。。。  (口录-巴帝 َصAَّ اللAَٰ@ Sُّٰ ُمَحّمَد Al-Qaul Al-Badi’:277页) 
 

 

َب ِعْنَدَک َيْوَم الِْقَياَمةِ  َْنِزلSُْ الَْمْقَعَد الُْمَقّرَ َللqُّّٰمَ ا ��  受人爱戴受人爱戴受人爱戴受人爱戴、、、、受主福佑的先受主福佑的先受主福佑的先受主福佑的先知知知知 ا$ �%  ���  	
����  ��� �� ��#  	 ��! � � ٖ� ��� � � �!  说过说过说过说过：：：：    ““““对于诵念此句的人对于诵念此句的人对于诵念此句的人对于诵念此句的人，，，，我为他说情是瓦吉布我为他说情是瓦吉布我为他说情是瓦吉布我为他说情是瓦吉布。。。。”””” (Majma’-uz-Zawaid:10册 254页 17305段圣训;  伊玛目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 6册 46页 16988段圣训)
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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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qabat Ghauš-e-A’ẓam  	
���� ���  � ����  �������  

Asiraun kay Mushkil Kusha Ghauš-e-A’ẓam  	
���� ���  � ����  �������  

Asiron kay Mushkil kusha Ghaus-e-A’zam 

Faqiraun kay Ḥajat-rawa Ghaus-e-A’zam 

Ghira hay balaun may bandah tumhara 

Madad kay liay ao Ya Ghaus-e-A’zam 

Teray hath mayn hath mayn nay diya hay 

Teray hath hay laj Ya Ghaus-e-A’zam 

Muridaun ko khatrah nahi baḥr-e-gham say 

Kay bayřay kay hayn Na-Khuda Ghaus-e-A’zam 

Zamanay kay dukh dard ki ranj-o-gham ki 

Teray hath may hay dawa Ghaus-e-A’zam 

Nikala hay pehlay to dubay huaun ko 

Aur ab dubtaun ko bacha Ghaus-e-A’zam 

Mayri mushkilaun ko bhi asan kijiay 

Kay hayn ap Mushkil Kusha Ghaus-e-A’zam 

Khila day jo murjhayi kaliyan dilaun ki 

Chala koyi aysi hawa Ghaus-e-A’zam 

Kahay kis say ja kar Hasan apnay dil ki 

Sunay kaun teray siwa Ghaus-e-A’zam  

(Żauq-e-Na’at: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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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ajat 

Maḥabbat mayn apni guma Ya Ilahi  
�
وََجل  َعز�

Mahabbat mayn apni guma Ya Ilahi 

Na paun mayn apna pata Ya Ilahi 

Rahun mast-o-baykhud mayn tayri wila mayn 

Pila jam aysa pila Ya Ilahi 

Mayn baykar bataun say bach kar hamayshah 

Karun tayri Hamd-o-Sana Ya Ilahi 

Mayray ashk behtay rahayn kash har dam 

Tayray khauf say Ya Khuda Ya Ilahi 

Gunahaun nay mayri kamar taur dali 

Mayra hashar mayn hoga kiya Ya Ilahi 

Bana day mujhay nayk naykaun ka sadqah 

Gunahaun say har dam bacha Ya Ilahi 

Mayra har ‘amal bas tayray wastay ho 

Kar ikhlas aysa ‘ata Ya Ilahi 

‘Ibadat mayn guzray mayri zindagani 

Karam ho karam Ya Khuda Ya Ilahi 

Musalman hay ‘Attar tayri ‘ata say 

Ho iman par khatimah Ya Ilahi   (Wasail-e-Bakhshish: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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Ṣalat-o-Salam 

