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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探望病人的礼节
-探望病人的优越：
稍巴尼（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ﻋﻦ ﺛﻮﺑﺎﻥ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ﻗ�ﺎﻝ» :ﻣَ�ﻦْ ﻋَ�ﺎﺩَ ﻣَﺮِﻳﻀ�ﺎً ﻟَ�ـﻢْ ﻳَ�ﺰَﻝْ ﻓِ�ﻲ ﺧُﺮْﻓَ�ﺔِ
ﺍﻟﺠَﻨﱠﺔِ ﺣَﺘﱠﻰ ﻳَﺮْﺟِﻊَ«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①

”。“探望病人者，一直都是在天堂的园圃之中采摘，直至他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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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病人的断法：
柏拉乌·本·阿兹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ﺍﻟﺒﺮﺍء ﺑﻦ ﻋﺎﺯ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ﺃَﻣَـﺮَﻧَ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ﺑِﺴَ�ﺒْﻊٍ ،ﻭَﻧَ�ـﻬَﺎﻧَﺎ ﻋَ�ﻦْ ﺳَ�ﺒْﻊٍ،
ﺃَﻣَـﺮَﻧَﺎ ﺑِﺎﺗﱢﺒَﺎِﻉ ﺍﻟﺠَﻨَ�ﺎﺋِﺰِ ،ﻭَﻋِﻴَ�ﺎﺩَﺓِ ﺍﻟﻤَ�ﺮِﻳﺾِ ،ﻭَﺇﺟَﺎﺑَ�ﺔِ ﺍﻟ�ﺪﱠﺍﻋِﻲ ،ﻭَﻧَﺼْ�ﺮِ ﺍﻟﻤَﻈْﻠُ�ﻮﻡِ ،ﻭَﺇﺑْ�ﺮَﺍﺭِ ﺍﻟﻘَﺴَ�ﻢِ ،ﻭَﺭَﺩﱢ
ﺍﻟﺴﱠ��ﻼﻡِ ،ﻭَﺗَﺸْ��ﻤِﻴﺖِ ﺍﻟﻌَ��ﺎﻃِﺲِ ،ﻭَﻧَ��ـﻬَﺎﻧَﺎ ﻋَ��ﻦْ ﺁﻧِﻴَ��ﺔِ ﺍﻟﻔِﻀﱠ��ﺔِ ،ﻭَﺧَﺎﺗَ��ـﻢِ ﺍﻟ��ﺬﱠﻫَﺐِ ،ﻭَﺍﻟﺤَﺮِﻳ��ﺮِ ،ﻭَﺍﻟ��ﺪﱢﻳْﺒَﺎﺝِ،
ﻭَﺍﻟﻘَﺴﱢﻲﱢ ،ﻭَﺍﻻﺳْﺘَﺒْﺮَﻕِ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我们七件事情，同
时也禁止我们七件事情。他命令我们送殡、探望病人、应答邀请、帮
助受欺压者、帮助发誓者实现誓言、回答色兰、回答打喷嚏者（当打
喷嚏者赞颂真主时）。他禁止我们使用银质器皿、戴金戒指、穿丝织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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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穿绸缎、乘坐丝绸的鞍垫、穿粗丝绸

