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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朝的形式 

 صفة العمرة

 

8-正朝的形式 

-想做副朝者当从自己所途经的戒关受戒，在戒

关与麦加之间居住者，当从住地受戒；如果是麦加的

居民，当到禁地之外受戒，如“泰讷阿姆”。如果方

便，无论昼夜，从最高处进入麦加、从最低处离开麦

加都属于嘉义；当进入最接近禁地的地方就停止念应

召词。 

-到了禁寺时当带着小净进入其中，从黑石处开

始逆时针环游天房。 

-按照圣行，在环游天房之前应露出右肩，在所

有的环游中都是如此，其方法是把戒衣的中间放在右

腋下，两端搭在他的左肩上。 

-按照圣行，在前三圈中应疾步行走，后四圈中

按常规行走。环游天房时露出右肩以及前三圈应疾步

行走，专指在初访的环游和副朝的环游中，都是针对

男性，并非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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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与黑石平行时，应面对着黑石，用手抚摸

它，用嘴亲吻它；如果无法办到，可以把右手放在黑

石上，然后亲吻右手；如果还无法办到，可以用自己

手中的拐杖等物触摸黑石，然后亲吻之；如果还是无

法办到，可以举起自己的右手向它致意，但是不要亲

吻右手。应继续前进，不要停留，走至与黑石平行时

当说一遍：“راُهللا أَكْب——真主至大”，每圈的做法都

是如此，在环游期间他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的祷词随意

向真主祈求，并且记念真主，赞颂独一无二的真主。 

-每当环游者走到也门角时，他可以用右手抚摸

之，但不要亲吻，也不要说大赞词：“راُهللا أَكْب——真

主至大”；如果环游者无法摸到它，应继续环游，不

用说：“راُهللا أَكْب——真主至大”，也不用举手致意，

环游者在天房的也门角和黑石之间应念以下的祈祷词

： 

) ̧ ¶ µ  ́ ³ ² ± °  ̄ ® ¬( 

 .]201/البقرة[

【我们的主啊！求您在今世赏赐我们美好的（生

活），在后世也赏赐我们美好的（生活），求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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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我们，免受火狱的刑罚。】①从天房和残墙之外完

美地环游七圈，当每一圈环游到与黑石平行时，应说

大赞词，如果有可能，环游者应抚摸黑石并亲吻之，

不要抚摸沙米耶的两个角。在初访、或辞朝或其它的

环游之后，可以把自己的胸膛、脸和两肘贴在黑石角

和天房的门之间的墙上②，向清高的真主祈祷和寻

求。 

-当环游结束后，他应遮盖露着的右肩，前往伊

布拉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立足处并念： 

  ) ¹  ̧¶ µ ´(  ]١٢٥/البقرة[. 

【你们当以伊布拉欣的立足地为礼拜处。】 P2F

③ 

-如果容易，按照圣行，应在伊布拉欣立足处

的后面轻快地礼两拜，否则，可以在禁寺的任何地方

礼这两拜。按照圣行，在第一拜念完《开端章》之

后，应念《不信道的人们章》，在第二拜念完《开端

章》之后，应念《忠诚章》；出拜之后他应离开，在

这两拜之后的祈祷并不是法律规定的，在伊布拉欣立

足处的祈祷也是同样，并无法律依据。 

                                                 
①《黄牛章》第201节 
②译者注：犹如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所做的那样 
③《黄牛章》第1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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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完拜之后，如果容易，按照圣行，他应去

抚摸黑石。 

-然后前往赛法山，按照圣行，当他接近赛法

山时应念以下经文： 

) \ [ Z Y X W V U  ]  ̂   d c b a  ̀ _

o n m l k j i h g f e( ]١٥٨/البقرة.[ 

【赛法和麦尔沃，确是真主的标识。举行正朝

或副朝的人，无妨游此两山。自愿行善者，（必得

善报），因为真主确是厚报的，确是全知的。】 P3F

① 

他应说：“我以着真主以此开始的而开始。”当

他登上赛法山之后，应看着天房，面对朝向，抬起双

手记念和祈求真主，并说三遍大赞词：“راُهللا أَكْب——

真主至大”，它并不像礼拜念大赞词的形式。他当赞

主独一，赞主至大，赞颂真主，并念： 

ال إلَـه إلَّا اهللا وحده ال شرِيك لَـه، لَـه املُلْك، ولَـه احلَـمد، وهو علَى «

 ابزاألح مزهو ،هدبع رصنو ،هدعو زجأَن ،هدحإال اهللا و ال إلَـه ،يرٍء قَديكُلِّ ش

هدحمتفق عليه .»و 

                                                 
①《黄牛章》第1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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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独一无二的真主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

