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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酬的优越性
ﺎﺋﻞ اﻤﻟﻌﺎﺮﺷات
-孝敬父母的优越性：
-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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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只崇拜他，应当孝敬父母。
如果他俩中的一人或者两人在你的堂上达到老迈，那么，你不要对
他俩说：“呸！”不要喝斥他俩，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的话。[24]
你应当必恭必敬地服侍他俩，你应当说：“我的主啊！求您怜悯他
俩，就像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25]你们的主是最知道你们的
心情的。如果你们是善良的，那么，他对于常常悔过者确是至赦
的。】 ①
P0F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我曾请教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ـﺐﻞﹺ ﺃﹶﺣﻤ ﺍﻟﻌ ﺃﹶﻱﺒﹺﻲ ﺍﻟﻨﺄﹶﻟﹾﺖ ﺳ: ﻭ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ﺃﹶﻱ ﺛﹸﻢ:ﻳﻦﹺ« ﻗﹶﺎﻝﹶﺪﺍﻟ ﺍﻟﻮ »ﺑﹺﺮ: ؟ ﻗﹶﺎﻝﹶ ﺃﹶﻱ ﺛﹸﻢ:ﺎ« ﻗﹶﺎﻝـﻬﻗﹾﺘﻠﹶﻰ ﻭﻼﺓﹸ ﻋ »ﺍﻟﺼ:ﺇﻟﹶﻰ ﺍﷲ؟ ﻗﹶﺎﻝ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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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ﺒﹺﻴﻞﹺ ﺍﷲﻲ ﺳ ﻓﺎﺩﻬ »ﺍﳉ:ﻗﹶﺎﻝﹶ
“什么工作最受真主的喜爱？”他说：“按时礼拜。”我又
问：“其次呢？”他说：“孝敬父母。”我又问：“再其次呢？”
使者说：“为主道奋斗。” ①
P1F

-美好地陪伴父母的优越性：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一个人来于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他说：“主的使者啊！谁最有资格
受我的优待呢？”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ـﻦﻮﻝﹶ ﺍﷲ ﻣﺳﺎ ﺭ ﻳ: ﻓﹶﻘﹶﺎﻝﹶﺒﹺﻲﻞﹲ ﺇﻟﹶﻰ ﺍﻟﻨﺟﺎﺀَ ﺭ ﺟ: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ﻗﹶـﺎﻝﹶﻦ ﻣ ﺛﹸﻢ:« ﻗﹶﺎﻝﹶﻚ »ﺃﹸﻣ:؟ ﻗﹶﺎﻝﹶﻦ ﻣ ﺛﹸﻢ:« ﻗﹶﺎﻝﹶﻚ »ﺃﹸﻣ:ﻲ؟ ﻗﹶﺎﻝﹶﺘﺎﺑﺤﻦﹺ ﺻﺴ ﺑﹺـﺤﻖﺃﹶﺣ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ﻮﻙ ﺃﹶﺑ؟ ﻗﹶﺎﻝﹶ »ﺛﹸﻢﻦ ﻣ« ﻗﹶﺎﻝﹶ ﺛﹸﻢﻚ»ﺃﹸﻣ
“你的母亲。”他问：“其次呢？”他说：“你的母亲。”
他又问：“再其次呢？”他说：“你的母亲。”他又再次问：“再
其次呢？”他说：“你的父亲。” ②
P2F

