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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优越性
 ﻓﻀﺎﻞ  اﻨﻟﺒـﻲ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血统的优
越性：
瓦赛莱图•本•艾勒艾斯格阿（愿主喜悦他）的传
述，他说：我听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ﻄﹶﻔﹶﻰ »ﺇﻥﱠ ﺍﷲ ﺍﺻ: ﻳﻘﻮﻝ  ﲰﻌﺖ ﺍﻟﻨﱯ:ﻋﻦ ﻭﺍﺛﻠﺔ ﺑﻦ ﺍﻷﺳﻘﻊ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ـﻢﹴﺎﺷﻨﹺﻲ ﻫﺶﹴ ﺑﻳ ﻗﹸﺮﻦﻄﹶﻔﹶﻰ ﻣﺍﺻ ﻭ،ﺔﹶﺎﻧﻨ ﻛﻦﺸﺎﹰ ﻣﻳﻄﹶﻔﹶﻰ ﻗﹸﺮﺍﺻ ﻭ،ﻴﻞﹶﺎﻋﻤ ﺇﺳﻟﹶﺪ ﻭﻦﺔﹶ ﻣﺎﻧﻨﻛ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ﻢﹴﺎﺷﻨﹺﻲ ﻫ ﺑﻦﻄﹶﻔﹶﺎﻧﹺﻲ ﻣﺍﺻﻭ
“的确，真主从伊斯玛依赖的后裔中选择了尅
纳奈族，从尅纳奈族的后裔中选择了古莱氏族，从
古莱氏族的后裔中选择了哈西姆族，从哈西姆族的
后裔中选择了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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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名字：
朱拜勒•本•穆图阿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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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ﺟﺒﲑ ﺑﻦ ﻣﻄﻌﻢ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ﺇﻥﱠ ﻟﻲ ﺃﹶﺳـﻤﺎﺀً ،ﺃﹶﻧـﺎ
ﻣـﺤـﻤﺪ ،ﻭﺃﹶﻧﺎ ﺃﹶﺣـﻤﺪ ،ﻭﺃﹶﻧﺎ ﺍﳌﹶﺎﺣﻲ ﺍﻟﱠﺬﻱ ﻳـﻤـﺤﻮ ﺍﷲ ﺑﹺﻲ ﺍﻟﻜﹸﻔﹾﺮ ،ﻭﺃﹶﻧـﺎ ﺍﳊﹶﺎﺷـﺮ
ﺍﻟﱠﺬﻱ ﻳـﺤﺸﺮ ﺍﻟﻨﺎﺱ ﻋﻠﹶﻰ ﻗﹶﺪﻣﻲ ،ﻭﺃﹶﻧﺎ ﺍﻟﻌﺎﻗﺐ ﺍﻟﱠﺬﻱ ﻟﹶﻴﺲ ﺑـﻌﺪﻩ ﺃﹶﺣﺪ .«ﻭﰲ ﻟﻔـﻆ:
»ﻭﻧﺒﹺﻲ ﺍﻟﺘﻮﺑﺔ ،ﻭﻧﺒﹺﻲ ﺍﻟﺮﺣـﻤ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有许多名字，我是穆罕默德，我是艾哈默
德，我是马黑——真主以我消除迷信，我是哈西尔
——人们将被聚集在我的脚前，我是阿给布——封
印的先知。”在另一传述中：“忏悔的先知，仁慈的先
①
P1F

