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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朝的意义、断法与贵重

ﻌ� اﺤﻟﺞ وﺣﻜﻤﻪ وﻓﻀﻠﻪ
-朝觐：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凭借赴麦加完成朝觐的各项仪式去
崇拜真主。

-天房的地位：

伟大尊严的真主使天房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使禁寺成为天房的庭
院，使麦加成为禁寺的庭院，使戒关成为麦加的庭院，使阿拉伯半岛成
为戒关的庭院；那所有的一切都是对其神圣的天房的敬重、推崇和重
视。
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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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为世人而创设的最古的清真寺，确是在麦加的那所吉祥的天
房、全世界的向导。[97]其中有许多明证，如伊布拉欣的立足地；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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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人都得安宁。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的
义务。不信道的人（无损于真主），因为真主确是无求于全世界的。】 ①

-朝觐的优点和乐趣：

-朝觐实际上体现了伊斯兰民族的兄弟情谊，伊斯兰民族的统一，
在朝觐期间融化了种族、肤色、语言、民族和阶级的差异，突出了崇拜
真主及信仰兄弟的实质——统一的服饰、统一的朝向、崇拜独一无二的
真主。
-朝觐是一所学校，在其中可以培养穆斯林坚忍不拔的品格，在此
期间能记忆起末日及其骇人听闻的场面，在其中感受到崇拜真主的愉
快，认识到真主的伟大，众生的需要。
-朝觐是获得各种回赐、消除一切罪过的重大季节。朝觐期间仆人
站在养主的面前，承认他是独一的主宰，以及养主所主持的正义；承认
自己的罪过和无能。朝觐纯净了朝觐者所有的罪过，犹如他出生之日那
样纯洁。
-穆斯林在朝觐期间可以记忆起众先知和使者们（愿主赐福他们，
并使他们平安）的状况，他们对真主的崇拜、他们为主道的宣传、奋
斗、以及他们的美德，为了主道，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家人和孩子。
-朝觐是一个天平，穆斯林大众以此可以知道相互之间的状况，以
及所关心的知识或愚昧，富有或贫穷，正直或偏离。

-朝觐的断法：

朝觐是伊斯兰的第五大要素。对于每一位顺从的、自由的、成年
的、理智健全的、有能力的穆斯林在一生中都应积极地为真主朝觐一次
属于义不容辞的职责。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96-9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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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朝觐在伊斯兰历第九年被定为主命，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朝了一次觐——就是辞朝。
-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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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的义务。不信道
的人（无损于真主），因为真主确是无求于全世界的。】 ①
P1F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ﻮﻝﹸ ﺍﷲﺳﺍ ﺭﺪﻤﺤﺃﹶﻥﱠ ﻣ ﺇﹺﻟﱠﺎ ﺍﷲُ ﻭ ﺃﹶﻥﹾ ﻟﹶﺎ ﺇﹺﻟﹶﻪﺓﺎﺩﻬ ﺷ،ﺲﹴﻤﻠﹶﻰ ﺧ ﻋﻠﹶﺎﻡ ﺍﻟﹾﺈﹺﺳﻨﹺﻲ »ﺑ: ﻮﻝﹸ ﺍﷲﺳﻗﹶﺎﻝﹶ ﺭ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ﺎﻥﹶﻀﻣﻡﹺ ﺭﻮﺻ ﻭﺞﺍﻟﹾﺤ ﻭﻛﹶﺎﺓﺎﺀِ ﺍﻟﺰﺇﹺﻳﺘ ﻭﻠﹶﺎﺓﺇﹺﻗﹶﺎﻡﹺ ﺍﻟﺼﻭ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伊斯兰是被建立在五
项基础原则上的：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力行拜
功，交纳天课，朝觐天房，封‘赖麦丹’月的斋。” ②
P2F

-有能力朝觐者：

有能力朝觐者：身体健康、有能力旅行，在他完成各项义务之后
（如：急需偿还的债务、法律规定对自身与家人的费用，并且拥有超出
基本需要的费用），有足够的旅费与便利的交通工具帮助他去完成朝觐
功课及返回家乡。

-谁必须参加朝觐：

①

《伊姆兰的家族章》第97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6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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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身体和钱财方面都有足够的能力去参加朝觐的人，他必须亲
自去参加朝觐。如果在钱财方面有足够的能力，但其身体方面则无能为
力，那么，他必须请人代替自己去参加朝觐的功课；如果在身体方面有
足够的能力，但其钱财方面则无能为力，那么，他不必要去参加朝觐的
功课；如果在钱财和身体方面都没有能力去参加朝觐，那么，朝觐对于
他来说不属于主命。

