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 ）对“赖麦丹
月里的指导
] [ 中文

ي اﻨﻟﻲﺒ ﷺ ﻓ رمﻀﺎن
] ﺑﺎﻟﻠﻐﺔ ﺍﻟﺼﻴﻨﻴﺔ [

阿迪鲁·本·阿里·艾勒辛迪 博士

د .ل ﺑﻦ ﻲﻠﻋ الﺸﺪي

翻译：艾布阿布杜拉·艾哈默德·穆士奎

ﺮﻤﺟﺔ :ﺑﻮ ﻋﺒﺪ اﷲ أﻤﺣﺪ ﺑﻦ ﻋﺒﺪ اﷲ الﺼﻴ�
校正: 李清霞
مﺮاﺟﻌﺔ :ﻟ �ﺸﻨﻎ ﺷﻴﺂ

沙特利雅得莱布宣传指导合作办公室
ﺘﺐ اﺘﻟﻌﺎو� ل�ﻋﻮة وﺗﻮﻋﻴﺔ اﺠﻟﺎﻴﻟﺎت ﺑﺎلﺮ�ﻮة ﺑﻤﺪﻳﻨﺔ الﺮ�ﺎض

2011 - 1432

先知（

）对“赖麦丹”月里的指导

伊玛目伊本盖依姆（愿主怜悯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赖麦丹”月里的指
导是最完美的、最能实现预期目标的，和最使内心安定的。
斋戒是在迁徙的第二年成为定制的，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归真时，他总共封了九个“赖麦丹”月的斋戒。
首先制定选择是选择封斋或每天供给一个贫穷人吃饭，然后废
除了那种选择，确定必须封斋。
针对没有能力封斋的老人或妇女，允许他们每天供给一个贫穷
人吃饭。
允许病人和旅行者开斋，而后还补；如果孕妇或哺乳妇女担心
封斋伤害到她们自身，其断法也是如此，先开斋，然后再还补。但
如果是她们害怕伤害到她们的孩子，那么，在还补的同时，她们每
天还要供给一个贫穷人吃饭。如果她俩身体健康，不担心生病，那
么，必须供给穷人吃饭，就像在伊斯兰初期健康者开斋一样。

以各种功修多多地崇拜真主：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赖麦丹”月里的指导
有：以各种方式多多地崇拜真主，吉布笠莱天使（愿主赐他平安）
在“赖麦丹”月里与他会晤，帮助他审查《古兰经》。当他与吉布笠
莱天使会面时，他的行善比春风送暖还要慷慨，他是最慷慨的人，
他在“赖麦丹”月中更加慷慨；他在“赖麦丹”月里更多地施舍、
行善、讽诵《古兰经》
、礼拜、记念真主和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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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专门在“赖麦丹”月中做一些特殊的功修，他甚至有时候会
连续不断地封两昼夜或更多的斋戒，昼夜数小时不停地崇拜真主。
他曾经禁止弟子们不分昼夜地连续封斋，弟子们问他：“主的使
者啊!您也是连续着昼夜封斋的呀！”
ﺘﻔﻖ ﹶﻋ ﹺ
 "ﺇﹺﲏ ﹶﺃ ﹶﻇ ﱡﻞ ﹺﻋﻨﹾﺪﹶ ﺭﰊ ﻳ ﹾﻄ ﹺﻌﻤﻨﹺﻲ ﻭﻳ ﹺ:ﻭﺍﻳﺔ
ﻴﺖ" ﻭﰲ ﹺﺭ ﹴ
ﹺ
ﹶﻳ ﹸﻘ ﹸ
[ﻠﻴﻪ
" ] ﹸﻣ ﹲ.ﺴﻘﻴﻨﻲ
 " ﹶﻟ ﹾﺴ ﹸ:ﻮﻝ
ﱢ
 ﺇﹺ ﱢﲏ ﹶﺃﺑﹺ ﹸ ﹶ،ﺖ ﻛ ﹶﹶﻬ ﹾﻴﺌﹶﺘﻜ ﹾﹸﻢ
ﹶﱢ ﹸ ﹸ ﹶﹶ
使者说：“我的状况和你们不一样，我过夜时——在另一传述中
提到——我在我养主跟前过夜，他供给我吃、供给我喝。”

