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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本书的都阿 

在你学习宗教书籍或伊斯兰课程前诵念如下都阿

（祷告词）， ـ�هـَش�آءَال اِْن  َوَجّلَ  ل َعّزَ  你将会记住你所学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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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安拉  َّل َوَج ّزَ 啊! 为我们打开知识和智慧的大门吧！对我们 عَ

施以仁慈吧！最尊贵而辉煌者啊！ 

(Al-Mustatraf, 第一卷,第 40 页) 

 

 
注意: 在都阿前后各诵念一遍赞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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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九十九个尊名之吉庆 

阿塔尔的都阿 

全能的安拉啊！谁读了或者听了《清高真主 99 个尊名之

贵》这本 19 页的小册子，祢在他的给养中赐下吉庆吧！

在今后两世赐予他特别的恩典和慈悯吧！不加清算地饶恕

他吧！ 

ْ �مِ  ِ الن� بِجَ  ْ� � َ �� �ِ اہ ْ مِ اْال � �ِ  � ِ �َو � ِيْ لََع  � اهللاُ ص� مَ ل� َس َو  ٖ� ل  

赞圣的好处 

最后的先知  َٖواٰلِه   �َلَيِْه  اُهللا َوَسلَّم َصّ�َ  说：“谁赞我 100 遍，全能的安拉

会在他的双眼间写下‘他不虚伪，也不会进火狱’，复生

日的时候祂将使他与烈士在一起。(Mu’jam-e-Awsat, 第 5 卷,    

第 252 页, 第 7235 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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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人还是精灵？ 
有一天，著名圣门弟子我们的领袖艾布·达尔达  ُعَـنْه  ُه ـ�  الـل 的 َ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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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仆谦卑地问他：“阁下，您跟我说实话，您是人还是精

灵？” 

他回答：“  ْ � ِـ ُد لـَحمْ ـاَل هـل  我确实是人。” 

她又说：“在我看来，你不像人，因为在过去的 40 天里，

我一直在给你投毒，但是它却对你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他（ ُعَـنْه  ـ�ُه ل  اـل 说：“你不知道吗？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在任何情（َرِ�َ

况下都赞念真主的人。  ْ � ـِ ُد لـَحمْ ـاَل هـل  我用最伟大的名字赞念安拉。” 

她问：“哪个是最伟大的名字？” 

他 （ ُُه عَـنْه ـ�  الـل  回答：（在吃、喝前我总是诵念下面的都阿）（َرِ�َ

مِْيُع اْلَعلِْيمُ  َماِء َو�َُو الس�  �ِْسِم اهللاِ ال�ِذْي َال َ�ُ�� َمَع اْسمِٖ� َ�ْ�ٌء �ِ� اْالَْرِض َوَال �ِ� الس�

译文：奉安拉之名，凭借安拉的尊名的福赐，天地之间的任何物都不

能造成伤害，祂是全听的，全知的。 

在此之后，他（ ُُه عَـنْه ـ�  الـل  ”？问道：“你为什么给我投毒呢（َرِ�َ

她回答：“我对你怀恨在心。” 

在听完她的回答之后，他（ ُعَـنْه  ُه ـ�  الـل “：说（َرِ�َ اهللا لَِوْج�ِ  （看在安拉

的份上），你自由了，且不管你对我做了什么，我都原谅你

了。” （ Hayat-ul-Haywan lil-Kubra,第 1 卷， 第 391 页 ; Faizan-e-

Bismillah,第 158 页） 

99 个尊名和及其贵重 
在念每一个尊名前后都要诵念赞圣词。在看不到可见的好处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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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抱怨，要思考己身之过错，参悟全能的真主的智慧。 

谁在每番拜后念了这个尊名： َيا اهللاُ .1 100 遍，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他
的心胸会变得开阔。 

谁在每番拜后念了这个尊名；هَُواهللاُ الر�حِيْمُ  .2 7 遍， هلـلـ�آءَا�اِْن شَ   他
将免于恶魔的邪恶的侵扰，并且会带着伊玛尼归主。 