-看见受灾者说什么：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ﻣَﻦْ ﺭَﺃَﻯ ﻣُﺒْﺘَﻠَﻰً ﻓَﻘَﺎﻝَ :ﺍﻟﺤَ�ـﻤْﺪُ ﷲ
ﺍﻟﱠﺬِﻱ ﻋَﺎﻓَﺎﻧِﻲ ﻣِـﻤﱠﺎ ﺍﺑْ�ﺘَﻼﻙَ ﺑِ�ـﻪِ ،ﻭَﻓَﻀﱠ�ﻠَﻨِﻲ ﻋَﻠَ�ﻰ ﻛَﺜِﻴ�ﺮٍ ﻣِ�ـﻤﱠﻦْ ﺧَﻠَ�ﻖَ ﺗَﻔْﻀِ�ﻴﻼً ﻟَ�ـﻢْ ﻳُﺼِﺒْ�ـﻪُ ﺫَﻟِ�ﻚَ ﺍﻟ�ﺒَﻼءُ«.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568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3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6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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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ﺃﺧﺮﺟﻪ ﺍﻟﻄﺒﺮﺍﻧﻲ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看见遭到患难者
时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使我免遭你所遭遇的灾难，他使我比
其所创造的许多人更好。’那么，他就不会遭遇那种灾难。”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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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者坐在哪里：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曾有一位犹太少年侍
奉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他生病时，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去看望他，坐在他的头边对他说：
 ﻛَﺎﻥَ ﻏُﻠَﺎﻡٌ ﻳَﻬُﻮﺩِﻱﱞ ﻳَﺨْﺪُﻡُ ﺍﻟﻨﱠﺒِﻲﱠ ﷺ ﻓَﻤَﺮِﺽَ ﻓَﺄَﺗَﺎﻩُ ﺍﻟﻨﱠﺒِ�ﻲﱡ ﷺ: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 ﺃَﻃِﻊْ ﺃَﺑَﺎ ﺍﻟْﻘَﺎﺳِﻢِ ﷺ:ُ ﻓَﻘَﺎﻝَ ﻟَﻪ،ُ »ﺃَﺳْﻠِﻢْ« ﻓَﻨَﻈَﺮَ ﺇِﻟَﻰ ﺃَﺑِﻴﻪِ ﻭَﻫُﻮَ ﻋِﻨْﺪَﻩ:ُ ﻓَﻘَﺎﻝَ ﻟَﻪ،ِﻳَﻌُﻮﺩُﻩُ ﻓَﻘَﻌَﺪَ ﻋِﻨْﺪَ ﺭَﺃْﺳِﻪ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ﺍﻟﺤَـﻤْـﺪُ ﷲ ﺍﻟﱠﺬِﻱ ﺃَﻧْﻘَﺬَﻩُ ﻣِﻦْ ﺍﻟﻨﱠﺎﺭ:ُﻓَﺄَﺳْﻠَﻢَ ﻓَﺨَﺮَﺝَ ﺍﻟﻨﱠﺒِﻲﱡ ﷺ ﻭَﻫُﻮَ ﻳَﻘُﻮﻝ
“你皈依伊斯兰吧!”少年看了一下当时正在自己跟前的父亲，
父亲对他说：“你当顺从艾布噶税慕。”然后那位少年就皈依了。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离开时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
拯救了这位少年免遭火狱之灾。”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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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 ﻛ��ﺎﻥَ ﺍﻟﻨﱠﺒِ�ﻲﱡ ﷺ ﺇﺫﺍ ﻋَ��ﺎﺩَ ﺍﻟﻤ�ﺮِﻳﺾَ ﺟَﻠَ�ﺲَ ﻋِﻨْ�ﺪ: ﻭ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٢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ﻓﻲ ﺍﻷﺩﺏ ﺍﻟﻤﻔﺮﺩ. ...ِﺭَﺃﺳِﻪ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去探望病人时，他总是
坐在病人的头边……。”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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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病人时为病人的祈祷：

①

《泰柏拉尼圣训集》第 5320 段，《正确丛书》第 2737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56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独一的礼节篇”第 546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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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ﻀﺮْ
 -١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ﷺ ﻗ��ﺎﻝ» :ﻣَ�ﻦْ ﻋَ��ﺎﺩَ ﻣَﺮِﻳﻀ�ﺎً ﻟَ��ـﻢْ ﻳَ��ـﺤْ ُ
ﺃَﺟَﻠُـﻪُ ﻓَﻘَﺎﻝَ ﻋِﻨْﺪَﻩُ ﺳَﺒْﻊَ ﻣِﺮَﺍﺭٍ :ﺃَﺳْﺄَﻝُ ﺍﷲ ﺍﻟﻌَﻈِﻴﻢَ ﺭَﺏﱠ ﺍﻟﻌَﺮْﺵِ ﺍﻟﻌَﻈِﻴﻢِ ﺃَﻥْ ﻳَﺸْﻔِﻴَﻚَ ﺇﻟﱠﺎ ﻋَﺎﻓَﺎﻩُ ﺍﷲ ﻣِﻦْ ﺫَﻟِ�ﻚَ
ﺍﻟﻤﺮَﺽِ«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谁去探望绝症患者，然后他在其跟前说：‘我求伟大的真主
①

