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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门弟子的优越性

ﻓﻀﺎﺋﻞ ﺻﺤﺎب اﻨﻟﺒـﻲ 
-众圣门弟子的优越性：
-清高的真主说：
 -١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 $ # " !) :
'( ) * 2 1 0 / . - , +
] (;:987 6543ﺍﻟﺘﻮﺑﺔ.[١٠٠/
【迁士和辅士中的先进者，以及跟着他们行善
的人，真主喜爱他们，他们也喜爱他；他已为他们
预备了下临诸河的乐园，他们将永居其中；这正是
① 】。伟大的成功
P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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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ﻻ ﺗﺴﺒﻮﺍ ﺃﹶﺻﺤﺎﺑﹺﻲ،
ﻻ ﺗﺴﺒﻮﺍ ﺃﹶﺻﺤﺎﺑﹺﻲ ،ﻓﹶﻮﺍﻟﱠﺬﻱ ﻧﻔﹾﺴِﻲ ﺑﹺﻴﺪﻩ ،ﻟﹶﻮ ﺃﹶﻥﱠ ﺃﹶﺣﺪﻛﹸﻢ ﺃﹶﻧﻔﹶﻖ ﻣﺜﹾﻞﹶ ﺃﹸﺣﺪ ﺫﻫﺒﺎﹰ ﻣﺎ ﺃﹶﺩﺭﻙ ﻣﺪ
ﺃﹶﺣﺪﻫـﻢ ﻭﻻ ﻧﺼﻴﻔﹶ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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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要辱骂我的弟子，你们不要辱骂我的
弟子，指掌管我生命的主发誓，即使你们某人施舍
了类似吴侯德山一样多的黄金，也赶不上他们所施
舍一捧或者是半捧的回赐。” ①

-穆圣家属的优越性：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ﻦﻞﹲ ﻣﺣﺮﻁﹲ ﻣﺮ ﻣﻪﻠﹶﻴﻋﺍﺓﹰ ﻭ ﻏﹶﺪﺒﹺﻲ ﺍﻟﻨﺝﺮ ﺧ: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ﹶﺎﻟﹶﺖ-١
 ﺛﹸـﻢ،ـﻪﻌﻞﹶ ﻣﺧ ﻓﹶـﺪﻦﻴﺴﺎﺀَ ﺍﻟﹾـﺤ ﺟ ﺛﹸﻢ،ﻠﹶﻪﺧ ﻓﹶﺄﹶﺩﻲﻠ ﻋﻦ ﺑﻦﺴﺎﺀَ ﺍﻟﹾـﺤ ﻓﹶﺠ،ﺩﻮﺮﹴ ﺃﹶﺳﻌﺷ
ZYXW)» : ﻗﹶـﺎﻝﹶ ﺛﹸـﻢﻠﹶـﻪﺧ ﻓﹶﺄﹶﺩﻲﻠﺎﺀَ ﻋ ﺟ ﺛﹸﻢ،ﺎﻠﹶﻬﺧﺔﹸ ﻓﹶﺄﹶﺩﻤ ﻓﹶﺎﻃﺎﺀَﺕﺟ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a`_^]\[
“有一天早上，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穿着一件印有旅行图案的黑色毛料外衣出门
时，哈桑·本·阿里来了，使者让他进来，过了一
会侯赛尼也来了，使者和他一起进来，又过了一会
法图麦也来了，使者让她也进来，最后阿里也来
了，使者让他也进来了，然后他说：【先知的家属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67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540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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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真主只欲消除你们的污秽，洗净你们的罪
②

