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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的礼节
-吃合法佳美的食物：
-清高的真主说：
Y X W V U T S R Q P O N M)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١٧٢/[( ]ﺍﻟﺒﻘﺮﺓZ
【[172]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可以吃我所供给你们的佳美的食
物，你们当感谢真主，如果你们只崇拜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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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M L K J I H G F E D)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٢
Y X W V UTSRQPON
.[١٥٧/( ]ﺍﻷﻋﺮﺍﻑ...Z
【[157]他们顺从使者——不识字的先知，他们在自己所有的
《讨拉特》和《引支勒》中发现关于他的记载。他命令他们行善，
禁止他们作恶，准许他们吃佳美的食物，禁戒他们吃污秽的食
物……。】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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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时应念“泰斯米”，应吃靠近自己的：
-欧麦尔·本·艾布赛莱麦（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我小时候生活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家中，
我吃饭时手在饭盘里乱抓。
@Û‹ïM  ﻛُﻨْﺖُ ﻏُﻼﻣﺎً ﻓِﻲ ﺣَﺠْﺮِ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ﻋﻤﺮ ﺑﻦ ﺃﺑﻲ ﺳﻠﻤ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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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çÎ@ÈÓ‹«@!aﻭَﻛَﺎﻧَﺖْ ﻳِﺪِﻱ ﺗَﻄِﻴﺶُ ﻓِﻲ ﺍﻟﺼﱠﺤْﻔَﺔِ ،ﻓَﻘَﺎﻝ ﻟِﻲ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ﻳَﺎ ﻏُﻼﻡُ ﺳَﻢﱢ ﺍﷲ ،ﻭَﻛُﻞْ ﺑِﻴَـﻤِﻴﻨِﻚَ ،ﻭَﻛُﻞْ ﻣِـﻤﱠﺎ ﻳَﻠِﻴﻚَ« ﻓَﻤَﺎ ﺯَﺍﻟَﺖْ ﺗِﻠْﻚَ ﻃِﻌْﻤَﺘِﻲ ﺑَـﻌْ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我说：‘孩子！吃饭
时你当以真主的尊名开始，用你的右手吃，吃靠近你那边的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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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从那以后，我一直保持着这种用餐方式

-伊本麦斯欧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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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ﻭﻋﻦ ﺍ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ﻣَﻦْ
ﻧَﺴِﻲَ ﺃﻥْ ﻳَﺬْﻛُﺮَ ﺍﷲ ﻓِﻲ ﺃﻭﱠﻝِ ﻃَﻌَﺎﻣِﻪِ ﻓَﻠْﻴَـﻘُﻞْ ﺣِﻴﻦَ ﻳَﺬْﻛُﺮُ :ﺑِﺎﺳْﻢِ ﺍﷲ ﻓِﻲ ﺃﻭﱠﻟِـﻪِ ﻭَﺁﺧِﺮِﻩِ ،ﻓَﺈﻧﱠﻪُ ﻳَﺴْﺘَﻘْﺒِﻞُ
ﻃَﻌَﺎﻣَﻪُ ﺟَﺪِﻳﺪﺍً ،ﻭَﻳَـﻤْﻨَﻊُ ﺍﻟﺨَﺒِﻴﺚَ ﻣَﺎ ﻛَﺎﻥَ ﻳُﺼِﻴﺐُ ﻣِﻨْـﻪُ«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ﺣﺒﺎﻥ ﻭﺍﺑﻦ ﺍﻟﺴﻨﻲ.
“谁在开始吃饭时忘了记念真主的尊名，那么，当记起时让他
说：‘我始终都是以真主的尊名。’他确已接受了新的饭食，阻止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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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曾经所吃的不洁净的食物

-用右手吃喝：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ﺇﺫَﺍ ﺃَﻛَﻞَ ﺃَﺣَﺪُﻛُﻢْ
ﻓَﻠْﻴَﺄْﻛُﻞْ ﺑِﻴَـﻤِﻴﻨِـﻪ ،ﻭَﺇﺫَﺍ ﺷَﺮِﺏَ ﻓَﻠْﻴَﺸْﺮَﺏْ ﺑِﻴَـﻤِﻴﻨِـﻪِ ،ﻓَﺈﻥﱠ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ﻳَﺄْﻛُﻞُ ﺑِﺸِﻤَﺎﻟِـﻪِ ﻭَﻳَﺸْﺮَﺏُ ﺑِﺸِﻤَﺎﻟِـ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当你们某人吃饭时，让他用右手吃；当他喝水时，让他用右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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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喝；的确，恶魔用其左手吃、左手喝

-喝水时应在饮具外换气：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37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22 段
《伊本汉巴尼圣训集》第 5213 段，《伊本西那圣训集》第 461 段，《正确丛书》第 198

