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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打喷嚏的礼节
-如果打喷嚏者赞颂真主时，当应答打喷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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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ﺇﻥﱠ ﺍﷲ ﻳُ�ـﺤِﺐﱡ
ﺍﻟﻌُﻄَﺎﺱَ ،ﻭَﻳَﻜْﺮَﻩُ ﺍﻟﺘﱠﺜَ�ﺎﺅُﺏَ ،ﻓَ�ﺈﺫَﺍ ﻋَﻄَ�ﺲَ ﻓَﺤَ�ـﻤِﺪَ ﺍﷲ ﻓَﺤَ�ﻖﱞ ﻋَﻠَ�ﻰ ﻛُ�ﻞﱢ ﻣُﺴْﻠِ�ـﻢٍ ﺳَ�ﻤِﻌَﻪُ ﺃَﻥْ ﻳُﺸَﻤﱢﺘَ�ـﻪُ ،ﻭَﺃَﻣﱠ�ﺎ
ﺍﻟﺘﱠﺜَﺎﺅُﺏُ ﻓَﺈﻧﱠﻤَﺎ ﻫُﻮَ ﻣِﻦَ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ﻓَﻠْﻴَﺮُﺩﱠﻩُ ﻣَﺎ ﺍﺳْﺘَﻄَﺎﻉَ ،ﻓَﺈﺫَﺍ ﻗَﺎﻝَ :ﻫَﺎءْ ﺿَﺤِﻚَ ﻣِﻨْـﻪُ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的确，真主喜爱打喷嚏，不喜爱打哈欠；如果某人打了喷嚏，
。并且赞颂了真主，那么，所有听见他打喷嚏的穆斯林都应当回答他
；至于哈欠，它是来自于恶魔，（如果想打哈欠时）让他当尽力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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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他打出‘哈’的声音时，恶魔就对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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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ﻥﱠ ﺭَﺳُ�ﻮﻝَ ﺍﷲ  M@·‹,çÎ@È,Ó‹«@!a@Û‹ïMﻗَ�ﺎﻝَ» :ﺣَ�ﻖﱡ
ﺍﻟْﻤُﺴْﻠِﻢِ ﻋَﻠَﻰ ﺍﻟْﻤُﺴْﻠِﻢِ ﺳِﺖﱞ« .ﻗِﻴ�ﻞَ :ﻣَ�ﺎ ﻫُ�ﻦﱠ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ﺇِﺫَﺍ ﻟَﻘِﻴﺘَ�ﻪُ ﻓَﺴَ�ﻠﱢﻢْ ﻋَﻠَﻴْ�ﻪِ ،ﻭَﺇِﺫَﺍ ﺩَﻋَ�ﺎﻙَ
ﻓَﺄَﺟِﺒْﻪُ ،ﻭَﺇِﺫَﺍ ﺍﺳْﺘَﻨْﺼَ�ﺤَﻚَ ﻓَﺎﻧْﺼَ�ﺢْ ﻟَ�ﻪُ ،ﻭَﺇِﺫَﺍ ﻋَﻄَ�ﺲَ ﻓَﺤَﻤِ�ﺪَ ﺍﷲ ﻓَﺸَ�ﻤﱢﺘْﻪُ ،ﻭَﺇِﺫَﺍ ﻣَ�ﺮِﺽَ ﻓَﻌُ�ﺪْﻩُ ،ﻭَﺇِﺫَﺍ ﻣَ�ﺎﺕَ
ﻓَﺎﺗﱠﺒِﻌْ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穆斯林对穆斯林的义务有六件。”有人问：“主的使者啊！它
是什么呢？”使者说：“如果你遇见他时，就应向他说色兰；如果他
；邀请你时，你当应答他；如果他请你为他进忠言时，你当为他进忠言
如果他打喷嚏并赞颂真主时，你当回答他；如果他病时，你当去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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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果他去世了，你当去为他送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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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里圣训集》第 6223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6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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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打喷嚏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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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çÎ@ÈÓ‹«@!a@Û‹ïMﻗﺎﻝ» :ﺇﺫَﺍ ﻋَﻄَ�ﺲَ ﺃَﺣَ�ﺪُﻛُﻢْ
ﻓَﻠْﻴَـﻘُﻞْ :ﺍﻟﺤَـﻤْﺪُ ﷲ ،ﻭَﻟْﻴَـﻘُﻞْ ﻟَـﻪُ ﺃَﺧُﻮﻩُ ﺃَﻭْ ﺻَﺎﺣِﺒُـﻪُ :ﻳَﺮْﺣَـﻤُﻚَ ﺍﷲ ،ﻓﺈَﺫِﺍَ ﻗَ�ﺎﻝَ ﻟَ�ـﻪُ :ﻳَﺮْﺣَ�ـﻤُﻚَ ﺍﷲ ،ﻓَﻠْﻴَ�ـﻘُﻞْ:
ﻳَـﻬْﺪِﻳﻜُﻢُ ﺍﷲ ﻭَﻳُﺼْﻠِـﺢُ ﺑَﺎﻟَﻜُﻢْ«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当你们中某人打喷嚏时，让他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让
他的兄弟或他的同伴对他说：‘愿真主怜悯你’。当有人对他说‘愿
真主怜悯你’之后，打喷嚏者应当说：‘愿真主引领你们，并改善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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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状况