，谁在他的旅途中一直念这个尊名 : َياُقّدْوُس  .3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他不

会感觉疲乏。 

谁在晨礼之后念这个尊名  298 : َيا َرْحٰمُن  .4 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安拉

会让他沐浴在巨大的恩惠中。 

谁每天念这个尊名 500 : يَاَرحِْيُم  .5 遍，  شَ  هلـلـ�آءَا�اِْن  他会获得财

富，人们会善待他，同情他。 

一个穷人或赤贫的人每天念这个尊名：َياَملُِ�  .6 90 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会脱离贫穷。 

谁念这个尊名 : يَاَسَالُم  .7 111 遍然后对着病人吹气，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病人将会痊愈。 

谁念这个尊名 : َياُمْوِمُن  .8 115 遍然后对着自己吹气，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会得到健康。 

谁每天念这个尊名 : َيا ُمَهْيمُِن  .9 29 遍，  شَ  ْن ـ�آءَا�اِ هلـل  他将免于一

切不幸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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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谁在去见统治者或长官前念这个尊名  : َياَعزِيْز 41 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统治者或长官会对他心怀怜悯。 

，谁养成了时常念这个尊名的习惯 : يَاَجب�اُر  .11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他将

免于被人背谈。 

12.  ُ�� 经常做噩梦的人，如果每天念这个尊名 : َياُمَتَك� 21 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将不再做噩梦（疗程：直到恢复）。 

谁在亲近自己的妻子前念这个尊名 10遍，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他将成为一个

清廉的孩子的父亲。 

念这个尊名 : يَاَخالُِق  .13 300 遍的人将会征服他的敌人，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 

在每个星期五念这个尊名 : يَابَارُِئ  .14 10 遍的人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将被

赐予一个儿子。 

如果一个不孕的妇女封 : َياُمَصو�ُر  .15 7 天戒，在开斋的时候

，念这个尊名 21 遍，然后对着水吹气，最后把水喝

下， هلـلـ�آءَا�اِْن شَ   全能的安拉将会赐给她一个虔诚的儿子。  

اُر  .16 ，谁时时念这个尊名 : َياغَف�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他将会摆脱私欲的

侵扰。 

اُر  .17 如果痛苦降临，念这个尊名 : َياَقه� 100 遍，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痛
苦将会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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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每天念这个尊名 : يَاَوه�اُب  .18 7 遍，  شَ  هلـلـ�آءَا�اِْن  他将会成为

Mustajaab-ud-Da’waat（即，他的每个都阿都将得到准

承）。 

اُق  .19 谁在 : يَاَراز� 41 天的晨礼的主命拜和圣行拜之间念这个

尊名 550 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将会变得富有。 

اُح  .20 谁在每天的晨礼之后在把双手置于胸前的同时念 : َياَفت�

这个尊名 70 遍，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他的心灵上的铁锈和污垢将

会被清理掉。 

每天念 7 遍（一天中任何时间念一次），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念者

的心将会敞亮。 

谁多多地念这个尊名，安拉会赐予他对宗教和世 : َياَعلِْيُم  .21

界的本质知识， هلـلـ�آءَا�اِْن شَ  。 

谁每天念这个尊名 30 : َياَقابُِض، يَابَاِسُط  .22 遍，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他将会

战胜他的敌人。 

念这个尊名 : يَابَاِسُط  .23 40 遍的人 ـ�آءَا�اِْن شَ  ل هـل  将摆脱人们的依赖。 

念这个尊名 : يَاَخافُِض  .24 500 遍的人  شَ  ْن هلـلـ�آءَا�اِ  将免遭敌人的伤

害。 

谁每天念这个尊名 : يَاَرافُِع  .25 20 遍，  شَ  ْن ـ�آَءا�اِ هلـل  他的愿望将得

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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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星期四宵礼之后念这个尊名 : يَاُمِعز�  .26 140 遍， لـ�آَءا�ِاْن شَ  هـل ，