②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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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ﻳَﺘَﻨَﻔﱠﺲُ ﻓِﻲ ﺍﻟﺸﱠﺮَﺍﺏِ
ﺛَﻼﺛﺎً ،ﻭَﻳَـﻘُﻮﻝُ» :ﺇﻧﱠﻪُ ﺃَﺭْﻭَﻯ ،ﻭَﺃَﺑْﺮَﺃ ،ﻭَﺃَﻣْﺮَﺃ«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喝水时换三次气，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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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这样是最解渴、最清洁、最有益的

-供给别人喝的方式：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ﺃُﺗِﻲَ ﺑِﻠَﺒَﻦٍ ﻗَﺪْ ﺷِﻴﺐَ
ﻦ
ﺑِﻤَﺎءٍ ﻭَﻋَﻦْ ﻳَـﻤِﻴﻨِـﻪِ ﺃَﻋْﺮَﺍﺑِﻲﱞ ،ﻭَﻋَﻦْ ﻳَﺴَﺎﺭِﻩِ ﺃَﺑُﻮ ﺑَﻜْﺮٍ ،ﻓَﺸَﺮِﺏَ ﺛُﻢﱠ ﺃَﻋْﻄَﻰ ﺍﻷَﻋْﺮَﺍﺑِﻲﱠ ﻭَﻗَﺎﻝَ» :ﺍﻷَﻳْـﻤَ ُ
ﻓَﺎﻷَﻳْـﻤَﻦُ«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有人给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送来加水的奶
子，当时在他右边是游牧人，左边是艾布白克尔，使者喝后，把它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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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给了游牧人，并说：“右边优先，右边优先

-坐着喝水是圣行：
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ﺍﻟﻨﱠﺒِﻲﱠ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ﺯَﺟَﺮَ ﻋَﻦِ ﺍﻟﺸﱡﺮْﺏِ
ﻗَﺎﺋِﻤ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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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站着喝水

-也允许站着喝水：
南扎鲁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ﺍﻟﻨﱠﺰﱠﺍﻝِ ﻗَﺎﻝَ :ﺃَﺗَﻰ ﻋَﻠِﻲﱞ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ﻠَﻰ ﺑَﺎﺏِ ﺍﻟﺮﱠﺣَﺒَﺔِ ﻓَﺸَﺮِﺏَ ﻗَﺎﺋِﻤًﺎ ﻓَﻘَﺎﻝَ :ﺇِﻥﱠ ﻧَﺎﺳًﺎ
ﻳَﻜْﺮَﻩُ ﺃَﺣَﺪُﻫُﻢْ ﺃَﻥْ ﻳَﺸْﺮَﺏَ ﻭَﻫُﻮَ ﻗَﺎﺋِﻢٌ ،ﻭَﺇِﻧﱢﻲ ﺭَﺃَﻳْﺖُ ﺍﻟﻨﱠﺒِﻲﱠ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ﻓَﻌَﻞَ ﻛَﻤَﺎ ﺭَﺃَﻳْﺘُﻤُﻮﻧِﻲ
ﻓَﻌَﻠْﺖُ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3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28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布哈里圣训集》第 535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29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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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愿主喜悦他）来到赖哈拜门站着喝了水；他说：‘的
确，人们都厌恶他们中有人站着喝水，我确已看见先知（愿主赐福
①

”。’之，并使其平安）犹如你们看见我一样站着喝水

-禁止使用金银器皿吃喝：
侯宰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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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ﺣﺬﻳﻔ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ﻳﻘﻮﻝ» :ﻻ ﺗَﻠْﺒَﺴُﻮﺍ
ﺍﻟﺤَﺮِﻳﺮَ ﻭَﻻ ﺍﻟﺪﱢﻳﺒَﺎﺝَ ،ﻭَﻻ ﺗَﺸْﺮَﺑُﻮﺍ ﻓِﻲ ﺁﻧِﻴَﺔِ ﺍﻟﺬﱠﻫَﺐِ ﻭَﺍﻟﻔِﻀﱠﺔِ ،ﻭَﻻ ﺗَﺄْﻛُﻠُﻮﺍ ﻓِﻲ ﺻِﺤَﺎﻓِﻬَﺎ ﻓَﺈﻧﱠﻬَﺎ ﻟَـﻬُـﻢْ ﻓِﻲ
ﺍﻟﺪﱡﻧْﻴَﺎ ﻭَﻟَﻨَﺎ ﻓِﻲ ﺍﻵﺧِﺮَﺓِ«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你们不要穿绫罗绸缎（指男人们），不要用金银器皿喝水，
也不要用金银盘子吃饭；他们（不信者）在今世里享受这些东西，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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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后世里享用