”。 】恶
①

-阿布杜来哈曼·本·艾布莱依俩传述，他
说：凯阿布·本·欧吉尔遇见我说：“真的，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到我们跟前，我们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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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ﹺ ﹺ
ﹺ
ـﻦ ﹸﻋ ﹾﺠ ﹶـﺮ ﹶﺓ ﹶﻓ ﹶﻘـ ﹶﺎﻝ:
ﺍﻟﺮ ﹾ ﹶ
ـﺐ ﹾﺑ ﹸ
ﲪ ﹺﻦ ﹾﺑ ﹺﻦ ﹶﺃ ﹺﰊ ﹶﻟـ ﹾﻴ ﹶﲆ ﹶﻗ ﹶـﺎﻝ :ﹶﻗ ﹶـﺎﻝ ﹶﻟﻘ ﹶﻴﻨـﻲ ﹶﻛ ﹾﻌ ﹸ
 -٢ﻭﻋﻦ ﹶﻋ ﹾﺒﺪ ﱠ
ﹶﺃ ﹶﻻ ﹸﺃ ﹾﻫ ﹺﺪﻱ ﹶﻟ ﹶﻚ ﹶﻫ ﹺﺪ ﱠﻳ ﹰﺔ ﺇﹺ ﱠﻥ ﺍﻟﻨﱠﺒﹺ ﱠﻲ ﹶﺧ ﹶﺮ ﹶﺝ ﹶﻋ ﹶﻠ ﹾﻴﻨﹶﺎ ﹶﻓ ﹸﻘ ﹾﻠﻨﹶﺎ :ﹶﻳﺎ ﹶﺭ ﹸﺳ ﹶ
ﻒ ﻧ ﹶﹸﺴ ﱢﻠ ﹸﻢ
ﻮﻝ ﺍﷲ ﹶﻗﺪﹾ ﹶﻋ ﹺﻠ ﹾﻤﻨﹶﺎ ﹶﻛ ﹾﻴ ﹶ
ـﲇ ﹶﻋ ﹶﻠ ﹾﻴ ﹶ
ﹶﻋ ﹶﻠ ﹾﻴ ﹶ
ـﻒ ﻧ ﹶﹸﺼ ﱢ
ـﻚ؟ ﻗﹶﺎﻝﹶ» :ﻓﹶﻘﹸﻮﻟﹸﻮﺍ ﺍﻟﻠﱠﻬﻢ ﺻﻞﱢ ﻋﻠﹶـﻰ ﻣﺤﻤﺪ ﻭﻋﻠﹶــﻰ ﺁﻝﹺ
ـﻚ ﹶﻓ ﹶﻜ ﹾﻴ ﹶ
ﻣﺤﻤﺪ ﻛﹶﻤﺎ ﺻﻠﱠﻴﺖ ﻋﻠﹶـﻰ ﺁﻝﹺ ﺇﹺﺑﺮﺍﻫﻴﻢ ﺇﹺﻧﻚ ﺣﻤﻴﺪ ﻣﺠﹺﻴﺪ ،ﺍﻟﻠﱠﻬﻢ ﺑﺎﺭﹺﻙ ﻋﻠﹶـﻰ ﻣﺤﻤـﺪ
ﻭﻋﻠﹶـﻰ ﺁﻝﹺ ﻣﺤﻤﺪ ﻛﹶﻤﺎ ﺑﺎﺭﻛﹾﺖ ﻋﻠﹶـﻰ ﺁﻝﹺ ﺇﹺﺑﺮﺍﻫﻴﻢ ﺇﹺﻧﻚ ﺣﻤﻴﺪ ﻣﺠﹺﻴ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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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同盟军章》第 33 节
《穆斯林圣训集》第 24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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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及其家属吉庆吧！就像您曾恩赐伊布拉欣及其家
① ”。’属吉庆一样。您确是受赞颂的、荣耀的主
-据传赛阿德曾说：穆阿维耶·本·素富扬命
令赛阿德，他说：“是什么阻止你辱骂艾布土拉布
呢？”他说：“我记得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对他说过三件事，我绝不会辱骂他，因为其
中的一件对我来说比红毛骆驼更受喜爱。”我听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他说，让他留守
后方，阿里对他说：“主的使者啊！您让我同妇女和
儿童一起留守后方吗？”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对他说：
 -٣ﻭﻋﻦ ﺳﻌﺪ ﻗﹶﺎﻝﹶ :ﺃﹶﻣﺮ ﻣﻌﺎﻭﹺﻳﺔﹸ ﺑﻦ ﺃﹶﺑﹺﻲ ﺳﻔﹾﻴﺎﻥﹶ ﺳﻌﺪﺍ ﻓﹶﻘﹶﺎﻝﹶ :ﻣﺎ ﻣﻨﻌﻚ ﺃﹶﻥﹾ ﺗﺴﺐ ﺃﹶﺑﺎ
ﺍﻟﺘﺮﺍﺏﹺ ،ﻓﹶﻘﹶﺎﻝﹶ :ﺃﹶﻣﺎ ﻣﺎ ﺫﹶﻛﹶﺮﺕ ﺛﹶﻠﹶﺎﺛﹰﺎ ﻗﹶﺎﻟﹶﻬﻦ ﻟﹶﻪ ﺭﺳﻮﻝﹸ ﺍﷲ
ﻣﻨﻬﻦ ﺃﹶﺣﺐ ﺇﹺﻟﹶﻲ ﻣﻦ ﺣﻤﺮﹺ ﺍﻟﻨﻌﻢﹺ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ﹶ ﺍﷲ