”。伟大阿尔西的养主使你康复。’那么，真主就会使其免遭那种绝症
5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٢ﻭ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ﺇِﺫَﺍ ﺍﺷْ�ﺘَﻜَﻰ ﻣِﻨﱠ�ﺎ ﺇِﻧْﺴَ�ﺎﻥٌ ﻣَﺴَ�ﺤَﻪُ
ﺑِﻴَﻤِﻴﻨِﻪِ ﺛُﻢﱠ ﻗَﺎﻝَ» :ﺃَﺫْﻫِﺐْ ﺍﻟْﺒَﺎﺱَ ﺭَﺏﱠ ﺍﻟﻨﱠﺎﺱِ ﻭَﺍﺷْﻒِ ﺃَﻧْﺖَ ﺍﻟﺸﱠﺎﻓِﻲ ﻟَﺎ ﺷِ�ﻔَﺎءَ ﺇِﻟﱠ�ﺎ ﺷِ�ﻔَﺎﺅُﻙَ ﺷِ�ﻔَﺎءً ﻟَ�ﺎ ﻳُﻐَ�ﺎﺩِﺭُ
ﺳَﻘَﻤًﺎ« ،ﻓَﻠَﻤﱠﺎ ﻣَﺮِﺽَ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ﻭَﺛَﻘُﻞَ ﺃَﺧَﺬْﺕُ ﺑِﻴَﺪِﻩِ ﻟِﺄَﺻْﻨَﻊَ ﺑِﻪِ ﻧَﺤْ�ﻮَ ﻣَ�ﺎ ﻛَ�ﺎﻥَ ﻳَﺼْ�ﻨَﻊُ ،ﻓَ�ﺎﻧْﺘَﺰَﻉَ ﻳَ�ﺪَﻩُ
ﻣِﻦْ ﻳَﺪِﻱ ﺛُﻢﱠ ﻗَﺎﻝَ» :ﺍﻟﻠﱠﻬُﻢﱠ ﺍﻏْﻔِﺮْ ﻟِﻲ ﻭَﺍﺟْﻌَﻠْﻨِﻲ ﻣَ�ﻊَ ﺍﻟﺮﱠﻓِﻴ�ﻖِ ﺍﻟْ�ﺄَﻋْﻠَﻰ« ﻗَﺎﻟَ�ﺖْ :ﻓَ�ﺬَﻫَﺒْﺖُ ﺃَﻧْﻈُ�ﺮُ ﻓَ�ﺈِﺫَﺍ ﻫُ�ﻮَ ﻗَ�ﺪْ
ﻗَﻀَﻰ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每当我们中有人生病时，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都会用自己的右手摸着病人说：
！‘人类的养育主啊！求您消除疾病吧
求您使其康复吧！您是康复者，除您外，绝无康复者，您康复一切病
症。’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病情加重时，我拿着
他的手想像他曾经所做的那样去做，他从我的手中移开自己的手，并
”。’说：‘主啊!求您饶恕我，求您使我和清廉的仆人们同居天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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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然后我过去看时，他已经归真了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٣ﻭ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 :ﻭَﻛَ��ﺎﻥَ ﺍﻟﻨﱠﺒِ �ﻲﱡ ﷺ ﺇﺫَﺍ ﺩَﺧَ �ﻞَ ﻋَﻠَ��ﻰ ﻣَ �ﺮِﻳﺾٍ
ﻳَـﻌُﻮْﺩُﻩُ ﻗَﺎﻝَ» :ﻻ ﺑَﺄْﺱَ ﻃَﻬُﻮﺭٌ ﺇﻥْ ﺷَﺎءَ ﺍﷲ«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106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日圣训
集》第 2083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7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91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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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没关系，托靠真主，这是一个被饶恕的机会
-在没有非议时，女人可以探望男病人：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ﻟَ��ـﻤﱠﺎ ﻗَ�ﺪِﻡَ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ﺍﻟﻤَﺪِﻳﻨَ�ﺔَ ﻭُﻋِ�ﻚَ ﺃَﺑُ��ﻮﺑَﻜْﺮٍ ﻭَﺑِ��ﻼﻝٌ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ـﻤَﺎ ﻗَﺎﻟَﺖْ :ﻓَﺪَﺧَﻠْﺖُ ﻋَﻠَﻴْـﻬِـﻤَﺎ ﻓَﻘُﻠْﺖُ :ﻳَ�ﺎ ﺃَﺑَ�ﺖِ ﻛَﻴْ�ﻒَ ﺗَ�ـﺠِﺪُﻙَ؟ ﻭَﻳَ�ﺎ ﺑِ�ﻼﻝُ ﻛَﻴْ�ﻒَ ﺗَ�ـﺠِﺪُﻙَ ؟...
ﻗَﺎﻟَﺖْ ﻋَﺎﺋِﺸَﺔُ :ﻓَﺠِﺌْﺖُ ﺇﻟَﻰ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ﻓَﺄَﺧْﺒَﺮْﺗُـﻪُ ﻓَﻘَﺎﻝَ»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ﺣَﺒﱢ�ﺐْ ﺇﻟَﻴﻨَ�ﺎ ﺍﻟﻤَﺪِﻳﻨَ�ﺔَ ﻛَﺤُﺒﱢﻨَ�ﺎ ﻣَﻜﱠ�ﺔَ ﺃَﻭْ
ﺃَﺷَ�ﺪﱠ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ﻭَﺻَ�ﺤﱢﺤْﻬَﺎ ﻭَﺑَ��ﺎﺭِﻙْ ﻟَﻨَ��ﺎ ﻓِ��ﻲ ﻣُ�ﺪﱢﻫَﺎ ﻭَﺻَ��ﺎﻋِﻬَﺎ ﻭَﺍﻧْﻘُ�ﻞْ ﺣُ��ـﻤﱠﺎﻫَﺎ ﻓَﺎﺟْﻌَﻠْ��ـﻬَﺎ ﺑِﺎﻟﺠُﺤْﻔَ�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到麦地那之后，艾布
白克尔和比俩里（愿主喜悦他俩）患了热病，她说：“我去看望他俩，
并说：‘父亲呀！你感觉怎么样？比俩里呀！你感觉自己怎么
样’？”……阿依莎接着又说：“然后我去到主的使者那儿，并告诉
了他那一切。”使者说：“主啊！求您使我们喜爱麦地那吧！犹如我
！们喜爱麦加那样，或者比对麦加更加喜爱吧！主啊！求您改善它吧
求您为我们在麦地那的莫德和沙阿里降下吉庆吧！求您把麦地那的热
②
8F