-吃饭的方式：
-凯阿布·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١ﻋﻦ ﻛﻌﺐ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ﻳَﺄْﻛُﻞُ
ﺑِﺜَﻼﺙِ ﺃَﺻَﺎﺑِـﻊَ ،ﻭَﻳَﻠْﻌَﻖُ ﻳَﺪَﻩُ ﻗَﺒْﻞَ ﺃَﻥْ ﻳَـﻤْﺴَﺤَﻬَ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用三个手指吃饭，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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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他先舔手指后擦洗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٢ﻭ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ﻛَﺎﻥَ ﺇﺫَﺍ ﺃَﻛَﻞَ ﻃَﻌَﺎﻣﺎً
ﻟَﻌِﻖَ ﺃَﺻَﺎﺑِـﻌَﻪُ ﺍﻟﺜﱠﻼﺙَ ،ﻗَﺎﻝَ :ﻭﻗﺎﻝَ» :ﺇﺫَﺍ ﺳَﻘَﻄَﺖْ ﻟُﻘْﻤَﺔُ ﺃَﺣَﺪِﻛُﻢْ ﻓَﻠْﻴُـﻤِﻂْ ﻋَﻨْـﻬَﺎ ﺍﻷَﺫَﻯ ،ﻭَﻟْﻴَﺄْﻛُﻠْـﻬَﺎ ،ﻭَﻻ
ﻳَﺪَﻋْﻬَﺎ ﻟِﻠﺸﱠﻴْﻄَﺎﻥِ« .ﻭَﺃَﻣَـﺮَﻧَﺎ ﺃَﻥْ ﻧَﺴْﻠُﺖَ ﺍﻟﻘَﺼْﻌَﺔَ ﻗَﺎﻝَ» :ﻓَﺈﻧﱠﻜُﻢْ ﻻ ﺗَﺪْﺭُﻭﻥَ ﻓِﻲْ ﺃَﻱﱢ ﻃَﻌَﺎﻣِﻜُﻢُ ﺍﻟﺒَﺮَﻛَ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15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42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67 段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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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吃完饭之后，他都
舔会自己的三个手指。他（传述人）说：使者说：“如果你们中某
个人吃饭时掉了食物，让他拣起来擦干净后再吃，不要把它留给恶
魔。”他还命令我们抹净盘子。使者还说：“的确，你们不知道在
你们的哪一食物里有吉庆。”

①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 ﺃَﻥ-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ﻧَـﻬَﻰ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٣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ﻳَـﻘْﺮِﻥَ ﺍﻟﺮﱠﺟُﻞُ ﺑَﻴْﻦَ ﺍﻟﺘﱠﻤْﺮَﺗَﻴْﻦِ ﺣَﺘﱠﻰ ﻳَﺴْﺘَﺄْﺫِﻥَ ﺃَﺻْﺤَﺎﺑَـ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一个人一口吃下
两颗椰枣，除非他得到伙伴的许可。”

②
1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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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ﻟِﻴَﺄْﻛُﻞْ ﺃَﺣَﺪُﻛُﻢ: ﻗﺎﻝ-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ﻭ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٤
ِ ﻓَﺈﻥﱠ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ﻳَﺄْﻛُﻞُ ﺑِﺸِﻤَﺎﻟِـﻪ،ِ ﻭَﻟْﻴُـﻌْﻂِ ﺑِﻴَـﻤِﻴﻨِـﻪ،ِ ﻭَﻟْﻴَﺄْﺧُﺬْ ﺑِﻴَـﻤِﻴﻨِـﻪ،ِ ﻭَﻟْﻴَﺸْﺮَﺏْ ﺑِﻴَـﻤِﻴﻨِـﻪ،ِﺑِﻴَـﻤِﻴﻨِـﻪ
.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ﻣﺎﺟﻪ.«ِ ﻭَﻳَﺄْﺧُﺬُ ﺑِﺸِﻤَﺎﻟِـﻪ،ِ ﻭَﻳُـﻌْﻄِﻲ ﺑِﺸِﻤَﺎﻟِـﻪ،ِﻭَﻳَﺸْﺮَﺏُ ﺑِﺸِﻤَﺎﻟِـﻪ
“你们都应当用右手吃、用右手喝、用右手拿、用右手给予；
的确，恶魔是用左手吃、用左手喝、用左手给、用左手拿。”

③
13F

-吃饭的限度：
-清高的真主说：
.[٣١ /( ]ﺍﻷﻋﺮﺍﻑ210/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过分，真主确是不喜欢过分者
的。】