人们对他的尊敬和敬畏将会增加 。 

谁在五番拜后念这个尊名 : َياَحكَُم  .27 80 遍，  شَ  ْن ـ�آءَا�اِ هلـل  他将不

会依赖任何人。  

谁在晡礼时间段（从晡礼时间开始之时到太阳 : َياَ�ِص�ْ�ُ  .28

下山）念这个尊名 7 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将免于猝死。 

谁念这个尊名 : يَاَسمِْيُع  .29 100 遍，并且在诵念期间不与人

交谈，念完后祈祷，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会得到他所祈求的。 

، َياُمِعز�  .30 谁念这个尊名 : َياُمِذل� 75 遍并且叩首，然后说：“全

能的安拉啊！拯救我于某某压迫者的邪恶吧。”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全能的安拉将会护佑他。 

谁在昏礼之后念这个尊名 : َياَعْدلُ  .31 1000 遍，  شَ  ْن ـ�آءَا�اِ هلـل  他将

免遭从天而降的灾难。 

为女儿祈求好运，祈求疾病得到治愈，祈求脱 : َياَلِطْيُف  .32

离困境，可以在每天礼完小净后的感谢拜后念这个尊

名 100 遍。 

被自己的由邪恶指挥的灵魂困住的人应该每天念 : يَاَخبِ�ْ�ُ  .33

这个尊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将得到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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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这个尊名写在一张纸上，然后用水洗，把 : َياَحلِْيُم   .34

水和纸洒在他的庄稼上，  شَ  ْن ـ�آءَا�اِ هلـل  他的庄稼将免于各种

灾害。 

谁念这个尊名 : َياَعِظْيُم  .35 7 遍，再对着水吹气，然后再把水

喝掉，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的肚子不会疼。 

受头疼、疾病或悲伤折磨的人，应该写这个尊名 : َياغَُفْوُر  .36

的 Muqatta’aat 三遍（把这个尊名写在一张纸上，用一

片面包去吸收纸上的湿墨）然后吃掉它，  شَ  هلـلـ�آءَا�اِْن  他将

会得到治愈。 

谁每天念这个尊名 : يَاَشكُْوُر  .37 5000 遍，将会在复生日获得

很高的品级， هلـلـ�آءَا�اِْن شَ  。 

谁念了这个尊名 : َياَع�ِ��  .38 3 遍并对着身体的肿胀部位吹气，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将会痊愈。 

念这个尊名并对着一个病人吹气，连做 : يَاَكبِ�ْ�ُ  .39 9 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的病将会被治愈。 

谁每天念这个尊名 : َياَحِفْيُظ  .40 16 遍，  شَ  هلـلـ�آءَا�اِْن ，他将会在各

方面都勇敢无畏。 

眼睛又红又疼的人应该念这个尊名 : َياُمقِْيُت  .41 10 遍然后进

行“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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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每天念这个尊名 : َياَحِسْيُب  .42 70 遍，  شَ  ْن ـ�آَءا�اِ هلـل  将会免于各

种灾难。 

谁念这个尊名 : َيا َجلِْيلُ  .43 10 遍并吹在他的财产上，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的财物将免遭盗窃。 

يُْم  .44 ，谁念着这个尊名入睡 : َيا َ�ِ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天仙将为他祈祷。 

谁念这个尊名 : َيا َرقِْيُب  .45 3 遍，并吹在疱疹或粉刺上，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将会痊愈。 

    ，谁念这个尊名三遍 ，然后吹在自己的身上 : َيا ُمجِْيُب  .46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的头疼将会被治愈。 

被蝎子蛰了的人，如果念这个尊名 : يَاَواِسُع  .47 70 遍，然后

吹在伤口上， هلـلـ�آءَا�اِْن شَ   毒素将不会发作。 

谁在每天的五番拜后念这个尊名 : يَاَحِکْيُم  .48 80 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将不会依赖任何人。 