ﻓﹶﻠﹶﻦ ﺃﹶﺳﺒﻪ ،ﻟﹶﺄﹶﻥﹾ ﺗﻜﹸﻮﻥﹶ ﻟﻲ ﻭﺍﺣﺪﺓﹲ
ﻳﻘﹸﻮﻝﹸ ﻟﹶﻪ ﺧﻠﱠﻔﹶﻪ ﻓﻲ ﺑﻌﺾﹺ ﻣﻐﺎﺯﹺﻳـﻪ،

ﻓﹶﻘﹶﺎﻝﹶ ﻟﹶﻪ ﻋﻠﻲ :ﻳﺎ ﺭﺳﻮﻝﹶ ﺍﷲ ﺧﻠﱠﻔﹾﺘﻨﹺﻲ ﻣﻊ ﺍﻟﻨﺴﺎﺀِ ﻭﺍﻟﺼﺒﻴﺎﻥ .ﻓﹶﻘﹶﺎﻝﹶ ﻟﹶﻪ ﺭﺳـﻮﻝﹸ ﺍﷲ » :ﺃﹶﻣـﺎ
ﺗﺮﺿﻰ ﺃﹶﻥﹾ ﺗﻜﹸﻮﻥﹶ ﻣﻨﻲ ﺑﹺﻤﻨﺰﹺﻟﹶﺔ ﻫﺎﺭﻭﻥﹶ ﻣﻦ ﻣﻮﺳﻰ ،ﺇﹺﻟﱠﺎ ﺃﻧﻪ ﻟﹶﺎ ﻧـﺒﻮﺓﹶ ﺑﻌﺪﻱ« ﻭﺳﻤﻌﺘﻪ ﻳﻘﹸﻮﻝﹸ
ﻳﻮﻡ ﺧﻴﺒﺮ» :ﻟﹶﺄﹸﻋﻄﻴﻦ ﺍﻟﺮﺍﻳﺔﹶ ﺭﺟﻠﹰﺎ ﻳﺤﺐ ﺍﷲَ ﻭﺭﺳﻮﻟﹶﻪ ﻭﻳﺤﺒﻪ ﺍﷲُ ﻭﺭﺳﻮﻟﹸﻪ «ﻗﹶﺎﻝﹶ :ﻓﹶﺘﻄﹶﺎﻭﻟﹾﻨـﺎ
ﻟﹶﻬﺎ ،ﻓﹶﻘﹶﺎﻝﹶ» :ﺍ ﺩﻋﻮﺍ ﻟﻲ ﻋﻠﻴﺎ« ،ﻓﹶﺄﹸﺗﻲ ﺑﹺﻪ ﺃﹶﺭﻣﺪ ﻓﹶﺒﺼﻖ ﻓﻲ ﻋﻴﻨﹺﻪ ﻭﺩﻓﹶﻊ ﺍﻟﺮﺍﻳﺔﹶ ﺇﹺﻟﹶﻴﻪ ﻓﹶﻔﹶـﺘﺢ ﺍﷲُ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35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40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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ﺎﻋ ﺩ،[٦١ /ﺔﹸ )»¼ ½¾¿( ]ﺁﻝ ﻋﻤﺮﺍﻥ ﺍﻟﹾﺂﻳﻩﺬ ﻫﻟﹶﺖﺰﺎ ﻧﻟﹶﻤ ﻭﻪﻠﹶﻴﻋ
.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ﻠﻟﹶﺎﺀِ ﺃﹶﻫﺆ ﻫﻢ »ﺍﻟﻠﱠﻬ:ﺎ ﻓﹶﻘﹶﺎﻝﹶﻨﻴﺴﺣﺎ ﻭﻨﺴﺣﺔﹶ ﻭﻤﻓﹶﺎﻃﺎ ﻭﻴﻠﻮﻝﹸ ﺍﷲ ﻋﺳﺭ
“你与我，犹如哈伦与穆萨，你还不满意吗？
但是在我之后再没有先知。”我听他‘海依柏尔’
之日说：“我一定要把这面旗帜交给一位喜爱真主
及其使者，真主和他的使者也喜爱的人。”他（传述
人）说：“我们都翘望能获得旗帜。”然而他说：
“你们为我把阿里喊过来。”阿里被喊来，他确已患
有眼疾，使者对其眼睛唾了一下，然后把旗帜交给了
他，真主借其使穆斯林大获全胜，当【你都可以对
他们说：“你们来吧！让我们召集我们各自的孩
子】 ①这节经文下降时，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P5F