-对于在钱财方面无能为力者，允许他用天课的钱去参加朝觐，因
为朝觐属于为主道奋斗的工作之一。

-正朝与副朝的贵重：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 ﰒ ﻣﺎﺫﺍ؟ ﻗﺎﻝ:« ﻗﻴﻞـﻪﻮﻟﺳﺭﺎﻥﹲ ﺑﹺﺎﷲ ﻭ »ﺇﳝ: ﺃﻱ ﺍﻷﻋﻤﺎﻝ ﺃﻓﻀﻞ؟ ﻗﺎﻝ: ﺌﻞ ﺭﺳﻮﻝ ﺍﷲﺳ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ﻭﺭﺮﺒ ﻣﺞ »ﺣ: ﰒ ﻣﺎﺫﺍ؟ ﻗﺎﻝ:ﺒﹺﻴﻞﹺ ﺍﷲ« ﻗﻴﻞﻲ ﺳ ﻓﺎﺩ»ﺟﹺﻬ
有人询问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哪种工作最
高贵？”使者说：“归信真主及其使者。”又问：“其次？”使者说：
“为主道奋斗。”又问：“再其次？”使者说：“完美的朝觐。” ①
P3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ﻪ ﺃﹸﻣـﻪﺗﻟﹶﺪﻮﻡﹺ ﻭ ﻛﹶﻴﻊﺟ ﺭ،ﻖﻔﹾﺴ ﻳﻟﹶـﻢﻓﹸﺚﹾ ﻭﺮ ﻳ ﻓﹶﻠﹶـﻢ، ﷲﺞ ﺣﻦ »ﻣ:ﲰﻌﺖ ﺍﻟﻨﱯ ﻳﻘﻮﻝ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为真主而朝
觐，在朝觐期间他没有说污言秽语，也没有作恶，当他返回时，就犹如
他母亲生他那天一样纯洁。” ②
P4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1519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83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1521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135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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ﺲ ﻟﹶﻴﻭﺭﺮ ﺍﳌﹶﺒﺍﳊﹶﺞ ﻭ،ﺎـﻤـﻬﻨﻴﺎ ﺑـﻤﺓﹲ ﻟ ﻛﹶﻔﱠﺎﺭﺓﺮﻤﺓﹸ ﺇﻟﹶﻰ ﺍﻟﻌﺮﻤ »ﺍﻟﻌ: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ﺔﹸﺍﺀٌ ﺇﻟﱠﺎ ﺍﳉﹶﻨﺰ ﺟﻟﹶـ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一个副朝到另一个副
朝，可以消除其间的过错，完美朝觐的回赐，只有天堂。” ①
P5F

-如果某人应当朝觐而没有朝觐就去世了，那么，当从其遗产中抽
出一份钱财请别人代替他完成朝觐的功课。

-女人在没有至亲的陪同下去参加正朝或副朝的断法：

女人参加朝觐必须具备有监护人陪同的条件，如她的丈夫，或绝对
禁止聘娶她的人的陪同，如父亲、或兄弟、或儿子、或类似他们的人，
如果监护人拒绝陪同她前去朝觐，那么，她就不必要去参加朝觐的功
课。如果她去了，其朝觐的功课是正确的，但是她已经犯罪了。

-不允许女人单独旅行去朝觐或为了其它的事情，除非有至亲陪
同，不论是年轻的姑娘还是老太太，也不论与其同行的有其她女人与
否，更不论旅行的长短，因为在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概括性的《圣训》中提到：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ﻡﹴﺮـﺤﻱ ﻣ ﺫﻊﺃﹶﺓﹸ ﺇﻻ ﻣﺮﹺ ﺍﳌﹶﺮﺎﻓﺴ »ﻻ ﺗ:ﻗﻮﻟﻪ ﻋﻠﻴﻪ ﺍﻟﺼﻼﺓ ﻭﺍﻟﺴﻼﻡ
“女人只有在至亲的陪同下才能外出旅行。” ②
P6F