-联系近亲的优越性：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ﻂﹶﺴﺒ ﺃﹶﻥﹾ ﻳﺐ ﺃﹶﺣﻦ »ﻣ: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١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ﻪـﻤﺣﻞﹾ ﺭﺼ ﻓﹶﻠﹾﻴ،ﻲ ﺃﹶﺛﹶﺮﹺﻩ ﻓﺄﹶ ﻟﹶـﻪﺴﻨﻳ ﻭ،ﻪﻗﻲ ﺭﹺﺯ ﻓﻟﹶـﻪ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2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85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97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54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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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想增加丰富的给养和长寿，就他谁联系骨肉吧！”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ـﻦﺔﹲ ﻣﻨـﺠ ﺷـﻢﺣ »ﺇﻥﱠ ﺍﻟﺮ: 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 ﻗﺎﻝ-٢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ـﻪﺘ ﻗﹶﻄﹶﻌﻚ ﻗﹶﻄﹶﻌﻦﻣ ﻭ،ـﻪﻠﹾﺘﺻ ﻭﻠﹶﻚﺻ ﻭﻦ ﻣ:ُﻦﹺ ﻓﹶﻘﹶﺎﻝﹶ ﺍﷲـﻤﺣﺍﻟﺮ
“的确，血亲是来自于慈主的标记。真主说：‘谁接续你，我
已接续谁；谁断绝你，我已断绝谁’。” ②
P4F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ـﻞﹸﺍﺻ ﺍﻟﻮﺲ »ﻟﹶـﻴ: ﻭ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ﺍﻟﻨﱯ ﻗﺎﻝ-٣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ﺎﻠﹶـﻬﺻ ﻭﻪـﻤﺣ ﺭﺖﻌﻱ ﺇﺫﹶﺍ ﻗﹸﻄﻞﹸ ﺍﻟﱠﺬﺍﺻﻦﹺ ﺍﻟﻮﻟﹶﻜ ﻭﺊﺑﺎﳌﻜﹶﺎﻓ
“联系亲戚者绝不需要礼尚往来，但真正的联系者是当近亲与
之断绝关系时，他主动联系他们。” ③
P5F

-美好地与孩子生活及教育他们的优越性：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女
孩子来向我讨饭，当时我跟前只有一枚椰枣，我就把那枚椰枣给了
她，她将椰枣分给了自己的两个女孩后，站起身就走了。然后当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进来时，我将此事告诉了他，他
说：

ـﺄﹶﻟﹸﻨﹺﻲ ﻓﹶﻠﹶــﻢﺴ ﺗﺎﻥﺘﻨﺎ ﺍﺑﻬﻌﺃﹶﺓﹲ ﻣﺮﻨﹺﻲ ﺍﻣﺎﺀَﺗ ﺟ: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١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98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557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98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554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991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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ﺗـﺠﹺﺪ ﻋﻨﺪﻱ ﻏﹶﻴﺮ ﺗـﻤﺮﺓ ﻭﺍﺣﺪﺓ ،ﻓﹶﺄﹶﻋﻄﹶﻴﺘـﻬﺎ ﻓﹶﻘﹶﺴﻤﺘـﻬﺎ ﺑﻴﻦ ﺍﺑﻨﺘﻴــﻬﺎ ،ﺛﹸـﻢ ﻗﹶﺎﻣـﺖ
ﻓﹶﺨﺮﺟﺖ ،ﻓﹶﺪﺧﻞﹶ ﺍﻟﻨﺒﹺﻲ ﻓﹶﺤﺪﺛﹾﺘـﻪ ﻓﹶﻘﹶﺎﻝﹶ» :ﻣﻦ ﻳﻠﻲ ﻣﻦ ﻫﺬﻩ ﺍﻟﺒﻨﺎﺕ ﺷـﻴﺌﺎﹰ ،ﻓﹶﺄﹶﺣﺴـﻦ
ﺇﻟﹶﻴـﻬﹺﻦ ﻛﹸﻦ ﻟﹶـﻪ ﺳﺘﺮﺍﹰ ﻣﻦ ﺍﻟﻨﺎﺭﹺ«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谁负责这些女孩的事物，并善待她们，她们将会阻止他免遭
① ”。火狱之灾
P6F

-欧萨麦·本·宰德（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让我坐在他的一条大腿上，让
哈桑坐在他的另一条大腿上，然后他抱着我们俩说：

 -٢ﻭﻋﻦ ﺃﺳﺎﻣﺔ ﺑﻦ ﺯﻳ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ﻛـﺎﻥ ﺭﺳـﻮﻝ ﺍﷲ