P

使其平安）喊来阿里、法图麦、哈三和侯赛尼，他
说：“主啊！这些是我的家人。” ②
P6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ـﻲﺸﺎ ﻣﻬﺘﻴﺸﻲ ﻛﹶﺄﹶﻥﱠ ﻣﺸﻤﺔﹸ ﺗﻤ ﻓﹶﺎﻃﻠﹶﺖ ﺃﹶﻗﹾﺒ: ﻭ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٤
ـﺮ ﺃﹶﺳ ﺛﹸـﻢﻪﺎﻟﻤ ﺷﻦ ﻋ ﺃﹶﻭﻴﻨﹺﻪﻤ ﻳﻦﺎ ﻋﻬﻠﹶﺴ ﺃﹶﺟ ﺛﹸﻢ،«ﻲﺘﻨﺎ ﺑﹺﺎﺑﺒﺣﺮ »ﻣ: ﺒﹺﻲ ﻓﹶﻘﹶﺎﻝﹶ ﺍﻟﻨ، ﺒﹺﻲﺍﻟﻨ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61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370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404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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ﺇﹺﻟﹶﻴﻬﺎ ﺣﺪﻳﺜﹰﺎ ﻓﹶﺒﻜﹶﺖ ،ﻓﹶﻘﹸﻠﹾﺖ ﻟﹶﻬﺎ :ﻟﻢ ﺗﺒﻜﲔ؟ ﺛﹸﻢ ﺃﹶﺳﺮ ﺇﹺﻟﹶﻴﻬﺎ ﺣﺪﻳﺜﹰﺎ ﻓﹶﻀﺤﻜﹶﺖ ،ﻓﹶﻘﹸﻠﹾﺖ :ﻣﺎ ﺭﺃﹶﻳﺖ
ﻛﹶﺎﻟﹾﻴﻮﻡﹺ ﻓﹶﺮﺣﺎ ﺃﹶﻗﹾﺮﺏ ﻣﻦ ﺣﺰﻥ ﻓﹶﺴﺄﹶﻟﹾﺘﻬﺎ ﻋﻤﺎ ﻗﹶﺎﻝﹶ ،ﻓﹶﻘﹶﺎﻟﹶﺖ :ﻣﺎ ﻛﹸﻨﺖ ﻟﺄﹸﻓﹾﺸﻲ ﺳﺮ ﺭﺳﻮﻝﹺ ﺍﷲ
ﺣﺘﻰ ﻗﹸﺒﹺﺾ ﺍﻟﻨﺒﹺﻲ ﻓﹶﺴﺄﹶﻟﹾﺘﻬﺎ ،ﻓﹶﻘﹶﺎﻟﹶﺖ :ﺃﹶﺳﺮ ﺇﹺﻟﹶﻲ ﺇﹺﻥﱠ ﺟﹺﺒﺮﹺﻳﻞﹶ ﻛﹶﺎﻥﹶ ﻳﻌﺎﺭﹺﺿﻨﹺﻲ ﺍﻟﹾﻘﹸﺮﺁﻥﹶ ﻛﹸﻞﱠ ﺳـﻨﺔ
ﻣﺮﺓﹰ ﻭﺇﹺﻧﻪ ﻋﺎﺭﺿﻨﹺﻲ ﺍﻟﹾﻌﺎﻡ ﻣﺮﺗﻴﻦﹺ ﻭﻟﹶﺎ ﺃﹸﺭﺍﻩ ﺇﹺﻟﱠﺎ ﺣﻀﺮ ﺃﹶﺟﻠﻲ ﻭﺇﹺﻧﻚ ﺃﹶﻭﻝﹸ ﺃﹶﻫﻞﹺ ﺑﻴﺘﻲ ﻟﹶﺤﺎﻗﹰـﺎ ﺑﹺـﻲ
ﻓﹶﺒﻜﹶﻴﺖ ،ﻓﹶﻘﹶﺎﻝﹶ :ﺃﹶﻣﺎ ﺗﺮﺿﻴﻦ ﺃﹶﻥﹾ ﺗﻜﹸﻮﻧﹺﻲ ﺳﻴﺪﺓﹶ ﻧﹺﺴﺎﺀِ ﺃﹶﻫـﻞﹺ ﺍﻟﹾﺠﻨـﺔ ﺃﹶﻭ ﻧﹺﺴـﺎﺀِ ﺍﻟﹾــﻤﺆﻣﻨﹺﲔ
ﻓﹶﻀﺤﻜﹾﺖ ﻟﺬﹶﻟﻚ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法图麦迎面走来，她走路的姿势犹如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走路的姿势一样，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欢迎你！我的女
儿。’然后他让她坐在自己的右边或左边，他悄悄地
跟她说了一会话，然后她就哭了起来，我问她：‘你
哭什么？’然后他又悄悄地跟她说了一会话，她又笑
了。我说：‘我没有看过喜悦像今天这样更接近悲伤
了。’然后我问她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什么时，她说：‘我不能泄漏主的使者的秘
密。’直至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归真之
后，我又问她,她才说：‘使者告诉我吉布利莱每年
跟我核对《古兰经》一次，今年他已经来跟我核对
过两次了。我想我的寿限已经快结束了，你是我家
7