”。知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优越于其他的众位先知：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ﻓﹸﻀﻠﹾﺖ ﻋﻠﹶﻰ ﺍﻷَﻧﺒﹺﻴـﺎﺀِ
ﺑﹺﺴِﺖ :ﺃﹸﻋﻄﻴﺖ ﺟﻮﺍﻣﻊ ﺍﻟﻜﹶﻠـﻢﹺ ،ﻭﻧﺼﺮﺕ ﺑﹺﺎﻟﺮﻋﺐﹺ ،ﻭﺃﹸﺣﻠﱠﺖ ﻟﻲ ﺍﻟﻐﻨﺎﺋﻢ ،ﻭﺟﻌﻠﹶﺖ ﻟـﻲ
ﺍﻷَﺭﺽ ﻃﹶﻬﻮﺭﺍﹰ ﻭﻣﺴﺠﹺﺪﺍﹰ ،ﻭﺃﹸﺭﺳﻠﹾﺖ ﺇﻟﹶﻰ ﺍﳋﹶﻠﹾﻖﹺ ﻛﹶﺎﻓﱠﺔﹰ ،ﻭﺧﺘـﻢ ﺑﹺﻲ ﺍﻟﻨﺒﹺﻴـﻮﻥﹶ« .ﺃﺧﺮﺟـﻪ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489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354，2355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
》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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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ﻣﺴﻠﻢ
“我因六件事情而胜过众先知，我获得了警
句 ，我被赐予恐惧作为援助，战利品对于我是合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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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地为我而成为洁净的礼拜殿，我是针对全人
类而被派遣的，我是封印的先知。”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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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ـﺎﺀﺒﹺﻴﺜﹶﻞﹸ ﺍﻷَﻧﻣﻲ ﻭﺜﹶﻠ »ﻣ: ﻗﺎﻝ  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٢
ـﻦ ﻣﺔﺍﻭﹺﻳ ﺯﻦ ﻣﺔ ﻟﹶﺒﹺﻨﻊﺿﻮ ﺇﻟﱠﺎ ﻣﻠﹶـﻪـﻤﺃﹶﺟ ﻭـﻪﻨﺴﺎﻧﺎﹰ ﻓﹶﺄﹶﺣﻴﻨﻰ ﺑﻨﻞﹴ ﺑﺟﺜﹶﻞﹺ ﺭﻲ ﻛﹶﻤﻠ ﻗﹶﺒﻦﻣ
ﻩـﺬ ﻫﺖﻌﺿﻠﱠﺎ ﻭ ﻫ:ـﻘﹸﻮﻟﹸﻮﻥﹶﻳ ﻭ،ﻮﻥﹶ ﻟﹶـﻪﺒﺠـﻌﻳ ﻭ،ﻄﹸﻮﻓﹸﻮﻥﹶ ﺑﹺـﻪ ﻳﺎﺱﻞﹶ ﺍﻟﻨﻌ ﻓﹶﺠ،ﺎﻩﺍﻳﻭﺯ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ﲔﺒﹺﻴ ﺍﻟﻨـﻢﺎﺗﺎ ﺧﺃﹶﻧﺔﹸ ﻭﺎ ﺍﻟﻠﱠﺒﹺﻨ ﻓﹶﺄﹶﻧ: ﻗﹶﺎﻝﹶ،ﺔﹸﺍﻟﻠﱠﺒﹺﻨ
“我与我之前众使者的比喻，就像一个人建造
房子，他全部都建造的很好，唯有某个墙角上缺了
一块土坯的位置没有完善，人们围绕着这个建筑，
并赞赏之，他们说：‘这里补上一块土坯，就更完美
的 。’ 他 说 ：‘ 我 就 是 那 块 土 坯 ， 我 是 封 印 的 先
知’。”

③
P4F

①

译者注：这里是指《古兰经》
《穆斯林圣训集》第 523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353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286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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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优越于其他的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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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ـﻮﻡ ﻳﻡ ﺁﺩﻟﹶـﺪ ﻭﺪﻴﺎ ﺳ »ﺃﹶﻧ: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ﻔﱠﻊﹴﺸﻝﹸ ﻣﺃﹶﻭ ﻭ،ﻊﹴﺎﻓﻝﹸ ﺷﺃﹶﻭ ﻭ،ﺮ ﺍﻟﻘﹶﺒـﻪﻨ ﻋﻖﺸﻨ ﻳﻦﻝﹸ ﻣﺃﹶﻭ ﻭ،ﺔﺎﻣﻴﺍﻟﻘ
“在复生日，我是人类的领袖，我的坟墓是首
先打开的，是第一个说情者，也是第一个获得说情
的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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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夜行与登
霄：
-清高的真主说：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765432 10/.-,+*
.[١/]ﺍﻹﺳﺮﺍﺀ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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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赞美真主，超绝万物，他在一夜之间，
使他的仆人从禁寺行到远寺，他在远寺的四周降
福，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部分迹象。真主确是全聪
① 】。的，确是全明的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
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ﻭﻋﻦ ﺃﻧﺲﹺ ﺑﻦﹺ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ﺭﺳﻮﻝﹶ ﺍﷲ  ﻗﺎﻝ» :ﺃﹸﺗﻴﺖ ﺑﹺـﺎﻟﺒﺮﺍﻕﹺ
)ﻭﻫﻮ ﺩﺍﺑﺔﹲ ﺃﺑﻴﺾ ﻃﹶﻮﹺﻳﻞﹲ ﻓﹶﻮﻕ ﺍﳊـﻤﺎﺭﹺ ﻭﺩﻭﻥﹶ ﺍﻟﺒـﻐﻞﹺ ،ﻳﻀﻊ ﺣﺎﻓﺮﻩ ﻋﻨﺪ ﻣﻨﺘـﻬﻰ ﻃﹶﺮﻓﻪ(
ﻗﺎﻝ :ﻓﹶﺮﻛﺒﺘـﻪ ﺣﺘﻰ ﺃﺗﻴﺖ ﺑﻴﺖ ﺍﳌﹶﻘﹾﺪﺱﹺ ،ﻗﺎﻝ ،ﻓﹶﺮﺑﻄﹾﺘـﻪ ﺑﹺﺎﳊﹶﻠﹾﻘﹶﺔ ﺍﻟﱠﺘـﻲ ﻳـﺮﺑﹺﻂﹸ ﺑﹺــﻪ
ﺍﻷَﻧﺒﹺﻴﺎﺀُ.ﻗﺎﻝ :ﺛﹸﻢ ﺩﺧﻠﹾﺖ ﺍﳌﹶﺴﺠﹺﺪ ﻓﹶﺼﻠﱠﻴﺖ ﻓﻴﻪ ﺭﻛﹾﻌﺘﻴﻦﹺ ،ﺛﹸﻢ ﺧﺮﺟﺖ .ﻓﹶﺠـﺎﺀَﻧﹺﻲ ﺟﹺﺒﺮﹺﻳـﻞﹸ
ﻋﻠﹶﻴـﻪ ﺍﻟﺴﻼﻡ ﺑﹺﺈﻧﺎﺀٍ ﻣﻦ ﺧـﻤﺮﹴ ﻭﺇﻧﺎﺀٍ ﻣﻦ ﻟﹶﺒﻦﹴ ،ﻓﹶﺎﺧﺘﺮﺕ ﺍﻟﻠﱠـﺒﻦ ،ﻓﹶﻘﹶـﺎﻝﹶ ﺟﹺﺒﺮﹺﻳـﻞﹸ