ﻳﺄﺧـﺬﱐ

ﻓﹶﻴـﻘﹾﻌﺪﱐ ﻋﻠﻰ ﻓﹶﺨﺬﻩ ،ﻭﻳـﻘﻌﺪ ﺍﳊﺴﻦ ﻋﻠﻰ ﻓﺨﺬﻩ ﺍﻵﺧـﺮ ﰒ ﻳﻀـﻤﻬﻤﺎ ،ﰒ ﻳﻘـﻮﻝ:
»ﺍﻟﻠﱠﻬـﻢ ﺍﺭﺣـﻤﻬـﻤﺎ ﻓﹶﺈﻧﻲ ﺃﹶﺭﺣـﻤﻬـﻤﺎ«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② ”。“主啊！求您怜悯他俩吧！我确已慈爱他俩
P7F

-抚养孤儿的优越性：
塞海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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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ﺳﻬﻞ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ﺃﹶﻧﺎ ﻭﻛﹶﺎﻓﻞﹸ ﺍﻟﻴﺘﻴﻢﹺ ﻓـﻲ ﺍﳉﹶﻨـﺔ
ﻫﻜﹶﺬﹶﺍ« ﻭﺃﹶﺷﺎﺭ ﺑﹺﺎﻟﺴﺒﺎﺑﺔ ﻭﺍﻟﻮﺳﻄﹶﻰ ﻭﻓﹶﺮﺝ ﺑﻴﻨـﻬـﻤﺎ ﺷﻴﺌﺎﹰ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和孤儿的保护人在天堂就像这样。”他分开食指和中指暗
① 。示两者的距离
P8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99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629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03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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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父母亲友的优越性：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ﺍﻟﺒﹺﺮﺮ ﺃﹶﺑﻦ »ﺇﻥﱠ ﻣ:ﻳﻘﻮﻝ

 ﲰ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ﻟﱢﻲﻮﺪ ﺃﹶﻥﹾ ﻳـﻌ ﺑ ﺃﹶﺑﹺﻴﻪﺩﻞﹶ ﻭﻞﹺ ﺃﹶﻫﺟﻠﹶﺔﹶ ﺍﻟﺮﺻ

“的确，一个人在其父亲去世以后联系父亲朋友的家人也属于
最好的孝道。” ②
P9F

-替寡妇与穷人主持事物的优越性：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ﲔﹺﻜﺴﺍﳌ ﻭﻠﹶﺔﻣﻠﹶﻰ ﺍﻷَﺭﻲ ﻋﺎﻋ »ﺍﻟﺴ:  ﻗﺎﻝ ﺍﻟﻨﱯ: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ﺎﺭﻬﻢﹺ ﺍﻟﻨﺎﺋﻞﹶ ﺍﻟﺼـﻢﹺ ﺍﻟﻠﱠﻴ ﺃﹶﻭﹺ ﺍﻟﻘﹶﺎﺋ،ﺒﹺﻴﻞﹺ ﺍﷲﻲ ﺳ ﻓـﺪﺎﻫﻛﹶﺎﳌﹸـﺠ
“替寡妇与穷人主持事物者，犹如为主道出征者；或犹如永不
间断的礼拜者；或犹如永不开斋的封斋者一样。” ③
P10F

-教育女儿的优越性：
艾奈斯·本·马立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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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ﻦﹺﻴﺘـﺎﺭﹺﻳـﺎﻝﹶ ﺟ ﻋﻦ »ﻣ: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30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983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552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35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98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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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ﻪﺎﺑﹺـﻌ ﺃﹶﺻﻢﺿ« ﻭﻮﻫﺎ ﻭ ﺃﹶﻧﺔﺎﻣﻴ ﺍﻟﻘﻮﻡﺎﺀَ ﻳ ﺟ،ﺎﻠﹸﻐﺒﻰ ﺗﺘﺣ
“谁抚养两个女孩，直至她俩成年，在复生日来临时，我和他
就像它俩一样。”他把自己的手指并拢在一起。 ①
P1F