谁念这个尊名 : يَاَودُْودُ  .49 1000 遍，然后吹在食物上，并把

这个食物给他的对头吃，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敌意将会终结。 

，谁在夏天念这个尊名 : َياَمجِْيُد  .50 هلـلـ�آءَا�اِْن شَ   将不会口渴。 

谁念这个尊名 : يَابَاعُِث  .51 7 遍，吹在自己身上，然后去统

治者面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将会受到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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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晨日出之前，面向天空，把手放在不孝顺 : يَاَشهِْيُد  .52

的孩子的额头上，念这个尊名 7 遍，  شَ  ْن ـ�آَءا�اِ هلـل  孩子将会

变得虔敬。 

如果一个被囚禁的人在半夜光着头念这个尊名 : َياَحق�  .53

108 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会得到自由。 

谁在晡礼时间念这个尊名 : يَاَوكِْيُل  .54 7 遍，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他将会

免于灾难。 

，谁在星期五下午多多地念这个尊名 : َياَقوِي�  .55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将不

再痴呆。 

把这个尊名写在一张纸上并把它给一个正在被 : َياَمتِ�ُْ�  .56

断奶的孩子，  ْه اِن ـ� َش�آَءالـل  那个孩子会感到满足。如果妈

妈奶水少，让她喝含有这个尊名的水，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她的奶

水会增多。 

ا ，谁多多地念这个尊名 : يَاَو�ِ��  .57  َش�آءَ ْن ـ�اِ هلـل  他的妻子会变得

顺从他。 

摆脱不了污言秽语的人应该对着一个空杯子或者 : يَاحَمِْيُد  .58

空碗念这个尊名 90 遍，然后在需要的时候用这个杯子

或者碗喝水，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他会摆脱说污言秽语的习惯。   

（做了一次“吹气”的杯子可以用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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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这个尊名 : َياُمْح�ِ�ْ  .59 7 遍并吹在自己身上， لـ�آءَا�ِاْن شَ  هـل  这对胃

炎和身体任何部位的疼痛都有好处，如果担心被截肢

也可以这样做。（疗程：直到痊愈；一天至少一次） 

每天念这个赞词 : َياُمْح�ِْ�، َياُممِْيُت  .60 7 遍并吹在自己身上，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法术不会对你起作用。 

生病的人应该念这个尊名 : يَا�َ��  .61 1000 遍，  شَ  هلـلـ�آءَا�اِْن  他会

得到治愈。 

ْوُم  .62 ，谁在早晨多多地念这个尊名 : َياَقي�  شَ  هلـلـ�آءَا�ِاْن  人们会对

他友善。 

无论谁，吃东西的时候，每吃一口都念这个尊 : يَاَواِجُد  .63

名，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他所吃的食物会在肚子里变成“努尔”

（光），而他将免于小病。 

谁念这个尊名 : َياَماِجُد  .64 10 遍，然后对着饮品等等吹气并

将其喝下，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不会生病。 

害怕孤独的人应该在独处时念这个尊名 : يَاَواحُِد  .65 1001 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将不再害怕孤独。 

谁念这个尊名 : َياَاَحُد  .66 9 遍，然后去统治者那里，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他会得到荣誉和提拔。谁在独处时念了这个尊名 1000
遍  َهلـلـ�آءَا�اِْن ش  他将会变得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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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念这个尊名 : َياَصَمُد  .67 1000 遍，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他将会战胜他的

敌人。 

谁养成在做小净洗四肢的时候念这个尊名的习 : َياَقادُِر  .68

惯，  شَ  هلـلـ�آءَا�اِْن  敌人绑架不了他。如果困难降临到你的头

上，念这个尊名 41 遍， ْن شَ  ـ�آَءا�اِ هلـل  困难将会减轻。 

谁每天念这个尊名 : َياُمْقَتدُِر  .69 20 遍，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将会一直处