①
0F

为了慈爱伊斯兰民族，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禁止不分昼夜地连续封斋，但是，他允许封斋至黎明前（吃封斋饭
的时候）。
在《布哈里圣训集》中提到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利的传述，
ﹺ
ﹺ
ﹺ
 ﹶﻳ ﹸ ﹶﺳ ﹺﻤ ﹶﻊ ﺍﻟ ﱠﻨﺒﹺ ﱠﻲ
".ﺍﻟﺴ ﹶﺤ ﹺﺮ
 ﹶﻓ ﹾﻠ ﹸﻴﻮﺍﺻ ﹾﻞ ﺇﹺ ﹶﱃ ﱠ، " ﹶﻻ ﺗﹸﻮﺍﺻ ﹸﻠﻮﺍ ﻓﺄ ﱡﻳﻜ ﹾﹸﻢ ﹶﺃ ﹶﺭﺍ ﹶﺩ ﹶﺃ ﹾﻥ ﹸﻳ ﹶﻮﺍﺻ ﹶﻞ:ﻘﻮﻝ
他听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们不要不分昼夜
地连续封斋，你们谁想不分昼夜地封斋，那么，让他封到吃封斋饭
②

时为止。” 这种连续封斋对于斋戒者是最公平的、最容易的，事实
1F

上，它是家中被推迟的晚宴而已。斋戒者昼夜都有饮食，如果是在
黎明前吃的饭，他只是把夜初的饭食转到夜末而已。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于确定“赖麦丹”月进
入的指导：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于确定“赖麦丹”月的指
导有：只有看见新月，或者是有一个见证者作证看见了新月，才能
确定进入斋月。因为他曾根据伊本欧麦尔的作证看见了新月而封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22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102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6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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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还有一次他根据一个贝都因人的作证而封了斋，他相信他俩的
信息，他并没有要求他俩说见证词。倘若那是见月，他就根据一个
可靠的见月者确定“赖麦丹”月的进入；倘若是见证，他并没有命
令见证者说见证词；倘若没有见到新月、也没有人见证看见了新
月，那么，他就完美“赛阿巴尼”月的三十天。
如果在第三十天的夜晚多云，无法看月；他就完美“赛阿巴
尼”月的三十天，然后再封斋。
他并没有在多云的日子封斋，更没有命令弟子们那样做，但
是，当有云层遮挡时，他命令完美“赛阿巴尼”月的三十天，他当
时就是这样做的，这是他的圣行，这与他的话：
[" ﹶﻓﺈﹺ ﹾﻥ ﻏ ﱠﹸﻢ ﹶﻋ ﹶﻠ ﹾﻴ ﹸﻜ ﹾﻢ ﹶﻓﺎ ﹾﻗﺪﹸ ﹸﺭﻭﺍ ﹶﻟ ﹸﻪ" ] ﹸﻣﺘ ﹶﻔ ﹲﻖ ﹶﻋ ﹶﻠ ﹾﻴ ﹺﻪ
①

“如果有云层遮档时，你们当计算它” 并不矛盾。
2F

盖德尔的意思就是计算，这里的宗旨是：如果有云层遮挡时，
当完美那个月的数目，犹如在布哈里传来的另一段正确的《圣训》
中提到：
] ﹶﺭ ﹶﻭﺍ ﹸﻩ ﺍﻟ ﹸﺒ ﹶﺨ ﹺ."ﺎﻥ
[ﺎﺭ ﱡﻱ
" ﹶﻓ ﹶﺄﻛ ﹺﹾﻤ ﹸﻠﻮﺍ ﹺﻋﺪﱠ ﹶﺓ ﹶﺷ ﹾﻌ ﹶﺒ ﹶ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们当完美‘赛阿巴
尼’月的三十天。”

②
3F

确定“赖麦丹”月结束时的指导：
在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指导中：他命令可以根
据一位穆斯林男子的作证确定斋月的进入，根据两个人的作证确定
斋月的结束。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01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080 段，“计算它”即：命令完美“赛阿巴尼”月
的三十天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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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指导中还有：如果在开
斋节的节日拜之后有两名证人作证发现了新月，他就会命令人们开
斋，然后在次日节日拜的时间礼开斋节的节日拜。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及时开斋，并且鼓励人们也
照样做；他鼓励人们吃封斋饭，喜爱延迟封斋的时间，并且他让人
们也那样做。
他鼓励人们用椰枣开斋，如果没有椰枣就用水开斋，这完全是
出于对伊斯兰民族的关怀和忠告。因为空腹最能接受纯天然的甜
食，加强利用它的职能，特别是能加强视力。
椰枣是麦地那人的甜食，也是他们的给养；椰枣在他们跟前就
是粮食和作料；熟椰枣就是水果。
至于水，内脏因为斋戒而变得干枯，因此，首先应当用水把它
滋润，当它得到滋润后，能更有效地享受食品；因此，饥饿的干渴
者在吃饭之前，最好是喝一点水，然后再吃饭。
这是专门针对椰枣和水的，它对于心脏有着有利的影响，这些
只有心脏专科医生才知道。”

