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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前的准备

真主的仆人啊，我们当然应该在会见/拜访我宝贵的代表之前做好
准备。真主的仆人啊，在你去我的代表的神社前，你至少要准备一
两天的时间。

探索者为你开的处方是在你旅行之前表演尽可能多的萨拉赫图尔
陶巴(ــہ ــوۃ التوب 真主的仆人啊，你应该处于悔改和无助的状态，请。(صل
求你的主真正清洁你，以便在你的马沙伊克人面前。一个人应该处
于恐惧和悔改的状态，因为你们的马沙伊赫人确实教会了你们通
往所爱之人的道路【关于塔雷卡赫·穆罕默迪亚和净化课程】，但是
你们是否听从了他们的命令，你们准备好去见所爱的代表了吗？

你应该以以下方式来执行拉卡（两拜）：
苏拉法谛海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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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遍图尔西节



一次苏拉哈希尔的完的几节







三遍苏拉伊克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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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拉之后，你应该背诵这些阿玛耳：

درود �یف
(十遍)

(一百遍)

(一百遍)

(一百遍)

当我们背诵这些阿玛耳时，我们应该考虑什么？

真主的仆人啊，想象你在你的主前面。想象真主之名的光进入你的
身体。想象光正在穿越每一个虚荣的身体，清洁你的身体、思想和
灵魂，所以你可能已经准备好迎接你的马沙伊筛赫。

求你的主，使你从黑暗中洁净，变为光明。那些真正请求宽恕的人
将在我亲爱的代表面前闪耀光芒

我们的师父西迪娜·阿卜杜勒·阿泽兹·达巴各 （Syidina Abdul  
Azeez Dabbagh）指导我们如何在拜访他的马扎尔（神社）时获得
最大的自由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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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访问时要执行的第一个行动萨伊迪娜·阿卜杜
勒·阿泽兹·达巴格  

哦，真理的探索者，当你拜访西迪娜·阿卜杜勒·阿泽兹·达巴各的
时候，敞开你的心扉，让它只在我们的主面前。所有的祝福都来自
万能的主

让你的大脑和心像花瓶一样空虚，我们主的祝福就会注入你的大
脑和心。相信并感觉到你的主人（指他自己）与你同在，并用你的心
召唤我们的主安拉 عزوجل 来指引你，然后执行以下亚玛尔：

(10遍) درود �یف

(10遍)

(66遍)

(66遍)

(33遍)

以下节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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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遍 ) درود �یف
笔记: 在访问其他马沙耶赫(筛赫)人时，也要进行上述活动在塔里
卡赫·穆罕默德

搜索者在执行这些阿玛乐(ل
时应该考虑什么(اع

寻求真理的人哪，求你想像我们主的福言亚玛乐（ل
以上从你（اعــ
口中出来。想象安拉的名字在神社之上，我们主的话语进入安拉的
名字。然后想象一束慈悲之光照在神社河上，然后它反射并注入你
的心灵。

这光就像指引的水，一旦尝过，灵魂就不会被误导。那些内心和思
想中都有一个空花瓶的人，一定会在主人的祝福和指引下解渴[指
一个人能从西迪娜·阿卜杜勒·阿泽兹·达巴格那里得到的所有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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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探索者怎么能清空他的心和头脑

当我说清空你的心和思想，它意味着从所有的爱的邪恶，所有的物
质和欲望和邪恶的连接。相反，你应该在你的内心和思想中思考和
感受“真主[阿扎瓦哈尔]”的名字[看到你，听到你，与你同在]。所有
的思想和欲望，真主当然都能看到和听到。如果一个探索者这样想
，那么他的心和思想就一定是没有任何邪恶的，并且与他的主同在
。想想看，心灵就像一个空花瓶，等待着指引之光的浇灌

如果探索者按照规定完成了阿玛耳(ل
，他们将获得指引之光，(اع
并接近我和他所有的筛赫人。

哦，先知的追随者们，去拜访任何先知的代表和同伴就好像你在拜
访他一样。所有的同伴和马沙伊赫人都住在巴尔扎克的先知[萨拉
胡阿莱希瓦萨拉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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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观我们的师父西迪娜·阿卜杜勒·阿泽兹·达巴格
（Syidina Abdul Azeez Dabbagh）的神圣神殿期间

，早晚要表演阿玛乐（ل
（ اع
 

先知的追随者阿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一个人可以得到最接近西迪娜阿卜杜勒•阿泽
兹•达巴格每天早晚表演这些阿玛耳(ل
：( اع