在慈悯的绿荫下。谁在醒来后念这个尊名 20 遍，他

在所有事情上都会得到真主的祐助。 

ُم  .70 ，如果某个人处于战乱之中或者在不安定之中 : َياُمَقد�

他应该多多地念这个尊名。 

71.  ُ �� 每天念这个尊名 : َياُمٔوَ 100 遍的人  شَ  هلـلـ�آءَا�ِاْن  将会完成他

的所有任务。 

لُ  .72 谁每天念这个尊名 : َيااَو� 100 遍， هلـلـ�آءَا�ِاْن شَ   他的妻子会爱

他。 

，谁去到某个地方，然后念这个尊名 : َيآاِ�ُ  .73  شَ  ْن هلـلـ�آءَا�اِ  他在

那个地方会受到尊敬。 

74.  ُ ，把这个尊名写在你家的墙上 : َياَظاهِر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那面墙会

一直保存下来。 

，谁要把一件物品托付给他人或者把它埋在地下 : يَابَاطُِن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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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该把这个尊名写下来并将其与物品保存在一处，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没有人能欺骗他。 

谁把这个尊名写在一个单色的碗上，用这个碗盛 : يَاَوا�ِ�ْ  .76

满水洒在他家房子的墙上，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这个房子会免于灾

难。 

当遇到最艰巨的任务时多多地念这个尊名会很 : َياُمَتَعا�ِْ�  .77

有效果。 

谁念这个尊名 : يَابَر�  .78 7 遍，再吹在一个小孩子身上，然

后将他托庇给全能的安拉，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他会在进入青春期

之前免于灾难。 

اُب  .79 谁在上午拜之后念这个尊名 : يَاَتو� 360 遍，  شَ  هلـلـ�آءَا�اِْن  全
能的安拉将赐予他“真正的忏悔”。 

想要化敌为友，就在三个星期五多多地念  : َياُمْنَتقُِم، َياَعُفو�  .80

这个尊名。 

犯了很多罪的人应该多多地念这个尊名，全能的 : َياَعُفو�  .81

安拉将通过其恩典宽恕他所有的罪。 

谁想从压迫者那里解救一个受压迫者，应该念 : يَاَرُءْوُف  .82

这个尊名 10 遍，然后去跟压迫者说，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压迫者

会接受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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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多多地念这个尊名 : َياَمالَِ� اْلُمْلِ�  .83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他会一直富

足。 

84.  ِ ام ，多多地念这个尊名会带来成功 : َياذَاْلَجَالِل َواْالِْ�َ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一起做的祈祷也会被得到准承。 

 شَ   : َياُمْقِسُط  .85 هلـلـ�آءَا�اِْن  念这个尊名 100 遍对于免受恶魔的教唆

是非常有用的。 

和亲戚或者所爱之人分离了的人，应该在洗大 : يَاَجاِمُع  .86

净后在上午拜的时间面向天空念这个尊名 10 遍。每

念一遍卷缩一个手指，然后用手在脸上滚动，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他们很快就会相聚。 

当走路、坐着、站起来时脊柱、膝盖、关节或者身 : يَاغَ�ِ��  .87

体其它部位疼痛时， لـ�آءَا�اِْن شَ  هـل  念这个尊名会消除疼痛。 

念这个尊名一遍并吹在双手上，用手抚过疼痛 : َياُمْغ�ِْ�  .88

的部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你会感觉舒服一些。 

如果妻子生气了，那么丈夫（如果丈夫生 : َياَمانُِع، َياُمْعِطْي  .89

气了，那么妻子）应该在睡觉前在床上念这个尊名 20
遍， لـ�آءَا�اِْن شَ  هـل  他们俩将会和解。（期限：直到愿望实现） 

، َيانَافِعُ  .90 谁获得了一个职位并想保留下去，那么他应 : َياَضٓار�

该在每个星期四晚上和每个伊斯兰月份的 13 日、14
日、15 日念这个尊名 100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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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开始任务之前念这个尊名 : َيانَافِعُ  .91 20 遍，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任
务会如他所愿地得以完成。 

