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斋月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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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ت ّتيَئا َئ ْن ِت َئ َئا ِت ُف �ئأْن ُفَِت ُف ْن ِت لت ِت ُف ُفو َئأْئ ُف. ُف ُت ْن سْئ ِن َئأئ ُف ُتَّف سئ ِن َئأئ ُف ُف َئ َئ ّتيت ُف َن ائحنئ
ُف. َئ َئ ِت ا َئ فئائ ْن ِت ْن ُف ِئْ َئ ُف َئ ْل ْت ِف فئائ لف ُت ُت ْن ُْئ ِئْ اَتَئا. َئ ْن �ئ

ُف ُف ْن ْئ ا ُد َل ُفئ َئ ُئ ّتي َئ ّل �ئ ُف ْئ ُن َئ�ئ ُف، َئ َئ ُُت ُئ ائ ُف ُئ ْن َئ لف َتال ُئ اتَئ ل ّن �ئ ُف ْئ ُن َئ�ئ
ُف. َفوَف ِئ َئ

. ُتنئ ْنئ �ئ ُت اِت َئ ْن َئ�ئ آَتُت ِئى ْئ َئ ُد َل ُفئ َئ ُت ّتي َئ ِئى ْئ ْن ِتي َئ َئ ْتي ْئ ْل ْف ِي اَئ
، ُف ُن ِْئ �ئِلا

. ّئ ُفو سْل َف اَن فئاَئ ُن ُئ فْئ لت، ُنوئى ِتسْئ َئ ّل َت َئ ْن ُف ّ ْت َئ�َف لئ ُفونا َتَْل ل، ِئ ْتْئا ّئا فْئ

让我们大家一起坚定对安拉的虔诚敬意吧！服从安拉的一切命令，远离安

拉所禁止的一切吧！我们期盼在今世与后世都能够得到安拉的吉庆。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再过几天，全世界的所有穆斯林都会迎来尊贵的斋月，因为在这个充满吉

庆的月份里，穆斯林会履行斋戒的功修，这是穆斯林的主命功修。至高无

尚的安拉在《古兰经》“黄牛”章，第 183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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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的人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它曾为前人的定制一样，

以便你们敬畏。”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怀着充满感恩的心情，来热烈迎接这位尊贵的客人，并

且向所有的穆斯林道喜，因为我们翘首期盼的斋月终于到来了。据 Imam

Ahmad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教导我们：

اد َن َئ�ئ ُت ِت ْدا ْئ ُن َئ فئ ِت ْفون ّش اَ ُف ّتي َئ ّف ا ْئ ِئِئ ْن ُف َئ �ئ
“斋月已来临，它是众月之首，欢迎斋月！迎接斋月！”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我们大家应该尊敬这个高贵的月份。在公众场合大吃大喝是对斋月的十分

不尊重。所以我们大家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之下，就不要当众吃喝。

在没有生病的情况下故意破坏斋戒是不合法的，是一种犯罪的行为。那么

在还补斋戒方面，故意破坏的斋戒与因故停止的斋戒的还补方式不一样。

据 Abu Hurairah讲述，Ibn Huzaimah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

教导我们：



ُف ِئ ا ْئ ّن َت َئ ُت َن ُل اَ َئ ْئون ُت ْت ُن ُْئ مئن ٍد ُئ ِئ َئائ ِد ْن ْف َئرنت ْن ِت ّئ ا ْئ ِئِئ ْن ِت ِاد ُْئون َئُئ �ئفن ْن ِئ
“故意坏一日主命斋者，终身都封斋，也无法还补。”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在这个斋月里，也让我们通过履行 Terawih副功拜来使斋月的夜晚更加活

跃。Terawih副功拜是伴随着尊贵的斋月的到来一种圣行拜，受到大家迫

切期盼的、是十分特别的善功。

履行 Terawih副功拜是一项极为受到推崇的圣行（Sunat Muakkad），是一

项大家非常应该去做的一项拜功。虽然也可以自己单独履行 Terawih拜功，

但是伊斯兰教的大学者们，比如说 Imam Abu Hanifiah,、Imam al Syafie以

及他的挚友例如 Imam Ahmad都认为，在清真寺里集体履行 Terawih副功

拜是更加重要的。

据莎菲仪的教派规定，在履行 Terawih拜功时，我们最好做到二十拜，与

十次的祝安辞，并且在每四拜的 Terawih拜后休息一下（Tarwihah），然

后以三拜 Witir拜结束。这项规定是根据伊斯兰教大学者 Al-Baihaqi从圣

门弟子 Saidina Ali（愿安拉喜悦他）那里传述的一则圣训，圣训中说道，

斋月里的礼拜是多达二十拜。这项拜功是在尊贵的麦加城的大清真寺里履

行的。所以，我们应当遵守我们莎菲仪的教派规定，做完这二十拜，然后

以三拜Witir拜结束一天的礼拜，以便使我们的 Terawih拜功完美。因为，

在这尊贵的斋月，我们应该加倍地为安拉履行善功。对那些没有办法长时

间站立的人们来说，他们可以坐着礼拜。



这二十拜的 Terawih副功拜跟别的教派（例如哈乃斐教派）比较起来还算

是少的。据圣门弟子的后传人 Al Aswad bin Yazid传述，他们做的是四十

拜的 Terawih拜，并且以七拜 Witir拜结束。同时，马立克教派做的是三

十六拜的 Terawih拜，中间要休息九次。而且，在圣门弟子 Saidina Ali

（愿安拉喜悦他）统治时期，他们甚至礼过两百拜。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我们大家来在今年的斋月中更加完美地履行我们的斋戒功修。我们要叫上

家人、孩子、邻居、亲朋好友们一起去清真寺里，或者去小礼拜殿里，目

的是要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让斋月的夜晚活跃起来。愿至高无尚的安拉恩

赐我们更多的指引和做善事的能力，让我们成为时刻感恩的穆斯林。至高

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易卜拉欣”章，第 7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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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你们的主曾宣布说：‘如果你们感谢，我誓必对你们恩上加恩；

如果你们忘恩负义，那末，我的刑罚确是严厉的。’”



ُت ُن ْيت َئاَ ِت انلّئ ْئ ِت ُت فتّن متئا ْن ُف ّل َت َئ ن ُئيت ُئ َئأْئ ، ْت ّن ِت ُئ اَن ّت َئا ُن ُف اَ ن يت ْن ُف َئ َئ ن يت لف َئ ِئ ِئ

ا ْئ َئ ن يت َْئون ُف َْفون �ئ ْم. ِتّ ُئ اَن ُف ّن َت ِل اَ َفوئ َتألُف ُف، َئ َتائَئ ْن ُف َن ِت َئ ن ِتىيت ْئ ْل ُئ َْئ َئ ، ْت ّن ُت احنئ

ئ َتنن ِت َفؤن َئاَن ، ِت ا َئ ِت ِن َف َئاَن ئ َتنن ِت ِن َف اَن ُت اِت ِئ َت َئ ، ْن ُف َئ َئ ن يت ْئ ّن ِت ُئ اَن لئ ُف ُت ْن سْئ َن َئ�ئ

ْف. ّن ْت ُل اَ ِف ُفون ْئ اَن َفوئ َتألُف ُف َن ُف ُت ْن سْئ َن فئا ، ِت َئا ِت َفؤن َئاَ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