”。!病转移到朱赫法那里吧

-探望多神教徒：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曾有一位犹太少年侍奉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他生病时，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去看望他，坐在他的头边对他说：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ﺎﻥَ ﻏُﻼﻡٌ ﻳَ�ـﻬُﻮﺩِﻱﱞ ﻳَ�ـﺨْﺪِﻡُ ﺍﻟﻨﱠﺒِ�ﻲﱠ ﷺ ﻓَﻤَ�ﺮِﺽَ ﻓَﺄَﺗَ�ﺎﻩُ ﺍﻟﻨﱠﺒِ�ﻲﱡ ﷺ
ﻳَـﻌُﻮﺩُﻩُ ﻓَﻘَﻌَﺪَ ﻋِﻨْﺪَ ﺭَﺃْﺳِﻪِ ﻓَﻘَﺎﻝَ ﻟَـﻪُ» :ﺃﺳْﻠِـﻢْ« ﻓَﻨَﻈَﺮَ ﺇﻟَﻰ ﺃَﺑِﻴْـﻪِ ﻭَﻫُﻮَ ﻋِﻨْﺪَﻩُ ﻓَﻘَﺎﻝَ ﻟَـﻪُ :ﺃﻃِﻊْ ﺃَﺑَ�ﺎ ﺍﻟﻘَﺎﺳِ�ﻢِ ﷺ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61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5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376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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ﻓَﺄَﺳْﻠَـﻢَ ﻓَﺨَﺮَﺝَ ﺍﻟﻨﱠﺒِﻲﱡ ﷺ ﻭَﻫُﻮَ ﻳَـﻘُﻮﻝُ» :ﺍﻟﺤَـﻤْﺪُ ﷲ ﺍﻟﱠﺬِﻱ ﺃَﻧْﻘَﺬَﻩُ ﻣِﻦَ ﺍﻟﻨﱠﺎﺭِ«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你皈依伊斯兰吧!”少年看了一下当时正在自己跟前的父亲，
父亲对他说：“你当顺从艾布噶税慕。”然后那位少年就皈依了。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离开时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
①
9F

”。拯救了这位少年免遭火狱之灾

-向病人吹气：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ﱠ ﺍﻟﻨﱠﺒِﻲﱠ ﷺ ﻛَﺎﻥَ ﻳَﻨْﻔُﺚُ ﻋَﻠَﻰ ﻧَﻔْﺴِﻪِ ﻓِﻲ ﺍﻟﻤَـﺮَﺽِ ﺍﻟﱠﺬِﻱ ﻣَ�ﺎﺕَ ﻓِﻴ�ﻪِ
ﺑِﺎﻟﻤُﻌَﻮﱢﺫَﺍﺕِ ،ﻓَﻠَـﻤﱠﺎ ﺛَﻘُﻞَ ﻛُﻨْﺖُ ﺃَﻧْﻔِﺚُ ﻋَﻠَﻴْـﻪِ ﺑِـﻬِﻦﱠ ،ﻭَﺃَﻣْﺴَﺢُ ﺑِﻴَﺪِ ﻧَﻔْﺴِﻪِ ﻟِﺒَﺮَﻛَﺘِـﻬَ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归真的那场病中念诵了《古
兰经》里的求真主护佑的章节，并向自身吹了；当他的病情加重时，
我为他念了求护佑的章节，并向他吹气，我用他的手抹他的身体，因
②
10F