:

ﺍﺧﺘﺮﺕ ﺍﻟﻔﻄﹾﺮﺓﹶ.
“有人给我牵来一匹闪电驹——它是一匹比驴
子高，比骡子矮的纯白色的马，它一步能跨到天
际，我骑上它来到了远寺。（他说：）我把它拴在众
先知曾经拴马的那个环子上，（又说：）我进寺里面
礼了两拜，然后我出来时，吉布拉依赖天使（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我拿来了一杯酒，一杯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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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我选择了奶子。吉布拉依赖天使（愿主赐福
”。’之）说：‘你选择了本性
ﺛﹸﻢ ﻋﺮﺝ ﺑﹺﻨﺎ ﺇﻟﹶﻰ ﺍﻟﺴﻤﺎﺀِ ،ﻓﹶﺎﺳﺘﻔﹾﺘـﺢ ﺟﹺﺒﺮﹺﻳﻞﹸ ﻓﹶﻘﻴﻞﹶ :ﻣﻦ ﺃﻧﺖ؟ ﻗﺎﻝ :ﺟﹺﺒﺮﹺﻳﻞﹸ ،ﻗﻴﻞﹶ:
ﻭﻣﻦ ﻣﻌﻚ؟ ﻗﺎﻝ :ﻣـﺤـﻤﺪ .ﻗﻴﻞﹶ ﻭﻗﹶﺪ ﺑـﻌﺚﹶ ﺇﻟﹶﻴـﻪ؟ ﻗﺎﻝ :ﻗﹶﺪ ﺑـﻌﺚﹶ ﺇﻟﹶﻴـﻪ ،ﻓﹶﻔﹸﺘـﺢ
ﻟﹶﻨﺎ ،ﻓﹶﺈﺫﹶﺍ ﺃﻧﺎ ﺑﹺﺂﺩﻡ ،ﻓﹶﺮﺣﺐ ﺑﹺﻲ ﻭﺩﻋﺎ ﻟﻲ ﺑﹺـﺨﻴﺮﹴ.
“然后他就带我升上了天，吉布拉依赖要求开
门，有人问：‘你是谁？’他说：‘吉布拉依赖。’又
问：‘谁和你在一起？’他说：‘穆罕默德。’又问：
’。‘真主派他来的吗？’他说：‘是真主派他来的
然后为我们打开了天门，我突然看到阿丹，他欢迎
”。我，并为我祝福
ﺛﹸﻢ ﻋﺮﺝ ﺑﹺﻨﺎ ﺇﻟﹶﻰ ﺍﻟﺴﻤﺎﺀِ ﺍﻟﺜﱠﺎﻧﹺﻴﺔ ،ﻓﹶﺎﺳﺘﻔﹾﺘـﺢ ﺟﹺﺒﺮﹺﻳﻞﹸ ﻋﻠﹶﻴـﻪ ﺍﻟﺴﻼﻡ ،ﻓﹶﻘﻴﻞﹶ :ﻣـﻦ
ﺃﻧﺖ؟ ﻗﺎﻝ :ﺟﹺﺒﺮﹺﻳﻞﹸ ،ﻗﻴﻞﹶ :ﻭﻣﻦ ﻣﻌﻚ؟ ﻗﺎﻝ :ﻣـﺤـﻤﺪ ،ﻗﻴﻞﹶ :ﻭﻗﹶﺪ ﺑـﻌﺚﹶ ﺇﻟﹶﻴـﻪ؟ ﻗﺎﻝ:
ﻗﹶﺪ ﺑـﻌﺚﹶ ﺇﻟﹶﻴـﻪ ،ﻓﹶﻔﹸﺘـﺢ ﻟﹶﻨﺎ ،ﻓﹶﺈﺫﹶﺍ ﺃﻧﺎ ﺑﹺﺎﺑﻨﻲﹺ ﺍﳋﹶﺎﻟﹶﺔ ﻋﻴﺴﻰ ﺑﻦﹺ ﻣﺮﻳـﻢ ﻭﻳــﺤﻴﻰ ﺍﺑـﻦﹺ
ﺯﻛﹶﺮﹺﻳﺎ ﺻﻠﹶﻮﺍﺕ ﺍﷲ ﻋﻠﹶﻴـﻬﹺـﻤﺎ ،ﻓﹶﺮﺣﺒﺎ ﻭﺩﻋﻮﺍ ﻟﻲ ﺑﹺـﺨﻴﺮﹴ.
“然后我们升上了第二层天，吉布拉依赖要求
’。开门，有人问：‘你是谁？’他说：‘吉布拉依赖
又问：‘谁和你在一起？’他说：‘穆罕默德。’又
7