-联系邻居的优越性：
-清高的真主说：
r q p o n m l k j i h g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٣٦/( ]ﺍﻟﻨﺴﺎﺀxwvuts
【[36]你们当崇拜真主，不要以任何事物举伴他，当孝敬父
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善待近邻、远
邻……。】 ②
P12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ﻴﻨﹺﻲ ﺑﹺﺎﳉﹶﺎﺭﹺﺻﻮﺮﹺﻳﻞﹸ ﻳﺍﻝﹶ ﺟﹺﺒﺎ ﺯ »ﻣ: ﻭ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ﻋﻦ ﺍﻟﻨﱯ ﻗﺎﻝ-٢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ﺛﹸﻪﺭﻮﻴ ﺳﻪ ﺃﹶﻧﺖﻨﻰ ﻇﹶﻨﺘﺣ
“吉布拉依赖天使经常嘱托我善待邻居，甚至我认为邻居将有
继承权了。” ③
P13F

-艾布素来哈（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ﺍﷲ ﻻ ﻭ،ﻦﻣـﺆﺍﷲ ﻻ ﻳ »ﻭ: ﻭﻋﻦ ﺃﰊ ﺷﺮﻳﺢ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ﱯ ﻗـﺎﻝ-٣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31 段
《妇女章》第 36 节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1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62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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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ﻘﹶـﻪﺍﺋﻮ ﺑﻩـﺎﺭ ﺟﻦﺄﹾﻣﻱ ﻻ ﻳ »ﺍﻟﱠﺬ:ﻮﻝﹶ ﺍﷲ؟ ﻗﹶﺎﻝﹶﺳﺎ ﺭ ﻳﻦﻣﻴﻞﹶ ﻭ« ﻗﻦﻣﺆﺍﷲ ﻻ ﻳ ﻭ،ﻦﻣﺆﻳ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指主发誓，他没有归信，指主发誓，他没有归信，指主发
誓，他没有归信。”有人问：“主的使者啊！他是谁呢？”使者
说：“就是伤害邻居，使其不得安宁的人。” ①
P14F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ﻰﺘ ﺣﻛﹸﻢﺪ ﺃﹶﺣﻦﻣﺆ »ﻻ ﻳ: ﻭ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 ﻗﺎﻝ-٤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ﻔﹾﺴِﻪﻨ ﻟﺐـﺤﺎ ﻳ( ﻣﺎﺭﹺﻩـﺠ ﻗﹶﺎﹶﻝ ﻟ) ﺃﹶﻭ،ﻴﻪ ﻷَﺧﺐـﺤﻳ
“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完全的归信，直至他为自己的兄弟（或者
他说：为自己的邻居）喜爱，就像他为自身所喜爱的那样。” ②
P15F

-怜爱他人的优越性：
杰力尔·本·阿布杜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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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ﻦ ﺍﷲُ ﻣـﻢﺣﺮ »ﻻ ﻳ: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ﺟﺮﻳﺮ ﺑﻦ ﻋﺒﺪﺍ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ﺎﺱ ﺍﻟﻨـﻢﺣﺮﻻ ﻳ
“不怜爱他人者，就得不到真主的怜爱。” ③
P16F

-善待没有伤害穆斯林大众的多神教徒的优越性：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1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45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737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31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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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٨/[\]^_( ]ﺍﳌﻤﺘﺤﻨﺔZ YXWV U
【[8]未曾为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也未曾把你们从故乡驱
逐出境者，真主并不禁止你们怜悯他们，公平待遇他们。真主确是
喜爱公平者的。】 ①
P17F

-艾斯玛·宾图·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她俩）的传述，她
说：我的母亲来看我——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时代，她还是一个多神教徒，

ـﻲﻫـﻲ ﻭ ﺃﹸﻣﻠـﻲ ﻋﺖﻣ ﻗﹶﺪ: ﻭﻋﻦ ﺃﲰﺎﺀ ﺑﻨﺖ ﺃﰊ ﺑﻜ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ﻟﺖ-٢
،ﺔﹲﺒﺍﻏ ﺭﻲﻫ ﻭﺖﻣﻲ ﻗﹶﺪ ﺇﻥﱠ ﺃﹸﻣ:ﻗﹸﻠﹾﺖ

