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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赞颂全归养育众世界的安拉，愿主赐
予最高贵的使者，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家人，
和众圣门弟子幸福与平安。
最令人愉快的言词就是多多地祝福敬爱的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渴望在复生日能接
近他等都属于可嘉的事情。他（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  "ﻗﺮب اﻨﻟﺎس ﻣ� ﻳﻮم ﺎﻣﺔ أ�ﺮﺜﻫﻢ ﺻﻼة ﻲﻠﻋ: ﻗﺎل
َ" اه اﺒﻟﻴﻬﻲﻘ
“复生日最接近我的人就是祝福我最多的
人。” ①
P0F

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有许多
伟大而又吉庆的裨益，其中有让热爱幸福的人们争
先为善。在《圣训》中提到了各种祝福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形式，值得每一个穆斯林
去学习，背记和履行之，这些祈祷都有着应该思考
的伟大意义。

①正确的圣训，《白依哈给圣训集》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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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先知的优越
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属于最
伟大、最荣耀的工作，其中有数不胜数的裨益：

-安拉赐福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的人。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 ﺮ
ﻠ
َ�َ  ،ًّ ﺻَﻼة
ّ �َ
 أﺧﺮﺟﻪ.«ﺻ ّ اﷲُ ﻋََﻴﻪِ ﺑِـﻬَﺎ ﻋَﺸا
َََ » َ ﻲﻠﻋ:ﻗﺎل ﷺ
مﺴﻠﻢ
“谁祝福我一次，安拉以此赐福他十次。” ①
P1F

P

安拉赐福他的意思是：伟大尊严的安拉在他亲近的
众天使跟前夸耀他，祝福先知足以使他荣耀地获得
伟大的安拉在其亲近的众天使跟前的夸耀。

-安拉的确怜悯众使者的领袖、敬畏者的伊
玛目，他的天使们的确为其祝福。清高的安拉说：
K J I H G F E D C B) :ﺎل اﷲ ﺗﻌﺎﻰﻟ

٥٦ :( اﻷﺣﺰابPONML

【[56]安拉的确怜悯先知，他的天使们的确为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38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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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祝福。信士们啊！你们应当为他祝福，应当祝他
平安！】 ① 谁祝福先知，那么，安拉就赐福谁，众
P2F

P

天使就祝福谁。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主的使者
说：
ُ ّ ْض ﺒ
ﺣ
ﷲ
ْ
ﻮ� ﻣِﻦ
ِ � ﻲﻓِ اﻷر
َ ِ »ّ مَﻼﺋِ� َﺔً ﺳَﻴّﺎ:ﻗﺎل رﺳﻮل اﷲ ﷺ
ِ  �َُﻠِﻐ
َ ّ
َّﻲﺘ
. ﺧﺮﺟﻪ أﻤﺣﺪ اﻟنﺴﺎﻲﺋ.«ِ الﺴَﻼم
“真主有许多天使在大地上云游，他们把我民
众的色兰传达给我。” ②
P3F

-复生日，获得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平安）的说情。先知
说：
ﻔ
ْﻌَﺪ
َ َ
 » ُاﻨﻟَّﺎسِ �ِﺸََﺎﻋَﻲﺘِ ﻳ ْﻮم:  اﻨﻟﻲﺒ ﷺ ﻗﺎل ﻦ أﻲﺑ ﻫﺮ�ﺮة
ّ
ْ ًَ ْ ْ أ
َ
 ﺧﺮﺟﻪ اﺒﻟﺨﺎري.« ِﻟﻘِﻴَﺎﻣَﺔِ ﻣَﻦْ ﻗَﺎلَ ﻻ إﻟَـﻪَ إﻻَ اﷲُ ﺧﺎلِﺼﺎ ﻣِﻦ ﻗَﻠﺒِـﻪِ ْو �َﻔﺴِﻪ
“复生日，最幸福地获得我的说请者就是内心
虔诚敬意地说‘除了独一无二的真主外，绝无真正
应受崇拜的’。” ①
P4F

①《同盟军章》第 56 节
②《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3666 段，《正确丛书》第 2853 段，《奈沙伊圣训集》第
128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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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
 »ﻣﻦ ﺻ� ﻋّ ﺣ� ﻳﺼﺒﺢ ﺮﺸا وﺣ� ﻤﻲﺴ ﺮﺸا:ﻗﺎل ﻟﻲﺒ ﷺ
� ﺧﺮﺟﻪ اﻟﻄﺮﺒا.«وﺟﺒﺖ ﻟ ﻔﺎﻋﻲﺘ ﻳﻮم اﻟﻘﻴﺎﻣﺔ
“谁早晨祝福我十次，晚上祝福我十次，那
么，复生日，他就可以获得我的说清。” ②
P5F

-记录十件善功，消除十件错误，升高十个
品级。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 »ﻣﻦ ﺻ:ﻗﺎل ﻟﻲﺒ ﷺ
َ ﺻﻼة ﻛﺘﺐ اﷲ ﻟ ﺮﺸ ﺣﺴﻨﺎت و�ﺎ
 أﺧﺮﺟﻪ ﻤﺣﺪ.«ﻋﻨﻪ ﺮﺸ ﺳيﺌﺎت ورﻓﻌﻪ ﺑﻬﺎ ﺮﺸ درﺟﺎت
“谁祝福我一次，那么，安拉以此为其记录十
件善功，消除他的十件错误，升高他的十个品
级。” ③
P6F