④
14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34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245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45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③
正确的圣训，《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266 段，请看《正确丛书》第 1236 段
④
《高处章》第 31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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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٢ﻭ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ﻣَﺎ ﺷَﺒِﻊَ ﺁﻝُ ﻣُـﺤَﻤﱠﺪٍ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ﻣُﻨْﺬُ ﻗَﺪِﻡَ
ﺍﻟﻤَﺪِﻳﻨَﺔَ ﻣِﻦْ ﻃَﻌَﺎﻡِ ﺑُﺮﱟ ﺛَﻠَﺎﺙَ ﻟَﻴَﺎﻝٍ ﺗِﺒَﺎﻋﺎً ﺣَﺘﱠﻰ ﻗُﺒِﺾَ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自从迁徙到麦地那之后，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①
15F

”。安）的家人就没有连续三天吃饱过面食，直到他去世

-禁止挑剔食物：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ﻣَﺎ ﻋَﺎﺏَ ﺍﻟﻨﱠﺒِﻲﱡ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ﻃَﻌَﺎﻣﺎً ﻗَﻂﱡ ،ﺇﻥْ
ﺍﺷْﺘَـﻬَﺎﻩُ ﺃَﻛَﻠَـﻪُ ،ﻭَﺇﻥْ ﻛَﺮِﻫَﻪُ ﺗَﺮَﻛَ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从不挑剔食物，如果是他
②
16F

”。喜欢吃的，他就吃；如果不是他喜欢吃的，他就不吃

-不要吃的过饱：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ﺍﻟﻜَﺎﻓِﺮُ ﻳَﺄْﻛُﻞُ ﻓِﻲ
ﺳَﺒْﻌَﺔِ ﺃَﻣْﻌَﺎءٍ ﻭَﺍﻟﻤُﺆْﻣِﻦُ ﻳَﺄْﻛُﻞُ ﻓِﻲ ﻣِﻌَﻰً ﻭَﺍﺣِ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③
17F

”。“非信士用七个胃吃饭，而信士只用一个胃吃饭

-供给与援助他人吃饭的优越：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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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ﺍ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ﻳﻘﻮﻝ» :ﻃَﻌَﺎﻡُ ﺍﻟﻮَﺍﺣِﺪِ ﻳَﻜْﻔِﻲ ﺍﻹﺛْﻨَﻴﻦِ ،ﻭَﻃَﻌَﺎﻡُ ﺍﻹﺛْﻨَﻴﻦِ ﻳَﻜْﻔِﻲ ﺍﻷَﺭْﺑَـﻌَﺔَ ،ﻭَﻃَﻌَﺎﻡُ ﺍﻷَﺭْﺑَـﻌَﺔِ ﻳَﻜْﻔِﻲ
ﺍﻟﺜﱠﻤَﺎﻧِﻴ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41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970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40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64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39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60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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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饭足够两个人吃，两个人的饭足够四个人吃，四个
①

”。人的饭足够八个人吃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٢ﻭ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ﱠ ﺭَﺟُﻼً ﺳَﺄَﻝَ ﺍﻟﻨﱠﺒِﻲﱠ M·‹çÎ@ÈÓ‹«@!a@Û‹ïM
ﺃَﻱﱡ ﺍﻹﺳْﻼﻡِ ﺧَﻴْﺮٌ؟ ﻗَﺎﻝَ» :ﺗُﻄْﻌِﻢُ ﺍﻟﻄﱠﻌَﺎﻡَ ،ﻭَﺗَﻘْﺮَﺃُ ﺍﻟﺴﱠﻼﻡَ ﻋَﻠَﻰ ﻣَﻦْ ﻋَﺮَﻓْﺖَ ﻭَﻋَﻠَﻰ ﻣَﻦْ ﻟَـﻢْ ﺗَﻌْﺮِﻑْ«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一个人请教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伊斯兰看
来哪种工作最优越？”先知说：“你给人提供食物、给认识的和不
②
19F

”。认识的人道以色兰祝福

-艾布安优布·艾勒安刷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٣ﻭﻋﻦ ﺃﺑﻲ ﺃﻳﻮﺏ ﺍﻷﻧﺼﺎ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ﺇﺫﺍ ﺃُﺗِﻲَ ﺑِﻄَﻌَﺎﻡٍ ﺃﻛَﻞَ ﻣِﻨْـﻪُ ﻭَﺑَـﻌَﺚَ ﺑِﻔَﻀْﻠِـﻪِ ﺇﻟَﻲﱠ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当有人给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送饭时，他
③
20F