他拥有一切权力和赞颂，他是大能于万物的主。除

独一无二的真主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他实践

诺言，援助他的仆人，独自战胜了同盟军。”① 

然后向真主祈求，再次记念真主，然后再次向真

主祈求，第三次记念真主。显声记念真主，低声祈

求。 

-然后从赛法山上下来，谦逊地朝向麦尔沃山

走去，当走到绿线时，他迅速地奔走到另一条绿线，

然后他走向麦尔沃山，在这所有的功课中都当赞主清

净、赞主至大，祈求真主。 

-当到达麦尔沃山之后，他当登上麦尔沃山，

看着天房，面对朝向站立，抬起双手记念清高的真

主，向真主祈求。在麦尔沃山上如同在赛法山上所说

的那样，重复三遍，然后从麦尔沃山上下来，朝着赛

法山走去；该行走的地方行走，该奔跑的地方奔跑，

如此来回奔走七趟，始于赛法山，终于麦尔沃山。按

照圣行，两山之间奔走时带有小净、一气呵成。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4114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218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

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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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圣行，环游与奔走之间应一气呵成： 

 

当奔走结束之后，剃光头或全面剪短头发，属于

最好的。女人开戒是从其发梢剪去一指端即可，以

此，完成了副朝的所有功课。一切因其受戒而被禁止

的，如穿缝制的衣服、擦香、婚配等待，也都对其成

为合法的。 

-在环游与奔走时，女人如同男人一样，惟一

不同的就是在环游天房时她不应疾步快走，奔走时她

不要奔跑，遮盖装饰，不要露出面部，不要高声，不

要与男人拥挤。 

-如果某男子在为做副朝而受戒之后与妻子发

生了房事，他必须完成副朝，然后再还补，因其房事

而导致了副朝的无效。如果是在环游和奔走之后，剃

光头或全面剪短头发之前发生的，那么，其副朝有

效，他必须交纳损伤的罚赎。 

-如果参加享受朝者的副朝与正朝之间非常接

近，那么，他在副朝结束之后全面剪短头发，在正朝

时剃光头属于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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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在环游天房或两山之间奔走时拜功成

立了，那么，他应参加集体礼拜，当拜功结束时，他

应从自己停下来的地方完成那一圈，不需要再从头开

始。 

 

-吻黑石的断法： 

亲吻、抚摸、指示黑石、以及念大赞词都属于圣

行，如果谁感到某件事项对自己艰难，他可以弃之继

续前进。 

-在环游天房时，亲吻和抚摸黑石对于容易者

属于圣行。至于为了亲吻和抚摸黑石过于拥挤，伤害

其他的环游者，并不是法律许可的，弃之更好，特别

是女性。因为亲吻和抚摸黑石属于圣行，而伤害他人

是非法的，受戒者不要为了做圣行，而在同一时间又

犯错误。 

-黑石原本是从天堂中降下的比奶子更白的石

头，由于人类的罪过而使其变黑，假如没有蒙昧时代

的污秽触摸了它，任何不治之症只要接触到它，都会

得到康复。复生日，真主将要复活黑石，它要作证谁

以着真理抚摸了它；抚摸黑石和也门角，它俩能消除

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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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游天房的贵重： 

穆斯林最好多多地环游天房。 

 أَراك لَا يـل ما :رضي اُهللا عنهما عمر لابنِ يقُولُ أَباه سمع أَنه عميرٍ بنِ عبيدعن 

ملتسنِ إِلَّا تذَينِ هيكْنالر رجالْح دوالْأَس كْنالرو انِالْيـمفَقَالَ؟ ي ناب رملْ إِنْ :عأَفْع فَقَد 

تعمولَ سسقُولُ  اهللا را إِنَّ« :يمهلَامتاس طُّـياـالْ حطَايأخرجه أمحد  .»خ

 والترمذي

欧柏德·本·欧麦依尔的传述，他听他的父亲对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说：“为何我只看见你

抚摸黑石和也门这两个角？”伊本欧麦尔说：“我那

样做是因为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抚摸它俩能消除过失’。” P5F

① 

-环游天房带着小净更优越、更完美；如果没

有带小净的环游也正确。至于失去大净者或月经妇，

必须等到洗大净之后才能环游天房。 

 

                                                 
①《艾哈默德圣训集》第4462段，原文出自《艾哈默德圣训集》，《提勒秘日圣训

集》第959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