-实现愿望，宽恕罪过。欧班耶·本·凯阿
布的传述，他说：
ّ
 ﺎ رﺳﻮل اﷲ إ� أ�ﺮﺜ ﻋﻠﻴﻚ ﻣﻦ الﺼﻼة ﻓ�ﻢ:ﻦ أﻲﺑ ﺑﻦ ﻛﻌﺐ ﻗﺎل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99 段
②《泰白拉尼圣训集》第 656 段
③《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63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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أﺟﻌﻞ ﻚ ﻣﻦ ﺻﻼﻲﺗ؟ ﻗﺎل» :ﻣﺎ ﺷﺌﺖ« ﻗﺎل :الﺮ�ﻊ؟ ﻗﺎل» :ﻣﺎ ﺷﺌﺖ ،ﻓﺈن زدت
ﻓﻬﻮ ﺧ� لﻚ« ﻗﺎل :ﺟﻌﻞ لﻚ اﺜﻟﻠﺚ؟ ﻗﺎل» :ﻣﺎ ﺷﺌﺖ ﻓﺈن زدت ﻓﻬﻮ ﺧ� لﻚ«
ﻗﺎل :ﻨﻟﺼﻒ؟ ﻗﺎل» :ﻣﺎ ﺷﺌﺖ ﻓﺈن زدت ﻓﻬﻮ ﺧ� لﻚ« ﻗﺎل :ﺜﻟﻠﺜ�؟ ﻗﺎل» :ﻣﺎ
ﺷﺌﺖ ﻓﺈن زدت ﻓﻬﻮ ﺧ� لﻚ« ﻗﺎل :ن أﺟﻌﻞ لﻚ ﺻﻼﻲﺗ ﻠﻛﻬﺎ ،ﻗﺎل» :إذن
�ﻰﻔ ﻫﻤﻚ و�ﻐﻔﺮ لﻚ ذﻧﺒﻚ« ﺧﺮﺟﻪ اﻟﺮﺘﻣﺬي
“主的使者啊！的确，我希望多多地祝福您，
我用为自己祈祷的多少时间来祝福您？”使者说：
“你随意。”他说：“四分之一？”使者说：“你
随意，如果你增加，那对你是更好的。”他说：
“那我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祝福您？”使者说：
“你随意，如果你增加，那对你是更好的。”他
说：“二分之一？”使者说：“你随意，如果你增
加，那对你是更好的。”他说：“三分之二？”使
者说：“你随意，如果你增加，那对你是更好
的。”他说：“那我用我所有祈祷的时间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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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使者说：“那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你的罪过
已被饶恕。” ①
P7F

-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可
以增加坟墓里的宽敞，善达迪·本·奥斯（愿主喜
悦他）的传述，他说：我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那里背记了两句话，他说：
ّإن
 » ﻣﻦ أﻓﻀﻞ أﻳﺎﻣ�ﻢ:  ﻗﺎل رﺳﻮل اﷲ:ﻋﻦ ﺷﺪاد ﺑﻦ أوس ﻗﺎل
ﻲ
 ﻳﺎ:ﻟﻤﻌﺔ ﻓﺄ�ﺮﺜوا ﻲﻠﻋّ ﻣﻦ الﺼﻼة ﻓﻴﻪ ﻓﺈن ﺻﻼﺗ�ﻢ ﻣﻌﺮوﺿﺔٌ ﻠﻋّ « ﻗﺎلﻮا
 » اﷲ ﺣﺮم ﻰﻠﻋ:رﺳﻮل اﷲ و�ﻴﻒ ﺗﻌﺮض ﺻﻼﺗﻨﺎ ﻋﻠﻴﻚ وﻗﺪ أرﻣﺖ؟ ﻗﺎل
اﻷرض أﺟﺴﺎد اﻷﻧبﻴﺎء« رواه أﺑﻮ داود
“的确，主麻日是你们生活中最尊贵的日子之
一，你们当在其中多多地祝福我，你们的祝福将被
呈现给我。”他们说：“主的使者啊！那时你都成
为朽骨了，我们对你的祝福怎么呈现给你呢？”他
说：“安拉禁止大地侵蚀众先知的身体。” ②
P8F

①优良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457 段
②《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0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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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的仆人们啊！尊贵的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听到你的祝福，并回答了你，这足以
够你荣耀的了！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回答向
其祝福者。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ﻰﺘ
َﺣَﺪٍ �ُﺴَﻠِّـﻢ ﻋ َﻠَـﻲَّإﻻَّ رَدَّ اﷲ ﻲﻠﻋَََّ رُوﻲﺣِ ﺣ ّ أَرُد
» : ل اﻨﻟﻲﺒ
ُ
ﻠ
َ ّ
. ﺧﺮﺟﻪ أﻤﺣﺪ وأﺑﻮ داود.«ََﻴْـﻪِ الﺴَﻼم
“任何人向我致以色兰问候，我都会回答他
的，因为我是活着的，我能够回答他的色兰。” ①
P9F

-让所有的穆斯林男女记忆起自己敬爱的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实现相信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宗旨，以及增加对
他的喜爱。

-穆斯林应追随并效仿自己的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清高的安拉说：

①《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0827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04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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٢١ :( اﻷﺣﺰابÈÇÆÅÄÃÂÁ) :ﻗﺎل اﷲ ﻌﺎﻰﻟ

【[21]的确，你们有安拉的使者可以作你们优

秀的模范。】 ① 效仿他的功修、交往、品德、言行
P10F

P

等各个方面。

-复生日接近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的坐席，这是最好的品级，最高的寻求。毋庸
置疑，遵守圣行可以获得这些尊贵的福分，所有的
圣训学家，诵读者，记录者，宣传圣行的人们都属
于这一行列。
获得安拉赏赐喜悦诵读圣训，多多地诵读并多
多地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人，
那么，在复生日，他就属于接近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的人。
周而复始地向人们诵读与传播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的圣训，那么，在复生日，他就
属于接近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人。