”。便吃一些，然后就把剩余的送给我吃

-赞扬所吃的食物：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ﺍ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ﺳﺄﻝ ﺃﻫﻠﻪ ﺍﻷُﺩﻡ
ﻓﻘﺎﻟﻮﺍ :ﻣﺎ ﻋﻨﺪﻧﺎ ﺇﻻ ﺧَﻞﱞ ،ﻓﺪﻋﺎ ﺑﻪ ،ﻓﺠﻌﻞ ﻳﺄﻛﻞ ﺑﻪ ﻭﻳﻘﻮﻝ» :ﻧِﻌْﻢَ ﺍﻷُﺩُﻡُ ﺍﻟﺨَﻞﱡ ،ﻧِﻌْﻢَ ﺍﻷُﺩُﻡُ ﺍﻟﺨَﻞﱡ«.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向家人要作料，他们说：
“我们只有醋。”先知让人把醋拿来，他边吃边说：“醋是好作
④
21F

”。料，醋是好作料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59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3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9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53 段
④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5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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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向饮具里吹气：
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M·‹çÎ@ÈÓ‹«@!a@Û‹ïM  ﻧَـﻬَﻰ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ﻪ ﻗﺎﻝ
.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ﺃَﻥْ ﻳُﻨْﻔَﺦَ ﻓِﻲ ﺍﻟﺸﱠﺮَﺍﺏ،ِﻋَﻦِ ﺍﻟﺸﱡﺮْﺏِ ﻣِﻦْ ﺛُﻠْـﻤَﺔِ ﺍﻟﻘَﺪَﺡ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从茶杯的裂口处
喝水，禁止向饮具里吹气。”

①
2F

-供人喝水者，自己最后喝：
艾布盖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ﻭﻓﻲ ﺁﺧﺮﻩ-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ﺧَﻄَﺒَﻨَﺎ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ﺑﻲ ﻗﺘﺎﺩ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ﺇﻥﱠ ﺳَﺎﻗِﻲَ ﺍﻟﻘَﻮﻡِ ﺁﺧِﺮُﻫُـﻢْ ﺷُﺮْﺑﺎ:ﻗﺎﻝ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给我们演讲，他在
最后说：“供人喝水者，自己最后喝。”

②
23F

-尊重客人，亲自为其服务：
-清高的真主说：
¹ ¸ ¶ µ ´ ³ ² ± ° ¯ ® ¬ « ª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٢٧-٢٤/( ]ﺍﻟﺬﺍﺭﻳﺎﺕÉÈÇÆÅÄÃÂÁÀ¿¾½¼»º
【[24]关于伊布拉欣的受优待的宾客的故事，已来临你了吗？
[25]当时，他们进去见他，他们说：“祝你平安！”他说：“祝你
们平安！”他想这些是生客。[26]于是他悄悄地走到他的家属那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722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
勒秘日圣训集》第 1887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68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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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拿来一头肥嫩的牛犊，[27]他把那牛犊送到客人面前，说：
①

】”！“你们怎么不吃呢

-艾布舒莱哈•艾勒凯阿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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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ﺷﺮﻳﺢ ﺍﻟﻜﻌﺒ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ﻣَﻦْ ﻛَﺎﻥَ ﻳُﺆْﻣِﻦُ ﺑِﺎﷲ ﻭَﺍﻟﻴَﻮﻡِ ﺍﻵﺧِﺮِ ﻓَﻠْﻴُﻜْﺮِﻡْ ﺿَﻴْﻔَﻪُ ،ﺟَﺎﺋِﺰَﺗُـﻪُ ﻳَﻮﻡٌ ﻭَﻟَﻴْﻠَﺔٌ ،ﻭَﺍﻟﻀﱢﻴَﺎﻓَﺔُ ﺛَﻼﺛَﺔُ ﺃَﻳﱠﺎﻡٍ ﻓَﻤَﺎ
ﺑَـﻌْﺪَ ﺫَﻟِﻚَ ﻓَﻬُﻮَ ﺻَﺪَﻗَﺔٌ ،ﻭَﻻ ﻳَـﺤِﻞﱡ ﻟَـﻪُ ﺃَﻥْ ﻳَﺜْﻮِﻱَ ﻋِﻨْﺪَﻩُ ﺣَﺘﱠﻰ ﻳُـﺤْﺮِﺟَ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谁归信真主与末日，让他尊敬自己的客人；优待为一昼夜，
款待期为三天，超过这个期限就是对客人的施舍。客人不应久住，
②
25F

”。直至遭到主人的驱逐

-坐着吃饭的方式：
-艾布朱哈发（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传述，他说：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ﺃﺑﻲ ﺟُﺤَﻴﻔ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ﺇﻧﱢﻲ ﻻ
ﺁﻛُﻞُ ﻣُﺘﱠﻜِﺌﺎً«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③
26F

