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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 记忆真主的恩典； 

2. 斋月的贵重； 

3. 穆斯林在斋月中的义务； 

4. 鼓励利用斋月； 

5. 斋月里记念真主与念《古兰经》的贵重； 

6. 鼓励行善； 

7. 封斋饭与供封斋者开斋的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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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天地万物的主，全听祈祷的主，希望和

幸福的主，康复病症和消除灾难的主，拥有恩惠和今后两世的财富

的主；他的宝藏用之不尽，他的权力永远都不会结束，我赞颂我的

主，我感谢他，我向他忏悔，我向他求饶；我作证：除独一无二的

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他拥有一切美名；我又作证：

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和使者，是最高

贵的先知；主啊！求你赐平安和吉庆给你的仆人、你的使者穆罕默

德、他的家人以及他那些敬畏的圣门弟子们吧！ 

人们啊！你们应该敬畏真主，必须要顺从他的命令和远离他的

禁止；敬畏真主，它是仆人接近他养主的一条途径，它以此可以从

真主的惩罚中拯救他，增加他的报酬。 

真主的仆人们啊！你们应该想起、应该思考真主对你们的恩

典，无论你们知道的、还是你们不知道的；你们当真正地感谢真

主、颂扬他的恩典，你们应该真正地对真主害羞。难道你们没有发

现真主是怎样地向你们表示友好吗？他超越你们所崇拜的一切；难

道你们没有发现真主对你们的无知是怎样地宽容吗？他是无所不能

的主；难道你们没有发现他对那些背信弃义者是怎样地宽容吗？但

他们对真主是无能为力的。难道你们的寿数没有到于你们吗，他给

你们延长到一定的期限，难道你们不承认你们疏忽了对他的崇拜

吗？难道你们不承认你们怠慢了对他恩典的感谢吗？难道你们不害

怕清算之日吗？难道你们不关心功过薄将要说话的日子吗？难道你

们没有读过清高真主的言辞：【人啊！你必定勉力工作，直到会见

你的主，你将看到自己的劳绩；至於用右手接受功过簿者，将受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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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稽核，而兴高采烈地返回到他的家人中；至於从背后接受功过

簿者，将叫苦连天，将被投入烈火之中，从前他在家属之间原是快

乐的，他已猜想他绝不会归于主；不然，他的主，原是鉴察他

的。】 P0F

①
 

正道已经清清楚楚，对于自甘堕落的人，找不到任何借口；真

主确定了合法与非法的事物，他制定了法律和管理，规定了主命和

当然，制定了嘉义的规章和相近的事物，他禁止非法的事情，憎恶

所有讨厌的事物，他确定通向天堂的捷径就是伊斯兰的信仰，通向

火狱的道路就是否认真主和罪恶；他确定所有的善功都是为了顺从

他，所有的罪恶都是违背他。真的，真主的慈悯真伟大啊！真主的

慷慨、仁慈真宽广啊！他为我们阐明了尊贵的月份和吉庆的日子—

—在其中可以增加善功，消除过错；他在其中为我们制定了顺从的

种类，我们当初并不知道的那些，真主教授了我们。 

清高的真主说：【犹如我派遣你们族中的一个使者来教化你

们，对你们宣读我的迹象，熏陶你们，教授你们天经和智慧，并将

你们所不知道的教授你们。你们当记念我，我就记起你们，你们当

感谢我，不要否认我。】 P1F

②
 

穆斯林们啊！的确，这个尊贵的月份已经降临了你们，它是众

月之首；在这个伟大的季节里，真主确已赐于了你们恩惠，白天封

斋，夜里礼拜；这个月的后十个夜晚是最贵重的夜晚，在其中有盖

德尔夜，因为在这一夜中的功课比一千个月的功课还要贵重（没有

盖德尔夜的月份）；在这个月中，善功可以得到重复加倍的报酬，

                                                 
① 《绽裂章》：第 6-15节 
② 《黄牛章》：第 151-1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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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消除罪恶，升高品级；在这个月之中，真主使封斋的人充满芳

