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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圣寺

ﺎرة اﻤﻟﺴﺠﺪ اﻨﻟﺒــﻮي
-三座清真寺的特性：
三座清真寺：禁寺、圣寺和远寺。
-禁寺：是伊布拉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及其儿子伊斯玛依赖建造，它是穆斯林的朝向，
穆斯林到此朝觐。它也是人类史上的第一座清真寺，
真主使其成为吉祥的天房、全世界的向导。
圣寺：是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及其弟子（愿主喜悦他们）所建，它确是以敬畏为地
基的清真寺。
远寺：是叶尔孤白（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所建，它曾是穆斯林的第一个朝向。
-在这三座清真寺中礼拜可以获得重复加倍的
报赏，它们具有许多特性，只能旅行去这三座清真寺
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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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旅行去参观任何坟墓，无论是先知或者
是其他人的坟墓。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
（

）说：

ﺎﻝﹸ ﺇﹺﻟﱠﺎ ﺇﹺﻟﹶﻰ ﺛﹶﻠﹶﺎﺛﹶـﺔﺣ ﺍﻟﺮﺪﺸ »ﻟﹶﺎ ﺗ: ﻗﹶﺎﻝﹶﺒﹺﻲ ﺍﻟﻨﻦ ﻋ،ﻪﻨ ﺍﷲُ ﻋﻲﺿﺓﹶ ﺭﺮﻳﺮ ﺃﹶﺑﹺﻲ ﻫﻦﻋ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ﻰ ﺍﻟﹾﺄﹶﻗﹾﺼﺠﹺﺪﺴﻣ ﻭ، ﻮﻝﹺﺳ ﺍﻟﺮﺠﹺﺪﺴﻣ ﻭ،ﺍﻡﹺ ﺍﳊﹶﺮﺠﹺﺪ ﺍﳌﹶﺴﺎﺟﹺﺪﺴﻣ
“只能旅行去三座清真寺礼拜：禁寺、圣寺和
远寺。” ①
P0F

-参访圣寺的断法：
按照圣行，穆斯林可以去参访圣寺，并在其中礼
两拜“庆寺拜”。
然后去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的坟墓前，站在那里向他致以问候：“先知啊！
愿真主赐您康宁、慈悯与吉庆。”然后按《圣训》中
提到的探望坟墓的祷词进行祈祷，再往右前方走进一
步，向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致以同样的问候。
然后再往右前方走进一步，向欧麦尔（愿主喜悦
他）也致以同样的问候。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1189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39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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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
（

）说：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ﻣﺎ ﻣﻦ ﺃﹶﺣﺪ ﻳﺴﻠﱢـﻢ ﻋﻠﹶـﻲ ﺇﻟﱠﺎ
ﺭﺩ ﺍﷲ ﻋﻠﹶﻲ ﺭﻭﺣﻲ ﺣﺘﻰ ﺃﹶﺭﺩ ﻋﻠﹶﻴـﻪ ﺍﻟﺴﻼﻡ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任何人向我致以色兰问候，我都会回答他
① ”。的，因为我是活着的，我能够回答他的色兰
P1F

-在圣寺的贵重：
除禁寺之外，在麦地那的圣寺中礼一拜相当于在
。其它的清真寺中礼一千拜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
）说：