问：‘ 真 主 派他 来 的吗 ？ ’他 说 ：‘ 是 真主 派 他 来
的。’然后为我们打开了天门，我突然看见了俩姨兄
弟——尔撒·本·麦尔彦和叶哈雅·本·宰凯里
”。雅，他俩欢迎我，并为我祝福
ﺛﹸﻢ ﻋﺮﺝ ﺑﹺﻲ ﺇﻟﹶﻰ ﺍﻟﺴﻤﺎﺀِ ﺍﻟﺜﱠﺎﻟﺜﹶﺔ ،ﻓﹶﺎﺳﺘﻔﹾﺘـﺢ ﺟﹺﺒﺮﹺﻳﻞﹸ ،ﻓﹶﻘﻴﻞﹶ :ﻣﻦ ﺃﻧـﺖ؟ ﻗـﺎﻝ:
ﺟﹺﺒﺮﹺﻳﻞﹸ ،ﻗﻴﻞﹶ :ﻭﻣﻦ ﻣﻌﻚ؟ ﻗﺎﻝ :ﻣـﺤـﻤﺪ ، ﻗﻴﻞﹶ :ﻭﻗﹶﺪ ﺑـﻌﺚﹶ ﺇﻟﹶﻴـﻪ؟ ﻗـﺎﻝ :ﻗﹶـﺪ
ﺑـﻌﺚﹶ ﺇﻟﹶﻴـﻪ ،ﻓﹶﻔﹸﺘـﺢ ﻟﹶﻨﺎ ،ﻓﹶﺈﺫﹶﺍ ﺃﻧﺎ ﺑﹺﻴﻮﺳﻒ ، ﺇﺫﹶﺍ ﻫﻮ ﻗﹶﺪ ﺃﹸﻋﻄﻲ ﺷﻄﹾﺮ ﺍﳊﹸﺴﻦﹺ ،ﻓﹶﺮﺣﺐ
ﻭﺩﻋﺎ ﻟﻲ ﺑﹺـﺨﻴﺮﹴ.
“然后我们升上了第三层天，吉布拉依赖要求
’。开门，有人问：‘你是谁？’他说：‘吉布拉依赖
又问：‘谁和你在一起？’他说：‘穆罕默德（愿主
赐 福 之 ， 并 使 其 平 安 ）。’ 又 问 ：‘ 真 主 派 他 来 的
吗？’他说：‘是真主派他来的。’然后为我们打开
了天门，我看到优素福（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他漂亮无比，他欢迎我，并为我祝福
ﺛﹸﻢ ﻋﺮﺝ ﺑﹺﻨﺎ ﺇﻟﹶﻰ ﺍﻟﺴﻤﺎﺀِ ﺍﻟﺮﺍﺑﹺـﻌﺔ ،ﻓﹶﺎﺳﺘﻔﹾﺘـﺢ ﺟﹺﺒﺮﹺﻳﻞﹸ ﻋﻠﹶﻴـﻪ ﺍﻟﺴﻼﻡ ،ﻗﻴﻞﹶ :ﻣﻦ
ﻫﺬﹶﺍ؟ ﻗﺎﻝ :ﺟﹺﺒﺮﹺﻳﻞﹸ ،ﻗﻴﻞﹶ :ﻭﻣﻦ ﻣﻌﻚ؟ ﻗﺎﻝ :ﻣـﺤـﻤﺪ ،ﻗﺎﻝ :ﻭﻗﹶﺪ ﺑـﻌﺚﹶ ﺇﻟﹶﻴـﻪ؟ ﻗﺎﻝ:
ﻗﹶﺪ ﺑـﻌﺚﹶ ﺇﻟﹶﻴـﻪ ،ﻓﹶﻔﹸﺘـﺢ ﻟﹶﻨﺎ .ﻓﹶﺈﺫﹶﺍ ﺃﻧﺎ ﺑﹺﺈﺩﺭﹺﻳﺲ ،ﻓﹶﺮﺣﺐ ﻭﺩﻋﺎ ﻟﻲ ﺑﹺـﺨﻴﺮﹴ ،ﻗﺎﻝ ﺍﷲُ ﻋ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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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升上了第四层天，吉布拉依赖要求
开门，有人问：‘你是谁？’他说：‘吉布拉依赖。’
又问：‘谁和你在一起？’他说：‘穆罕默德。’又
问：‘ 真 主 派他 来 的吗 ？ ’他 说 ：‘ 是 真主 派 他 来
的。’然后为我们打开了天门，我看到伊德立斯，他
欢迎我，并为我祝福。伟大尊严的真主说：【我已
把他提高到一个崇高的地位】 。”
①