ﻮﻝﹶ ﺍﷲﺳ ﺭﺖﻴﻔﹾﺘﺘﻮﻝﹺ ﺍﷲ ﻓﹶﺎﺳﺳ ﺭﺪﻬﻲ ﻋﺮﹺﻛﹶﺔﹲ ﻓﺸﻣ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ﻚﻲ ﺃﹸﻣﻠ ﺻ،ﻢﻌ »ﻧ:ﻲ؟ ﻗﹶﺎﻝﹶﻞﹸ ﺃﹸﻣﺃﹶﻓﹶﺄﹶﺻ

于是我去征求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裁决；
我说：“主的使者啊！我的母亲来看我，她渴望我的接济，我可以
接济她吗？”他说：“是的，你应接济你的母亲。” ②
P18F

-怜爱信士、同情他们的优越性：
努阿曼·本·白锡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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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ﻓﹶﻲﻨﹺﲔﻣﻯ ﺍﳌﺆﺮ »ﺗ: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ﺍﻟﻨﻌﻤﺎﻥ ﺑﻦ ﺑﺸﲑ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①

《受考验的妇人章》第 8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262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003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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ﻰ ﻟﹶـﻪﺍﻋﺪﻮﺍﹰ ﺗﻀـﻜﹶﻰ ﻋﺘ ﺇﺫﹶﺍ ﺍﺷﺪﺜﹶﻞﹺ ﺍﳉﹶﺴ ﻛﹶﻤﻬﹺـﻢﺎﻃﹸﻔﻌﺗ ﻭ،ـﻢﻫﺍﺩﻮﺗ ﻭ،ﻬﹺـﻢـﻤﺍﺣﺮﺗ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ﻰﺍﳊﹸـﻤﺮﹺ ﻭﻬ ﺑﹺﺎﻟﺴﻩﺪﺴ ﺟﺮﺎﺋﺳ
“你看信士们互相喜爱、互相怜悯和互相同情，就像一个躯体
一样，如果某一部位感到不适，其它部位也会感到煎熬和发烧。”

①
P19F

-美德及善待妻子和女仆的优越性：
-艾布胡莱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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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ـﺎﺀﺴﻮﺍ ﺑﹺﺎﻟﻨﻮﺻﺘ »ﺍﺳ:  ﻕﺍ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ـﻪﻴﻤﻘ ﺗـﺖﺒ ﻓﹶـﺈﻥﹾ ﺫﹶﻫ،ﻼﻩﻠﹶﻊﹺ ﺃﹶﻋﻲ ﺍﻟﻀﺀٍ ﻓﻲ ﺷﺝﻮﺇﻥﱠ ﺃﹶﻋ ﻭ،ﻠﹶﻊﹴ ﺿﻦ ﻣﻘﹶﺖﻠﺃﹶﺓﹶ ﺧﻓﹶﺈﻥﱠ ﺍﳌﺮ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ﺎﺀﺴﻮﺍ ﺑﹺﺎﻟﻨﻮﺻﺘ ﻓﹶﺎﺳ،ﺝﻮﻝﹾ ﺃﹶﻋﺰ ﻳ ﻟﹶـﻢـﻪﻛﹾﺘﺮﺇﻥﹾ ﺗ ﻭ،ـﻪﺗﺮﻛﹶﺴ
“你们当善待女人，女人确是从肋骨上被造的。肋骨最弯的部
位是它的最上部，如果你要取直它，你就会弄断它；如果你放任不
管，它一直都是弯的，所以你们善待女人。”