①《同盟军章》第 2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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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圣行
而书写圣训，渴望多多地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的人，在复生日，他就属于接近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人。
获得安拉赏赐钱财，并努力传播和出版《圣
训》书籍者，在复生日，他就属于接近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人。
祝福的形式
在《圣训》中提到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的形式有很多，其中有：
凯阿布·本·欧吉尔传述的圣训，他说，我们
问：“主的使者啊！我们确已知道如何祝您平安
了，但不知道如何祝福您？”他说：
ْ َُ َ َ َ ْ
ّ
َ
َ َ
َْ
ُ ﻋﻦ َﻛ ْﻌ
 ﻳَﺎ َر ُﺳﻮل اﷲ ﻗﺪ َﻋ ِﻠ ْﻤﻨَﺎ ﻛﻴْﻒ ُ ﺴَﻠِ ُﻢ:ﺐ ْ� ُﻦ ُﻋﺠ َﺮة ﻗﺎل �ﻘﻠﻨَﺎ
َّ َﻋَﻠ
َّ ّ ﻋَﻠ
َُ َ ْ َ َ َ ْ َ ﺼَ� ّ َ َ ْ َ َ َ َﻘُ ل
آل
ِ  »� ﻮ ﻮا لﻠﻬُﻢَ َﻞِ ـﻰ َُﻤَﺪٍ و ـﻰ:ﻋﻠﻴﻚ ﻓﻜﻴﻒ ُ ِ ﻋﻠﻴﻚ؟ ﻗﺎل
َّ ﺑَ ْ ﻋَﻠ
َّ َﻤَ َﻠ ّ ْ َ ﻋَﻠ
ّ
ٌْﺮَاﻫِﻴﻢَ ّ َ َِﻴﺪٌ َِﻴﺪ
آل إِﺑ
ٍﺎرك ـﻰ َُﻤَﺪ
ِ َُﻤَﺪٍ ﻛ ﺎ َﻴﺖ ـﻰ
ِ َ لﻠﻬُﻢ، � ِﻧَﻚ ﺣ
َّ َﻤَ ﺑَ َ ْ َ ﻋَﻠ
ََﻋَﻠ
ْ
ٌّ َ َِﻴﺪٌ َِﻴﺪ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 آل إِﺑﺮَاﻫِﻴﻢَ ِﻧَﻚ ﺣ
ِ آل َُﻤَﺪٍ ﻛ ﺎ ﺎر�ﺖ ـﻰ
ِ و ـ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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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当说：‘主啊！求您赐福穆罕默德及其
家属吧！就像您曾赐福伊布拉欣的家属一样。您确
是受赞颂的，荣耀的主。主啊！求您恩赐穆罕默德
及其家属吉庆吧！就像您曾恩赐伊布拉欣的家属吉
庆一样。您确是受赞颂的，荣耀的主’。” ①
P1F

艾布侯麦迪·艾勒赛阿迪（愿主喜悦他）的传
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
 »ﻗﻮلﻮا ا� ﺻﻞ:  ﻗﺎل رﺳﻮل اﷲ: ﻗﺎل ـﻤﻴﺪ الﺴﺎﻋﺪي
ٍ ﻦ أﻲﺑ ﺣ
 و�ﺎرك ﻰﻠﻋ �ﻤﺪ،�ﻤﺪ وأزواﺟﻪ وذر�ﺘﻪ ﻛﻤﺎ ﺻﻠﻴﺖ ﻰﻠﻋ  إﺑﺮاﻫﻴﻢ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واﺟﻪ وذر�ﺘﻪ ﻛﻤﺎ ﺑﺎر�ﺖ ﻰﻠﻋ آل إﺑﺮاﻫﻴﻢ إﻧﻚ ﻤﺣﻴﺪ �ﻴﺪ
“你们当说：‘主啊！求您赐福穆罕默德及其
妻室和子孙吧！就像您曾赐福伊布拉欣的家属一
样。求您恩赐穆罕默德及其妻室和子孙吉庆吧！就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479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40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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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您曾恩赐伊布拉欣的家属吉庆一样。您确是受赞
颂的，荣耀的主’。” ①
P12F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
述，他说，我们问：“主的使者啊！我们确已知道
如何祝您平安了，但不知道如何祝福您？”他说：
 ﻫﺬا ﻫﻮ الﺴﻼم: ﻗﻠﻨﺎ ﻳﺎ رﺳﻮل اﷲ: ﻗﺎل ﻋﻦ ﺑ ﺳﻌﻴﺪ اﺨﻟﺪري
»ﻗﻮلﻮا "ا� ﺻﻞ ﻋ �ﻤﺪ: ﻓﻜﻴﻒ الﺼﻼة ﻋﻠﻴﻚ؟ ﻗﺎل،ﻋﻠﻴﻚ ﻋﺮﻓﻨﺎه
 ﻛﻤﺎ، و�ﺎرك ﻋ �ﻤﺪ وآل �ﻤﺪ،ﻋﺒﺪك ورﺳﻮلﻚ ﻛﻤﺎ ﺻﻠﻴﺖ ﻋ إﺑﺮاﻫﻴﻢ
 ﺧﺮﺟﻪ اﺒﻟﺨﺎري.«ﺑﺎر�ﺖ ﻋ آل إﺑﺮاﻫﻴﻢ
“你们当说：‘主啊！求您赐福您的仆人、您
的使者穆罕默德吧！就像您曾赐福伊布拉欣一样；
求您恩赐穆罕默德及其家属吉庆吧！就像您曾恩赐
伊布拉欣的家属吉庆一样’。” ②
P13F

