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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摘要：清高的真主对自己仆人的恩惠有：为他们规定了
参加各种顺从的季节，他们在其中可以多做善功，争先恐后
地去接近他们的养主；幸福者是充分利用这些季节而没有让
其白白流失的人，在这些优越的季节里有伊历十二月的前十
天，它是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证实了在这个世
界上最好的日子，他鼓励人们在其中多做善行；真主确已以
此盟誓，仅此这一点就足够它荣誉和尊贵的了，当然，伟大
者只以伟大的事情来盟誓。
这就要求仆人在此其间应努力地工作，多做善功，并很
好地迎接和把握住这它。在此文章中阐明了伊历十二月前十
天的部分优越，并阐述有关宰牲节和献牲的一些法律裁决。
一切赞颂全归养育众世界的主，求主赐予最高贵的先知
和使者，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家人，以及所有的圣门
弟子幸福和安宁。
的确，在真主赐予清廉仆人的恩惠中：为他们制定了许
多季节，以便他们在其中多多地行善，增加他们的寿数，使
3

他们往返于善行之间……从这些最伟大、最优越的季节中就
。有伊历十二月的前十天
的确，许多经训都证明了它的优越性，其中有：
1-清高的真主说：
 -١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 :ﹶﻭﺍ ﹾﻟ ﹶﻔ ﹾﺠ ﹺﺮ ،ﹶﻭ ﹶﻟﻴ ﹴ
ﺎﻝ ﹶﻋ ﹾ ﹴ
ﴩ ﴾ ]ﺍﻟﻔﺠﺮ[٢-١:
ﹶ
①

【[1] 誓以黎明，[2]与十夜盟誓。】 伊本凯西尔（愿主
0F

怜悯他）说：
。“指的是十二月的前十天
”
2-清高的真主说：
 -٢ﻗﺎﻝ ﺗﻌﺎﱃ ﴿ :ﻭﻳ ﹾﺬﻛﹸﺮﻭﺍ ﺍﺳﻢ ﺍﷲﹺ ﹺﰲ ﹶﺃﻳﺎ ﹴﻡ ﻣﻌ ﹸﻠﻮﻣ ﹴ
ﺎﺕ ﴾ ]ﺍﳊﺞ.[٢٨:
ﱠ ﱠ ﹾ ﹶ
ﹶﹶ ﹸ ﹾ ﹶ
②

【以便他们在规定的若干日内记念真主的尊名。】 伊本
1F

阿巴斯说：
”。“是指十二月的前十天
3-伊本阿巴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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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٣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ﹶﻣﺎ ﺍﻟ ﹶﻌ ﹶﻤ ﹸﻞ ﹺﰲ ﹶﺃ ﱠﻳﺎ ﹴﻡ
ﹶﺃ ﹾﻓ ﹶﻀ ﹸﻞ ﹺﻣ ﹾﻦ ﹶﻫ ﹺﺬ ﹺﻩ ﺍﻟﻌﴩ« ﹶﻗﺎ ﹸﻟﻮﺍ :ﹶﻭﻻ ﹺ
ﺍﳉ ﹶﻬﺎ ﹸﺩ؟ ﻗﺎﻝ » :ﹶﻭﻻ ﹺ
ﺍﳉ ﹶﻬﺎ ﹸﺩ ﱠﺇﻻ ﹶﺭ ﹸﺟ ﹲﻞ ﹶﺧ ﹶﺮ ﹶﺝ ﹸﻳـﺨﹶ ﺎﻃﹺ ﹸﺮ ﺑﹺﻨﹶ ﹾﻔ ﹺﺴ ﹺﻪ
ﹶﻭ ﹶﻣﺎﻟﹺ ﹺـﻪ ﹶﻓ ﹶﻠ ﹾ ﹺ
ﴚ ﹴﺀ«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ـﻢ ﹶﻳ ﹾﺮﺟ ﹾﻊ ﺑﹺ ﹶ ﹾ
“没有任何工作比这些天的工作更优越了。”他们问：
“为

①

《黎明章》第 1-2 节

②

《朝觐章》第 2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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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道奋斗也比不上这些天的工作吗?”使者说：“为主道奋斗
也比不上，除非是某个人用自己的身体和财产去为主道奋斗，
一去不返。”