P7F

P

:ـﺬﹶﺍ؟ ﻗـﺎﻝ ﻫﻦ ﻣ:ﻴﻞﹶ ﻗ،ﺮﹺﻳﻞﹸ ﺟﹺﺒـﺢﻔﹾﺘﺘ ﻓﹶﺎﺳ،ﺔﺴﺎﺀِ ﺍﳋﹶﺎﻣﻤﺎ ﺇﻟﹶﻰ ﺍﻟﺴ ﺑﹺﻨﺝﺮ ﻋﺛﹸﻢ
ﺚﹶـﻌ ﺑ ﻗﹶﺪ:؟ ﻗﺎﻝـﻪﺚﹶ ﺇﻟﹶﻴـﻌ ﺑﻗﹶﺪ ﻭ:ﻴﻞﹶ ﻗ.ﺪـﻤـﺤ ﻣ:؟ ﻗﺎﻝﻚﻌ ﻣﻦﻣ ﻭ:ﻴﻞﹶ ﻗ.ﺮﹺﻳﻞﹸﺟﹺﺒ
.ﺮﹴﻴﻲ ﺑﹺـﺨﺎ ﻟﻋﺩ ﻭﺐﺣ ﻓﹶﺮ، ﻭﻥﹶﺎﺭﺎ ﺑﹺـﻬ ﻓﹶﺈﺫﹶﺍ ﺃﻧ.ﺎ ﻟﹶﻨـﺢ ﻓﹶﻔﹸﺘ،ـﻪﺇﻟﹶﻴ
“然后我们升上了第五层天，吉布拉依赖要求
开门，有人问：‘你是谁？’他说：‘吉布拉依赖。’
又问：‘谁和你在一起？’他说：‘穆罕默德。’又
问：‘ 真 主 派他 来 的吗 ？ ’他 说 ：‘ 是 真主 派 他 来
的。’然后为我们打开了天门，我看到哈伦（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他欢迎我，并为我祝福。”
ﻦ ﻣ:ﻴﻞﹶ ﻗ،ﻼﻡ ﺍﻟﺴـﻪﻠﹶﻴﺮﹺﻳﻞﹸ ﻋ ﺟﹺﺒـﺢﻔﹾﺘﺘ ﻓﹶﺎﺳ،ﺔﺳﺎﺩﺎﺀِ ﺍﻟﺴﻤﺎ ﺇﻟﹶﻰ ﺍﻟﺴ ﺑﹺﻨﺝﺮ ﻋﺛﹸ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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ﻫﺬﹶﺍ؟ ﻗﺎﻝ :ﺟﹺﺒﺮﹺﻳﻞﹸ ،ﻗﻴﻞﹶ :ﻭﻣﻦ ﻣﻌﻚ؟ ﻗﺎﻝ :ﻣـﺤـﻤﺪ ،ﻗﻴﻞﹶ :ﻭﻗﹶﺪ ﺑـﻌﺚﹶ ﺇﻟﹶﻴـﻪ؟ ﻗﺎﻝ:
ﻗﹶﺪ ﺑـﻌﺚﹶ ﺇﻟﹶﻴـﻪ ،ﻓﹶﻔﹸﺘـﺢ ﻟﹶﻨﺎ ﻓﹶﺈﺫﹶﺍ ﺃﻧﺎ ﺑﹺﻤﻮﺳﻰ  ،ﻓﹶﺮﺣﺐ ﻭﺩﻋﺎ ﻟﻲ ﺑﹺـﺨﻴﺮﹴ.
“然后我们升上了第六层天，吉布拉依赖要求
’。开门，有人问：‘你是谁？’他说：‘吉布拉依赖
又问：‘谁和你在一起？’他说：‘穆罕默德。’又
问：‘ 真 主 派他 来 的吗 ？ ’他 说 ：‘ 是 真主 派 他 来
的。’然后为我们打开了天门，我看到穆萨（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他欢迎我，并为我祝福
ﺛﹸﻢ ﻋﺮﺝ ﺇﻟﹶﻰ ﺍﻟﺴﻤﺎﺀِ ﺍﻟﺴﺎﺑﹺـﻌﺔ ،ﻓﹶﺎﺳﺘﻔﹾﺘـﺢ ﺟﹺﺒﺮﹺﻳﻞﹸ ،ﻓﹶﻘﻴﻞﹶ :ﻣﻦ ﻫـﺬﹶﺍ؟ ﻗـﺎﻝ:
ﺟﹺﺒﺮﹺﻳﻞﹸ ،ﻗﻴﻞﹶ :ﻭﻣﻦ ﻣﻌﻚ .ﻗﺎﻝ :ﻣـﺤـﻤﺪ ، ﻗﻴﻞﹶ :ﻭﻗﹶﺪ ﺑـﻌﺚﹶ ﺇﻟﹶﻴـﻪ؟ ﻗـﺎﻝ :ﻗﹶـﺪ
ﺑـﻌﺚﹶ ﺇﻟﹶﻴـﻪ ،ﻓﹶﻔﹸﺘـﺢ ﻟﹶﻨﺎ ،ﻓﹶﺈﺫﹶﺍ ﺃﻧﺎ ﺑﹺﺈﺑﺮﺍﻫﻴﻢ ، ﻣﺴﻨﹺﺪﺍ ﻇﹶﻬﺮﻩ ﺇﻟﹶﻰ ﺍﻟﺒﻴﺖ ﺍﳌﹶﻌﻤﻮﺭﹺ ،ﻭﺇﺫﹶﺍ
ﻫﻮ ﻳﺪﺧﻠﹸـﻪ ﻛﹸﻞﱠ ﻳﻮﻡﹴ ﺳﺒﻌﻮﻥﹶ ﺃﻟﹾﻒ ﻣﻠﹶﻚ ﻻ ﻳـﻌﻮﺩﻭﻥﹶ ﺇﻟﹶﻴـﻪ.
“然后我们升上了第七层天，吉布拉依赖要求
’。开门，有人问：‘你是谁？’他说：‘吉布拉依赖
又问：‘谁和你在一起？’他说：‘穆罕默德（愿主
赐 福 之 ， 并 使 其 平 安 ）。’ 又 问 ：‘ 真 主 派 他 来 的
吗？’他说：‘是真主派他来的。’然后为我们打开
了天门，我看到伊布拉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背靠着‘柏意图勒迈阿姆尔’，每天有七万天使
10