谁诵念《光明章》7 : َيانُْوُر  .92 遍并念这个尊名 1001 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的心将会豁然开朗。 

，谁面向天空、举着双手诵念这个尊名很多遍 : َياهَادِْي  .93

然后用手抚过他的脸和眼睛，  شَ  هلـلـ�آءَا�اِْن  他会获得“灵知

者”的品级。 

面临着严峻的问题的人应该念这个尊名 : يَابَدِيْعُ  .94 70000 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会获得成功。 

谁在日出之前念这个尊名 : يَابَا�ِْ�  .95 100 遍，  شَ  ـ�آَءا�اِْن هلـل  他将会

免于悲伤。 

，谁念了这个尊名 : يَاَوارُِث  .96 هلـلـ�آءَا�اِْن شَ   他会获得长寿。 

不知道做某件事情的方法的人，应该在昏礼和 : يَاَرِشْيُد  .97

宵礼之间念这个尊名 1000 遍，   ـ�آءَا�شَ اِْن هلـل  这件事情的正

确方法将会跃然心间。 

谁深受痛苦、悲伤和困境的折磨，应该念这个 : َياَصبُْوُر  .98

尊名 33 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将会获得安宁。 

99.  ُ �� 谁在任意一番礼拜后念这个尊名 : َياُمٔوَ 100 遍， ـ�آءَا�اِْن شَ  هلـل  
他的心将一直处于对全能的安拉的爱和赞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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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歌手是怎么来到达瓦特·伊斯拉米的？ 
先知的信士们啊！请一直保持跟迈达尼环境的关联，

ْن شَ  ـ�آَءا�اِ هلـل  这将是你在今后两世获得成功的媒介。一位卡拉奇

马里尔的穆斯林兄弟（约 27 岁）说：“我小时候很喜欢

赞圣。在家庭活动中，我有时候会受邀唱歌。因为拥有悦

耳的声音，我会受到很多赞美，这些赞美使我沾沾自喜。 

当我稍大一点，我对学吉他产生了兴趣。此外，我为

了学习音乐而去了一个学院学习。在学习了很多年之后，

我开始参加音乐比赛。我也在不同的电视频道上唱过歌。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有了名气。之后，我获得了

参加迪拜的一个著名节目的机会。从迪拜离开我去了印度，

在那里我在不同的比赛中唱了大概六个月。我在大型的活

动和电影中唱歌并且名利双收。 

然后，我跟歌手团队去了不同的国家，包括加拿大

（多伦多、温哥华）、美国的十个州（芝加哥、洛杉矶、

旧金山等）和英国（伦敦）。 

不久之后我回到了家里，我的邻居和家人们都不时地

称赞我。虽然我的“纳夫斯”（自我）非常高兴，但我的

内心并不安宁。那种感觉就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一样。我

的心渴望灵性。 

当我开始去清真寺礼拜的时候，我有幸参加了在宵礼

之后举行的“《法伊赞圣行》讲座”，这个讲座给我的感

觉很好，因此我开始偶尔去听这个讲座，但是我的心里仍

然想着去国外演出挣钱并且获得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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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座结束后，一旦有穆斯林兄弟开始对我进行个人

宣教，我就找借口离开。有一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在

梦里看到了一个达瓦特·伊斯拉米的传道者，他站在一个很

高的地方，召唤我去他那里，就好像他在鼓励我从罪恶的

深渊里走出来一样。当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反思了一

下自己那时候所过的生活。尽管如此，我仍然处在有罪的

状态之中。 

几天后我做了另外一个令我震惊的梦！我看见我已经

死了，我的尸体正被清洗。然后，我看见自己在“巴尔扎

赫”。我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无助，我从来都没有那么无助

过。然后，我对自己说；“你曾经想变得非常有名，现在

你看到你的价值了吗？” 