陪同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一起开斋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先开斋后礼拜。
如果有柔软的熟椰枣，他就用几颗熟椰枣开斋；否则，他就用
几颗干椰枣开斋；如果没有椰枣，他就喝几口水开斋。
根据正确的传述，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开斋时候
的祈祷是：
" ﹶﺫﻫﺐ ﺍﻟ ﱠﻈﻤ ﹸﺄ ﻭﺍﺑ ﹶﺘ ﱠﻠ ﹺ
ﺖ ﺍﻟ ﹸﻌ ﹸ
[" ] ﹶﺭ ﹶﻭﺍﻩ ﹶﺃ ﹸﺑﻮ ﹶﺩ ﹸﺍﻭ ﹶﺩ.ﺎﺀ ﺍﷲﹸ ﹶﺗ ﹶﻌﺎﱃ
 ﹶﻭ ﹶﺛ ﹶﺒ ﹶ،ﺮﻭﻕ
ﹶ ﹶ
ﹶ ﹶ
ﺖ ﹾﺍﻷ ﹾﺟ ﹸﺮ ﺇﹺ ﹾﻥ ﹶﺷ ﹶ
5

“凭着真主的意欲，饥渴已经过去，身躯已得滋润，回赐已经
获到。”

①

"ﺇﹺ ﱠﻥ ﻟﹺ ﹺ ﹺ ﹺ
[ﺎﺟﻪ
ﻠﺼﺎﺋﻢ ﻋﻨﹾﺪﹶ ﻓ ﹾﻄ ﹺﺮﻩ ﹶﺩ ﹾﻋﻮ ﹰﺓ ﹶﻣﺎ ﺗ ﹶﹸﺮ ﱡﺩ" ] ﹶﺭﻭﺍﻩ ﺍ ﹾﺑ ﹸﻦ ﹶﻣ ﹶ
ﱠ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的确，封斋者开斋时有
被接受的祈祷。”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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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确的《圣训》中还提到：
ﹺ
ﹺ
.[ﺍﻟﺼﺎﺋﹺ ﹸﻢ" ] ﹸﻣ ﱠﺘ ﹶﻔ ﹲﻖ ﹶﻋ ﹶﻠ ﹾﻴ ﹺﻪ
ﺎﻫﻨﹶﺎ ﹶﻓ ﹶﻘﺪﹾ ﹶﺃ ﹾﻓ ﹶﻄ ﹶﺮ ﱠ
 ﹶﻭ ﹶﺃ ﹾﺩ ﹶﺑ ﹶﺮ ﻣ ﹾﻦ ﹶﻫ ﹸ،ﺎﻫﻨﹶﺎ
 "ﺇﹺ ﹶﺫﺍ ﹶﺃ ﹾﻗ ﹶﺒﻞ ﺍﻟ ﱠﻠ ﹾﻴ ﹸﻞ ﻣ ﹾﻦ ﹶﻫ ﹸ:ﹶﻗ ﹶﺎﻝ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当夜晚来临，白昼离
去，的确，封斋者可以开斋了。”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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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封斋者确已开斋了，即使他没有举意也罢！因为他
确已进入开斋的时间；就像进入早上，或进入晚上一样。

斋戒者的礼节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斋戒者说污言秽语、争
吵、辱骂或对骂。当有人遭到辱骂时，他教导被辱骂者说：
“我是封
斋的人。”

④
7F

ﹶﺃﻣﺮﻩ ﹶﺃ ﹾﻥ ﻳ ﹸﻘ ﹶ ﹺ
.[ "ﺇﹺ ﱢﲏ ﹶﺻﺎﺋﹺ ﹲﻢ" ] ﹸﻣ ﱠﺘ ﹶﻔ ﹲﻖ ﹶﻋ ﹶﻠ ﹾﻴ ﹺﻪ:ـﻤ ﹾﻦ ﹶﺳﺎ ﹼﺑﻪ
ﻮﻝ ﻟ ﹶ
ﹶﹶﹸ ﹶ
有人说：“用嘴说，这是最明显的。”
有人说：“用心说，用斋戒提醒自己。
”
有人说：“封主命斋时用嘴说，封副功斋时用心说，因为这样最
能远离沽名钓誉。”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357 段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753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53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100 段
④
《布哈里圣训集》第 1795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1151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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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斋月旅行的指导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赖麦丹”月旅行，
他曾经封过斋，也开过斋，他让圣门弟子们自己选择封斋或开斋。
如果接近敌人，为了防止他们的杀害，穆圣（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命令圣门弟子们开斋。
如果单独是旅行，而非出征时，就开斋而言，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说：“它是允许的。”谁开了斋，那对他是
好的；谁喜爱封斋，对他也没有伤害。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参加的最伟大、最严厉
的就是“白德尔”战役和“光复麦加”战役。
在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指导中，他并没有为旅
行的斋戒者限定开斋的路程，任何有关这方面的传述都是不正确
的。
当圣门弟子们开始旅程时他们就开斋了，而不是等到离开家之
后才开始算起，并且他们还告知那是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的圣行和指导。犹如欧白依德·本·杰布尔曾说：“‘赖麦丹’
月里我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弟子艾布白素
尔·艾勒阿法利在福斯塔拓一起乘船，刚上船他就让人端上他的早
餐，并说：‘你近前来一起用餐。’我说：‘难道你看不见那些房屋
吗？’艾布白素尔说：‘你想违背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的圣行吗？’
”①
穆罕默德·本·凯阿布说：“
‘赖麦丹’月里我去看望艾奈
斯·本·马立克，他正准备旅行，行装已经准备齐全，他并且已经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5973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41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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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好旅行的服饰，然后他让人拿来饭菜，便用餐，我问他：
‘这属于
圣行吗？’他说：‘属于圣行。
’然后他乘驼启程上路了。
”