①

4-伊本欧麦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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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ﻋﻈﻢ ﻋﻨﺪ ﺍﷲ
»ﻣﺎ ﹺﻣﻦ ﺃ ﹼﻳﺎﻡ: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٤
ﹸ
ﹸ
ﻓﻴﻬﻦ ﻣﻦ ﺍﻟﺘﺴﺒﻴﺢ ﻭﺍﻟﺘﺤﻤﻴﺪ ﻭﺍﻟﺘﻬﻠﻴﻞ
 ﻓﺄﻛﺜﹺﺮﻭﺍ،ﻓﻴﻬﻦ ﻣﻦ ﺃ ﹼﻳﺎﻡ ﺍﻟﻌﴩ
ﺍﻟﻌﻤﻞ
ﺃﺣﺐ ﺇﱃ ﺍﷲ
ﻭﻻ
ﹼ
ﹼ
ﹼ
ﻭﺍﻟﺘﻜﺒﲑ«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ﻄﱪﺍﲏ

“在真主看来没有任何日子的工作比这十天更贵重、更
受真主喜爱的；故你们当在其中多多地赞主清净、赞颂真主、
赞美真主和赞主至大。”

②
3F

5-每当进入十二月的前十天，塞尔德·本·朱柏尔（愿
主怜悯他）——是他引述了前面伊本阿巴斯传述的圣训——
都勤奋努力地做善功，甚至差点超出了他的能力。

③
4F

6-伊本哈吉尔在《布哈里圣训集注释》中说：
“突出十二
月前十天优越的因素是因为在其中聚集了各种功修，即：礼
拜，斋戒，施舍和朝觐，这是在其它任何的时间里都没有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69 段

②

《泰柏拉尼圣训集》11/28

③

《达尔米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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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许多学者说：
“十二月的前十天是最优越白天，斋月的
。后十个夜晚是最优越的夜晚
”
这些天嘉义的工作：
1-礼拜：早早地去参加主命拜，多多地礼副功拜，因为
礼拜属于最接近真主的工作。梢巴努（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ﺛﻮﺑﺎﻥ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ﻳﻘﺎﻝ» :ﻋ ﹶﻠﻴ ﹶﻚ ﺑﹺ ﹶﻜ ﹾﺜﺮ ﹺﺓ ﺍﻟﺴﺠ ﹺ
ﻮﺩ
ﹶ ﱡ ﹸ
ﹶ ﹾ
ﱠﻚ ﻻ ﺗ ﹾﹶﺴ ﹸﺠﺪﹸ ﷲ ﹶﺳ ﹾﺠﺪﹶ ﹰﺓ ﺇﻻ ﹶﺭ ﹶﻓ ﹶﻌ ﹶﻚ ﺍﷲ ﺑﹺ ﹶـﻬﺎ ﹶﺩ ﹶﺭ ﹶﺟ ﹰﺔ ،ﹶﻭ ﹶﺣ ﱠﻂ ﹶﻋﻨ ﹶ
ﷲ ،ﹶﻓﺈﻧ ﹶ
ﹾﻚ ﺑﹺ ﹶـﻬﺎ ﹶﺧﻄﹺﻴ ﹶﺌ ﹰ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你应该多多地为真主叩头，因为你为真主所叩的每一
个头，真主都会以此升高你的一个品级，消除你的一个过
①
5F