”。为他的手充满了吉庆

-指导病人有益的事项：
-欧斯曼·本·艾比阿税（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向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诉苦，自从皈依伊斯兰之后，他就感
觉到浑身疼痛。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他说：
 -١ﻋﻦ ﻋﺜﻤﺎﻥ ﺑ�ﻦ ﺃﺑ�ﻲ ﺍﻟﻌ�ﺎﺹ ﺍﻟﺜﻘﻔ�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ﱠ�ﻪُ ﺷَ�ﻜَﺎ ﺇﻟَ�ﻰ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ﻭَﺟَﻌ�ﺎً
ﻳَـﺠِﺪُﻩُ ﻓِﻲ ﺟَﺴَﺪِﻩِ ﻣُﻨْﺬُ ﺃَﺳْﻠَـﻢَ ،ﻓَﻘَﺎﻝَ ﻟَـﻪُ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ﺿَﻊْ ﻳَﺪَﻙَ ﻋَﻠَ�ﻰ ﺍﻟﱠ�ﺬِﻱ ﺗَ�ﺄَﻟﱠﻢَ ﻣِ�ﻦْ ﺟَﺴَ�ﺪِﻙَ ﻭَﻗُ�ﻞْ:
ﺑِﺎﺳْﻢِ ﺍﷲ ﺛَﻼﺛﺎً ،ﻭَﻗُﻞْ ﺳَﺒْﻊَ ﻣَﺮﱠﺍﺕٍ :ﺃَﻋُﻮﺫُ ﺑِﺎﷲ ﻭَﻗُﺪْﺭَﺗِـﻪِ ﻣِﻦْ ﺷَﺮﱢ ﻣَﺎ ﺃَﺟِﺪُ ﻭَﺃُﺣَﺎﺫِﺭُ«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5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73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19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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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的手放在疼痛的地方，你说三遍：‘奉真主的尊名’，然
①

后你再说七遍：‘我以真主及其大能求保护，免遭疼痛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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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ﻓِ�ﻲ ﺷَ�ﺮْﻃَﺔ:ٍ »ﺍﻟﺸﱢ�ﻔَﺎءُ ﻓِ�ﻲ ﺛَﻼﺛَ�ﺔ: ﻭ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ﷺ ﻗ�ﺎﻝ-٢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ﺃﻧﻬَﻰ ﺃُﻣﱠﺘِﻲ ﻋَﻦِ ﺍﻟﻜَﻲﱢ،ٍ ﺃَﻭْ ﻛَﻴﱠﺔٍ ﺑِﻨَﺎﺭ،ٍ ﺃَﻭْ ﺷَﺮْﺑَﺔِ ﻋَﺴَﻞ،ٍﻣِـﺤْﺠَـﻢ
“康复分为三种：放血、或喝蜂蜜、或火烙疗法；我憎恶族人用
火烙疗法。”

②
12F

-艾布胡莱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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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ﺇﻥﱠ ﻓِ��ﻲ ﺍﻟﺤَﺒﱠ��ﺔ: ﻭ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ﻪ ﺳ��ﻤﻊ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ﻳﻘ��ﻮﻝ-٣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ﺍﻟﺴﱠﻮﺩَﺍءِ ﺷِﻔَﺎءً ﻣِﻦْ ﻛُﻞﱢ ﺩَﺍءٍ ﺇﻟﱠﺎ ﺍﻟﺴﱠﺎﻡ
“的确，除了死亡，黑籽可以治疗各种病症。”

③
13F

-温姆拉斐阿（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 ﻛَﺎﻥَ ﻻ ﻳُﺼِﻴﺐُ ﺍﻟﻨﱠﺒِﻲﱠ ﷺ ﻗُﺮْﺣَﺔٌ ﻭَﻟَﺎ ﺷَﻮْﻛَﺔٌ ﺇﻟﱠﺎ ﻭَﺿَﻊ: ﻭﻋﻦ ﺃﻡ ﺭﺍﻓﻊ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٤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ﻋَﻠَﻴْـﻪِ ﺍﻟﺤِﻨﱠﺎء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患溃疡或创伤时，他都
会把指甲花贴在患处。” ④
14F

-在病人与亡人跟前所做的祈祷：
-温姆塞莱麦（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 »ﺇﺫَﺍ ﺣَﻀَﺮْﺗُ��ـﻢُ ﺍﻟﻤ �ﺮِﻳﺾَ ﺃَﻭ: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ﻋ��ﻦ ﺃﻡ ﺳ��ﻠﻤ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١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202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8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205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8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215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④
优良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054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502 段，原文出自《伊本马哲
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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ﺍﻟﻤَﻴﱢﺖَ ﻓَﻘُﻮﻟُﻮﺍ ﺧَﻴﺮﺍً ،ﻓَﺈﻥﱠ ﺍﻟﻤﻼﺋﻜَﺔَ ﻳُﺆَﻣﱢﻨُ�ﻮﻥَ ﻋَﻠَ�ﻰ ﻣَ�ﺎ ﺗَﻘُﻮﻟُ�ﻮﻥَ« ﻗَﺎﻟَ�ﺖْ :ﻓَﻠَ�ـﻤﱠﺎ ﻣَ�ﺎﺕَ ﺃَﺑُ�ﻮ ﺳَﻠَ�ـﻤَﺔ ﺃَﺗَﻴْ�ﺖُ
ﺍﻟﻨﱠﺒِﻲﱠ ﷺ ﻓَﻘُﻠْﺖُ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ﺇﻥﱠ ﺃَﺑَﺎ ﺳَﻠَـﻤَﺔَ ﻗَﺪْ ﻣَﺎﺕَ .ﻗَﺎﻝَ» :ﻗُﻮﻟِﻲ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ﺍﻏْﻔِﺮْ ﻟِﻲ ﻭَﻟَـﻪُ ،ﻭَﺃﻋْﻘِﺒْﻨِﻲ
ﻣِﻨْـﻪُ ﻋُﻘْﺒَﻰ ﺣَﺴَﻨَﺔً« ﻗَﺎﻟَﺖْ :ﻓَﻘُﻠْﺖُ .ﻓَﺄَﻋْﻘَﺒَﻨِﻲَ ﺍﷲ ﻣَﻦْ ﻫُﻮَ ﺧَﻴْﺮٌ ﻟِﻲ ﻣِﻨْـﻪُ ﻣُـﺤَـﻤﱠﺪﺍً ﷺ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如果你们遇到病症
或丧事时，你们应当说好话，的确你们说的每一句话，众天使都会祈
求真主承领的。”她说：“当艾布塞莱麦去世后，我去对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主的使者啊！艾布塞莱麦已经去世了
使者说：“你说：‘主啊！求您饶恕我和他吧！求您让更好的人代替
他吧！’”她说：“我按照使者教授的而祈祷，然后真主为我安排了
①