-如果是非穆斯林打喷嚏，应该如何回答：
艾布穆萨·艾勒艾斯阿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ﺃﺑﻲ ﻣﻮﺳﻰ ﺍﻷﺷﻌﺮ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ﺎﻧَﺖِ ﺍﻟﻴَـﻬُﻮﺩُ ﺗَﻌَﺎﻃَﺲُ ﻋِﻨْ�ﺪَ ﺍﻟﻨﱠﺒِ�ﻲﱢ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ﺭَﺟَ��ﺎءَ ﺃَﻥْ ﻳَ��ـﻘُﻮﻝَ ﻟَ��ـﻬَﺎ :ﻳَﺮْﺣَ�ـﻤُﻜُﻢُ ﺍﷲ ،ﻓَﻜَ��ﺎﻥَ ﻳَ��ـﻘُﻮﻝُ» :ﻳَ��ـﻬْﺪِﻳﻜُﻢُ ﺍﷲ ،ﻭَﻳُﺼْﻠِ��ـﺢُ ﺑَ��ﺎﻟَﻜُﻢْ«.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曾经有一个犹太教徒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跟前
打了喷嚏，渴望先知能因为喷嚏而对他说：‘愿真主怜悯你’，然而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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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却说：‘愿真主引领你们，并改善你们的状况

-打喷嚏时应做什么：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ﺇﺫَﺍ ﻋَﻄَ�ﺲَ
ﻭَﺿَﻊَ ﻳَﺪَﻩُ ﺃَﻭْ ﺛَﻮﺑَـﻪُ ﻋَﻠَﻰ ﻓِﻴﻪِ ﻭَﺧَﻔَﺾَ ﺃَﻭْ ﻏَﺾﱠ ﺑِـﻬَﺎ ﺻَﻮﺗَـﻪُ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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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里圣训集》第 6224 段
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038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
秘日圣训集》第 273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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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想打喷嚏时，他都
会把自己的手、或衣服放在嘴上，压低声音。”

①

-何时回答打喷嚏者：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M@·‹,çÎ@È,Ó‹«@!a@Û‹ïM  ﻋَﻄَﺲَ ﺭَﺟُﻼﻥِ ﻋِﻨْ�ﺪَ ﺍﻟﻨﱠﺒِ�ﻲﱢ: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ﻣﺘﻔ�ﻖ.« ﻭَﻫَ�ﺬَﺍ ﻟَ�ـﻢْ ﻳَـﺤْ�ـﻤَﺪِ ﺍﷲ، »ﻫَﺬَﺍ ﺣَ�ـﻤِﺪَ ﺍﷲ:َ ﻓَﻘَﺎﻝ،ُ ﻓَﻘِﻴﻞَ ﻟَـﻪ،َﻓَﺸَﻤﱠﺖَ ﺃَﺣَﺪَﻫُـﻤَﺎ ﻭَﻟَـﻢْ ﻳُﺸَﻤﱢﺖِ ﺍﻵﺧَﺮ
.ﻋﻠﻴﻪ
“有两个人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跟前都打了喷
嚏，先知只回答了其中的一个，而没有回答另外一个人。有人问他原
因时，他说：‘这个人赞颂真主了，而那个人没有赞颂真主’。”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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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打喷嚏者多少次？
-赛莱麦图·本·艾勒艾克沃阿（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ﺳ��ﻠﻤﺔ ﺑ��ﻦ ﺍﻷﻛ��ﻮﻉ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ﻣﺎﺟﻪ.«ٌ ﻓَﻤَﺎ ﺯَﺍﺩَ ﻓَﻬْﻮَ ﻣَﺰْﻛُﻮﻡ،ً»ﻳُﺸَﻤﱠﺖُ ﺍﻟﻌَﺎﻃِﺲُ ﺛَﻼﺛﺎ
“回答打喷嚏者三次，超过三次者，即为感冒。”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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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莱麦图·本·艾勒艾克沃阿（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 ﻭَﻋَﻄَ�ﺲ-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ﻭﻋﻦ ﺳﻠﻤﺔ ﺑﻦ ﺍﻷﻛﻮﻉ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ﱠﻪُ ﺳَﻤِﻊَ ﺍﻟﻨﱠﺒِﻲﱠ-٢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ﻳَﺮْﺣَـﻤُﻚَ ﺍﷲ« ﺛُﻢﱠ ﻋَﻄَﺲَ ﺃُﺧْﺮَﻯ ﻓَﻘَﺎﻝَ ﻟَـﻪُ ﺭَﺳُﻮﻝُ ﺍﷲ:ُﺭَﺟُﻞٌ ﻋِﻨْﺪَﻩُ ﻓَﻘَﺎﻝَ ﻟَـﻪ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ﺍﻟﺮﱠﺟُﻞُ ﻣَﺰْﻛُﻮﻡ:
有人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跟前打喷嚏，他听先知
说：“愿真主怜悯你。”然后那个人又打了喷嚏，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对他说：“这个人感冒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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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029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
秘日圣训集》第 2745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2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991 段
③
正确的圣训，《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7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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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哈欠时应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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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ﺍﻟﺘﱠﺜَ�ﺎ ُﺅﺏُ
ﻣِﻦَ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ﻓَﺈﺫَﺍ ﺗَﺜَﺎءَﺏَ ﺃَﺣَﺪُﻛُﻢْ ﻓَﻠْﻴَﻜْﻈِﻢْ ﻣَﺎ ﺍﺳْﺘَﻄَﺎﻉَ«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哈欠是来自于恶魔，如果中有人想打哈欠时，让他当尽力克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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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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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ﺇﺫَﺍ ﺗَﺜَﺎﻭَﺏَ ﺃَﺣَﺪُﻛُﻢْ ﻓَﻠْﻴُـﻤْﺴِﻚْ ﺑِﻴَﺪِﻩِ ﻋَﻠَﻰ ﻓِﻴﻪِ ﻓَﺈﻥﱠ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ﻳَﺪْﺧُﻞُ«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你们中谁打哈欠，让他用自己的手捂住他的嘴，因为他张开嘴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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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哈欠时，恶魔会钻进他的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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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圣训集》第 2993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2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994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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