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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权利：
-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ﺇﻳﱠﺎﻛُﻢْ ﻭَﺍﻟﺠُﻠُﻮﺱَ ﺑِﺎﻟﻄﱡﺮُﻗَﺎﺕِ« ،ﻓﻘﺎﻟﻮﺍ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ﻣﺎ ﻟﻨﺎ ﻣﻦ ﻣﺠﺎﻟﺴﻨﺎ ﺑُﺪﱞ ﻧَﺘَـﺤَﺪﱠﺙُ ﻓﻴﻬﺎ،
ﻓﻘﺎﻝ» :ﻓَﺈﺫَﺍ ﺃَﺑَﻴْﺘُـﻢْ ﺇﻟﱠﺎ ﺍﻟﻤﺠْﻠِﺲَ ﻓَﺄَﻋْﻄُﻮﺍ ﺍﻟﻄﱠﺮِﻳﻖَ ﺣَﻘﱠﻪُ« ،ﻗﺎﻟﻮﺍ :ﻭﻣﺎ ﺣﻖ ﺍﻟﻄﺮﻳﻖ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ﻏَﺾﱡ ﺍﻟﺒَﺼَﺮِ ،ﻭَﻛَﻒﱡ ﺍﻷَﺫَﻯ ،ﻭَﺭَﺩﱡ ﺍﻟﺴﱠﻼﻡِ ،ﻭَﺍﻷَﻣْﺮُ ﺑِﺎﻟﻤَﻌْﺮُﻭﻑِ،
ﻭَﺍﻟﻨﱠﻬْﻲُ ﻋَﻦِ ﺍﻟﻤﻨْﻜَﺮِ«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你们应该警惕不要坐在道路上。”他们说：“主的
使者啊！我们必须要坐在路上，因为我们在其中谈论事情
呀！”先知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坐在道路上，那么你们
必须交还路的义务。”他们说：“道路有什么义务呢？主
的使者啊！”先知说：“降低视线，制止伤害，回答色
① ”。兰，命人行好，止人作恶
0F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٢ﻭﻓﻲ ﻟﻔﻆ» :ﺍﺟْﺘَﻨِﺒُﻮﺍ ﻣَـﺠَﺎﻟِﺲَ ﺍﻟﺼﱡﻌُﺪَﺍﺕِ« ﻓﻘﻠﻨﺎ :ﺇﻧﻤﺎ ﻗﻌﺪﻧﺎ ﻟﻐﻴﺮ ﻣﺎ ﺑﺄﺱ ،ﻗﻌﺪﻧﺎ
ﻧﺘﺬﺍﻛﺮ ﻭﻧﺘﺤﺪﺙ ﻗﺎﻝ» :ﺇﻣﱠﺎ ﻻ ،ﻓَﺄَﺩﱡﻭﺍ ﺣَﻘﱠﻬَﺎ :ﻏَﺾﱡ ﺍﻟﺒَﺼَﺮِ ،ﻭَﺭَﺩﱡ ﺍﻟﺴﱠﻼﻡِ ،ﻭَﺣُﺴْﻦُ ﺍﻟﻜَﻼﻡِ«.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你们应当远离道路而坐！”我们说：“我们坐在这
儿不是谈论是非，我们只是为了互相学习，谈论正事才坐
这儿的。”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坐在路上，那么，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2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1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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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交还道路的义务：降低视线，回答色兰，说优美的言
① ”。词
-在另一传述中还提到：
 -٣ﻭﻓﻲ ﻟﻔﻆ» :ﻭَﺗُﻐِﻴﺜُﻮﺍ ﺍﻟﻤَﻠْـﻬُﻮﻑَ ،ﻭَﺗَـﻬْﺪُﻭﺍ ﺍﻟﻀﱠﺎﻝﱠ«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② ”。“你们当救助悲伤者，当指引迷路者
2F