白皙尔·本·赛阿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ﻗﻮلﻮا "ا� ﺻﻞ ﻋ:   ﻗﺎل رﺳﻮل اﷲ: ﻗﺎل ﻋﻦ �ﺸ� ﺑﻦ ﺳﻌﺪ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3369,636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407 段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4798,6358 段

13

�ﻤﺪ ﻋﺒﺪك ورﺳﻮلﻚ ﻛﻤﺎ ﺻﻠﻴﺖ ﻋ إﺑﺮاﻫﻴﻢ ،و�ﺎرك ﻋ �ﻤﺪ وآل �ﻤﺪ،
ﻛﻤﺎ ﺑﺎر�ﺖ ﻋ آل إﺑﺮاﻫﻴﻢ« .أﺧﺮﺟﻪ مﺴﻠﻢ
“你们当说：‘主啊！求您赐福您的仆人、您
。的使者穆罕默德吧！就像您曾赐福伊布拉欣一样
求您恩赐穆罕默德及其家属吧！就像您曾恩赐伊布
① ”。’拉欣的家属吉庆一样
P14F

泰来哈·本·欧柏杜拉（愿主喜悦他）的传
”？述，他说：我问：“主的使者啊！如何祝福您
他说：
ﻋﻦ ﻃﻠﺤﺔ ﺑﻦ ﻋﺒﻴﺪ اﷲ  ﻗﺎل :ﻗﻠﺖ ﻳﺎ رﺳﻮل اﷲ :ﻛﻴﻒ الﺼﻼة
ﻤَّﺪٍ ﻛَﻤَﺎ ﺻَﻠ ّ ْ ََ
َﻴ ﻰﻠﻋ
ﻋﻠﻴﻚ؟ ﻗﺎل :ﻗﻞ »:ﺻَﻞِّ ﻰﻠﻋََ ﻣُـﺤَـﻤَّﺪٍ وَﻰﻠﻋََ آلِ ﻣُـﺤَـ
الﻠﻬُﻢَّ ﺑَﺎرِكْ ﻰﻠﻋََ ﻣُـﺤَـﻤَّﺪٍ وَﻰﻠ ََ
آل
ﻢَ وَﻰﻠﻋََ آلِ إﺑْﺮَاﻫِﻴﻢَ إﻧَّﻚَ ﺣَـﻤِﻴﺪٌ ﻣَـﺠِﻴْﺪٌ
ﻋ ِ
ّ َ ﺣَـﻤِﻴﺪٌ َـﺠِﻴﺪٌ
«.
ﻣ
ﻤَّﺪٍ ﻛَﻤَﺎ ﺑَﺎرَ�ْﺖَ ﻰﻠﻋََ إﺑْﺮَاﻫِﻴﻢَ وَﻰﻠﻋََ آلِ إﺑْﺮَاﻫِﻴﻢَ إﻧَﻚ
ﺧﺮﺟﻪ أﻤﺣﺪ
“你说：主啊！求您赐福穆罕默德及其家属
吧！就像您曾赐福伊布拉欣及其家属一样，您确是
受赞颂的，荣耀的主；主啊！求您恩赐穆罕默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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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405 段

其家属吉庆吧！就像您曾恩赐伊布拉欣及其家属吉
庆一样，您确是受赞颂的，荣耀的主。” ①
P15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们询问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我们如
何祝福您？”他说：
: ﻛﻴﻒ ﻧﺼ� ﻋﻠﻴﻚ؟ ﻗﺎل  أﻧﻬﻢ ﺳﺄلﻮا رﺳﻮل اﷲ ﻦ أﻲﺑ ﻫﺮ�ﺮة
ََ  وَﻰﻠ،ٍّ ﺑَ ْ  ﻣُـﺤَـﻤَّﺪ
ََﻞِّ ﻰﻠﻋ
آل
ﺎرك
َ»ّ ﺻ:ﻗﻞ
ِ ﻋ
ِ ،ٍﻣُـﺤَـﻤَّﺪٍ وَﻰﻠﻋََ آلِ ﻣُـﺤَـﻤَﺪ
ََ  وَﻰﻠ،َﻤَّﺪٍ ﻛَﻤَﺎ ﺻَﻠَّﻴْﺖَ ﺑَﺎرَ�ْﺖَ ﻰﻠﻋََ إﺑْﺮَاﻫِﻴﻢ
ْ
َ ّ
َﺮَاﻫِﻴﻢ
ﻓ ﻟﻌﺎﻤﻟ� ﻧَﻚ
آل إﺑ
ِ ﻋ
ٌﺣَـﻤِﻴﺪٌ َـﺠِﻴﺪ
 ﺧﺮﺟﻪ اﻟنﺴﺎﻲﺋ.«والﺴﻼم ﻛﻤﺎ ﻗﺪ ﻋﻠﻤﺘﻢ
ﻣ
“你说：主啊！求您赐福穆罕默德及其家属
吧！求您恩赐穆罕默德及其家属吉庆吧！就像您曾
在众世界里赐福和恩赐伊布拉欣及其家属吉庆一
样。您确是受赞颂的，荣耀的主；祝安如你们所知
道的那样。” ②
P16F