-代替他人正朝的断法：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1519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349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1862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341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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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人（因其年岁已高、或病症、或无希望康复者、或亡人）代朝
者，他可以随意地在任何一个戒关受戒，并不责成他从被代朝者的家乡
开始旅行。穆斯林首先应该完成自身的朝觐功课，然后才允许为他人代
朝；在完成朝觐的各项仪式期间，并不责成委托者也要放弃受戒期间被
禁止的事项。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 ﻗﹶﺎﻟﹸﻮﺍﻡ ﺍﻟﹾﻘﹶﻮﻦ ﻣ:ﺎﺀِ ﻓﹶﻘﹶﺎﻝﹶﺣﻭﺎ ﺑﹺﺎﻟﺮﻛﹾﺒ ﺭﻲ ﻟﹶﻘﻪ ﺃﹶﻧﺒﹺﻲ ﺍﻟﻨﻦ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
:؟ ﻗﹶﺎﻝﹶﺞﺬﹶﺍ ﺣﻬ ﺃﹶﻟ:ﺎ ﻓﹶﻘﹶﺎﻟﹶﺖﺒﹺﻴﺃﹶﺓﹲ ﺻﺮ ﺍﻣﻪ ﺇﹺﻟﹶﻴﺖﻓﹶﻌ ﻓﹶﺮ،« ﻮﻝﹸ ﺍﷲﺳ »ﺭ:؟ ﻗﹶﺎﻝﹶﺖ ﺃﹶﻧﻦ ﻣ: ﻓﹶﻘﹶﺎﻟﹸﻮﺍ.ﻮﻥﹶﻤﻠﺴﺍﻟﹾﻤ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ﺮ ﺃﹶﺟﻟﹶﻚ ﻭﻢﻌ»ﻧ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劳哈乌 ①地方遇见一些
P7F

P

乘骑骆驼的人，他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他们说：“穆斯林。”他
们问：“你是谁？”先知回答说：“真主的使者。”于是有一个妇女举
起自己的孩子问：“这孩子有朝觐的（回赐）吗？ ”使者说：“是的，
你也有回赐。” ②
P8F

-允许身体无能力朝觐者以酬劳、或其它的委托朝过觐人代替正朝
或副朝。

-在朝觐期间去世者，不需要替其还补剩余的朝觐功课，因为在复
生日，他将念着应召词被复活。至于放弃所有的拜功、从来不礼拜者，
不允许托人为其代朝，也不允许为其施舍，因为他属于背叛伊斯兰的
人。

-阐述月经妇与产妇受戒的形式：

①

译者注：地名，离麦地那三十六英里
《穆斯林圣训集》第1336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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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月经妇与产妇为参加正朝或副朝而洗大净受戒；除了环游天
房，她应受着戒完成朝觐所有的仪式；当月经或产血洁净之后，她才能
洗大净去环游天房，完美朝觐的各项仪式，然后开戒。如果是因参加副
朝而受戒的，她应等待直至月经或产血洁净，然后她洗大净去完成副朝
的各项仪式，再开戒。

-循环做正朝与副朝的贵重：

ﺎـﻤـﻬ ﻓﹶﺈﻧ،ﺓﺮﻤﺍﻟﻌ ﻭ ﺍﳊﹶﺞﻦﻴﻮﺍ ﺑﺎﺑﹺﻌ»ﺗ: ﻋﻦ ﺍ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ﺓﻭﺭﺮ ﺍﳌﹶﺒﺔﺠﻠﹾـﺤ ﻟﺲﻟﹶﻴ ﻭ،ﺔﻀﺍﻟﻔﺐﹺ ﻭﺍﻟﺬﱠﻫ ﻭﻳﺪﺚﹶ ﺍﳊﹶﺪﺒ ﺧﲑﻲ ﺍﻟﻜﻔﻨﺎ ﻳ ﻛﹶﻤﻮﺏﺍﻟﺬﱡﻧ ﻭ ﺍﻟﻔﹶﻘﹾﺮﺎﻥﻴﻔﻨﻳ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ﺔﹸ ﺇﻻ ﺍﳉﹶﻨﺍﺏﺛﹶﻮ
伊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你们当把正朝与副朝连起来去做，的确，它俩能消
除贫穷和罪恶，犹如铁匠的风箱能消除铁和金银的渣滓一样；完美朝觐
的回赐，只有天堂。” ①
P9F

-外来者为了做副朝而从麦加出去的断法：

做完正朝或副朝的外来者，为了做额外的副朝而离开麦加城出去受
戒是可憎的，属于异端的行为，因为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及其弟子们都没有做过的，无论是在斋月里，还是在其它的月
份。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并没有命令阿依莎（愿
主喜悦她）那样做，而是为了安慰阿依莎的心，在其月经结束之后，先
知允许了她；环游天房比离开麦加城出去受戒更好。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3669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8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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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莎去“泰讷阿姆”受戒做副朝，是专门针对那些没能完成朝觐
副朝的月经妇，类似阿依莎的女人们。没有规定其她月经干净的妇女那
样做，又更何况是男人呢。