-消除道路上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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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ﻟَﻘَﺪْ
ﺭَﺃَﻳْﺖُ ﺭَﺟُﻼً ﻳَﺘَﻘَﻠﱠﺐُ ﻓِﻲ ﺍﻟﺠَﻨﱠﺔِ ﻓِﻲ ﺷَﺠَﺮَﺓٍ ﻗَﻄَﻌَﻬَﺎ ﻣِﻦْ ﻇَﻬْﺮِ ﺍﻟﻄﱠﺮِﻳﻖِ ﻛَﺎﻧَﺖْ ﺗُﺆْﺫِﻱ ﺍﻟﻨﱠﺎﺱَ«.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的确，我看见一个人在天堂里享受着舒适的生活，
③ ”。因为他砍除了路面上一根伤害人们的树枝
3F

-无论在哪里，都不要对着朝向吐唾液：
候宰斐（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ﺣﺬﻳﻔ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ﻣَﻦْ ﺗَﻔَﻞَ
ﺗُـﺠَﺎﻩَ ﺍﻟﻘِﺒْﻠَﺔِ ،ﺟَﺎءَ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ﺗَﻔْﻠُـﻪُ ﺑَﻴْﻦَ ﻋَﻴْﻨَﻴْـﻪ .«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ﺧﺰﻳﻤﺔ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谁对着朝向吐唾液，复生日来临时，他的唾液在他
① ”。的两眼之间
4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61 段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817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914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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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在道路上过夜，注意毒虫的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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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ﺇﺫَﺍ
ﺳَﺎﻓَﺮْﺗُـﻢْ ﻓِﻲ ﺍﻟﺨِﺼْﺐِ ،ﻓَﺄَﻋْﻄُﻮﺍ ﺍﻹﺑِﻞَ ﺣَﻈﱠﻬَﺎ ﻣِﻦَ ﺍﻷَﺭْﺽِ .ﻭَﺇﺫَﺍ ﺳَﺎﻓَﺮْﺗُـﻢْ ﻓِﻲ ﺍﻟﺴﱠﻨَﺔِ
ﻓَﺄَﺳْﺮِﻋُﻮﺍ ﻋَﻠَﻴْـﻬَﺎ ﺍﻟﺴﱠﻴْﺮَ ،ﻭَﺇﺫَﺍ ﻋَﺮﱠﺳْﺘُـﻢْ ﺑِﺎﻟﻠﱠﻴْﻞِ ،ﻓَﺎﺟْﺘَﻨِﺒُﻮﺍ ﺍﻟﻄﱠﺮِﻳﻖَ ،ﻓَﺈﻧﱠﻬَﺎ ﻣَﺄْﻭَﻯ ﺍﻟﻬَﻮَﺍﻡﱢ
ﺑِﺎﻟﻠﱠﻴْﻞِ«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如果你们在草地上旅行，你们当走慢一点，让骆驼
享受大地上的福分——边走边吃；如果你们在不毛之地上
旅行，你们当快速行走；如果你们要夜宿时，你们当远离
② ”。道路，因为它是毒虫夜间住宿的地方
5F

-市场的礼节：
-买卖都当慷慨：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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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ﺍ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ﺭَﺣِـﻢَ ﺍﷲ ﺭَﺟُﻼً ،ﺳَﻤْـﺤًﺎ ﺇﺫَﺍ ﺑَﺎﻉَ ،ﻭَﺇﺫَﺍ ﺍﺷْﺘَﺮَﻯ ،ﻭَﺇﺫَﺍ ﺍﻗْﺘَﻀَﻰ«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真主怜悯大度者，当他买、卖或讨债时，他都慷慨
③