”。比他更好的代替者——穆罕默德

15F

-温姆塞莱麦（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٢ﻭﻋﻦ ﺃﻡ ﺳ�ﻠﻤ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ﺩَﺧَ�ﻞَ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ﻋَﻠَ�ﻰ ﺃَﺑِ�ﻲ ﺳَﻠَ�ـﻤَﺔَ ﻭَﻗَ�ﺪْ ﺷَ�ﻖﱠ
ﺑَﺼَ �ﺮُﻩُ ﻓَﺄَﻏْﻤَﻀَ �ﻪُ- ...ﻭَﻓِﻴ �ﻪِ -ﺛُ �ﻢﱠ ﻗَ��ﺎﻝَ»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ﺍﻏْﻔِ �ﺮْ ﻷَﺑِ��ﻲ ﺳَﻠَ��ـﻤَﺔَ ،ﻭَﺍﺭْﻓَ �ﻊْ ﺩَﺭَﺟَﺘَ��ـﻪُ ﻓِ��ﻲ ﺍﻟﻤَﻬْ �ﺪِﻳﱢﻴﻦَ،
ﻭَﺍﺧْﻠُﻔْﻪُ ﻓِﻲ ﻋَﻘِﺒِـﻪِ ﻓِﻲ ﺍﻟﻐَﺎﺑِﺮِﻳﻦَ ،ﻭَﺍﻏْﻔِﺮْ ﻟَﻨَﺎ ﻭَﻟَـﻪُ ﻳَ�ﺎ ﺭَﺏﱠ ﺍﻟﻌَ�ﺎﻟﻤَﻴﻦَ ،ﻭَﺍﻓْﺴَ�ﺢْ ﻟَ�ـﻪُ ﻓِ�ﻲ ﻗَﺒْ�ﺮِﻩِ ﻭَﻧ�ﻮﱢﺭْ ﻟَ�ـﻪُ
ﻓِﻴ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探望艾布塞莱麦，艾
布塞莱麦的眼睛睁着，使者帮他合上眼。”……在其中提到，然后使
者说：“主啊！求您饶恕艾布塞莱麦吧！求您升高他在遵循正道者中
的品级吧！求您为他的家人安排继承者吧！养育众世界的主啊！求您
饶恕我们和他吧！求您为他加宽他的坟墓吧！求您为他使其中充满光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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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吧

-亲吻亡人：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919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920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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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阿巴斯和阿依莎（愿主喜悦他们）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ﻭ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ﻢ :ﺃَﻥﱠ ﺃَﺑَ�ﺎ ﺑَﻜْ�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ـﻪُ ﻗَﺒﱠ�ﻞَ ﺍﻟﻨﱠﺒِ�ﻲﱠ ﷺ ﻭَﻫُ�ﻮَ
ﻣَﻴﱢﺖٌ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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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之后亲吻他