”。错

2-斋戒：属于进入十二月前十天的善功之一。胡奈德
特·本·哈立德通过他的妻子从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的部分妻子那里传述，她说：
ﻋ ﹾﻦ ﹸﻫﻨﹶ ﹾﻴﺪﹶ ﹶﺓ ﹺ
ﺑﻦ ﹶﺧﺎﻟﹺ ﹴﺪ ﻋﻦ ﺍ ﹾﻣ ﹶﺮﺃﺗﹺ ﹺﻪ ﻋ ﹾﻦ ﹶﺑ ﹾﻌ ﹺ
ﹶﺎﻥ ﹶﺭ ﹸﺳ ﹸ
ﹼﺒﻲ  ﹶﻗﺎ ﹶﻟ ﹾﺖ» :ﻛ ﹶ
ﺾ ﹾﺃﺯ ﹺ
ﻮﻝ ﺍﷲ 
ﻭﺍﺝ ﺍﻟﻨ ﹼ
ﻳﺼﻮﻡ ﺗﹺﺴﻊ ﹺﺫﻱ ﹺ
ﻮﺭﺍ ﹶﺀ ﹶﻭ ﹶﺛ ﹶ
ﺍﳊ ﹼﺠ ﹺﺔ ﹶﻭ ﹶﻳ ﹾﻮ ﹶﻡ ﹶﻋ ﹸ
ﻼ ﹶﺛ ﹶﺔ ﺃ ﹼﻳﺎ ﹴﻡ ﹺﻣ ﹾﻦ ﻛ ﹼﹸﻞ ﹶﺷ ﹾﻬ ﹴﺮ« ﺃﺧﺮﺟﻪ ﺍﻹﻣﺎﻡ ﺃﲪ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ﹶ ﹸ ﹸ ﹾ ﹶ
ﺎﺷ ﹶ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48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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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封十二月
①

九号的斋，一月十号的斋，和每月的三天斋。” 伊玛目脑威
说：
“十二月前十天的斋是非常嘉义的善功。”
3-多多地赞颂真主、赞主清净和赞美真主，在上文伊本
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传述的圣训中提到：
ﹺ
«ﻓﻴﻬﻦ ﻣﻦ ﺍﻟﺘﺴﺒﻴﺢ ﻭﺍﻟﺘﺤﻤﻴﺪ ﻭﺍﻟﺘﻬﻠﻴﻞ ﻭﺍﻟﺘﻜﺒﲑ
»ﻓﺄﻛﺜﺮﻭﺍ ﹼ
“你们应当在其中多多地赞主清净、赞颂真主、赞美真
②

主和赞主至大。” 伊玛目布哈里（愿主怜悯他）说：
“伊本欧
7F

麦尔和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们）曾经在这十日里去市场
念大赞词，人们都跟着他俩赞颂真主至大。”他又说：“伊本
欧麦尔曾经在米纳的帐篷里高声念大赞词，清真寺里的人听
到后，跟着念大赞词，市场的人们也都跟着念大赞词，直到
整个米纳都笼罩在念大赞词的海洋里。
”
在那些天内，伊本欧麦尔在米纳念大赞词，他在每番拜
之后，在床上，在帐篷里，在讲座中，以及行走时。都高声
念大赞词属于嘉义的行为，因为欧麦尔和他的儿子，以及艾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艾布达吾德圣训集》和《奈萨伊圣训集》

②

《泰柏拉尼圣训集》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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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胡莱赖都曾经那样做过。
我们是穆斯林，我们最应该复兴当前被遗弃的这一圣行，
甚至是有些清廉的人们几乎都忘记了它，这有违伊斯兰先贤
们的行为。
4-根据圣行，对于没有参加朝觐的人，封阿拉法特（十
二月九号）日的斋是受强调的。关于封阿拉法特日的斋，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说：
ﻗﺎﻝ ﹶﺭ ﹸﺳ ﹸ
« »ﺃﺣﺘﺴﺐ ﻋﲆ ﺍﷲ ﺃﻥ ﻳﻜﻔﺮ ﺍﻟﺴﻨﺔ ﺍﻟﺘﻲ ﻗﺒﻠﻪ ﻭﺍﻟﺴﻨﺔ ﺍﻟﺘﻲ ﺑﻌﺪﻩ: ﻮﻝ ﺍﷲ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我坚信真主会消除前一年和后一年中的过错。”

①
8F

5-宰牲节日的贵重，许多穆斯林都疏忽了这个伟大的日
子，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它是一年中最贵重的日子，甚至超过
阿拉法特日的优越，伊本盖依慕（愿主怜悯他）说：
“在真主
跟前最贵重的日子是宰牲节日，它是大朝的日子。
”犹如在《艾
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ﻗﺎﻝ ﹶﺭ ﹸﺳ ﹸ
.ﺇﻥ ﹶﺃ ﹾﻋ ﹶﻈ ﹶﻢ ﹾﺍﻷ ﹼﻳﺎ ﹺﻡ ﹺﻋﻨﹾﺪﹶ ﺍﷲ ﹶﻳ ﹾﻮ ﹸﻡ ﺍﻟﻨ ﹾﹼﺤ ﹺﺮ ﹸﺛ ﹼﻢ ﹶﻳ ﹾﻮ ﹸﻡ ﺍ ﹾﻟ ﹶﻘ ﹼﺮ«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 ﹼ: ﻮﻝ ﺍﷲ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15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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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主跟前最贵重的日子是宰牲节日，然后是安稳
①