进入其中礼拜，当他们出去时，他们就不会再次进
”。入其中
ﺛﹸﻢ ﺫﹶﻫﺐ ﺑﹺﻲ ﺇﻟﹶﻰ ﺍﻟﺴﺪﺭﺓ ﺍﳌﹸﻨﺘـﻬﻰ ،ﻭﺇﺫﹶﺍ ﻭﺭﻗﹸﻬﺎ ﻛﹶﺂﺫﹶﺍﻥ ﺍﻟﻔﻴﻠﹶـﺔ ،ﻭﺇﺫﹶﺍ ﺛﹶﻤﺮﻫـﺎ
ﻛﹶﺎﻟﻘﻼﻝﹺ ،ﻗﺎﻝ ،ﻓﹶﻠﹶـﻤﺎ ﻏﹶﺸﻴـﻬﺎ ﻣﻦ ﺃﻣﺮﹺ ﺍﷲ ﻣﺎ ﻏﹶﺸﻲ ﺗﻐﻴﺮﺕ ،ﻓﹶﻤﺎ ﺃﺣﺪ ﻣﻦ ﺧﻠﹾـﻖﹺ ﺍﷲ
ﻳﺴﺘﻄﻴﻊ ﺃﻥﹾ ﻳﻨﻌﺘـﻬﺎ ﻣﻦ ﺣﺴﻨﹺـﻬﺎ .ﻓﹶﺄﻭﺣﻰ ﺍﷲ ﺇﻟﹶﻲ ﻣﺎ ﺃﻭﺣﻰ ،ﻓﹶﻔﹶﺮﺽ ﻋﻠﹶﻲ ﺧــﻤﺴِﲔ
ﺻﻼﺓﹰ ﻓﻲ ﻛﹸﻞﱢ ﻳﻮﻡﹴ ﻭﻟﹶﻴﻠﹶﺔ.
“然后他带着我来到极境的酸枣林，它的树叶
。如大象的耳朵，树的果实似海杰尔市水罐那么大
他说：当真主让酸枣树蒙上一层东西的时候，它就
改变，任何人都无法描述它的美丽；然后真主启示
了我他所启示的，并为我规定了每昼夜的五十番拜
”。功
ﻓﹶﻨﺰﻟﹾﺖ ﺇﻟﹶﻰ ﻣﻮﺳﻰ  ،ﻓﹶﻘﹶﺎﻝﹶ :ﻣﺎ ﻓﹶﺮﺽ ﺭﺑﻚ ﻋﻠﹶﻰ ﺃﹸﻣﺘﻚ؟ ﻗﹸﻠﹾـﺖ :ﺧــﻤﺴِﲔ
ﺻﻼﺓﹰ ،ﻗﺎﻝ :ﺍﺭﺟﹺﻊ ﺇﻟﹶﻰ ﺭﺑﻚ ،ﻓﹶﺎﺳﺄﻟﹾـﻪ ﺍﻟﺘﺨﻔﻴﻒ ،ﻓﹶﺈﻥﱠ ﺃﻣﺘـﻚ ﻻ ﻳﻄﻴﻘﹸﻮﻥﹶ ﺫﹶﻟﻚ ،ﻓﹶـﺈﻧﻲ
ﻗﹶﺪ ﺑﻠﹶﻮﺕ ﺑﻨﹺﻲ ﺇﺳﺮﺍﺋﻴﻞﹶ ﻭﺧﺒﺮﺗـﻬـﻢ.
“当我下来途径穆萨（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 ） 时 ， 他 问 ：‘ 你 的 养 主 为 你 的 民 众 规 定 了 什
么？’我说：‘五十番拜功。’他说：‘你快返回你的
11