”。“我从不依靠着东西吃饭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٢ﻭ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ﺭَﺃَﻳْﺖُ ﺍﻟﻨﱠﺒِﻲﱠ  M·‹çÎ@ÈÓ‹«@!a@Û‹ïMﻣُﻘْﻌِﻴﺎً ﻳَﺄْﻛُﻞُ ﺗَـﻤْﺮﺍً.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我看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我见真主的使者蹲
④
27F

”。坐着吃椰枣

-阿布杜拉·本·白西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٣ﻭ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ﺑﺴ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ﺃُﻫْﺪِﻳَﺖْ ﻟﻠ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ﺷﺎﺓ
①

《播种者章》第 2٤-27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613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48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398 段
④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4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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ﻓﺠﺜﻰ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ﻋﻠﻰ ﺭﻛﺒﺘﻴﻪ ﻳﺄﻛﻞ ،ﻓﻘﺎﻝ ﺃﻋﺮﺍﺑﻲ :ﻣﺎ ﻫﺬﻩ ﺍﻟﺠﻠﺴﺔ؟ ﻓﻘﺎﻝ:
»ﺇﻥﱠ ﺍﷲ ﺟَﻌَﻠَﻨِﻲ ﻋَﺒْﺪﺍً ﻛَﺮِﻳﻤﺎً ،ﻭَﻟَـﻢْ ﻳَـﺠْﻌَﻠْﻨِﻲ ﺟَﺒﱠﺎﺭﺍً ﻋَﻨِﻴﺪﺍً«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有人给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送了一只羊，然后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双膝跪坐着吃，有一游牧人
说：“这是什么坐法？”使者说：“真主使我成为高尚的仆人，而
①
28F

”。不是傲慢的暴君

-忙碌者吃饭的方式：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ﺃُﺗﻲ ﺭﺳﻮﻝ ﺍﷲ  M·‹çÎ@ÈÓ‹«@!a@Û‹ïMﺑﺘﻤﺮ ،ﻓﺠﻌﻞ ﺍﻟﻨﺒﻲ -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ﻳﻘﺴﻤﻪ ﻭﻫﻮ ﻣُـﺤْﺘَﻔِﺰٌ ،ﻳﺄﻛﻞ ﻣﻨﻪ ﺃﻛﻼً ﺫَﺭِﻳْـﻌَﺎً .ﻭﻓﻲ ﺭﻭﺍﻳﺔ ﺯﻫﻴﺮ :ﺃﻛﻼً ﺣﺜﻴﺜ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有人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送来椰枣，他
②
29F

”。蹲坐着将其分配，并且快速地从中吃了一些

-睡觉时，当扎紧水袋，并记念真主的尊名：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ﻋﻦ ﺟﺎﺑ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M·‹çÎ@ÈÓ‹«@!a@Û‹ïMﻗﺎﻝ- ...ﻭﻓﻴﻪ» :-ﻭَﺃَﻏْﻠِﻖْ
ﺑَﺎﺑَﻚَ ﻭَﺍﺫْﻛُﺮِ ﺍﺳْﻢَ ﺍﷲ ،ﻭَﺃﻃْﻔِﺊْ ﻣِﺼْﺒَﺎﺣَﻚَ ﻭَﺍﺫْﻛُﺮِ ﺍﺳْﻢَ ﺍﷲ ،ﻭَﺃَﻭﻙِ ﺳِﻘَﺎءَﻙَ ﻭَﺍﺫْﻛُﺮِ ﺍﺳْﻢَ ﺍﷲ ،ﻭَﺧَـﻤﱢﺮْ
ﺇﻧَﺎءَﻙَ ﻭَﺍﺫْﻛُﺮِ ﺍﺳْﻢَ ﺍﷲ ﻭَﻟَﻮ ﺗَﻌْﺮُﺽُ ﻋَﻠَﻴﻪِ ﺷَﻴْﺌ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在其中提到：你们当关好门，并记念真主的尊名；你们当熄
；灭灯，并记念真主的尊名；你们当扎紧水袋，并记念真主的尊名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773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263 段，原文出
》自《伊本马哲圣训集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4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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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当盖好容器，并记念真主的尊名，即使是在上面放一件东西也
①