①《艾哈迈德圣训集》1/162，《班扎尔圣训集》第 941，942 段，《伊本艾布谢依
白圣训集》2/505
②《奈萨伊圣训集》第 9875 段，《班扎尔圣训集》第 565 段，《泰柏拉尼圣训集》
第 3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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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格柏图·本·阿姆鲁（愿主喜悦他）的传
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ا ﺻﻠﻴﺘﻢ ﻲﻠﻋّ ﻓﻘﻮلﻮا:  ﻗﺎل رﺳﻮل اﷲ: ﻗﺎل ﻋﻦ ﻋﻘﺒﺔ ﺑﻦ ﻋﻤﺮو
�ﻤﺪ اﻨﻟﻲﺒ اﻷ� وﻰﻠﻋ آل �ﻤﺪ ﻛﻤﺎ ﺻﻠﻴﺖ ﻰﻠﻋ إﺑﺮاﻫﻴﻢ وﻰﻠﻋ
 وﻰﻠﻋ آل �ﻤﺪ ﻛﻤﺎ ﺑﺎﺖ ﻰﻠﻋ،�اﻫﻴﻢ و�ﺎرك ﻰﻠﻋ �ﻤﺪ اﻨﻟﻲﺒ اﻷ
 ﺧﺮﺟﻪ اﺤﻟﺎ�ﻢ.«اﻫﻴﻢ وﻰﻠﻋ آل إﺑﺮاﻫﻴﻢ إﻧﻚ ﻤﺣﻴﺪ �ﻴﺪ
“如果你们祝福我，你们当说：‘主啊！求您
赐福文盲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家属吧！就像您曾赐
福伊布拉欣及其家属一样；主啊！求您恩赐文盲的
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家属吉庆吧！就像您曾恩赐伊布
拉欣及其家属吉庆一样。您确是受赞颂的，荣耀的
主’。” ①
P17F

祝福的地方

-在末座中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

①《哈克木圣训集》第 98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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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努特的最后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在殡礼的第二个大赞词之后祝福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在主麻日、两节日和祈雨的演讲中祝福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 在应答宣礼员之后祝福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他说：
ْ
 ﺛﻢّ ﺻﻠﻮا ﻋّ ﻓﺈﻧﻪ ﻣﻦ،»إذا ﺳﻤﻌﺘﻢ ﻤﻟﺆذن ﻓﻘﻮلﻮا ﻣﺜﻞ ﻣﺎ ﻳﻘﻮل:  ﻗﺎل
ً
ً
 أﺧﺮﺟﻪ مﺴﻠﻢ.«ﺻ� ﻋّ ﺻﻼة ﺻ� اﷲ ﻋﻠﻴﻪ ﺑﻬﺎ ﺮﺸا
“当你们听到宣礼员念宣礼词时，你们应和宣
礼员所念的一样，然后你们当祝福我；的确，谁祝
福我一次，安拉以此赐福他十次。” ①
P18F

- 在祈祷的赞主之后祝福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

①《穆斯林圣训集》第 38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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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祈祷结束之后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的确，有许多《圣训》提到在祈祷
的中间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但
都属于软弱的《圣训》。

-在进出清真寺时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登上赛法和麦尔沃时祝福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
在《伊本艾布谢依白圣训集》中提到：伊本欧
麦尔曾在赛法山上念三次大赞词，他说：
ّ
ً
َْ ﺪ
 "  إﻟَـﻪَ إﻻَ اﷲ وَﺣ ُه:ﺑﻦ ﻋﻤﺮ ﺎﻛن ﻳ�ﺮﺒ ﻰﻠﻋ الﺼﻔﺎ ﺛﻼﺛﺎ ﻳﻘﻮل
ْ َ ُِ وَﻫُﻮَ ﻰﻠﻋََ ﻞﻛ،ُ ﻟَـﻪُ الﻤُﻠْﻚُ و َﻟَـﻪُ اﺤﻟَـﻤْﺪ،ُﻚَ ﻟَـﻪ
ّ ﻲﺷ ٍء ﻗَﺪِﻳﺮٌ ﺛﻢ ﻳﺼ� ﻰﻠﻋ
 رواه." ﺛﻢ ﻳﻔﻌﻞ ﻰﻠﻋ اﻤﻟﺮوة ﻣﺜﻞ ذلﻚ،ﻋﻮا و�ﻄﻴﻞ اﻟﻘﻴﺎم واﺪﻟﺎﻋء ﻟﻲﺒ
اﺑﻦ ﻲﺑ ﺷيﺒﺔ
“除安拉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他是独
一无二的主，他拥有一切权力，拥有一切赞颂，他
是大能于万物的主。”然后他祝福先知（愿主赐福
18

之，并使其平安），接着他向安拉祈祷，并长时间
地站立和祈求。 ①
P19F

-欧麦尔曾说：
 ﻓﻠﻴﻄﻒ ﺑﺎﺒﻟﻴﺖ،ً "إذا ﻗﺪم الﺮﺟﻞ ﻣﻨ�ﻢ ﺎﺟﺎ:ﻋﻦ ﻋﻤﺮ أﻧﻪ ﻗﺎل
، ﺛﻢ ﻳﺒﺪأ ﺑﺎلﺼﻔﺎ، ﺛﻢ �ﺴﺘﻠﻢ اﺤﻟﺠﺮ اﻷﺳﻮد،� وﻴﻟﺼﻞ ﻋﻨﺪ اﻤﻟﻘﺎم ر�ﻌﺘ،ًﺎ
 ﺑ� ﻞﻛ ﺗ�ﺒ�ﺗ� ﻤﺣﺪ،ﻓﻴﻘﻮم ﻋﻠﻴﻪ و�ﺴﺘاﺒﻟﻴﺖ ﻓﻴﻜﺮﺒ ﺳﺒﻊ ﺗ�ﺒ�ات
 ﻟﺔ ﻨﻟﻔﺴﻪ وﻰﻠﻋ اﻤﻟﺮوة ﻣﺜﻞ ﺰ وﺟﻞ وﺛﻨﺎء ﻋﻠﻴﻪ وﺻﻼة ﻰﻠﻋ اﻨﻟﻲﺒ
 رواه اﺑﻦ ﻲﺑ ﺷيﺒﺔ."ذلﻚ
“你们某人来朝觐，让他环游七圈天房，在立
足处礼两拜，然后亲吻黑石，接着从赛法开始，当
登上赛法之后，面对天房，赞主至大七次，每两次
大赞词之间赞颂和赞美安拉，祝福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然后为自己祈福；在麦尔沃山
上也是如此。” ②
P20F