-儿童做正朝与副朝的断法：

如果让儿童受戒去参加朝觐，其朝觐是正确的，但是属于副功。如
果他是有辨别是非能力者，他应像成年的男女那样完成朝觐的各项仪
式。如果是由家人带着受戒、环游天房、两山之间奔走、以及打石的儿
童，最好是根据他自己的能力去完成正朝、或副朝的各项仪式，当其成
年之后，他必须参加朝觐。
-如果儿童或奴隶参加了朝觐，然后在儿童达到成年之后、或奴隶
获得释放，他俩都必须再次参加朝觐。
-儿童的朝觐属于正确的，带其朝觐者也将获得报酬。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ﺞﺬﹶﺍ ﺣﻬﻮﻝﹸ ﺍﷲ ﺃﹶﻟﺳﻳﺎ ﺭ:ﺎ ﳍﺎ ﻓﹶﻘﹶﺎﻟﹶﺖﺒﹺﻴﺃﹶﺓﹲ ﺻﺮ ﺍﻣﺖﻓﹶﻌ ﺭ: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ﹶﺎﻝﹸ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ﺮ ﺃﹶﺟﻟﹶﻚ ﻭﻢﻌ »ﻧ:ﻗﹶﺎﻝﹶ
有一个妇女举起自己的孩子问：“主的使者啊！这孩子有朝觐的
（回赐）吗？”使者说：“是的，你也有回赐。” ①
P10F

-多神教徒进入清真寺的断法：

不允许多神教徒进入禁寺；为了合法的利益，允许多神教徒进其它
的清真寺。
-清高的真主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133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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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信道的人们啊！以物配主者只是污秽，故从今年起不准他们
临近禁寺；如果你们畏惧贫困，那么，真主将以他的恩惠使你们满足，
如果他意欲。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至睿的。】 ①
P1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ﻓﺠﺎﺀﺕ ﺑﺮﺟﻞ ﻣﻦ ﺑﲏ،ﻞﹶ ﳒﺪﺒ ﺑﻌﺚ ﺍﻟﻨﱯ ﺧﻴﻼﹰ ﻗ: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ﻓﺨﺮﺝ ﺇﻟﻴﻪ ﺍﻟﻨﱯ ﻓﻘﺎﻝ، ﻓﺮﺑﻄﻮﻩ ﺑﺴﺎﺭﻳﺔ ﻣﻦ ﺳﻮﺍﺭﻱ ﺍﳌﺴﺠﺪ، ﻳﻘﺎﻝ ﻟﻪ ﺛﹸﻤﺎﻣﺔ ﺑﻦ ﺃﹸﺛﺎﻝ،ﺣﻨﻴﻔﺔ
 ﺃﺷﻬﺪ ﺃﻥ ﻻ: ﰒ ﺩﺧﻞ ﺍﳌﺴﺠﺪ ﻓﻘﺎﻝ،ﺔﹶ« ﻓﺎﻧﻄﻠﻖ ﺇﱃ ﳔﻞ ﻗﺮﻳﺐ ﻣﻦ ﺍﳌﺴﺠﺪ ﻓﺎﻏﺘﺴﻞﺎﻣﻘﹸﻮﺍ ﺛﹸﻤ»ﺃﹶﻃﹾﻠ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ﺃﻥ ﳏﻤﺪﺍﹰ ﺭﺳﻮﻝ ﺍﷲ،ﺇﻟﻪ ﺇﻻ ﺍﷲ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派遣了一支小马队到奈
吉德地区，他们回来时，抓来了哈尼法族一个名叫苏玛麦·本·欧萨鲁
的人，他们把此人绑在清真寺里的—根柱子上。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出来看到后说：“你们给苏玛麦松绑!”当苏玛麦被放开后，
他就到清真寺附近的一个椰枣林里洗了大净后又返回到寺里，然后说：
“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我又作证：‘穆罕
默德就是真主的使者’。” ②
P12F

-禁地的特性：

麦加的禁地有许多特性，最重要的有：在其中拜功有重复加倍的回
赐，在其中犯罪将遭重大的灾难，禁止以物配主者进入其中，禁止在其
①

《忏悔章》第28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462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١٧٦٤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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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生斗争，禁止采伐麦加的花草树木，除非是为了储藏；禁止拾遗失
物，除非是为了失主，禁止捕猎或惊吓其中的飞禽走兽。在其中有为世
人而创设的最古老的清真寺。
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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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为世人而创设的最古的清真寺，确是在麦加的那所吉祥的天
房、全世界的向导。[97]其中有许多明证，如伊布拉欣的立足地；凡入
其中的人都得安宁。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的
义务。不信道的人（无损于真主），因为真主确是无求于全世界的。】 ①
P13F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96-9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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