”！罢

-与仆人一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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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ﺇﺫَﺍ ﺃَﺗَﻰ ﺃَﺣَﺪَﻛُﻢْ
ﺧَﺎﺩِﻣُﻪُ ﺑِﻄَﻌَﺎﻣِﻪِ ﻓَﺈﻥْ ﻟَـﻢْ ﻳُـﺠْﻠِﺴْﻪُ ﻣَﻌَﻪُ ﻓَﻠْﻴُﻨَﺎﻭِﻟْـﻪُ ﺃُﻛْﻠَﺔً ﺃَﻭْ ﺃُﻛْﻠَﺘـَﻴﻦِ ،ﺃَﻭْ ﻟُﻘْﻤَﺔً ﺃَﻭْ ﻟُﻘْﻤَﺘَﻴﻦِ ،ﻓَﺈﻧﱠﻪ ﻭَﻟِﻲَ ﺣَﺮﱠﻩُ
ﻭَﻋِﻼﺟَ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当你们某人的佣人为他端来食物时，如果他不能让佣人坐下
与自己共餐，那么，让他分给佣人一些；因为那是他辛勤劳动的成
②
31F

”。果

-如果饭准备好了，礼拜的时间也到了，那么先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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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ﺇﺫَﺍ ﻭُﺿِﻊَ
ﺍﻟﻌَﺸﺎءُ ﻭَﺃُﻗِﻴﻤَﺖِ ﺍﻟﺼﱠﻼﺓُ ﻓَﺎﺑْﺪَﺅُﻭﺍ ﺑِﺎﻟﻌَﺸﺎءِ«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③
32F

”。“当晚饭已经准备好，拜功已经成立，你们先吃晚饭

-如何用盘子吃饭：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ﺇﺫَﺍ ﺃَﻛَﻞَ ﺃَﺣَﺪُﻛُﻢْ
ﻃَﻌَﺎﻣﺎً ﻓَﻼ ﻳَﺄْﻛُﻞْ ﻣِﻦْ ﺃَﻋْﻠَﻰ ﺍﻟﺼﱠﺤْﻔَﺔِ ،ﻭَﻟَﻜِﻦْ ﻟِﻴَﺄْﻛُﻞْ ﻣِﻦْ ﺃَﺳْﻔَﻠِـﻬَﺎ ،ﻓَﺈﻥﱠ ﺍﻟﺒَﺮَﻛَﺔَ ﺗَﻨْﺰِﻝُ ﻣِﻦْ ﺃَﻋْﻼﻫَﺎ«.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8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12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46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663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46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55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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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当你们吃饭时，让他不要从盘子的上边开始吃，但是让他从
①
3F

”。下边开始吃，因为吉庆是由上而降

-喝完奶子后应做什么：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ﱠ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ﱠ ﺍﻟﻨﱠﺒِﻲﱠ  M·‹çÎ@ÈÓ‹«@!a@Û‹ïMﺷَﺮِﺏَ ﻟَﺒَﻨًﺎ ،ﺛُﻢﱠ ﺩَﻋَﺎ ﺑِﻤَﺎءٍ
ﻓَﺘَـﻤَﻀْﻤَﺾَ ﻭَﻗَﺎﻝَ» :ﺇﻥﱠ ﻟَـﻪُ ﺩَﺳَﻤً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喝了奶子，然后让人端来
②
34F

”。水，他漱了口，并说：“奶子里有油脂

-吃完饭之后应说什么：
-艾布乌玛麦（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١ﻋﻦ ﺃﺑﻲ ﺃﻣﺎﻣ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ﻛَﺎﻥَ ﺇﺫَﺍ ﺭَﻓَﻊَ ﻣَﺎﺋِﺪَﺗَـﻪُ
ﻗَﺎﻝَ» :ﺍﻟﺤَـﻤْﺪُ ﷲ ﻛَﺜِﻴﺮﺍً ﻃَﻴﱢﺒﺎً ﻣُﺒَﺎﺭَﻛﺎً ﻓِﻴﻪِ ﻏَﻴْﺮَ ﻣَﻜْﻔِﻲﱟ ﻭَﻻ ﻣُﻮَﺩﱠﻉٍ ﻭَﻻ ﻣُﺴْﺘَﻐْﻨَﻰً ﻋَﻨْـﻪُ ﺭَﺑﱠﻨَﺎ«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吃完饭，他便说：“一
切赞颂全归真主，虔诚敬意、充满吉祥的赞颂，我们的主啊！感赞
您赐予我们终身永不间断的给养，而不是最后的、更不是多余的饭
③
35F

”。食

-艾布安优布·艾勒安刷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٢ﻭﻋﻦ ﺃﺑﻲ ﺃﻳﻮﺏ ﺍﻷﻧﺼﺎ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ﺇﺫَﺍ ﺃَﻛَﻞَ ﺃَﻭْ ﺷَﺮِﺏَ ﻗَﺎﻝَ» :ﺍﻟﺤَـﻤْﺪُ ﷲ ﺍﻟﱠﺬِﻱ ﺃَﻃْﻌَﻢَ ﻭَﺳَﻘَﻰ ﻭَﺳَﻮﱠﻏَﻪُ ﻭَﺟَﻌَﻞَ ﻟَـﻪُ ﻣَـﺨْﺮَﺟﺎً«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722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
勒秘日圣训集》第 1805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21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58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458 段