-在人们聚会以及散场之前祝福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先知（）说：

①《伊本艾布谢依白圣训集》第 29639 段
②《伊本艾布谢依白圣训集》第 2963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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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ﻠ
َْ ْ
ْ
وَﻟَـﻢ
،ِﻟَـﻢ ﻳﺬﻛُﺮُ وا اﷲ �ِﻴﻪ
 »ﻣﺎ ﺟ ﺲ ﻗﻮم ﻣَـﺠﻠِﺴﺎ ﺛﻢ ﺗﻔﺮﻗﻮا و: ﻗﺎل
ََ ا
ّ
ْ
ََن
ْ
ْ
 َو�ن،ﺑَـﻬُـﻢ
َ ﻓَﺈنْ ﺷَﺎءَ ﻋَﺬ،ًﻋَﻠَﻴﻬِـﻢ ﻣﻦ اﷲ ِﺮَة
  إﻻ ﺎﻛ ّ ََِِﻠُّﻮ ﻰﻠﻋ ﻨﻟ
ْ
َﺎء �َﻔَﺮ
َ َﺷ
 أﺧﺮﺟﻪ اﺑﻦ ﺣﺒﺎن.«ﻟَـﻬُـﻢ
“任何一伙人坐在一个场所里，然后直到他们
散场，他们在其中没有记念安拉，也没有祝福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那么，他们都有一
种来自安拉的谴责。如果安拉意欲，就惩罚他们；
如果安拉意欲，就饶恕他们。” ①
P21F

-在提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时祝福他。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 ﺻَﻼةً ﺻَ�َ اﷲ
ََ وﺻَ�َّ ﻲﻠﻋ،ّ »ْ ذﻛﺮت ﻋﻨﺪه ﻓﻠﻴﺼﻞ ﻲﻠﻋ: ﻗﺎل
ً ْ ﺮ
ﻠ
 أﺧﺮﺟﻪ ﻟنﺴﺎﻲﺋ.«ََﻴﻪِ ﺑِـﻬَﺎ ﻋَﺸا
“谁听到有人提到我，让他祝福我，谁祝福我
一次，安拉以此赐福他十次。” ②
P2F

①正确的圣训，《伊本汉巴尼圣训集》第 2 段
②《奈萨伊圣训集》第 6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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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起来礼夜间拜时祝福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伊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
说：
ﻗﺎل اﺑﻦ مﺴﻌﻮد " :ﺤﻚ اﷲ ﻋﺰ وﺟﻞ إﻰﻟ رﺟﻠ� ،رﺟﻞ ﻟﻲﻘ
ﻌﺪو و ﻫﻮ ﻰﻠﻋ ﻓﺮس ﻣﻦ أﻣﺜﻞ ﺧﻴﻞ أﺻﺤﺎﺑﻪ ،ﻓﺎﻧﻬﺰمﻮا ،وﺛﺒﺖ ﻓﺈن ﻗﺘﻞ
ﺸﻬﺪ ،و�نْ ﺑﻲﻘ ﻓﺬلﻚ اﺬﻟي ﻳﻀﺤﻚ اﷲ إﻴﻟﻪ ،وﺟﻞ ﻗﺎم ﻲﻓ ﺟﻮف الﻠﻴﻞ ﻻ
ﺑﻪ أﺣﺪ ،ﻓﺘﻮﺿﺄ ﻓﺄﺳﺒﻎ الﻮﺿﻮء ﺛﻢ ﻤﺣﺪ اﷲ و�ﺪه ،وﺻ� ﻰﻠﻋ اﻨﻟﻲﺒ ،
ﺳﺘﻔﺘﺢ اﻟﻘﺮآن ﻓﺬلﻚ اﺬﻟي ﻳﻀﺤﻚ اﷲ إﻴﻟﻪ ﻳﻘﻮل :ﻧﻈﺮوا إﻰﻟ ﻋﺒﺪي ﻗﺎﺋﻤﺎ
ﻻ ﻳﺮى أﺣﺪ ﻏ�ي" .أﺧﺮﺟﻪ ﻟنﺴﺎﻲﺋ
“伟大尊严的安拉喜悦两个人，一个人遇到了
敌人，他有比其他战友都更优越的坐骑，然后他们
战败了，其他的人都逃跑了，唯独他没有逃跑，如
果他被杀了，那他就是烈士；如果他幸存下来了，
然后他又返回了队伍，安拉喜爱这个人。另一个人
在夜间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时候起来，然后他洗了
完美的小浄，接着他赞颂安拉，赞主荣耀，并且祝
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然后开始诵
读《古兰经》，安拉喜悦这个人，并说：你们看我
21

ً

礼夜间拜的仆人，除我之外，没有任何人看到
他。” ①
P23F

- 封印《古兰经》和祈祷结束时祝福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的确，有证据证实艾奈斯，伊本阿巴斯和伊本
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们）等人在封印《古兰经》
时的祈祷。
伊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说：
 "ﻣﻦ ﺧﺘﻢ اﻟﻘﺮآن ﻓﻠﻪ دﻋﻮة مﺴﺘﺠﺎﺑﺔ" أﺧﺮﺟﻪ أﺑﻮ: ﻗﺎل اﺑﻦ مﺴﻌﻮد
ﻋﺒﻴﺪة
“谁封印了《古兰经》，他有被应答的祈
②

祷。”