（使者

ﻋﻦ ﺍﺑﻦﹺ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ﺍﻟﻨﱯ ﻗﺎﻝ» :ﺻﻼﺓﹲ ﻓﻲ ﻣﺴﺠﹺﺪﻱ ﻫﺬﹶﺍ ،ﺃﹶﻓﹾﻀﻞﹸ
ﻣﻦ ﺃﹶﻟﹾﻒ ﺻﻼﺓ ﻓﻴـﻤﺎ ﺳﻮﺍﻩ ﺇﻟﱠﺎ ﺍﳌﹶﺴﺠﹺﺪ ﺍﳊﹶﺮﺍﻡ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除禁寺之外，在我的这座清真寺中礼一拜比
② ”。在其它的清真寺中礼一千拜还要贵重
P2F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10827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2041段，
ﻭﻓﻲ ﻓﺘﺢ ﺍﻟﻭﺩﻭﺩ:ﻫﻬﻨﺎ ﻴﻘﺩﺭ ﺍﻟﻜﻼﻡ ﺃﻱ ﻤﺎ ﻤﻥ ﺃﺤﺩ ﻴﺴﻠﻡ ﻋﻠﻲ ﺇﻻ ﺃﺭﺩ ﻋﻠﻴﻪ ﺍﻟﺴﻼﻡ ﻷﻨﻲ ﺤﻲ ﺃﻗﺩﺭ ﻋﻠﻰ ﺭﺩ ﺍﻟﺴﻼﻡ
ﻭﻗﻭﻟﻪ ﺤﺘﻰ ﺃﺭﺩ ﻋﻠﻴﻪ ،ﺃﻱ ﻓﺴﺒﺏ ﺫﻟﻙ ﺤﺘﻰ ﺃﺭﺩ ﻋﻠﻴﻪ ﻓﺤﺘﻰ ﻫﻨﺎ ﺤﺭﻑ ﺍﺒﺘﺩﺍﺀ ﺘﻔﻴﺩ ﺍﻟﺴﺒﺒﻴﺔ ﻤﺜﻝ ﻤﺭﺽ ﻓﻼﻥ ﺤﺘﻰ ﻻ
ﻴﺭﺠﻭﻨﻪ ،ﻻ ﺒﻤﻌﻨﻰ ﻜﻲ ،ﻭﺒﻬﺫﺍ ﺍﺘﻀﺢ ﻤﻌﻨﻰ ﺍﻟﺤﺩﻴﺙ ﻭﻻ ﻴﺨﺎﻟﻑ ﻤﺎ ﺜﺒﺕ ﺤﻴﺎﺓ ﺍﻷﻨﺒﻴﺎﺀ ﻋﻠﻴﻬﻡ ﺍﻟﺴﻼﻡ ﺍﻨﺘﻬﻰ ﻜﻼﻤﻪ.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1190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395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
》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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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的传述，主的使者
（

）说：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ﱯ ﻗﺎﻝ» :ﻣﺎ ﺑﻴﻦ ﺑﻴﺘﻲ ﻭﻣﻨﺒﺮﹺﻱ ﺭﻭﺿـﺔﹲ ﻣـﻦ
ﺭﹺﻳﺎﺽﹺ ﺍﳉﹶﻨﺔ ،ﻭﻣﻨﺒﺮﹺﻱ ﻋﻠﹶﻰ ﺣﻮﺿ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在我的家和我的演讲台之间是天堂中的花
② ”。园 ①，我的演讲台是在我的水池之上的
P

P4F

P3F

-按照圣行，应去探访“白给阿”坟园和吴侯
德烈士坟园，向坟园里的居民致以问候，为他们向真
主祈祷、求饶，在探访坟园时应说：
» -١ﺍﻟﺴﻼﻡ ﻋﻠﹶﻰ ﺃﹶﻫﻞﹺ ﺍﻟﺪﻳﺎﺭﹺ ﻣـﻦ ﺍﳌﹸـﺆﻣﻨﹺﲔ ﻭﺍﳌﹸﺴﻠــﻤﲔ ،ﻭﻳﺮﺣــﻢ ﺍﷲ
ﺍﳌﹸﺴﺘﻘﹾﺪﻣﲔ ﻣﻨﺎ ﻭﺍﳌﹸﺴﺘﺄﹾﺧﺮﹺﻳﻦ ،ﻭﺇﻧﺎ ﺇﹶﻥﹾ ﺷﺎﺀَ ﺍﷲ ﺑﹺﻜﹸﻢ ﻟﹶﻼﺣﻘﹸﻮﻥﹶ«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园中的众信士和穆斯林们啊！愿真主怜悯
我们中的先行者和后来者，真主意欲，我们将是你
③ ”。们的后继者
P5F