日。” 安稳日就是居住在米纳的日子，就是十二月十一号。
有人说：
“阿拉法特日比它更尊贵，因为在阿拉法特日的斋戒
可以消除两年的罪过，没有哪一天比在阿拉法特日真主恕饶
的仆人更多了，又因为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接近他的仆人，
然后向他的众天使夸奖驻阿拉法特的人。
”第一种观点是正确
的：因为《圣训》证明这不是相互矛盾的……不论是宰牲节
日还是阿拉法特日最尊贵，也不论是朝觐的、或者是居家的
穆斯林，都应该抓住这一时机，渴望获得这些善功的回赐。
用什么去迎接这种美好的季节？
穆斯林最适合全身心地、真诚地向真主忏悔和戒除罪恶
去迎接这一美好的季节，罪恶是剥夺人类获得主恩的罪魁祸
首，并且阻止仆人的心奔向自己的养主。同样，应以真主喜
爱的工作，真诚的决心，努力地把握这一美好的季节，在真
主至诚的言词中提到，清高的真主说：
ﹺ
[٦٩:ﺎﻫﺪﹸ ﻭﺍ ﻓﹺﻴﻨﹶﺎ ﹶﻟﻨ ﹾﹶﻬ ﹺﺪ ﹶﻳﻨ ﹸﱠﻬ ﹾﻢ ﹸﺳ ﹸﺒ ﹶﻠﻨﹶﺎ ﴾ ]ﺍﻟﻌﻨﻜﺒﻮﺕ
ﻳﻦ ﹶﺟ ﹶ
 ﴿ ﹶﻭﺍ ﱠﻟﺬ ﹶ:ﻗﺎﻝ ﺗﻌﺎﱃ

②

【[69]为我而奋斗的人，我必定指引他们我的道路。】 清
10F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765 段

②

《蜘蛛章》第 6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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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真主说：
ﹴ
ﹺ ﹴ
 ﴿ ﹶﻭ ﹶﺳ ﹺ:ﻗﺎﻝ ﺗﻌﺎﱃ
ﺍﺕ ﹶﻭﺍﻷﹶ ﹾﺭ ﹸﺽ ﹸﺃ ﹺﻋﺪﱠ ﹾﺕ
ﺍﻟﺴ ﹶﲈ ﹶﻭ ﹸ
ﺎﺭ ﹸﻋﻮ ﹾﺍ ﺇﹺ ﹶﱃ ﹶﻣﻐﹾﻔ ﹶﺮﺓ ﱢﻣﻦ ﱠﺭ ﱢﺑﻜ ﹾﹸﻢ ﹶﻭ ﹶﺟﻨﱠﺔ ﹶﻋ ﹾﺮ ﹸﺿ ﹶﻬﺎ ﱠ

ﹺ ﹺ
.[١٣٣:ﲔ ﴾ ]ﺁﻝ ﻋﻤﺮﺍﻥ
ﻟ ﹾﻠ ﹸﻤﺘﱠﻘ ﹶ

【你们当争先趋赴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赦宥，和那与天地
①

同宽的、已为敬畏者预备好的乐园。】 我的穆斯林兄弟啊！
1F

在你失去它，懊悔不已之前，你当利用这个机会，今世只不
过是短暂的几天，我们生活在栽种的场所里；明天我们将生
活在奖励，清算的家园——天堂或火狱里，你当成为伟大的
真主关注的人。清高的真主说：
ﺍﳋﲑ ﹺ
ﺎﺭ ﹸﻋ ﹶ ﹺ
﴿ﺇﹺ ﱠﳖﹸ ﹾﻢ ﻛﹶﺎﻧﹸﻮﺍ ﹸﻳ ﹶﺴ ﹺ:ﻗﺎﻝ ﺗﻌﺎﱃ
ﺍﺕ ﹶﻭ ﹶﻳﺪﹾ ﹸﻋﻮ ﹶﻧﻨﹶﺎ ﹶﺭ ﹶﻏﺒ ﹰﺎ ﹶﻭ ﹶﺭ ﹶﻫﺒ ﹰﺎ ﹶﻭﻛﹶﺎﻧﹸﻮﺍ ﹶﻟﻨﹶﺎ
ﻮﻥ ﰲ ﹾﹶ ﹾ ﹶ