13

每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用餐饮之后，他都
会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恩赐美味可口的饮食、并给予出
路。”

①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ﺇﻥﱠ ﺍﷲ:-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٣
 ﺃﺧﺮﺟﻪ.« ﺃَﻭْ ﻳَﺸْﺮَﺏَ ﺍﻟﺸﱠﺮْﺑَﺔَ ﻓَﻴَـﺤْـﻤَﺪَﻩُ ﻋَﻠَﻴْـﻬَﺎ،ﻟَﻴَﺮْﺿَﻰ ﻋَﻦِ ﺍﻟﻌَﺒْﺪِ ﺃَﻥْ ﻳَﺄْﻛُﻞَ ﺍﻷَﻛْﻠَﺔَ ﻓَﻴَـﺤْـﻤَﺪَﻩُ ﻋَﻠَﻴﻬَﺎ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的确，真主非常
喜爱这样的仆人，他每吃一顿饭，都赞颂真主；他喝一次水，也赞
颂真主。”

②
37F

- 又说：
 ﻓَﻠَﻚَ ﺍﻟﺤَـﻤْﺪُ ﻋَﻠَﻰ ﻣَﺎ،َ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ﺃَﻃْﻌَﻤْﺖَ ﻭَﺃَﺳْﻘَﻴْﺖَ ﻭَﺃَﻏْﻨَﻴْﺖَ ﻭَﺃَﻗْﻨَﻴْﺖَ ﻭَﻫَﺪَﻳْﺖَ ﻭَﺃَﺣْﻴَﻴْﺖ-٤
.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ﺃَﻋْﻄَﻴْﺖ
“主啊！您供给饮食、使人富足、指引正道、使人复生，凭着
您的赏赐，您拥有一切赞颂。”

③
38F

-客人进出的时间：
清高的真主说：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h g f e) :ﻗﺎﻝ ﺗﻌﺎﻟﻰ
.[٥٣/( ]ﺍﻷﺣﺰﺍﺏ...{ |}~ﮯzy xwv u
【[53]信士们啊！你们不要进先知的家，除非邀请你们去吃饭
的时候；你们不要进去等饭熟，当请你去的时候才进去；既吃之后
就当告退，不要留恋闲话……。】

④
39F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851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734 段
③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6712 段，请看《正确丛书》第 71 段
②

④

《同盟军章》第 5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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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为主人所做的祈祷：
-阿布杜拉·本·白西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ﺑﺴ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ﺑَﺎﺭِﻙْ ﻟَـﻬُـﻢْ ﻓِﻲ ﻣَﺎ ﺭَﺯَﻗْﺘَـﻬُـﻢْ ،ﻭَﺍﻏْﻔِﺮْ ﻟَـﻬُـﻢْ ﻭَﺍﺭْﺣَـﻤْﻬُـﻢْ«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啊！求您在恩赐他们的恩惠中赐予他们吉庆！求您饶恕他
①
40F

”！们、求您怜悯他们吧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٢ﻭ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ﺟﺎء ﺇﻟﻰ ﺳﻌﺪ ﺑﻦ ﻋﺒﺎﺩﺓ
ﻓﺠﺎء ﺑﺨﺒﺰ ﻭﺯﻳﺖ ﻓﺄﻛﻞ ﺛﻢ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ﺃَﻓْﻄَﺮَ ﻋِﻨْﺪَﻛُﻢُ ﺍﻟﺼﱠﺎﺋِﻤُﻮﻥَ ،ﻭَﺃَﻛَﻞَ
ﻃَﻌَﺎﻣَﻜُﻢُ ﺍﻷَﺑْﺮَﺍﺭُ ،ﻭَﺻَﻠﱠﺖْ ﻋَﻠَﻴﻜُﻢُ ﺍﻟﻤَﻼﺋِﻜَﺔُ«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到赛阿德·本·欧巴德的
家里。赛阿德端来大饼和奶油，先知吃完后说：“封斋者在你们这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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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开了斋，廉清者吃了你们的饭，众天使已为你们祝福了

-为供水者或意欲供水者所做的祈祷：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ﺃَﻃْﻌِﻢْ ﻣَﻦْ ﺃَﻃْﻌَﻤَﻨِﻲ ،ﻭَﺃَﺳْﻖِ ﻣَﻦْ ﺃَﺳْﻘَﺎﻧِﻲ«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啊！求您恩赐供给我吃饭者食物，求您恩赐供给我们喝水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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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饮水吧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42 段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854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伊
本马哲圣训集》第 1747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5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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