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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做梦的礼节
-如果梦见喜爱或憎恶的事物时，应如何说或如何做：
-艾布盖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١ﻋﻦ ﺃﺑﻲ ﻗﺘﺎﺩ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ﺍﻟﻨﺒ�ﻲ ﷺ ﻳﻘ�ﻮﻝ» :ﺍﻟﺮﱡﺅْﻳ�ﺎ ﺍﻟﺤَﺴَ�ﻨَﺔُ ﻣِ�ﻦَ ﺍﷲ،
ﻓَ��ﺈﺫَﺍ ﺭَﺃَﻯ ﺃَﺣَ�ﺪُﻛُﻢْ ﻣَ��ﺎ ﻳُ��ـﺤِﺐﱡ ،ﻓَ��ﻼ ﻳُ��ـﺤَﺪﱢﺙْ ﺑِ��ـﻪِ ﺇﻟﱠ��ﺎ ﻣَ�ﻦْ ﻳُ��ـﺤِﺐﱡ ،ﻭَﺇﺫَﺍ ﺭَﺃَﻯ ﻣَ��ﺎ ﻳَﻜْ�ﺮَﻩُ ،ﻓَﻠْﻴَﺘَﻌَ�ﻮﱠﺫْ ﺑِ�ﺎﷲ ﻣِ�ﻦْ
ﺷَﺮﱢﻫَﺎ ،ﻭَﻣِﻦْ ﺷَﺮﱢ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ﻭَﻟْﻴَﺘْﻔِﻞْ ﺛَﻼﺛﺎً ،ﻭَﻻ ﻳُـﺤَﺪﱢﺙْ ﺑِـﻬَﺎ ﺃَﺣَﺪﺍً ،ﻓَﺈﻧﱠﻬَﺎ ﻟَﻦْ ﺗَﻀُﺮﱠﻩُ«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听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好梦来自于真主，
恶梦来自于恶魔。如果你们某人梦见自己不喜爱的事，除了自己喜爱
的人，让他不要告诉别人；如果他梦见自己所憎恶的事，那么，让他
求真主保护免遭其伤害，以及免遭恶魔的伤害，并让他唾三口，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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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它告诉任何人，那么，恶梦就不会伤害到他

-艾布赛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听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ﻭ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ﻪ ﺳ�ﻤﻊ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ﻳﻘ�ﻮﻝ» :ﺇﺫَﺍ ﺭَﺃَﻯ ﺃَﺣَ�ﺪُﻛُﻢُ ﺍﻟﺮﱡﺅْﻳَ�ﺎ
ﻳُـﺤِﺒﱡـﻬَﺎ ﻓَﺈﻧﱠﻬَﺎ ﻣِﻦَ ﺍﷲ ﻓَﻠْﻴَـﺤْـﻤَﺪِ ﺍﷲ ﻋَﻠَﻴْـﻬَﺎ ﻭَﻟْﻴُـﺤَﺪﱢﺙْ ﺑِـﻬَﺎ«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如果你们某人梦见他所喜爱的梦，那确是来自于真主，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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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因此赞颂真主，并可以告知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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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٣ﻭﻋﻦ ﺟﺎﺑ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ﺃﻧﻪ ﻗﺎﻝ» :ﺇﺫَﺍ ﺭَﺃَﻯ ﺃَﺣَﺪُﻛُﻢُ ﺍﻟﺮﱡﺅْﻳَ�ﺎ ﻳَﻜْﺮَﻫُﻬَ�ﺎ
ﻓَﻠْﻴَﺒْﺼُ �ﻖْ ﻋَ �ﻦْ ﻳَﺴَ��ﺎﺭِﻩِ ﺛَﻼﺛ �ﺎً ،ﻭَﻟْﻴَﺴْ �ﺘَﻌِﺬْ ﺑِ��ﺎﷲ ﻣِ �ﻦَ ﺍﻟﺸﱠ �ﻴْﻄَﺎﻥِ ﺛَﻼﺛ �ﺎً ،ﻭَﻟْﻴَﺘَ��ـﺤَﻮﱠﻝْ ﻋَ �ﻦْ ﺟَﻨْﺒِ��ـﻪِ ﺍﻟﱠ �ﺬِﻱ ﻛَ��ﺎﻥَ
ﻋَﻠَﻴْـﻪِ« .ﻭﻓﻲ ﻟﻔﻆ» :ﻓَﺈﻥْ ﺭَﺃَﻯ ﺃَﺣَﺪُﻛُﻢْ ﻣَﺎ ﻳَﻜْﺮَﻩُ ﻓَﻠْﻴَـﻘُﻢْ ﻓَﻠْﻴُﺼَﻞﱢ«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04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261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704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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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某人梦见他自己讨厌的梦，让他向左侧吐三口，让他
”。向真主祈求护佑三次免遭恶魔的伤害，并由原来睡觉的姿势翻个身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如果你们某人梦见自己所憎恶的，让他起