香，谁寻求它，谁就能获得它；谁拒绝它，谁就会失去它。 

赖麦丹月是封斋的月份，它是伊斯兰的五大要素之一；真主把

白天封斋，夜里礼拜当作是饶恕罪过、消除灾难和病症的原因之

一。艾布胡莱赖的传述，主的使者（ ）说：“谁虔诚敬意地为了

获得报酬而封了赖麦丹月的斋戒，真主就饶恕了他从前所有的过

错。” P2F

①
 

艾布胡莱赖的传述，主的使者（ ）说：“谁虔诚敬意地为

了获得报酬而礼了赖麦丹月的夜间拜，真主就饶恕了他，既往不

咎。” P3F

②
 

欧巴德·本·刷米特的传述，主的使者（ ）说：“谁虔诚

敬意地为了获得报酬而礼了盖德尔夜的拜，真主就饶恕了他，既往

不咎。” P4F

③
 

斋月的优点和功绩非常的多；在它的优点中有：真主在这个月

份中下降了伟大的《古兰经》，并使它成为仆人秘密地为他的主封

斋的时间；艾布胡莱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并使其平安）说：“清高的真主说：人类的每一件工作都能获

得加倍的报酬，一件善功有十倍乃至七百倍的报酬；清高的真主

说：只有斋戒是属于我的，封斋的人为了我而节欲和放弃吃饮，我

将亲自报赏他；对于封斋的人，有两种快乐：一是开斋时的快乐，

二是见到真主，得到大赏时的快乐，在真主看来，封斋人嘴里的乾

气，比麝香的气味更美。” P5F

④
 

                                                 
① 《布哈里圣训集》和《艾哈默德圣训集》 
②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③ 《艾哈默德圣训集》 
④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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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赖麦丹月的优点中还有：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并使其平安）说：“当赖麦丹月来临时，天堂的所有门都被打

开了，火狱的所有门都被关闭了，一切恶魔都被加上了锁链。” P6F

①
 

穆斯林应该保护自己的斋戒不要作废；艾布胡莱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说：“谁在斋月

中无故开了一天的斋，即使他封一辈子的斋，也还补不了那一天的

斋戒。” P7F

②
 

穆斯林应该保护自己的斋戒，从背谈、诽谤、谎言、咒骂和看

不该看的事物之中保护它，以及警惕听歌曲，因为它会使人的心坠

落。艾布胡莱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并

使其平安）说：“谁没有放弃谎言和非法的行为，他就没有斋戒，

因为真主不需要他放弃吃喝。” P8F

③
 

伊本欧麦尔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并

使其平安）说：“封斋者的主啊！因为斋戒而忍饥挨饿的人真幸福

啊！礼夜间拜者的主啊！因为礼夜间拜而熬夜的人真幸福啊！”艾

比欧拜德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

安）说：“斋戒在没坏之前是一面盾牌。”有人问：“因为什么而

坏了呢？”他说：“因为说谎和背谈。” P9F

④
 

穆斯林啊！在这个吉庆的季节里，你应该竭尽全力地多做顺主

的工作，坚持参加集体礼拜。据欧斯曼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说：“谁参加了集体的霄礼拜，

                                                 
①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②《布哈里圣训集》和《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③ 《布哈里圣训集》和《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④ 《奈沙伊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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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他礼了半夜的夜间拜一样；谁参加了集体的晨礼拜，犹如他礼

了整夜的夜间拜。” P10F

①
 

从明显的自欺和亏本中：有一个人他封斋而疏忽了礼拜，拜功

聚集了仆人的耕耘，调整了他的事情，改善了他的环境；复生日，

人类首先受到的清算就是拜功，如果他疏忽了拜功，他确在今后两

世都亏折了。 

穆斯林啊！你应该持之以恒地礼间歇拜，它就是斋月的夜间

拜；在（圣训）中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

安）说：“谁同着伊玛目礼拜，直至结束，真主就为他记录礼夜间

拜者的回赐。”你们应该多多地纪念真主，它是你们最贵、最容易

的工作。伊本阿巴斯（愿主喜爱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说：“我告诉你们一件最好的善功好