P24F

穆贾黑德说：“怜悯在封印《古兰经》时降
临。”
伊本盖依慕说：“如果这是证实祈祷和被应答

①《奈萨伊圣训集》第 867 段，《伊本艾布谢依白圣训集》5/313，《达尔古图尼圣
训集》第 869 段
②《古兰经的优越》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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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那么，它也是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的地方。” ①
P25F

-主麻日的昼夜间多多地祝福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ا ﻲﻠﻋّ ﻣﻦ الﺼﻼة ﻴﻟﻠﺔ اﺠﻟﻤﻌﺔ" اه اﺒﻟﻴﻬﻲﻘ: ﻗﺎل
“你们当在主麻的夜晚多多地祝福我。” ② 又
P26F

P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ﻓﺈن ﺻﻼة أﻣﻲﺘ، "ﻲﻠﻋّ ﻣﻦ الﺼﻼة ﻲﻓ ﻞﻛ ﻳﻮم ﻤﺟﻌﺔ: وﻗﺎل
� ﻓﻤﻦ ﺎﻛن أ�ﺮﺜﻫﻢ ﻲﻠﻋّ ﺻﻼة ﺎﻛن أﻗﺮ�ﻬﻢ ﻣ،ﻲﻓ ﻞﻛ ﻳﻮم ﻤﺟﻌﺔ
ﻣ�ﻟﺔ" رواه ﻟﻴﻬﻲﻘ
“你们当在每个主麻日多多地祝福我，的确，
我族人对我的祝福在每个主麻日都被呈现给我，祝
福我最多的人就是最接近我的人。” ③
P27F

①《洁俩吾勒艾弗哈姆》第 568 页
②《白依哈给圣训集》3/249
③《白依哈给圣训集》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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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ﻲﺑ مﺴﻌﻮد  ﻋﻦ ﻟﻲﺒ  أﻧﻪ ﻗﺎل�" :ﺮﺜوا ﻋّ ﻣﻦ الﺼﻼة ﻳﻮم
ﺠﻟﻤﻌﺔ ،ﻓﺈﻧﻪ ﻟيﺲ أﺣﺪ ﻳﺼ� ﻋّ ﻳﻮم ﺠﻟﻤﻌﺔ ،إﻻ ﻋﺮﺿﺖ ﻋّ ﺻﻼﺗﻪ"
أﺧﺮﺟﻪ ﺎ�ﻢ واﺒﻟﻴﻬﻲﻘ
“你们当在每个主麻日多多地祝福我，的确，
任何人在主麻日对我的祝福，他的祝福都会被呈现
① ”。给我
P28F

-在遇到烦恼，痛苦和祈求饶恕时祝福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欧班耶·本·凯阿布的传述，有一男子说：
ّ
ﻦ أﻲﺑ ﺑﻦ ﻛﻌﺐ  ﻗﺎل رﺟﻞ ﻳﺎ رﺳﻮل اﷲ :رأﻳﺖ إن ﺟﻌﻠﺖ ﺻﻼﻲﺗ
ﻛﻬﺎ ﺻﻼة ﻋﻠﻴﻚ؟ ﻗﺎل" :إذا ﻳ�ﻔﻴﻚ اﷲ ﻣﺎ أﻫﻤﻚ ﻣﻦ أمﺮ دﻧﻴﺎك وآﺧﺮﺗﻚ"
ﺧﺮﺟﻪ اﻟﺮﺘﻣﺬي

①《哈克米圣训集》2/421，《白依哈给圣训集》第 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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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啊！如果我用我所有祈祷的时间来
祝福您，您看怎样？”使者说：“那么，安拉使你
满足于你今后两世所重视的事情。” ①
P29F

-在书写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的名字时祝福他。
哈桑·本·穆罕默德的传述，他说：“我看到
艾哈默德·本·罕百里（愿主怜悯他）在睡觉，他
对我说：“艾布阿里啊！假若你在书中看到我们祝
福的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你如何在
我们的面前实现愿望呢？” ②
30F

阿布杜拉·本·哈克米说：“我看见萨菲尔在
睡觉，于是问道：安拉对你如何？”他说：“怜悯
我，饶恕我。”我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他
说：“我根据记念者提到的数量祈求安拉赐福穆罕
默德，根据疏忽者提到疏忽的数量祈求安拉赐福穆

①优良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613 段
②《绝妙的语言》第 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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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默德。” ①
31F

-在传授知识，记念安拉，教授学生时祝福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每天早晚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
艾布戴尔达易（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ﺻ� ﻲﻠﻋّ ﺣ� ﻳﺼﺒﺢ:  ل اﻨﻟﻲﺒ: ﻗﺎل  أﻲﺑ اﺪﻟرداء
� أدر�ﺘﻪ ﺷﻔﺎﻋﻲﺘ ﻳﻮم اﻟﻘﻴﺎﻣﺔ" ﺧﺮﺟﻪ اﻟﻄﺮﺒا،ً وﺣ� ﻳﻤﻲﺴ ﻋﺮﺸا،ً
.�ﺣﺴﻨﻪ اﻷﺒﻟﺎ
“谁早晨祝福我十次，晚上祝福我十次，那
么，复生日，他就可以获得我的说清。” ②
P32F

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裨益
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今后
两世有数不胜数的裨益。

①《沙费尔的美德》2/304
②《泰白拉尼圣训集》第 65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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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世里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的裨益：
服从安拉的命令。清高的安拉说：
K J I H G F E D C B) :ﺎل اﷲ ﺗﻌﺎﻰﻟ

٥٦ :( اﻷﺣﺰابPONML

【[56]安拉的确怜悯先知，他的天使们的确为
他祝福。信士们啊！你们应当为他祝福，应当祝他
平安！】 ①
P3F

-渴望祈祷被应答，应以祝福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开始。欧麦尔曾说：
 أﺧﺮﺟﻪ. "ﻟﺎﻋء مﻮﻗﻮف ﺑ� الﺴﻤﺎء  ﺣﻰﺘ ﺗﺼ� ﻰﻠﻋ اﻨﻟﻲﺒ
ﻟﺮﺘﻣﺬي
“祈祷停留在天地之间，直到你祝福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②
P34F