ﹺ ﹺ
.[٩٠:ﲔ﴾ ]ﺍﻷﻧﺒﻴﺎﺀ
ﹶﺧﺎﺷﻌ ﹶ

【他们争先行善，他们希望和恐惧地向我祈求，他们对
于我是恭顺的。】

②
12F

宰牲节的规定：
我的穆斯林兄弟啊！我感谢伟大全能的真主使你成为赶
上这个伟大日子的人，增长你的寿数，以便你赶上以后的日
月，在其中为自身多提供将带你接近真主的工作，言语和行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33 节

②

《众先知章》第 87-8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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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宰牲节属于这个民族的特点之一，属于这个信仰明显的
路标之一，属于伊斯兰的标志之一，你应该关心和尊重它。
﴿ ﹶﺫﻟﹺ ﹶﻚ ﹶﻭ ﹶﻣﻦ ﹸﻳ ﹶﻌ ﱢﻈ ﹾﻢ ﹶﺷ ﹶﻌﺎﺋﹺ ﹶﺮ ﺍﷲ ﹶﻓﺈﹺ ﱠﳖﹶﺎ ﹺﻣﻦ ﹶﺗ ﹾﻘ ﹶﻮ ﺍ ﹾﻟ ﹸﻘ ﹸﻠ ﹺ
.[٣٢:ﻮﺏ ﴾ ]ﺍﳊﺞ

【[32]事情就是这样的，谁尊敬真主的标识，那确是发
自于内心的敬畏。】

①
13F

以下为你简要地谈论有关节日的礼节和规定：
1.大赞词：大赞词从阿拉法特日的晨礼拜之后开始，直
到晒干肉日最后一天的晡礼拜之后，即：伊历十二月的十三
号。清高的真主说：
 ﴿ﻭﺍ ﹾﺫﻛﹸﺮﻭ ﹾﺍ ﺍﷲﹶ ﹺﰲ ﹶﺃﻳﺎ ﹴﻡ ﻣﻌﺪﹸ ﻭﺩ ﹴ:ﻗﺎﻝ ﺗﻌﺎﱃ
[٢٠٣:ﺍﺕ ﴾ ]ﺍﻟﺒﻘﺮﺓ
ﱠ ﱠ ﹾ ﹶ
ﹶ ﹸ
②

【你们当在规定的若干日内记念真主。】 大赞词的形式
14F

如下：
"  ﺍﷲ ﺃﻛﱪ ﻭﷲ ﺍﳊﻤﺪ، ﻻ ﺇﻟﻪ ﺇﻻ ﺍﷲ ﻭﺍﷲ ﺃﻛﱪ، ﺍﷲ ﺃﻛﱪ،" ﺍﷲ ﺃﻛﱪ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的主宰，真主至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按照圣
行，男人在清真寺里，市场和家中，以及每番拜之后都要高声

①

《朝觐章》第 19 节

②

《黄牛章》第20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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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大赞词，宣扬真主的伟大，突出对真主的崇拜和感谢。

2.宰牲：节日的宰牲是在礼完节日拜之后，因为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ﻭﻣﻦ ﱂ ﻳﺬﺑﺢ ﻓﻠﻴﺬﺑﺢ، »ﻣﻦ ﺫﺑﺢ ﻗﺒﻞ ﺃﻥ ﻳﺼﲇ ﻓﻠﻴﻌﺪ ﻣﻜﺎﳖﺎ ﺃﺧﺮ: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谁在他礼拜之前宰的牲，让他另外再宰一次牲；谁还
①

没有宰牲，就让他宰牲。” 宰牲的时间是在四天的节日内—
15F

—宰牲节之日，及其之后的三天晒干肉的日子。根据正确的
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说：
« »ﻛﻞ ﺃﻳﺎﻡ ﺍﻟﺘﴩﻳﻖ ﺫﺑﺢ: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所有晒干肉的日子都属于宰牲的日子。”