②
P20F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我服侍
了先知十年，他从未对我说过

، ﺃﹸﻑ:ﻲﺎ ﻗﹶﺎﻝﹶ ﻟ ﻓﹶﻤﻨﹺﲔ ﺳﺮﺸ ﻋﺒﹺﻲ ﺍﻟﻨﺖﻣﺪ ﺧ: ﻭ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ﺖﻌﻨﻻ ﺃﹶﻻ ﺻ؟ ﻭﺖﻌﻨ ﺻـﻢﻻ ﻟﻭ
“他从来都没有喝斥过我，也从来都不没有责备过你为什么这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1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58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3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468 段

②

10

样做？或你不要那样做。”

①

-得体的管理和应酬的优越性：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我
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ﻳﻘـﻮﻝ

 ﲰﻌﺖ ﺭﺳـﻮﻝ ﺍﷲ: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١

،ــﻪﺘﻴﻋ ﺭـﻦﻭﻝﹲ ﻋـﺆﺴﻣﺍﻉﹴ ﻭ ﺭﺎﻡ ﺍﻹﻣ:ـﻪﺘﻴﻋ ﺭﻦﻭﻝﹲ ﻋﺆﺴ ﻣﻛﹸﻠﱡﻜﹸﻢ ﻭ،ﺍﻉﹴ ﺭ»ﻛﹸﻠﱡﻜﹸﻢ
ـﺎﺟﹺﻬﻭ ﺯـﺖﻴﻲ ﺑﺔﹲ ﻓﻴﺍﻋﺍﳌﺮﺃﺓﹸ ﺭ ﻭ،ـﻪﺘﻴﻋ ﺭﻦﻭﻝﹲ ﻋﺆﺴ ﻣﻮﻫ ﻭـﻪﻠﻲ ﺃﹶﻫﺍﻉﹴ ﻓﻞﹸ ﺭﺟﺍﻟﺮﻭ
 ﻣﺘﻔـﻖ.«ـﻪﺘﻴﻋ ﺭﻦﻭﻝﹲ ﻋﺆﺴﻣ ﻭﻩﺪﻴﺎﻝﹺ ﺳﻲ ﻣﺍﻉﹴ ﻓ ﺭﻡﺍﳋﹶﺎﺩ ﻭ،ﺎـﻬﺘﻴﻋ ﺭﻦﻭﻟﹶﺔﹲ ﻋﺆﺴﻣﻭ
.ﻋﻠﻴﻪ
“你们每个人都是掌管者，你们每个人都将要因为他所掌管的
受到考问；领袖是掌管者，他将要因为自己所掌管的而受到考问；
男人是家庭的掌管者，他将要因为自己的家人而受到考问；女人是
她丈夫家中的掌管者，她将要从其中而受到考问；仆人掌管着他主
人的钱财，他也将要因此受到考问；真的，你们每个人都是掌管
者，每个人都将要因为他所掌管的受到考问。” ②
P2F

-穆阿古鲁·本·耶萨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我听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ﻦﺎ ﻣ »ﻣ:ﻳﻘﻮﻝ

 ﲰ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ﻋﻦ ﻣﻌﻘﻞ ﺑﻦ ﻳﺴﺎ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ـﻪﻠﹶﻴ ﺍﷲ ﻋﻡﺮ ﺇﻟﱠﺎ ﺣـﻪﺘﻴﻋﺮ ﻟ ﻏﹶﺎﺵﻮﻫ ﻭﻮﺕـﻤ ﻳﻡﻮ ﻳﻮﺕـﻤ ﻳ،ﺔﹰﻴﻋ ﺍﷲ ﺭﻴﻪﻋﺮﺘﺴ ﻳﺪﺒﻋ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3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309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89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82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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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ﺔﹶﺍﳉﹶﻨ
“真主让某个仆人掌权，他至死都没有尽忠职守，那么，真主
就会禁止他进入天堂。”