中最接近我的人，我就哭了，然后他又告诉我，你
将是乐园居民或是信士中女人的领袖，你不满意
吗？然后我为此而笑了’。” ①

-迁士和辅士的优越性：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 ¶ µ ´ ³² ± ° ¯ ® ¬«ª©
Æ Å Ä Ã ÂÁÀ ¿ ¾ ½ ¼ » º¹
Ö ÕÔÓÒÑÐ ÏÎÍÌËÊÉÈÇ
.[٩-٨/( ]ﺍﳊﺸﺮØ×
【[8]那些逆产一部分归迁士中的贫民，他们曾
被驱逐出境，以致丧失自己的房屋和财产。他们寻
求从真主发出的恩典和喜悦，他们协助真主和使
者；这等人，确是说实话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62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45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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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他们之前，安居故乡而且确信正道的人
们，他们喜爱迁居来的教胞们，他们对于那些教胞
所获的赏赐，不怀怨恨，他们虽有急需，也愿把自
己所有的让给那些教胞。能戒除自身的贪吝者，才
是成功的。】 ①
-清高的真主说：
³ ² ± ° ¯ ®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٧٤/( ]ﺍﻻﻧﻔﺎﻝÀ¿¾½¼» º¹¸¶µ´
【信道而且迁居，并且为真主而奋斗的人和款
留（使者），赞助（正道）的人，这等人确是真实
的信士，他们将获赦宥和优厚的给养。】 ②
P9F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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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ﺖﺓﹸ ﻟﹶﻜﹸﻨﺮﺠﻻ ﺍﳍ »ﻟﹶﻮ: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٣
ﻠﹶﻜﹾﺖﺒﺎﹰ ﻟﹶﺴﻌ ﺷﻳﺎﹰ ﺃﹶﻭﺍﺩ ﻭﺎﺭﺼ ﺍﻷَﻧﻠﹶﻜﹶﺖﺳﻳﺎﹰ ﻭﺍﺩ ﻭﺎﺱ ﺍﻟﻨﻠﹶﻚ ﺳﻟﹶﻮ ﻭ،ﺎﺭﹺ ﺍﻷْﻧﺼﻦﺀﺍﹰ ﻣﺮﺍﻣ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ﺎﺭﹺﺼ ﺍﻷَﻧﺐﻌ ﺷﺎﺭﹺ ﺃﹶﻭﺼﻱ ﺍﻷَﻧﺍﺩﻭ

①

《放逐章》第 8-9 节
《战利品章》第 74 节

②

9

“假若不是因为迁徙，我一定会成为一位辅
士，假如人们行走在一条河谷中，而辅士们行走在
另一条河谷或山道中，那么，我一定走辅士们所走
在那一条河谷，或辅士们所走的那一条山道。” �

-正统哈里发的优越性：
-艾布穆沙（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进入花园，命我看守园门，
然后有人请求进见，使者说：
ﻔﹾﻆﻧﹺﻲ ﺑﹺــﺤـﺮﺃﻣﺎﺋﻄﺎﹰ ﻭﻞﹶ ﺣﺧﺩ