②
16F

3.男人要洗大净，搽摸香水，穿最好的衣服，但不要浪
费，衣服不要拖地，不要刮胡须，这些都是不允许的。至于
女子，允许她们去参加节日拜，但不要暴露美色，也不要搽
摸香水，女穆斯林应警惕：自己是去顺从真主和礼拜的，而
不是在男人面前穿着暴露去违背真主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4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960 段

②

《正确丛书》第 246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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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吃献牲的肉：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直到礼完节日拜回来之后再吃饭，吃自己所献牲的肉。
5.如果方便应步行去礼拜的场所：按照圣行，节日拜应
在礼节日拜的场所里礼，除非是有特殊的原因，如下大雨，
可以在清真寺里礼，因为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曾经那样做过。
6.应与穆斯林大众一起礼节日拜，到场倾听演讲属于可
嘉的行为。根据部分学者考证，如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依米
耶主张：节日拜属于当然，因为清高的真主说：
.[٢: ﴿ ﹶﻓ ﹶﺼ ﱢﻞ ﻟﹺ ﹶﺮ ﱢﺑ ﹶﻚ ﹶﻭﺍﻧ ﹶﹾﺤ ﹾﺮ ﴾ ]ﺍﻟﻜﻮﺛﺮ:ﻗﺎﻝ ﺗﻌﺎﱃ
①

【[2]故你应当为你的主礼拜,并宰牲。】 除了法律允许
17F

的因素之外，任何人都不应放弃节日拜，女子可以与穆斯林
大众一起去参加节日拜，甚至是月经妇和闺阁中的姑娘，但
礼拜时月经妇应离开礼拜的场所。
7.按照圣行，去礼节日拜时走一条路，回来时走另一条
路。
8.节日庆贺，说：
“愿真主接受我们与你们的善功”没有
①

《多福章》第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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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穆斯林兄弟！你当谨防在部分人中发生的一些错误：
1.集体念大赞词：异口同声地念，或由一个人带着大家
一起反复地念大赞词。
2.节日里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如听音乐，看电影，男女
混杂等等。
3.宰牲前剪掉所宰牲畜身上的毛发或指甲，因为那是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的。
4.浪费：无利也无义的铺张浪费，因为清高的真主说：
ﹸﴪ ﹸﻓﻮ ﹾﺍ ﺇﹺ ﱠﻧﻪ ﻻﹶ ﹸﳛﹺﺐ ﺍ ﹾﹸﳌ ﹺ ﹺ
 ﴿ ﹶﻭﻻﹶ ﺗ ﹾ ﹺ: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١٤١:ﲔ ﴾ ]ﺍﻷﻧﻌﺎﻡ
ﴪﻓ ﹶ
ﹸ
ﱡ ﹾ

【你们不要浪费。真主的确不喜爱浪费的人。】

①

18F

宰牲的部分规定及其哲理：
清高的真主规定了宰牲，他说：
.[٢: ﴿ ﹶﻓ ﹶﺼ ﱢﻞ ﻟﹺ ﹶﺮ ﱢﺑ ﹶﻚ ﹶﻭﺍﻧ ﹶﹾﺤ ﹾﺮ ﴾ ]ﺍﻟﻜﻮﺛﺮ:ﻗﺎﻝ
②

【[2]故你应当为你的主礼拜,并宰牲。】 清高的真主又
19F

说：
[٣٦:ﹶﺎﻫﺎ ﹶﻟﻜﹸﻢ ﱢﻣﻦ ﹶﺷ ﹶﻌﺎﺋﹺ ﹺﺮ ﺍﷲ ﴾ ]ﺍﳊﺞ
 ﴿ ﹶﻭﺍ ﹾﻟ ﹸﺒﺪﹾ ﹶﻥ ﹶﺟ ﹶﻌ ﹾﻠﻨ ﹶ:ﻗﺎﻝ ﺗﻌﺎﱃ
①