养主，向他祈求减轻，你的民众无法胜任，我已经
”。’试验过以色列人，我最了解他们
ﻗﺎﻝ :ﻓﹶﺮﺟﻌﺖ ﺇﻟﹶﻰ ﺭﺑﻲ ﻓﹶﻘﹸﻠﹾﺖ :ﻳﺎ ﺭﺏ !ﺧﻔﱢﻒ ﻋﻠﹶﻰ ﺃﹸﻣﺘﻲ ،ﻓﹶﺤﻂﱠ ﻋﻨﻲ ﺧـﻤﺴﺎ.
ﻓﹶﺮﺟﻌﺖ ﺇﻟﹶﻰ ﻣﻮﺳﻰ ﻓﹶﻘﹸﻠﹾﺖ :ﺣﻂﱠ ﻋﻨﻲ ﺧـﻤﺴﺎ ،ﻗﺎﻝ :ﺇﻥﱠ ﺃﻣﺘـﻚ ﻻ ﻳﻄﻴﻘﹸـﻮﻥﹶ ﺫﹶﻟـﻚ
ﻓﹶﺎﺭﺟﹺﻊ ﺇﻟﹶﻰ ﺭﺑﻚ ﻓﹶﺎﺳﺄﻟﹾـﻪ ﺍﻟﺘﺨﻔﻴﻒ.
他说：“然后我就返回我的养主那里说：‘我的
主啊！求您为我的民众减轻吧！’真主就为我减免了
五番。当我返回经过穆萨时，我说：‘真主减免了五
番。’他说：‘你的民众无法胜任，你快返回你的养
”。’主，向他祈求减轻
ﻗﺎﻝ :ﻓﹶﻠﹶـﻢ ﺃﺯﻝﹾ ﺃﺭﺟﹺﻊ ﺑﻴﻦ ﺭﺑﻲ ﺗـﺒﺎﺭﻙ ﻭﺗﻌﺎﻟﹶﻰ ﻭﺑﻴﻦ ﻣﻮﺳﻰ  ﺣﺘﻰ ﻗﺎﻝ :ﻳـﺎ
ﻣـﺤـﻤﺪ !ﺇﻧﻬﻦ ﺧـﻤﺲ ﺻﻠﹶﻮﺍﺕ ﻛﹸﻞﱠ ﻳﻮﻡﹴ ﻭﻟﹶﻴﻠﹶﺔ ،ﻟﻜﹸﻞﱢ ﺻﻼﺓ ﻋﺸﺮ ﻓﹶﺬﹶﻟﻚ ﺧـﻤﺴﻮﻥﹶ
ﺻﻼﺓﹰ ،ﻭﻣﻦ ﻫـﻢ ﺑﹺـﺤﺴﻨﺔ ﻓﹶﻠﹶـﻢ ﻳـﻌﻤﻠﹾـﻬﺎ ﻛﹸﺘﺒﺖ ﻟﹶـﻪ ﺣﺴﻨﺔﹰ ،ﻓﹶﺈﻥﹾ ﻋﻤﻠﹶـﻬﺎ ﻛﹸﺘﺒﺖ
ﻟﹶـﻪ ﻋﺸﺮﺍ ،ﻭﻣﻦ ﻫـﻢ ﺑﹺﺴﻴﺌﹶﺔ ﻓﹶﻠﹶـﻢ ﻳـﻌﻤﻠﹾـﻬﺎ ﻟﹶـﻢ ﺗﻜﹾﺘﺐ ﺷﻴﺌﹰﺎ ،ﻓﹶﺈﻥﹾ ﻋﻤﻠﹶـﻬﺎ ﻛﹸﺘﺒﺖ
ﺳﻴﺌﹶﺔﹰ ﻭﺍﺣﺪﺓﹰ.
他说：“我一直往返于我清高吉庆的养主和穆萨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之间，最后真主说：
‘穆罕默德啊！每昼夜是五番拜功，每番拜有十番
12