 ﻋﻦ ﺃﰊ ﻣﻮﺳﻰ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ﱯ-١

 ﺛﹸﻢ،ﻜﹾﺮﹴﻮ ﺑ ﻓﹶﺈﺫﹶﺍ ﺃﺑ.«ﺔ ﺑﹺﺎﳉﹶﻨﻩﺮﺸﺑ ﻭ »ﺍﺋﹾﺬﹶﻥﹾ ﻟﹶـﻪ: ﻓﹶﻘﹶﺎﻝﹶ،ﻥﹸﺄﹾﺫﺘﺴﻞﹲ ﻳﺟﺎﺀَ ﺭ ﻓﹶﺠ،ﻂﺎﺏﹺ ﺍﳊﹶﺎﺋﺑ
،ﻥﹸﺄﹾﺫﺘﺴ ﻳﺮﺎﺀَ ﺁﺧ ﺟ ﺛﹸﻢ،ﺮﻤ ﻓﹶﺈﺫﹶﺍ ﻋ.«ﺔ ﺑﹺﺎﳉﹶﻨﻩﺮﺸﺑ ﻭ »ﺍﺋﹾﺬﹶﻥﹾ ﻟﹶـﻪ: ﻓﹶﻘﹶﺎﻝﹶ،ﻥﹸﺄﹾﺫﺘﺴ ﻳﺮﺎﺀَ ﺁﺧﺟ
« ﻓﹶـﺈﺫﹶﺍــﻪﻴﺒﺼﺘﻯ ﺳﻠﹾﻮﻠﹶﻰ ﺑ ﻋ،ﺔ ﺑﹺﺎﳉﹶﻨﻩﺮﺸﺑ ﻭ »ﺍﺋﹾﺬﹶﻥﹾ ﻟﹶـﻪ: ﻗﹶﺎﻝﹶﺔﹰ ﺛﹸﻢـﻬﻴﻨ ﻫﻜﹶﺖﻓﹶﺴ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ﻔﱠﺎﻥﹶ ﻋﻦﺎﻥﹸ ﺑﺜﹾﻤﻋ
“让他进来，并以乐园向来者报喜。”我开门一
看是艾布白克尔；接着又有人请求进见，使者说：
“让他进来，并以乐园向来者报喜。”我开门一看是
欧麦尔；然后又有人请求进见，使者沉默了一会儿，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24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05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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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说：“让他进来，并以乐园向来者报喜，他
将要遭受考验。”我开门一看是欧斯曼·本·安法
努。①
-塞阿德·本·艾布万噶斯（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他说：在塔布克战役中，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让阿里·本·艾布塔利布留守后
方，他说：“主的使者啊！您让我同妇女和儿童一起
留守后方吗？”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
他说：
 ﺃﺑﹺﻲﻦ ﺑﻲﻠﻮﻝﹸ ﺍﷲ ﻋﺳ ﺭﻠﱠﻒ ﺧ: ﻭﻋﻦ ﺳﻌﺪ ﺑﻦ ﺃﰊ ﻭﻗﺎﺹ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ﻓﹶﻘﹶـﺎﻝﹶﺎﻥﻴﺒﺍﻟﺼﺎﺀِ ﻭﺴﻲ ﺍﻟﻨﻠﱢﻔﹸﻨﹺﻲ ﻓـﺨﻮﻝﹶ ﺍﷲ! ﺗﺳﺎ ﺭ ﻳ: ﻓﹶﻘﹶﺎﻝﹶ،ﻮﻙﺒ ﺗﺓﻭﻲ ﻏﹶﺰ ﻓ،ﺐﹴﻃﹶﺎﻟ