-谁以祝福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①《同盟军章》第 56 节
②《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48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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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而开始祈祷，以祝福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而结束，那么，他的祈祷就有希
望被应答。

-以记忆敬爱的先知而使舌头湿润。
-内心的安慰，心灵的宁静，感受信仰和服
从的美味，而当祝福我们的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祝福让我们赏心悦目者时，我们就可
以发现这一切。

-以光明、行善和吉庆复兴聚会的场所，只
有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聚会才
是生动的，光明的，是获得众天使呵护的，众天使
带着光明降临，带着善者的工作返回。

-让内心记起敬爱的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并将此处于最高的目标，具备高尚的
品德，在人生中努力地奋斗，犹如我们的先知穆罕
默德所奋斗的一样。
28

- 伊本盖依慕提到了祝福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在今世里有许多裨益，其中包括
：

-是满足今世里需求的媒介，并可以纯洁祝
福者。

-媒介和光明，照耀仆人穿越随拉特桥。
-是祝福者获得天地间表扬的媒介。
-是祝福者的本身、工作、及其生命中充满
吉庆的因素。其依据是：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祈求安拉赐福于他及其家属，这种
祈祷是被应答的，并且还可以获得同类工作的报酬
。
从其裨益中还有：

-让周围的众天使和安拉清廉的仆人听到使
他们内心舒畅，享受他们听觉的愉快，在今世里最
幸福地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
人，安拉会使其在今后两世都是最幸福的人，并可
29

以获得同类工作的报酬。

- 增加伊玛尼，每当仆人多多地祝福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就更能提高他的级
别；与此相反，每当舌头疏忽了记念安拉和祝福敬
爱的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那么，仆
人就会感到缺乏信心和内心冷漠。

-为快乐的一天提供善功，那一天，每个人
都因为自己的善功和顺从而欢乐。任何人都不知道
那一天的实质，除非是在复生日那一切都出现在他
的面前。我们向慷慨的安拉祈求他的恩典和慈恩。
从其裨益中还有：

-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是
获得安拉怜悯的媒介，谁在今世祝福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谁就可以获得安拉的赐福，
众天使的祝福，并且获得安拉怜悯和赐福。

-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是
持之以恒地喜爱他、以及加倍地喜爱他的媒介。
30

每当人们常常提到所喜爱的人，就会带来更多
增加对其喜爱的美德，并增加对其的渴望，那么，
他就会全身心去喜爱他。
如果拒绝提念或很少提念敬爱的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那么，其信仰就会减弱。如
果他重新提念并多多地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那么，他的信仰就会增加。
以上所提到的，就是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寻求今后两世的裨益，即使把祝福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裨益与吉庆编辑
成册，那么，也足以实现提念他的权利和对他的
崇敬怀念。
我们祈求安拉在今后两世赐予祝福敬爱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者裨益。

-获得复生日的说情。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 ّ
َّ ُﻢَّرَب:ﺪَاء
َ ِّ� �َﺴْﻤَﻊُ اﻨﻟ
ِﻫَﺬِهِ اﺪﻟَﻋﻮَة
َ ِ »ﻦْ ﻗَﺎلَ ﺣ:ﻗﺎل ﻟﻲﺒ 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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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ﻌَ ْﻪُ َﻘ
َّ ً َ ِﻴﻠَﺔَ َاﻟﻔ
 وَا� ﺜ ﻣ ﺎﻣﺎ،َالﻮﺳ و ﻀِﻴﻠَﺔ
 آتِ ﻣُـﺤَـﻤَﺪا،ِ وَالﺼَّﻼةِ اﻟﻘَﺎﺋِﻤَﺔ،ِﺎﻣَّﺔ
ّ
ﺷَﻔ
ََ َ اﻟﻘِﻴ
ُْ ﺗَـﻪ
 أﺧﺮﺟﻪ ﺒﻟﺨﺎري.« ِـﺤْـﻤُﻮداً اﺬﻟَِي وَﻋَﺪ ﺣَﻠَّﺖْ ﻟَـﻪُ َﺎﻋَﻲﺘِ ﻳﻮم ﺎﻣَﺔ
“谁当他听见宣礼词之后说：‘主啊！这个完

美召唤词的养主啊！完美拜功的主，求您赐予穆罕
默德亲近您的媒介和尊贵，求您将他提升到您曾许
约他的一个值得称颂的地位。’那么，在复生日他
就有权得到我的说情。” ① 在白依哈给的传述中增
P35F

P

加了：
 أﺧﺮﺟﻪ ﻟﻴﻬﻲﻘ.«»ﻚ ﻻ ﺨﺗﻠﻒ اﻤﻟﻴﻌﺎد
“你确是不爽约的。” ② 记录数百件善行，消
P36F

P

除罪过，升高品级。

-亲近安拉，在乐园里接近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的坐席。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 ً َ َ اﻟﻘِﻴ
ّ
.«»َﻗْﺮَ��ُﻢْ ﻣِ�ِ ﻣَـﺠﻠِﺴﺎ ﻳﻮم ﺎﻣَﺔِ ﺜ�ﻢ ﺻﻼة ﻲﻠﻋ:ل اﻨﻟﻲﺒ ﷺ
أﺧﺮﺟﻪ ﻤﺣﺪ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614 段
②《白依哈给圣训集》第 200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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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生日，你们中最接近我的人就是祝福我
最多的人。” ①
P37F

①《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145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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