表演兹卡尔（赞词）
一小时赞词

, *



一小时赞词 *

3. (45分钟  )- درود �یف  *
4. 萨拉特乌尔塔巴(صلوۃ التوبہ)与阿马尔(ل
规定(اع

（请参阅第 1 页）
5. 萨拉特斯舒卡尔(صلوۃ الشکر)感谢真主的来访

*(10 遍) - 杜鲁德（赞圣）沙里夫-将在每次阿马尔前后背诵。
做所有这些事是一个机会来真正感谢我们的主给你们一个向导和
你们所有的马沙伊赫人，因为他们已经向你们展示了一条通往我
们的主和他心爱的使者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的清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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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者在执行赞词阿玛乐（ل
时应该考虑什么（اع

先知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的追随者阿，你应该用你全部的身体，思想和心灵，用真正
的渴望和虔诚来呼唤真主。

1.首先感受到真主的存在；他看见你，听见你，与你同在。

2.然后想象安拉的名字就在西迪娜·阿卜杜勒·阿泽兹·达巴格的
神龛上方。想象一下，“真主”的名字刻在敬爱的代表西迪娜·阿卜
杜勒·阿泽兹·达巴格的神龛上，照亮了神龛。
 
3.想象一下，甘巴德合凯兹拉（خ�ی 的光芒也照在这座神圣的（گنبد 
神殿上。

4.现在想象这个辐射光从神龛扩展到你的心脏。当这光照在你的
心上，想象它被刻上“达巴格”的名字，你主人的爱和荣誉被你的心
所吸收。

5.然后想象你的整个身体都刻在爱和荣誉中，首先是“达巴格”这个受祝福
的名字，然后是“穆罕默德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最后是“安拉（عزوجل）”。

6.为了达到先知[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探索者需要完全消灭在塔里卡哈穆罕默迪亚
的主人。在塔里卡姆的过程中，探索者自然会在他的马沙伊赫和先
知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中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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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最后想象一下，你的主人西迪娜•阿卜杜勒•阿泽兹•达巴各
从坟墓里站起来，然后拥抱你。那些真正真诚的人一定会被他所有
的马沙伊赫人引导和拥抱。被你的任何一个马沙伊克人拥抱就好
像你被我拥抱一样”

探索者如何在我们的师父西迪娜·阿卜杜勒·阿泽
兹·达巴格探望归来后保存所有的祝福

最后一位信使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的追随者保存的方法类似于朝觐和乌姆拉访问
的阿马尔。

当您返回执行以下操作：

1. 按规定做四拜（4）次萨拉赫图尔陶巴（صلوۃ التوبہ）的拉卡。当着你的
主人西迪娜·阿卜杜勒·阿泽兹·达巴格【的面，请求宽恕你所做的
一切不足和错误

2. 同时做四拜（4）个萨拉赫图尔舒克（صلوۃ الشــکر）的拉卡，感谢我们
的主对这次访问的支持。

为了保存这一祝福，在你到达后进行10分钟的冥想（在充分休息之
后），并且每周一进行这一冥想[仅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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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者在进行这种冥想时应该怎么想

最后一位信使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的追随者阿，探索者应该重演这次拜访他主人的
神圣神殿的旅程。他应该感到他的灵魂仍然在他的主人脚下，表演
着阿玛耳。他应该想象他所得到的所有法则（فیض）都在他体内流动
，而一个名为“真主（阿扎瓦哈尔）”的保护壳正在保存这一点并增
加祝福。

那些在亚玛耳人身上行动的人，必定与他们的主人同在。哦，真理
的探索者，想想他，他一定会和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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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乐的概述
旅行前的准备

在你旅行之前，尽可能多的表演萨拉赫图尔塔巴的拉卡。

您应按以下方式执行拉卡特：
苏拉法谛海

三遍图尔西节
一次苏拉哈希尔的完的几节

苏拉·伊克拉斯（1次）

在撒拉之后，你应该背诵这些阿玛耳
(十遍) درود �یف

(一百遍)

(一百遍)

(一百遍)

(十遍) درود �یف

一小时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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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5分钟 ) درود �یف
4. 萨拉特乌尔塔巴(صلوۃ التوبہ)与阿马尔(ل
规定(اع
（请参阅第 1 页）
5. 萨拉特斯舒卡尔(صلوۃ الشکر)感谢真主的来访
*(10 遍) - 杜鲁德（赞圣）沙里夫-将在每次阿马尔前后背诵。

那些不去的人怎么也能得到祝福呢？
对于那些因为经济或其他困难而不能去的人，他们希望得到玛沙耶克人的
精神祝福，可以在早晨和晚上表演四分之一的阿玛耳。

例子
1小时- Allah, Allah > 15分钟

1小时- Allahumma ya rabbi...> 15分钟 
45分钟- Durood Shareef >15分钟 

执行萨拉图尔塔巴和萨拉图尔舒克的两拜

(10遍)

(66遍)

(66遍)

(33遍)

   访问萨伊迪娜·阿卜杜勒·阿泽兹·达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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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木敏最后的诗句（3遍）

(十遍) درود �یف

早晚待执行的阿玛乐

, *一小时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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