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历七月份的特殊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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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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喜悦。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伊斯兰历的第七个月份是四大禁月之一，禁月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是伊斯

兰教里受到尊重的、地位极高的月份。这四大禁月便是：伊斯兰历十一月



（Zulkaedah）、十二月（Zulhijjah）、一月（Muharram）和七月（Rejab）

至高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忏悔”章，第 36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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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真主的判断，月数确是十二个月，真主创造天地之日，已记录在天经

中。其中有四个禁月，这确是正教。故你们在禁月里不要自欺。以物配主

的人群起而进攻你们，你们也就应当群起而抵抗他们。你们应当知道，真

主是和敬畏者在一起的。”

“Rejab”从字面的角度来看，它的意思是尊崇。古代阿拉伯蒙昧社会十

分地尊敬与崇奉禁月，他们甚至不会在禁月进行战斗。伊玛目 Ibnu Kathir

在他所编写的古兰经注释中阐述了伊历七月份（Rejab）的特殊之处，他

讲述了圣门弟子 Ibn Abbas（愿主喜悦他）对伊历七月的观点，并且解释

道，在这些禁月里所犯下的每一个暴行都是极大的罪恶，甚至比平时的罪

恶都要深重；同时，在这些禁月里所立下的善功也会积累极大的报酬，比

平时所得到的奖赏都要丰厚。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伊历七月也是在所有禁月中鼓励人们斋戒的月份。据 Imam Abu Daud传述，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曾经这样劝告一位想要在禁月中履行斋戒

的圣门弟子：



“你们在禁月封一些日子的斋。”

根据沙斐仪教派的伊斯兰教学者们的观点，其中一位名叫 Imam Ibnu Solah

的学者说道：“所有有关于斋戒的益处的圣训，加上鼓励人们在禁月里斋

戒的圣训，已经足够鼓励人们在伊历七月进行斋戒。”

伊历七月的特殊之处之一还有，七月的第一个夜晚是祈求被接受和实现的

夜晚。伊玛目沙菲仪在他的伊斯兰教法学书籍《Kitab Al-Umm》中写道：

“人们的祈求会在这五个夜晚里被接受并且实现：星期五的夜晚，宰牲节

的夜晚，开斋节的夜晚，伊历七月的第一个夜晚，和伊历八月的第十五的

夜晚。”

一位苏菲主义的智者 Abu Bakar al-Warraq曾经说道：

ِد َصا َحص ُر ْه َص ُر َصا َصَص َص ِد ْه َس َّ ُر ْه َص ُر َصا ْه َص َص ِد َه َس َّ ُر ْه َص ُر َص َص

“伊历七月是播种的月份，伊历八月是灌溉的月份，而伊历九月——也就

是斋月，那是丰收的月份。”

按照我们以上所说到的几个重点来看，我们认为证据已经表明，我们可以

在伊历七月时履行善功，努力完成圣行的功修，而且，在伊历七月时也没

有我们绝对不能去做的、完全禁止的圣行功修。

安拉所怜悯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在伊历七月里也发生了许多对我们穆斯林来说

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其中包括夜行和登霄（Israk dan Mikraj）。夜行和

登霄重要的意义其中之一便是至高无尚的安拉将每日的五番拜功定为主命

拜。伊历的七月份也是伊玛目沙斐仪的诞生之月，也是穆斯林第一次迁徙

至阿比西尼亚躲避迫害的月份，塔布克战役发生的月份，也是耶路撒冷从

十字军手中被解放的月份。

伊历七月份中所带有的尊贵和优美含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智慧，其中就

是要教育并且呼吁穆斯林要多多敬畏安拉，并且远离罪恶。其中收到鼓励

的圣行功修包括了斋戒，多多祈求安拉，礼夜间拜，养成做副功礼拜的习

惯，记念安拉，向安拉祈求饶恕，祝福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予平安），

给需要援助的人们给予帮助等等。伊斯兰教也教导我们在这个尊贵的月份

里，我们要互相尊重，要远离互相指责，说不好的坏话，诽谤别人，背谈

别人，诋毁别人，以及错怪别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任何

圣行的善功，这些功修并不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主命工作。我们所做的一切

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得到至高无尚的安拉的喜悦。我们大家来细细思考至高

无尚的安拉在《古兰经》“忏悔”章，第 105节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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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你们工作吧！真主及其使者和信士们都要看见你们的工作；你们

将被送到全知幽明者那里去，而他要将你们的工作告诉你们。”



َص َد ِد ِدي مدصا ْه ُر ّس اد َص ِد ْص َصَنصفص ، ْد ي ِد ْص َّه ُد َصَ ُه ْر َّ ِد ْه ُر ّص َص ِد لر َص َص َص

ُر ي ِد َس َّ َص ُر ِر ادَس ِر، َص َداصَص ُرْ ْه َد َص ِدن َد َص َس ْص َصَنص ، ْد ُدي َحهص ُد ُه ّدن َصَّ ِد َاّص

ْص ِدي ْص َّه لص ُر ْهفد سنص َصوصأه َ ّص ُص ِد َه َنص ُر ََر وص ْر. ِدي ْص َّه ُد اِد َص ّد َص ، ْه ُر ّص َص ِد

َص ُر ِر ادَس ُرَُر ْهفد سنص ِصاأه ، ِد ْصا َد َصَمرْه ْدنص َد ْه ِر َصَّه ، ِد ا ِص ِد َه ِر َصَّه ِدنص ِد َه ِر َّه

ْر. ي ِد ُس َّ ْصفرََر َّ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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