①
P23F

-善待穆斯林、解决其需求、消除其灾难和遮盖其缺点的优越
性：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ـﻮ ﺃﹶﺧـﻢﻠ »ﺍﳌﹸﺴ: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١
،ــﻪﺘﺎﺟـﻲ ﺣ ﻛﹶﺎﻥﹶ ﺍﷲ ﻓﻴﻪ ﺃﹶﺧﺔﺎﺟﻲ ﺣ ﻛﹶﺎﻥﹶ ﻓﻦ ﻣ،ﻪـﻤﻠﺴﻻ ﻳ ﻭﻪـﻤﻈﹾﻠـﻢﹺ ﻻ ﻳﻠﺍﳌﹸﺴ
ـﻦﻣ ﻭ،ﺔﺎﻣﻴﻮﻡﹺ ﺍﻟﻘﺏﹺ ﻳ ﻛﹸﺮﻦﺔﹰ ﻣﺑﺎ ﻛﹸﺮ ﺑﹺـﻬـﻪﻨ ﺍﷲُ ﻋﺝﺔﹰ ﻓﹶﺮﺑـﻢﹴ ﻛﹸﺮﻠﺴ ﻣﻦ ﻋﺝ ﻓﹶﺮﻦﻣﻭ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ﺔﺎﻣﻴ ﺍﻟﻘﻡﻮ ﺍﷲ ﻳﻩﺮﺘـﻤﺎﹰ ﺳﻠﺴ ﻣﺮﺘﺳ
“穆斯林皆兄弟，不允许对自己的兄弟行亏，也不允许出卖
他；谁帮助自己的兄弟，真主就帮助谁；谁为穆斯林解决了一件困
难，真主就为他解决复生日的一件困难；谁遮掩了穆斯林的缺点，
真主就在复生日遮掩他的缺点。”

②
P24F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正
当我们同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一起旅行的途中，突然
一个人骑着坐骑走了过来。他（传述人）说：他开始左顾右盼，然
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ﺑﻴﻨﻤﺎ ﳓﻦ ﰲ ﺳﻔﺮ ﻣﻊ ﺍﻟـﻨﱯ ﺇﺫ: ﻭﻋﻦ ﺃﰊ ﺳﻌﻴﺪ ﺍﳋ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150，《穆斯林圣训集》第 142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布哈里圣训集》第 244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580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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ﺟﺎﺀ ﺭﺟﻞ ﻋﻠﻰ ﺭﺍﺣﻠﺔ ﻟﻪ ،ﻗﺎﻝ :ﻓﺠﻌﻞ ﻳﺼﺮﻑ ﺑﺼﺮﻩ ﳝﻴﻨﺎﹰ ﻭﴰﺎﻻﹰ ،ﻓﻘـﺎﻝ ﺭﺳـﻮﻝ ﺍﷲ :
»ﻣﻦ ﻛﹶﺎﻥﹶ ﻣﻌﻪ ﻓﹶﻀﻞﹸ ﻇﹶﻬﺮﹴ ﻓﹶﻠﹾﻴـﻌﺪ ﺑﹺـﻪ ﻋﻠﹶﻰ ﻣﻦ ﻻ ﻇﹶﻬﺮ ﻟﹶـﻪ ،ﻭﻣﻦ ﻛﹶﺎﻥﹶ ﻟﹶـﻪ ﻓﹶﻀﻞﹲ ﻣﻦ
ﺯﺍﺩ ﻓﹶﻠﹾﻴـﻌﺪ ﺑﹺـﻪ ﻋﻠﹶﻰ ﻣﻦ ﻟﹶﺎ ﺯﺍﺩ ﻟﹶـﻪ «ﻗﺎﻝ :ﻓﺬﻛﺮ ﻣﻦ ﺃﺻﻨﺎﻑ ﺍﳌﺎﻝ ﻣﺎ ﺫﻛﺮ ،ﺣﱴ ﺭﺃﻳﻨﺎ
ﺃﻧﻪ ﻻ ﺣﻖ ﻷﺣﺪ ﻣﻨﺎ ﰲ ﻓﻀﻞ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谁有多余的乘骑，让他给予没有乘骑的人，谁有多余的干
粮，让他给予没有干粮的人。”他（传述人 ）说：
“他提出各种财

① ”。物，甚至我们认为我们任何人都无权拥有多余的财物
P25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72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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