《牲畜章》第 141 节

②

《多福章》第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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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36]我为你们以骆驼为真主的标志。】 宰牲是受强调
的圣行，有能力而放弃者是被憎恶的，因为艾奈斯（愿主喜
悦他）传述的圣训：
 ﺿﺤﻰ ﺑﹺ ﹶﻜ ﹾﺒ ﹶﺸ ﹾ ﹺ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ﻋﻦ ﺃﻧﺲ
ﲔ ﹶﺃ ﹾﻣ ﹶﻠ ﹶﺤ ﹾ ﹺ
ﲔ ﹶﺃ ﹾﻗ ﹶﺮﻧ ﹾ ﹺ
ﹶﲔ ﹶﺫ ﹶﺑ ﹶﺤ ﹸﻬ ﹶﲈ ﺑﹺ ﹶﻴ ﹺﺪ ﹺﻩ ﹶﻭ ﹶﺳ ﱠﻤﻰ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ﹶﱪ
ﹶﻭﻛ ﱠ ﹶ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亲手宰了两只俊美
②

的 、双角的绵羊，他宰羊时念了泰斯米和大赞词。”
21F

③
2F

拿什么献牲呢？只能用骆驼、牛和羊来献牲，因为清高
的真主说：
ﹺ
.[٣٤:ﻴﻤ ﹺﺔ ﹾﺍﻷﹶ ﹾﻧ ﹶﻌﺎ ﹺﻡ﴾ ]ﺍﳊﺞ
 ﴿ ﻟ ﹶﻴ ﹾﺬﻛ ﹸﹸﺮﻭﺍ ﹾﺍﺳ ﹶﻢ ﺍﷲ ﹶﻋ ﹶﲆ ﹶﻣﺎ ﹶﺭﺯﹶ ﹶﻗ ﹸﻬﻢ ﱢﻣﻦ ﹶﲠﹺ ﹶ: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以便他们记念真主之名而屠宰他所赐他们的牲畜。】

④
23F

四种状况的牲畜不能用来献牲：显而易见的独眼畜，明显的
病畜，瘸腿的牲畜，无髓的瘦畜。

⑤

24F

在献牲的条件中有：健全无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确已告知了宰牲的时间：宰牲的时间是从节日
拜结束之后开始。因为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朝觐章》第 36 节

②

译者注：这里指的是纯白无暇的、或纯白而掺杂着一点黑色的羊。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55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966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④

《朝觐章》第 34 节

⑤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530 段

15

 ﻭﻣﻦ ﺫﺑﺢ ﺑﻌﺪ ﺍﻟﺼﻼﺓ، »ﻣﻦ ﺫﺑﺢ ﻗﺒﻞ ﺍﻟﺼﻼﺓ ﻓﺈﻧﲈ ﻳﺬﺑﺢ ﻟﻨﻔﺴﻪ: ﻗﺎﻝ ﺍﻟﺮﺳﻮﻝ

.[ﻭﺍﳋﻄﺒﺘﲔ ﻓﻘﺪ ﺃﺗﻢ ﻧﺴﻜﻪ ﻭﺃﺻﺎﺏ ﺍﻟﺴﻨ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谁在礼拜之前宰的牲，那么，他只是为自身吃所宰的；
谁在礼拜和两个演讲之后宰的牲，那么，他确已完美了自己
的朝觐，遵守了圣行。”

①
25F

按照圣行，有能力者最好是亲手宰自己的献牲，他说：
“凭
着真主的尊名，真主至大，主啊！这是为某某人所宰的牲。”
他提出为自身所宰的，或为他人代宰的，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亲手宰的绵羊，他说：
ﻀﺢ
ﻭﻋﻤ ﹾﻦ ﱂ ﹸﻳ ﱢ
 ﺍﻟﻠﻬﻢ ﻫﺬﺍ ﻋﻨﱢﻲ ﱠ،ﺃﻛﱪ
 »ﺑﺴ ﹺﻢ ﺍﷲﹺ ﻭﺍﷲﹸ ﹸ: ﺫﺑﺢ ﻛﺒﺸ ﹰﺎ ﻭﻗﺎﻝ ﺇ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ﻣﻦ ﹸﺃ ﱠﻣﺘﻲ«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