① ”。床，去礼拜
-宣传好梦：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١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ﻳﻘﻮﻝ» :ﻟَ�ـﻢْ ﻳَﺒْ�ﻖَ ﻣِ�ﻦَ ﺍﻟﻨﱡﺒُ�ﻮﱠﺓِ
ﺇﻟﱠﺎ ﺍﻟﻤُﺒَﺸﱢﺮَﺍﺕُ« ﻗَﺎﻟُﻮﺍ :ﻭَﻣَﺎ ﺍﻟﻤُﺒَﺸﱢﺮَﺍﺕُ؟ ﻗَﺎﻝَ» :ﺍﻟﺮﱡﺅْﻳَﺎ ﺍﻟﺼﱠﺎﻟِـﺤَﺔُ«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圣品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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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喜讯。”他们问：“什么喜讯？”他说：“好梦

-艾奈斯·本·马里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ﻭ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ﻗﺎﻝ» :ﺍﻟﺮﱡﺅْﻳَﺎ ﺍﻟﺤَﺴَ�ﻨَﺔُ ﻣِ�ﻦَ ﺍﻟﺮﱠﺟُ�ﻞِ
ﺍﻟﺼﱠﺎﻟِـﺢِ ﺟُﺰْءٌ ﻣِﻦْ ﺳَﺘﱠﺔٍ ﻭَﺃَﺭْﺑَـﻌِﻴﻦَ ﺟُﺰْءﺍً ﻣِﻦَ ﺍﻟﻨﱡﺒُﻮﱠﺓِ«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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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男子的好梦是圣品的四十分之六

-梦见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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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ﷺ ﻗ�ﺎﻝ» :ﺗَﺴَ�ﻤﱠﻮْﺍ ﺑِﺎﺳْ�ﻤِﻲ ﻭَﻻ ﺗَـﻜْﺘَﻨُ�ـﻮﺍ ﺑِﻜُﻨْﻴَﺘِ�ـﻲ،
ﻭَﻣَﻦْ ﺭﺁﻧِـﻲ ﻓِﻲ ﺍﻟﻤَﻨَ�ـﺎﻡِ ﻓَﻘَ�ـﺪْ ﺭﺁﻧِ�ـﻲ ،ﻓَ�ـﺈﻥﱠ ﺍﻟﺸﱠﻴْﻄَ�ـﺎﻥَ ﻻ ﻳَﺘَـﻤَﺜﱠـ�ـﻞُ ﻓِ�ﻲ ﺻُﻮْﺭَﺗِ�ـﻲ ،ﻭَﻣَ�ـﻦْ ﻛَـ�ـﺬَﺏَ ﻋَﻠَ�ـﻲﱠ
ﻣُﺘَﻌَﻤﱢــﺪﺍً ﻓَﻠْﻴَﺘَـﺒَـﻮﱠﺃْ ﻣَﻘْﻌَــﺪَﻩُ ﻣِـﻦَ ﺍﻟﻨﱠــﺎﺭِ«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262，2263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990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98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26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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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直呼我的名字，不要呼喊我的别号；谁在梦中见到了我，
谁确已见到了我，的确，恶魔不能装扮我的形象；谁故意造我的谣，
让他准备坐火椅子吧！”

①

-梦里遭到恶魔玩耍，不应告诉他人：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有个人来见先知（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ﺭﺃﻳﺖ ﻓﻲ ﺍﻟﻤﻨ�ﺎﻡ: ﺟﺎء ﺭﺟﻞ ﺇﻟﻰ ﺍﻟﻨﺒﻲ ﷺ ﻓﻘﺎﻝ:ﻋﻦ ﺟﺎﺑ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ﺇﺫَﺍ ﻟَﻌِ�ﺐَ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ﺑِﺄﺣَ�ﺪِﻛُﻢْ ﻓِ�ﻲ ﻣَﻨَﺎﻣِ�ﻪِ ﻓَ�ﻼ ﻳُ�ـﺤَﺪﱢﺙ: ﻓﻀﺤﻚ ﺍﻟﻨﺒﻲ ﷺ ﻭﻗﺎﻝ: ﻗﺎﻝ،ﻛﺄﻥ ﺭﺃﺳﻲ ﻗُﻄﻊ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ﺑِـﻪِ ﺍﻟﻨﱠﺎﺱ
“主的使者啊！我梦见自己的头好像被砍掉了。”他说：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听后笑了，然后说：“如果你们某人在梦里
遭到恶魔的玩耍时，让他不要把梦告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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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里圣训集》第 11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134，2266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26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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