的回赐，那就等于是五十番拜功；谁想做一件善事
而没有去做，就给他记录一件善功；如果他做了，
那么，就给他记录十件善功。如果他想做一件恶事
而没有去做，就不给他记录；如果他去做了，就给
他记录一件恶行’。”
ـﻚﺑ ﺇﻟﹶﻰ ﺭﺟﹺﻊ ﻓﹶﻘﹶﺎﻝﹶ ﺍﺭ،ـﻪﺗﺮﺒ ﻓﹶﺄﺧ ﻰﻮﺳ ﺇﻟﹶﻰ ﻣﺖﻴـﻬﺘﻰ ﺍﻧﺘ ﺣﻟﹾﺖﺰ ﻓﹶﻨ:ﻗﺎﻝ
ﺖﻴﻴـﺤﺘﻰ ﺍﺳﺘﻲ ﺣﺑ ﺇﻟﹶﻰ ﺭﺖﻌﺟ ﺭ ﻗﹶﺪ: ﻓﹶﻘﹸ ﹾﻠﺖ ﻮﻝﹸ ﺍﷲﺳ ﻓﹶﻘﹶﺎﻝﹶ ﺭ،ﻴﻒﻔﺨ ﺍﻟﺘﺄﹶﻟﹾـﻪﻓﹶﺎﺳ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ـﻪﻨﻣ
他说：“然后我下来到了穆萨那里，我告诉了
他，他说：‘你快返回你的养主，向他祈求减轻。’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我已经
反复多次返回我的养主，我已感到羞愧’。”

①
P8F

-祝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幸福和
平安的优越性：
-清高的真主说：
KJIH GFEDC B)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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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真主的确怜悯先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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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9F

P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ﺓﹰﺪﺍﺣ ﻭﻠﹶﻲﻠﱠﻰ ﻋ ﺻﻦ »ﻣ: ﻗﺎﻝ  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٢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ﺮﺍﹰﺸ ﻋﻠﹶﻴﻪﻠﱠﻰ ﺍﷲ ﻋﺻ
“谁祝福我一次，真主赐福他十次。”

②
P10F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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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ﺇﻥﱠ ﷲ: ﻗـﺎﻝ ﺭﺳـﻮﻝ ﺍﷲ: ﻭ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٣
.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ﻼﻡﻲ ﺍﻟﺴﺘ ﺃﹸﻣﻦﻮﻧﹺﻲ ﻣﻠﱢﻐﺒﺽﹺ ﻳﻲ ﺍﻷﺭ ﻓﲔﺎﺣﻴﻜﹶﺔﹰ ﺳﻼﺋ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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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P1F

①

《同盟军章》第 56 节
《穆斯林圣训集》第 408 段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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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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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最完
美的形式：
ﻠﹶـﻰ ﻋﺖـﻠﱠﻴـﺎ ﺻ ﻛﹶﻤ،ﺪـﻤـﺤﻠﹶﻰ ﺁﻝﹺ ﻣﻋ ﻭﺪـﻤـﺤﻠﹶﻰ ﻣﻞﱢ ﻋ ﺻـﻢ»ﺍﻟﻠﱠﻬ
،ﺪــﻤـﺤﻠﹶـﻰ ﻣ ﻋﺎﺭﹺﻙ ﺑـﻢ ﺍﻟﻠﱠﻬ،ﺪـﺠﹺﻴ ﻣﻴﺪـﻤ ﺣﻚ ﺇﻧﻴﻢﺍﻫﺮﻠﹶﻰ ﺁﻝﹺ ﺇﺑﻋ ﻭ،ﻴﻢﺍﻫﺮﺇﺑ
ﻴﺪــﻤ ﺣـﻚ ﺇﻧﻴﻢﺍﻫﺮﻠﹶﻰ ﺁﻝﹺ ﺇﺑﻋ ﻭ،ﻴﻢﺍﻫﺮﻠﹶﻰ ﺇﺑ ﻋﻛﹾﺖﺎﺭﺎ ﺑ ﻛﹶﻤﺪـﻤـﺤﻠﹶﻰ ﺁﻝﹺ ﻣﻋﻭ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ـﺠﹺﻴﺪ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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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P12F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7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40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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