-帮助病人治病的方式：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١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ﻧَﺎﺳًﺎ ﻣِ�ﻦْ ﺃَﺻْ�ﺤَﺎﺏِ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ﻛَ�ﺎﻧُﻮﺍ ﻓِ�ﻲ
ﺳَﻔَﺮٍ ﻓَﻤَﺮﱡﻭﺍ ﺑِﺤَﻲﱟ ﻣِ�ﻦْ ﺃَﺣْﻴَ�ﺎءِ ﺍﻟْﻌَ�ﺮَﺏِ ﻓَﺎﺳْﺘَﻀَ�ﺎﻓُﻮﻫُﻢْ ﻓَﻠَ�ﻢْ ﻳُﻀِ�ﻴﻔُﻮﻫُﻢْ ،ﻓَﻘَ�ﺎﻟُﻮﺍ ﻟَﻬُ�ﻢْ :ﻫَ�ﻞْ ﻓِ�ﻴﻜُﻢْ ﺭَﺍﻕٍ ،ﻓَ�ﺈِﻥﱠ
ﺳَﻴﱢﺪَ ﺍﻟْﺤَﻲﱢ ﻟَﺪِﻳﻎٌ ﺃَﻭْ ﻣُﺼَﺎﺏٌ ،ﻓَﻘَﺎﻝَ ﺭَﺟُﻞٌ ﻣِﻨْﻬُﻢْ :ﻧَﻌَﻢْ ،ﻓَﺄَﺗَﺎﻩُ ﻓَﺮَﻗَﺎﻩُ ﺑِﻔَﺎﺗِﺤَﺔِ ﺍﻟْﻜِﺘَﺎﺏِ ﻓَﺒَ�ﺮَﺃَ ﺍﻟﺮﱠﺟُ�ﻞُ ،ﻓَ�ﺄُﻋْﻄِﻲَ
ﻗَﻄِﻴﻌًﺎ ﻣِﻦْ ﻏَﻨَﻢٍ ﻓَﺄَﺑَﻰ ﺃَﻥْ ﻳَﻘْﺒَﻠَﻬَﺎ ﻭَﻗَﺎﻝَ :ﺣَﺘﱠﻰ ﺃَﺫْﻛُﺮَ ﺫَﻟِﻚَ ﻟِﻠﻨﱠﺒِﻲﱢ ﷺ ﻓَﺄَﺗَﻰ ﺍﻟﻨﱠﺒِﻲﱠ ﷺ ﻓَﺬَﻛَﺮَ ﺫَﻟِﻚَ ﻟَﻪُ ،ﻓَﻘَ�ﺎﻝَ: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ﺍﷲ ﻣَ�ﺎ ﺭَﻗَﻴْ�ﺖُ ﺇِﻟﱠ�ﺎ ﺑِﻔَﺎﺗِﺤَ�ﺔِ ﺍﻟْﻜِﺘَ�ﺎﺏِ ،ﻓَﺘَﺒَﺴﱠ�ﻢَ ﻭَﻗَ�ﺎﻝَ» :ﻭَﻣَ�ﺎ ﺃَﺩْﺭَﺍﻙَ ﺃَﻧﱠﻬَ�ﺎ ﺭُﻗْﻴَ�ﺔٌ« ﺛُ�ﻢﱠ ﻗَ�ﺎﻝَ:
»ﺧُﺬُﻭﺍ ﻣِﻨْﻬُﻢْ ﻭَﺍﺿْﺮِﺑُﻮﺍ ﻟِﻲ ﺑِﺴَﻬْﻢٍ ﻣَﻌَﻜُﻢْ«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部分弟子外出旅行，当
他们（晚上）经过一个阿拉伯人地区时，要求当地人招待时，但遭到
了拒绝。当地的人们对他们说：“这个地区的首领被毒虫螫了，你们
中有会治病吗？”有一位圣门弟子说：“是的。”他来到地区的首领
那儿，用《开端章》为其治了病，那个地区的领袖就康复了，然后他
们给予他一群羊，他拒绝接受说：“让我告诉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这一切，看他如何处理。”然后他到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那儿诉说了一切，他说：“主的使者啊！指主发誓，我
只用了《开端章》给他治病。”使者听后微笑着说：“你怎么知道它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70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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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康复呢?”然后又说：“你们去他们那儿把羊群带来吧!给我也来
①

”。一份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٢ﻭ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ﱠ ﺍﻟﻨﱠﺒِﻲﱠ ﷺ ﻛﺎﻥ ﻳُـﻌَﻮﱢﺫُ ﺑَـﻌْﺾَ ﺃَﻫْﻠِـﻪِ ،ﻳَـﻤْﺴَﺢُ ﺑِﻴَﺪِﻩِ ﺍﻟﻴُـﻤْﻨَﻰ
ﻭَﻳَـﻘُﻮﻝُ»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ﺭَﺏﱠ ﺍﻟﻨﱠﺎﺱِ ،ﺃَﺫْﻫِﺐِ ﺍﻟﺒَﺄْﺱَ ،ﻭَﺍﺷْ�ﻔِﻪِ ﻭَﺃَﻧْ�ﺖَ ﺍﻟﺸﱠ�ﺎﻓِﻲ ،ﻻ ﺷِ�ﻔَﺎءَ ﺇﻟﱠ�ﺎ ﺷِ�ﻔَﺎﺅُﻙَ ،ﺷِ�ﻔَﺎءً ﻻ
ﻳُـﻐَﺎﺩِﺭُ ﺳَﻘَﻤ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每当我们中有人生病时，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都会用自己的右手摸着病人说：
！‘人类的养育主啊！求您消除疾病吧
求您使其康复吧！您是康复者，除您外，绝无康复者，您康复一切病
②
19F