Mustafa Jan-e-Rahmat pay Lakhaun Salam 

Mustafa Jan-e-Rahmat pay lakhaun Salam 

Sham’-e-bazm-e-Hidayat pay lakhaun Salam 
 

Ham gharibon kay Aqa pay bay-ḥad Durud 

Ham faqiron ki Sarwat pay lakhaun Salam 
 

Dur-o-nazdik kay sun-nay walay woh kan 

Kan-e-la’l karamat pay lakhaun Salam 
 

Jis kay mathay shafa’at ka Sehra raha 

Us Jabin-e-Sa’adat pay lakhaun Salam 

 

Jis kay sajday ko Mihrab-e-Ka’bah jhuki 

Un bhawaun ki latafat pay lakhaun Salam 
 

Jis ṭaraf uṫh gayi dam mayn dam a-gaya 

Us Nigah-e-‘inayat pay lakhaun Salam 
 

Patli patli gul-e-quds ki pattiyan 

Un Labuan ki nazakat pay lakhaun S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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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 ki taskin say rautay huay hans paray 

Us Tabassum ki ‘adat pay lakhaun Salam 

 

Kul jahan milk aur jaw ki roti ghiza 

Us Shikam ki qana’at pay lakhaun Salam 

 

Jis suhani ghari chamka Taybah ka chand 

Us dil Afrauz-e-Sa’at pay lakhaun Salam 

 

Ghaus-e-A’zam Imam-ut-Tuqa-Wannuqa 

Jalwah-e-shan-e-qudrat pay lakhaun Salam 

 

Kash Mahshar mayn jab un ki amad ho aur 

Bhayjayn sab un ki shaukat pay lakhaun Salam 
 

Mujh say khidmat kay qudsi kahayn han Raḍa 

Mustafa Jan-e-Rahmat pay lakhaun Salam 
 

Fayd say jin kay lakhaun ‘Imam-e-sajay 

Mayray Shaykh-e-Tariqat pay lakhaun Salam 

 

Jis nay Nayki ki Da’wat ka jazbah diya 

Us Amir Ahl-e-Sunnat pay lakhaun Salam (Ḥadaiq-e-Bakhshish：211-229页) 
www.dawateislami.net



伊斯兰的基本教义 
 

49 

祈祷祈祷祈祷祈祷    

做祈祷的做祈祷的做祈祷的做祈祷的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C 在做祈祷前表达对安拉  ��(�)�! ��*�� 的选举，例如诵念： 
َلَْحْمُد  ّٰ  ا  ْنيَ لَمِ الْعٰ  َرّبِ  Sِ لِل

C 如果在做祈祷前后诵念赞圣词，祈祷会被接受。例如诵念： 
 ٰ ل َلّصَ َالُم  وةُ ا  اّ)ٰ  َرُسْولَ  يَا @َلَْيَك  َوالّسَ

 Aَٰ@ْيَب  يَا ِبَك َواَْصٰح  لَِك اٰ  َوDِاّ)ٰ  َح 

C 做祈祷时保持视线朝下。 
C 做祈祷时东张西望可能导致弱视。 
C 做祈祷时把双手抬高到胸前。 
C 做祈祷时手掌应该朝着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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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古兰经古兰经古兰经》》》》中的中的中的中的都阿都阿都阿都阿    

� ��ل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ط ◌ِ 	����

译文：  
我们的养主啊！祈求你赐福我今后两世的幸福，并让我免遭火狱的

刑罚。 
 

 

َللُّٰهّمَ َرّبِ ِزْدِىنْ @ِلًْما  ا

译文译文译文译文：：：：  
安拉啊！请增强我的知识。 

 

  

v---v---v  

v---v---v  

对小恩惠表达感谢对小恩惠表达感谢对小恩惠表达感谢对小恩惠表达感谢    

受人爱戴、受主福佑的先知  ��$ �%  ���  	
����  ��� �� ��#  	 ��! ٖ�� � ���� � �!  说过：
“没有对小恩惠表达感谢的人也没有对大恩惠表达感谢。”  (伊玛目艾哈迈德•本•罕百里圣训集: 6册 394页 18477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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