”。大方

6F

①

正确的圣训，《伊本胡宰麦圣训集》第 1314 段，请查看《正确丛书》第 222 段，《艾布
达吾德圣训集》第 3824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26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207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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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时，当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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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ﻣَﻄْﻞُ
ﺍﻟﻐَﻨِﻲﱢ ﻇُﻠْـﻢٌ ،ﻓِﺈﺫَﺍ ﺃُﺗْﺒِـﻊَ ﺃَﺣَﺪُﻛُﻢْ ﻋَﻠَﻰ ﻣَﻠِﻲﱟ ﻓَﻠْﻴَﺘْﺒَـﻊْ«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富人拖延自己应交纳的义务就是不义，如果你们谁
① ”！的债务被转到富人那儿，让他转吧
7F

-等待与宽限困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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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ﻛَ��ﺎﻥَ
ﺗَﺎﺟِﺮٌ ﻳُﺪَﺍﻳِﻦُ ﺍﻟﻨﱠﺎﺱَ ،ﻓَﺈﺫَﺍ ﺭَﺃَﻯ ﻣُﻌْﺴِﺮﺍً ﻗَﺎﻝَ ﻟِﻔِﺘْﻴَﺎﻧِـﻪِ ﺗَـﺠَﺎﻭَﺯُﻭﺍ ﻋَﻨْ�ـﻪُ ﻟَﻌَ�ﻞﱠ ﺍﷲ ﺃَﻥْ ﻳَﺘَ�ـﺠَﺎﻭَﺯَ
ﻋَﻨﱠﺎ ،ﻓَﺘَـﺠَﺎﻭَﺯَ ﺍﷲ ﻋَﻨْـ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曾有一商人借债给他人，当他看见困难者时，他就
对自己的佣人说：‘你当宽限他，但愿真主能宽恕我
② ”。们。’然后真主就恕饶了他
8F

-不要在礼拜的时间内进行买卖：
清高的真主说：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 , + * ) ( ' & % $ # " !) :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28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564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207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56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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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信道的人们啊！当聚礼日召人礼拜的时候，你们
应当赶快去记念真主，放下买卖，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
如果你们知道。[10]当礼拜完毕的时候，你们当散布在地
方上，寻求真主的恩惠，你们应当多多地记念真主，以便
你们成功。】 ①
9F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公正：
清高的真主说：
³ ²± °¯®¬«ª©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
(ÆÅÄÃÂÁ À¿¾½¼»º¹¸ ¶µ´
.[٦-١/]ﺍﻟﻤﻄﻔﻔﻴﻦ

【［1］伤哉！称量不公的人们。[2]当他们从别人称
量进来的时候，他们称量得很充足；[3]当他们量给别人或
称给别人的时候，他们不称足不量足。[4]难道他们不信自
己将复活，[5]在一个重大的日子吗？[6]在那日，人们将
为全世界的主而起立。】 ②
10F

-避免过多地发誓：

①

《聚礼章》第 9-10 节
《称量不公章》第 1-6 节

②

6

艾布胡莱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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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ﺍﻟﺤَﻠِﻒُ ﻣَﻨْﻔَﻘَﺔٌ ﻟِﻠﺴﱢﻠْﻌَﺔِ ﻣَـﻤْـﺤَﻘَﺔٌ ﻟِﻠﺮﱢﺑْـﺢ:ﻳﻘﻮﻝ

“发誓虽能销售商品，但也会消除吉庆和利润。” ①
1F

-远离非法、肮脏的买卖与交往等一切行为：
-清高的真主说：
.[٢٧٥/; <( ]ﺍﻟﺒﻘﺮﺓ:987)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275]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利息。】 ②
12F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٢
.[٩٠/( ]ﺍﻟﻤﺎﺋﺪﺓ0/.-,

【[90]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像、求签，只是
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
】③
13F

-清高的真主说：
/( ]ﺍﻷﻋ���ﺮﺍﻑZYXWVU)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ـﺎﻟ� �ـﻰ-٣
.[١٥٧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08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606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黄牛章》第 275 节
③
《筵席章》第 90 节
②