”’！症吧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٣ﻭ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ﷺ ﻳَ�ـﻘُﻮﻝُ ﻓِ�ﻲ ﺍﻟﺮﱡﻗْﻴ�ﺔِ» :ﺑِﺎﺳْ�ﻢِ ﺍﷲ
ﺗُﺮْﺑَﺔُ ﺃَﺭْﺿِﻨَﺎ ،ﻭَﺭِﻳﻘَﺔُ ﺑَـﻌْﻀِﻨَﺎ ،ﻳُﺸْﻔَﻰ ﺳَﻘِﻴﻤُﻨَﺎ ،ﺑِﺈﺫْﻥِ ﺭَﺑﱢﻨَ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为人治疗时说：“以真
主的名义，我们这里的土壤加上我们部分人的唾液，凭借真主的意欲，
③
20F

”。我们的病症可以得到治愈

-用他的是指沾上自己的唾液，然后把它放在泥土上，把沾上
。的泥土抹在伤口或病症上，抹时念这段杜啊
艾布赛尔德（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٤ﻭ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ﺟِﺒﺮﻳ�ﻞَ ﺃَﺗَ�ﻰ ﺍﻟﻨﱠﺒِ�ﻲﱠ ﷺ ﻓَﻘَ�ﺎﻝَ :ﻳَ�ﺎ ﻣُـﺤَ�ـﻤﱠﺪُ ﺍﺷْﺘَ�ـﻜَﻴﺖَ؟
ﻓَﻘَﺎﻝَ» :ﻧَﻌَﻢْ« ﻗَﺎﻝَ :ﺑِﺎﺳْﻢِ ﺍﷲ ﺃَﺭْﻗِﻴﻚَ ،ﻣِﻦْ ﻛُﻞﱢ ﺷَﻲْءٍ ﻳُﺆْﺫِﻳﻚَ ،ﻣِ�ﻦْ ﺷَ�ﺮﱢ ﻛُ�ﻞﱢ ﻧَﻔْ�ﺲٍ ،ﺃَﻭْ ﻋَ�ﻴْﻦِ ﺣَﺎﺳِ�ﺪٍ ،ﺍﷲ
ﻳَﺸْﻔِﻴﻚَ ،ﺑِﺎﺳْﻢِ ﺍﷲ ﺃَﺭْﻗِﻴﻚَ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27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201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布哈里圣训集》第 574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191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74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19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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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拉依赖天使来对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穆
罕默德啊！你生病了？”先知说：“是的。”他说：“凭借真主的尊
名我为你治疗，治疗所有的伤害——来自人类的伤害，或妒眼的伤害，
愿真主使你康复，凭借真主的尊名我为你治疗。”

①

-出现瘟疫时，穆斯林应该如何对待：
欧沙麦·本·宰德（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ﺍﻟﻄﱠ�ﺎﻋُﻮﻥُ ﺭِﺟْ�ﺲٌ ﺃُﺭْﺳِ�ﻞ: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ﷺ:ﻋ�ﻦ ﺃﺳ�ﺎﻣﺔ ﺑ�ﻦ ﺯﻳ�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 ﻓَ�ﺈﺫَﺍ ﺳَﻤِﻌْﺘُ�ـﻢْ ﺑِ�ـﻪِ ﺑِ�ﺄﺭْﺽٍ ﻓَ�ﻼ ﺗَﻘْ�ﺪَﻣُﻮﺍ ﻋَﻠَﻴْ�ـﻪ،ْﻋَﻠَﻰ ﻃَﺎﺋِﻔَﺔٍ ﻣِﻦْ ﺑَﻨِﻲ ﺇﺳْﺮَﺍﺋِﻴﻞ ﺃﻭْ ﻋَﻠَﻰ ﻣَﻦْ ﻛَﺎﻥَ ﻗَ�ﺒْﻠَﻜُﻢ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ﻭَﺇﺫَﺍ ﻭَﻗَﻊَ ﺑِﺄﺭْﺽٍ ﻭَﺃﻧْﺘُـﻢْ ﺑِـﻬَﺎ ﻓَﻼ ﺗَـﺨْﺮُﺟُﻮﺍ ﻓِﺮَﺍﺭﺍً ﻣِﻨْـﻪ
“瘟疫是对以色列后裔中的一伙人、或者是对你们之前的人们所
降示的一种刑罚。如果你们听到某地有瘟疫，你们就不要去那里；如
果在你们所住的地方发生了瘟疫，你们就不要离开。”

①

②
2F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8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7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2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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