那天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被汗水浸透，身体一

直在颤抖，仿佛获得了另一次机会，再次回到了这个世界。 

唱歌的激情现在已经完全地离我而去了。我真诚地悔

过并且做了一个坚定的决定：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再唱

歌了。 

我的家人察觉了我的意图，他们强烈地反对我，但是

凭借全能安拉的慈悯及其使者的言行教导之下，我已经培

养出了迈达尼心态，所以我坚持我的决定不动摇。 

我又梦见了那位达瓦特·伊斯拉米的宣教者。他向我表

示了赞赏。遵循全能的安拉所说的下面这句话，我坚定不

移地与达瓦特·伊斯拉米保持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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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那些为主道奋斗的人，我一定会昭示他我的道路，

的确，安拉与良善的人在一起。 

古兰经译文（第 21 卷《蜘蛛章》第 164 节） 

现在我坚守拜功，留了胡须并且也戴了缠头巾。以前，

我会读一些歌词，但是现在我会学习由马克塔巴·图·麦地

那出版的书籍和小册子。 

有一天晚上，我看书的时候睡着了，我何等幸运，在

梦里见到了贵圣（求主福安之），为此我对全能的安拉感

激不尽。这极大地鼓励了我。 

此后，当达瓦特·伊斯拉米的穆夫提、阿拉玛、哈菲兹、

穆夫提穆罕默德·法鲁克·阿塔里·阿勒迈达尼（求主慈悯他）

的受主福佑的坟墓因暴雨而裂开的时候，看到他的完好的

尸体、没有变旧的裹尸布、绿色的缠头和漂亮的黑发，想

到全能的安拉及其使者（求主福安之）给与达瓦特·伊斯拉

米相关联的人降下了如此大的恩典、慈悯和恩惠，我欣喜

若狂。 

随着我参与了诸多迈达尼活动，凭借着迈达尼环境的

吉庆，我从歌手朱奈德·谢赫变成了一个宣教者和赞圣歌诵

唱者。 

知感真主，现在我有幸在清真寺和市场里举行“《法

伊赞圣行》的讲座”，喊出“麦地那之声”，即，唤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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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做晨礼、作为达瓦特·伊斯拉米的区域负责人开展区域走

访。祈求全能的安拉赐予我在迈达尼环境中的坚定不移，

一直到我的生命结束。 

ْ �مِ  ِ الن� بِجَ  ْ� � َ �ِ اہ ْ مِ �� اْال � �ِ  � ِ �َو � ِيْ لََع  � اهللاُ ص� مَ ل� َس َو  ٖ� ل  

梦中劝说背记 99 个尊名 
先知的信士们啊！昔日的著名歌手朱奈徳·谢赫在讲述

了这个迈达尼故事后的几天之后，他告诉我（即，逊尼派

之领袖）：就在不久前，我又在梦中见到了贵圣（求主福

安之），在梦中我被暗示背记真主的 99 个尊名。一切赞

颂全归安拉，我已经记住了这 99 个尊名。 

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啊！圣训中也提到了背诵真主的 99
个尊名的好处，但最幸运的是，贵圣（求主福安之）来到

了他的信士的梦里，特意鼓励他去背诵 99 个尊名。 

读一读 99 个尊名的好处并快乐地摇摆吧 
贵圣（求主福安之）说：“全能的安拉有 99 个尊名。背

记了这 99 个尊名的人将会进入天堂。”（布哈里，卷 2，

2736 页） 

（详情请见‘Nuzha-tul-Qaari Sharh Sahih Bukhari 第 895-8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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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白蚁 
念  َاللّٰ�ُ  َآل اِلَٰه اِّال  ’ 41 遍，对着储存的食品和书籍吹气，将预防白

蚁和其它昆虫，ه الـلـ� Chirya aur andha saanp, 第)。 اِْن َش�آءَ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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