7

【准许他们吃佳美的食物，禁戒他们吃污秽的食
① 】。物
-不要欺骗与撒谎：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١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 �ﺮَﺓَ ﺭَﺿِ �ﻲَ ﺍﷲُ ﻋَﻨْ �ﻪُ ﺃﻥﱠ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ﻣَ �ﺮﱠ
ﻋَﻠَﻰ ﺻُﺒْﺮَﺓِ ﻃَﻌَﺎﻡٍ ،ﻓَﺄﺩْﺧَﻞَ ﻳَ�ﺪَﻩُ ﻓِﻴﻬَ�ﺎ ،ﻓَﻨَﺎﻟَ�ﺖْ ﺃﺻَﺎﺑِ�ـﻌُﻪُ ﺑَﻠَ�ﻼً ،ﻓَﻘَ�ﺎﻝَ» :ﻣَ�ﺎ ﻫَ�ﺬَﺍ ﻳَ�ﺎ ﺻَ�ﺎﺣِﺐَ
ﺍﻟﻄﱠﻌَﺎﻡِ؟« ﻗﺎﻝ :ﺃﺻَﺎﺑَﺘْـﻪُ ﺍﻟﺴﱠﻤَﺎءُ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ﺃﻓَ�ﻼ ﺟَﻌَﻠْﺘَ�ـﻪُ ﻓَ�ﻮْﻕَ ﺍﻟﻄﱠﻌَ�ﺎﻡِ ﻛَ�ﻲْ ﻳَ�ﺮَﺍﻩُ
ﺍﻟﻨﱠﺎﺱُ؟ ﻣَﻦْ ﻏَﺶﱠ ﻓَﻠَﻴْﺲَ ﻣِﻨﱢﻲ«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经过一堆出售
的粮食，他将手伸进去一摸，手指上有些潮湿。于是他问
道：“粮食的主人啊！这是怎么回事？”那人说：“主的
使者啊！它被雨水淋了。”使者说：“为何不把它放在上
② ”。边以便让人看见？作弊者，不属我的教胞
15F

-哈克姆·本·黑扎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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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ﻭﻋ��ﻦ ﺣَﻜِ��ﻴﻢِ ﺑ �ﻦِ ﺣِ �ﺰَﺍﻡٍ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 -ﺍﻟﺒَﻴﱢﻌَﺎﻥِ ﺑِﺎﻟﺨِﻴَﺎﺭِ ﻣَﺎ ﻟَـﻢْ ﻳَﺘَﻔَﺮﱠﻗَﺎ ،ﺃﻭْ ﻗﺎﻝ :ﺣَﺘﱠﻰ ﻳَﺘَﻔَﺮﱠﻗَﺎ ،ﻓَﺈﻥْ ﺻَﺪَﻗَﺎ ﻭَﺑَﻴﱠﻨَ�ﺎ ﺑُ�ﻮﺭِﻙَ
ﻟَـﻬُـﻤَﺎ ﻓِﻲ ﺑَﻴْـﻌِﻬِـﻤَﺎ ،ﻭَﺇﻥْ ﻛَﺘَـﻤَﺎ ﻭَﻛَﺬَﺑَﺎ ﻣُـﺤِﻘَﺖْ ﺑَﺮَﻛَﺔُ ﺑَﻴْـﻌِﻬِـﻤَ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买卖双方在没有分手之前都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或
者说甚至是分手之后，如果双方都是诚实的，并且说明真

①

《高处章》第 157 节
《穆斯林圣训集》第 10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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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那么，他俩的买卖就会充满吉庆；如果双方隐瞒事
实，并且撒谎，那么，他俩买卖中的吉庆确已失去。”①
-不允许垄断商品：
麦阿迈尔·本·阿布杜拉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ﻻ ﻳَـﺤْﺘَ�ـﻜِﺮ: ﻗ�ﺎﻝ-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ﻋَﻦْ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ﻣَﻌْﻤَﺮِ ﺑْﻦِ ﻋَﺒْﺪِ ﺍﷲ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ﺇﻻ ﺧَﺎﻃِﺊ

“只有违背的犯罪者才垄断商品。” ②
17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07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532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6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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