①

这些明确的证据说明：在“赖麦丹”月的白天开始旅行者，允
许他开斋。
在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指导中有：如果晨礼拜
的时间到了，他也许是因为与妻子同房而没有了大净，他就会在晨
礼拜的宣礼之后洗大净，并且封斋。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封着斋与一位妻子亲吻 ②，他
比喻斋戒者的亲吻犹如用水漱口一样。

对有关封斋者因忘记而吃或喝的指导
在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指导中有：因忘记而吃
喝者不需要还补，那是超绝万物的真主供给他吃喝的；这并不是过
多地吃喝，然后开斋，开斋是因为斋戒者的行为而定；这种吃喝类
似于睡觉时的吃喝，当然，睡觉者的行为不受责成，忘记者的行为
也是如此。

破坏封斋的事项
根据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教导，破坏斋戒的事
③

项有：故意地吃喝 、放血疗法和呕吐。
《古兰经》证明房事破坏斋戒，犹如故意吃喝的断法，这是没
有任何异议的。根据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教导，斋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796 段，提勒秘日说：“这是一段良好的《圣训》。”
注：对于无力控制自身的斋戒者，学者们憎恶他亲吻。
③
注：这包含了所有类似吃喝的，如：营养针。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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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者涂眼睑并不影响斋戒；根据正确的传述，穆圣曾经封着斋用刷
牙棒刷牙。
伊玛目艾哈默德提到，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
封着斋把水浇在自己的头上。
他曾经封着斋漱口和呛鼻，并禁止斋戒者呛鼻时过于把水吸入
鼻腔。
传述他禁止在清晨与傍晚使用刷牙棒并不正确。

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于坐静的指导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坚持在“赖麦丹”月的后十
天里坐静，直至归真。仅有一次没有坐静，他还在沙瓦立月（伊历
十月）中还补了它。
他有时在斋月的前十天坐静，有时在斋月的中旬坐静，有时是
在后十天坐静；寻找“盖德尔”之夜，然后他阐明了“盖德尔”夜
在“赖麦丹”月的后十天之中；他坚持在其中坐静，直至归真。
他命令人们在清真寺里为他搭坐静的帐篷，独自一人在其中崇
拜他的养主。
每当他想坐静时，他就礼完晨礼拜之后，进入帐篷去坐静。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每年坐静十天，在归真那一
年，他坐了二十天的静。
吉布笠莱天使每年与他对照温习一遍《古兰经》
，在他归真的那
一年，布拉依赖天使来与他对照温习了两遍。
每当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坐静时，他就独自进入
圆顶的帐篷。
坐静期间，除非是因为解决需要，他才会进家。
9

他把头从坐静帐篷里伸出来，阿依莎为他梳洗头发，他当时是
在清真寺中，阿依莎当时正在例假之中。
坐静期间，他的部分妻子去探望他，如果是夜晚，当她起身要
离开时，他会站起身送其出去。
在坐静期间，他没有同任何一位妻子同房、亲吻或其它相关的
事项。
当他坐静时，就会在他坐静的地方去掉他的靠垫，放进床铺。
如果他在出去解决个人需要的路上遇见病人时，他不会绕道而
行，也不会打听其状况。
有时他会在土耳其式的帐篷里坐静，并把草席铺在其中的床铺
上；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坐静和隐居的宗旨。而与此相反的
是那些无知者的做法，把坐静的地方当作是应酬和带来探访者们的
地方，以及他们之间的闲谈，这是一种情况，而先知坐静的是另一
种情况。真主是赐予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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