 ﻣﺘﻔﻖ.«ﻱﺪـﻌ ﺑﺒﹺﻲ ﻻ ﻧﻪ ﺃﻧﺮﻰ؟ ﻏﹶﻴﻮﺳ ﻣﻦﻭﻥﹶ ﻣﺎﺭ ﻫﺰﹺﻟﹶﺔﻨﻲ ﺑﹺﻤﻨـﻜﹸﻮﻥﹶ ﻣﻰ ﺃﻥﹾ ﺗﺿﺮﺎ ﺗ»ﺃﻣ
.ﻋﻠﻴﻪ
“你与我，犹如哈伦与穆萨，你还不满意吗？
但是在我之后再没有先知。” ②
P1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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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站在黑拉尔山 ③
P13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69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403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441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404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③
译者注：山名，位于麦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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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上，与他同在的还有艾布白克尔、欧麦尔、欧斯曼
。泰来哈和汝白尔，然后磐石发生了震动
 -٣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ﻛﹶﺎﻥﹶ ﻋﻠﹶﻰ ﺣﺮﺍﺀَ ،ﻫﻮ ﻭﺃﺑـﻮ
ﺑﻜﹾﺮﹴ ﻭﻋﻤﺮ ﻭﻋﺜﹾﻤﺎﻥﹸ ﻭﻃﹶﻠﹾـﺤﺔﹸ ﻭﺍﻟﺰﺑﻴﺮ ،ﻓﹶﺘـﺤﺮﻛﹶﺖ ﺍﻟﺼﺨﺮﺓﹸ ،ﻓﹶﻘﹶـﺎﻝﹶ ﺭﺳـﻮﻝﹸ ﺍﷲ :
»ﺍﻫﺪﺃﹾ ،ﻓﹶﻤﺎ ﻋﻠﹶﻴﻚ ﺇﻟﱠﺎ ﻧﺒﹺﻲ ﺃﻭ ﺻﺪﻳﻖ ﺃﻭ ﺷﻬﹺﻴ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安静，你上面站着的是先知，或忠实者，或烈
① ”。士
P14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41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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