 -٢ﺃﻭ ﻳﻘﻮﻝ» :ﺍﻟﺴﻼﻡ ﻋﻠﹶﻴﻜﹸﻢ ﺃﹶﻫﻞﹶ ﺍﻟﺪﻳﺎﺭﹺ ﻣﻦ ﺍﳌﹸﺆﻣﻨﹺﲔ ﻭﺍﳌﹸﺴﻠـﻤﲔ ،ﻭﺇﻧﺎ ﺇﹶﻥﹾ ﺷﺎﺀَ
ﺍﷲ ﻟﹶﻼﺣﻘﹸﻮﻥﹶ ،ﺃﹶﺳﺄﹶﻝﹸ ﺍﷲ ﻟﹶﻨﺎ ﻭﻟﹶﻜﹸﻢ ﺍﻟﻌﺎﻓﻴﺔﹶ«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①

译者注：地名，在圣寺内，原在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家和演讲台
。之间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1196段，《穆斯林圣训集》第1391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974段

5

 -或者说：“园中的众信士和穆斯林们啊！愿
真主赐予你们平安，你们先我们而去，真主意欲，
我们将是你们的后继者，我们向真主为我们自身和
你们祈求安康。” ①

-在古巴清真寺礼拜的贵重：
按照圣行，穆斯林在自己的家中洗好小净，然后
步行或者乘骑去古巴清真寺，并在其中礼两拜，那确
能获得相当于副朝的回赐；如果是在星期六探访，确
是更好的。
-赛赫鲁·本·哈尼法（愿主喜悦他俩）的传
述，主的使者（

）说：

،ـﻪﺘﻴﻲ ﺑ ﻓﺮﻄﹶﻬ ﺗﻦ »ﻣ:  ﻋﻦ ﺳﻬﻞ ﺑﻦ ﺣﻨﻴﻒ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١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ﻨﺴﺎﺋﻲ ﻭﺍﺑـﻦ.«ﺓﺮﻤﺮﹺ ﻋ ﻛﹶﺄﹶﺟ ﻛﹶﺎﻥﹶ ﻟﹶـﻪ،ﻼﺓﹰ ﺻﻴﻪﻠﱠﻰ ﻓﺎﺀَ ﻓﹶﺼ ﻗﹸﺒﺠﹺﺪﺴﻰ ﻣ ﺃﹶﺗﺛﹸﻢ
.ﻣﺎﺟﻪ
“谁在自己的家中洗好小净，然后去古巴清真
寺，并在其中礼两拜，那么，他能获得副朝的回
赐。” ②
P7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975段
《奈萨伊圣训集》第699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1412段，原文出自《伊本马
哲圣训集》
②

6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
说：
ﺖﺒﺎﺀٍ ﻛﹸﻞﱠ ﺳ ﻗﹸﺒﺠﹺﺪﺴﻲ ﻣﺄﹾﺗ ﻳﺒﹺﻲ ﻛﹶﺎﻥﹶ ﺍﻟﻨ:ﺎ ﻗﹶﺎﻝﹶﻤﻬﻨ ﺍﷲُ ﻋﻲﺿ ﺭﺮﻤﻦﹺ ﻋ ﺍﺑﻦ ﻋ-٢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ﺎﺒﺍﻛﺭﺎ ﻭﻴﺎﺷﻣ
“先知（

）在每个星期六都会步行或乘骑着

去古巴清真寺。” ①
P8F

-探访麦地那的圣寺并不属于正朝或副朝的仪
式，完美的正朝或副朝不包含它，按照圣行，可以在
任何时间去探访麦地那的圣寺、以及在其中礼庆寺
拜。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1193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39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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