“凭着真主的尊名，真主至大，主啊！这是为我自己所
②

宰的，这些是为我民族中没有宰牲的人所宰的牲。” 没有能
26F

力者，让他找人代替宰，他自己应出席。
分散献牲的肉：按照圣行，献牲者自己从中吃一份，一
份赠送给亲朋和邻居，另一份施舍给穷人。清高的真主说：
[٢٨: ﴿ ﹶﻓ ﹸﻜ ﹸﻠﻮﺍ ﹺﻣﻨ ﹶﹾﻬﺎ ﹶﻭ ﹶﺃ ﹾﻃ ﹺﻌ ﹸﻤﻮﺍ ﺍ ﹾﻟ ﹶﺒﺎﺋﹺ ﹶﺲ ﺍ ﹾﻟ ﹶﻔ ﹺﻘ ﹶﲑ ﴾ ]ﺍﳊﺞ:ﻗﺎﻝ ﺗﻌﺎﱃ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22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961 段

②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558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8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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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吃那些牲畜的肉，并且应当用来款待困苦的
①

和贫穷的人。】 清高的真主又说：
27F

ﹺ
ﹶ ﹺ
ﹺ
[٣٦:ﱰ ﴾ ]ﺍﳊﺞ
 ﴿ ﹶﻓ ﹸﻜ ﹸﻠﻮﺍ ﻣﻨ ﹶﹾﻬﺎ ﹶﻭﺃ ﹾﻃﻌ ﹸﻤﻮﺍ ﺍ ﹾﻟ ﹶﻘﺎﻧ ﹶﻊ ﹶﻭﺍ ﹾﹸﳌ ﹾﻌ ﹶ ﱠ:ﻗﺎﻝ ﺗﻌﺎﱃ

【你们可以吃它们的肉，并应当用来款待知足的贫民和
②

乞讨的贫民。】 有些先贤喜欢把献牲的肉分为三份：三分之
28F

一留给自己，三分之一赠送给富人，三分之一施舍给穷人。
不给屠宰的人留下丝毫肉，就像以此抵消工资一样。
想献牲者应提取的防范措施：如果有人想献牲，在进入
十二月之后，禁止他从献牲品身上获取丝毫毛发，或指甲，
或皮肤的东西，直到他宰牲。温姆塞莱麦（愿主喜悦她）的
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ﺇﺫﺍ ﺩﺧﻠﺖ ﺍﻟﻌﴩ ﻭﺃﺭﺍﺩ ﺃﺣﺪﻛﻢ ﺃﻥ: ﻗﺎﻝ ﻋﻦ ﺃﻡ ﺳﻠﻤ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ﻳﻀﺤﻲ ﻓﻠﻴﻤﺴﻚ ﻋﻦ ﺷﻌﺮﻩ ﻭﺃﻇﻔﺎﺭﻩ«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ﻣﺴﻠﻢ

“当十二月的前十天进入之后，你们谁想献牲，让他不要
③

提取丝毫毛发，或指甲。”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29F

«»ﻓﻼ ﻳﻤﺲ ﻣﻦ ﺷﻌﺮﻩ ﻭﻻ ﺑﴩﻩ ﺷﻴﺌ ﹰﺎ ﺣﺘﻰ ﻳﻀﺤﻲ
“不要提取丝毫毛发或皮肤，直至他宰了自己的献牲品。”
①

《朝觐章》第 28 节

②

《朝觐章》第 36 节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77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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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号期间，如果他举意献牲，那么，从他举意的时候开始，
他就不能从献牲品身上提取丝毫；至于在举意之前他所提取的，
则无罪过。
如果献牲者提取了他的毛发，或指甲，或皮肤，那么，他
应当向清高的真主忏悔，但不需要再次宰牲，也不需要交纳罚
赎，也不阻碍他的献牲。如果是因为忘记，或无知的提取，或
毛发脱落了，并不是故意的，那么，他是无罪的；如果是需要
提取的，那么，提取也没有什么。例如：怕破碎的指甲伤害它，
剪去指甲无妨；或毛发落入他的眼睛里，清除毛发也无妨；或
因为医治伤口而需要剪短等等。
结论：我的穆斯林兄弟！在你渴求行善的同时，不要忘记
了联系亲属，探望亲朋好友，抛弃相互间的仇恨，嫉妒和恼怒，
净化心灵，善待穷人，赤贫者和孤儿，帮助他们，让他们也感
到节日的愉快。
我们祈求真主援助我们履行他所喜爱的言行，求真主赐予
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家人，以及众圣门弟子幸福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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