吗？它在你们养主的阙前是最纯洁的，在你们的品级中最高，比你

们施舍金银还好，比你们遇到敌人的时候，你们同他们相互厮杀更

可贵。”圣门弟子们说：“主的使者啊！那太好了。”使者说：

“记念真主。”
P11F

②
 

最好的记念就是以思考和理解的方法去诵读《古兰经》，赖麦

丹月是下降《古兰经》的月份，在斋月里，人们比在其它月受《古

兰经》的益更多，因为它是精神的食粮，犹如饭食是身体的食粮一

样。如果战胜了肉体，就会精神焕发。的确，有一部分前人们他们

在三昼夜之内封印一遍《古兰经》，另一部分人在一昼夜之内封印

一遍《古兰经》，他们重视自己的斋戒。伊玛目艾哈默德说：“我

们坐在清真寺里保护我们的斋戒。”他们曾经向真主祈求让他们活

                                                 
① 《穆斯林圣训集》 
② 《艾哈默德圣训集》和《题了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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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斋月，他们长时间地祈求真主接受他们的斋戒；在这个吉庆的月

份里，他们救济穷人，善待孤儿；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并使其平安）是最优秀的人，他在斋月中的功课也是最优秀

的，因为当吉布依赖天使和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并使其平安）在斋月中相见的时候，他总是乐善好施，有甚于和畅

的春风。功修的目的是善待自身和他人，这个目的在斋月之中确已

实现了，在这个月份之中聚集了所有的顺从和崇拜真主，是其它的

月份没有的；在其中聚集了礼拜、封斋和对于应该缴纳、或者是想

提前交纳天课者的天课；用不同方式去记念真主；在斋月中的副朝

相当于同着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一

块作了正朝的回赐，各种行善，这都属于斋月的优点。 

穆斯林们啊！你们当努力地去接近天堂，在其中有眼睛没有见

过的，耳朵没有听过的，心没有想过的恩惠，它会使你们远离火

狱。任何人都不知道什么时间死亡会突然来临于，也不知道他是否

能活到下一个斋月，人们啊！你活在今天，你并不能掌管明天的任

何一件事情。 

清高的真主说：【你们当争先恐后地奔向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赦

宥，和那与天地同宽的、已为敬畏者预备好的乐园。】 P12F

①
 

你们应该敬畏真主，应该顺从他，为了你们的后世，你们应该

更加地敬畏他；真主的仆人们啊！清高的真主说：【信道的人们

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它曾为你们前人的定制一样，以

便你们敬畏。故你们当斋戒有数的若干日。】 P13F

②
 

如果你们谁封斋了，就让他从非法的事物上，保护自己的耳

朵、眼睛和肢体；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33节 
② 《黄牛章》：第 183-18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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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训）中提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并

使其平安）说：“当你们中谁封斋的时候，他既不可胡言乱语，又

没有放荡不安；如果遇到有人辱骂或者是殴打的时候，让他说：

“我是封斋的人。”你们应该坚持吃封斋饭，据艾奈斯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说：“你们应该

吃封斋饭，的确在封斋饭中有真主赐予的吉庆。” P14F

①
 

因为封斋饭可以增加顺从真主的能力；按照圣行：在拂晓没有

来临之前可以推迟封斋的时间，提前开斋。 

据苏海里·本·塞尔德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并使其平安）说：“人类一直都是在幸福之中，他们提前

开斋。” P15F

② 

因为这可以证明有（圣训）的原文。宰德·本·哈立德·艾勒

祖海尼（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中，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并使其平安）说：“谁供给别人开斋，谁可以获得类似封斋

者的回赐，而封斋者的回赐丝毫也不会欠损。” P16F

③
P封斋的人在睡觉

时，应该举意封斋。 

真主的仆人们啊！的确真主首先以其自身和众天使的赞圣而后

命令你们赞颂圣人，你们应该多多的赞颂圣人；清高的真主说：

【真主和他的天使们都赞颂他的使者，信士们啊！你们应当赞颂

他，为他祝福。】 P17F

④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并使其平安）说：“谁

赞颂我一次，真主就以此赞扬他十次。” P18F

⑤
 

                                                 
①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②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③ 《艾哈默德圣训集》、《题了秘日圣训集》和《伊本马哲圣训集》 
④ 《同盟军章》第 56节 
⑤
《穆斯林圣训集》 



10 
 

主啊！求您赐福穆罕默德吧！求您赐福穆罕默德的家人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