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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月—通往天堂之路 
 

 

﴾ ﴿ رمضان طريقنا إلى الجن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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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特慈普慈的真主之名 

序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使“莱麦丹”月的斋戒成为仆民的定

制。（愿真主赐福我们的使者。真主降示了古兰经，并指导世人，

昭示明证，以便人们遵循正道，分别真伪。 

穆斯林兄弟，祝贺你！真主使你与斋月再次相逢，这是给你

的特殊恩典，以便让你在白天封斋，晚上礼拜，多多诵念古兰经

并全身心地敬事真主。 

你知道有多少人无缘于此恩典吗？ 

又有多少人曾经和我们一起封斋，而今天他们已经逝去长眠

于坟墓当中？ 

又有多少人因恶疾缠身、或体弱无能、或衰老无力、或昏庸

无智而难以斋戒？ 

亲爱的兄弟，你应当赞颂真主给你的这个恩典，利用这个月

去顺从真主、崇拜真主。不要浪费一分一秒在既不得益、又得不

到真主回赐的无聊的事务中。使者（愿主福安之）说：“谁进入

斋月但没得到真主饶恕，真主也使他远离火狱。”
1
 

 

 

                                                             
1
 穆斯林圣训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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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戒的优越 

1. 真主为斋戒者准备了赦宥和重大的报酬，真主说：“斋戒的

男女安拉已为他们预备了赦宥和重大的报酬。”2 

2. 使者（愿主福安之）说：“谁为主道斋戒一日，真主将使谁

远离火狱七十年。”3 

3. 当艾布·艾玛麦询问使者（愿主福安之）怎样的工作才能使

他进入乐园时，使者（愿主福安之）答道：“你封斋吧！其

它工作无法与斋戒相提并论。”4 

4. 使者（愿主福安之）说：“真主说：‘人们的任何善功都归他

自己，唯有斋戒归我，我将亲自报酬他，斋戒是一面盾牌（意

即保护）。你们在斋戒的日子，不可污言秽语，不可争吵。

若遭人辱骂或殴打时就说：“我是封斋者”。以掌管穆罕默德

生命的真主起誓，封斋者口中之气味在真主看来比麝香还

香。封斋者能得到两大欢乐；开斋时的欢乐和见真主时获得

回赐的欢乐。” 

5. 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复生日，斋戒与古兰经将为仆人

向真主说情。”5 

6. 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在乐园里有扇门，叫‘畅饮门’，

只有封斋者才有资格进入。”
6
 

 

                                                             
2
 同盟军章：35 
3
 布哈里、穆斯林圣训集收集。 
4
 奈萨仪圣训集收集。 
5
 艾哈默德、哈肯圣训集收集。 
6
 布哈里、穆斯林圣训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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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麦丹”月以及在此月中封斋的优越 

1. 真主在斋月中降示了古兰经，这是一部来自于真主永恒的经

典，它是确凿的证据，是显著的光明。 

2. 斋月中，恶魔都被套上枷锁，火狱诸门都被关闭，乐园诸门

均被打开。使者（愿主福安之）说：“斋月来临时，诸天之

门均被打开，火狱诸门都被关闭，恶魔都被套上枷锁。”
7
 

3. 斋月中有一个高贵夜，这一夜中的功修胜于一千个月的功

修。真主说：“那高贵的夜间，胜过一千个月。”8 

4. 封此月斋的人能得到真主的赦宥，使者（愿主福安之）说：

“因为归信并希望得到回赐而在‘莱麦丹’月封斋的人，他

过去所犯的罪恶已被饶恕。”
9
 

5. 在斋月中，虔心礼拜者也能得到真主的赦宥，使者（愿主福

安之）说：“因为归信和追求回赐在‘莱麦丹’月礼拜的人，

他过去所犯的罪恶已被饶恕。”
10
 

6. 使者（愿主福安之）也告诉我们： “斋月中的副朝得到正

朝的回赐。” 

7. 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在斋月里，真主每天晚上从火狱

释放罪人，直到斋月结束。” 

8. 使者（愿主福安之）还告诉我们：“斋戒者在开斋时的祈祷

真主不会拒绝。” 

                                                             
7
 布哈里、穆斯林圣训集收集。 
8
 高贵章：3 
9
 布哈里、穆斯林圣训集收集。 
10
 布哈里、穆斯林圣训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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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因该封斋？ 

有人问谢赫伊本·哲伯勒尼：“当我在十六岁至十八岁这段

时间，斋月里我断断续续封斋，这之后我一直谨守斋戒，请问我

这样做是否正确？ 

谢赫说：一个人到十五岁时，就已经是受责成的，因为这个

年龄就已经成年了。谁要是已成年且疏忽斋戒，那末他就放弃了

一件必定的事务，他必须要还补他曾在以往的斋月里撇弃的斋

戒，也不能以不了解斋戒所包含的哲理为由而放弃斋戒。对于在

斋月里撇弃的或是没有封完全的斋戒，在还补所缺天数的同时，

每天还要给一个贫民一日的口粮作为罚赎。如果他对所缺斋戒的

天数有所怀疑，那么他应当谨慎行事而尽量多算几日，直到他肯

定确已完成还补斋戒的义务。真主至知。（斋戒律例） 

怎样迎接斋月？ 

1. 按照必要条件立即向真主忏悔，多向真主求饶。 

2. 学习有关于斋月不可或缺的教法。 

3. 坚定决心，树立以清廉善功度过斋月的信念。 

4. 须知斋月只是有数的若干日子，（若不抓紧）很快就会过去。 

5. 致力于背诵记主词和祈祷词，尤其是有关于斋月中的祈祷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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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麦丹”月斋戒的律例和哲理 

一、律例 

斋戒就是从早晨第二次黎明显现开始直至太阳西落这段时

间内禁止吃喝与房事。 

古兰、圣训与学者公议一致认为斋戒是必定的主命，谁不承

认斋戒为主命，那么他是不信主的叛教者，应责令其忏悔，如果

悔罪并承认斋戒是主命的话既往不咎，否则便以不信道者以死罪

论处。 

“莱麦丹”月斋戒对于每一个成年且理智健全、有能力的人

是主命。 

当看见伊历九月（斋月）的新月或八月已够三十天，那么就

必须开始封“莱麦丹”月的斋。任何一个公正的人看见新月就可

以确定斋月的进入。 

伊本·盖伊目说：“从使者（愿主福安之）的指导可知，确

切地看到新月或者有人见证看见了新月，就意味着斋月已经来

临。正如使者曾以伊本·奥马尔的见证开始封斋；另一次采用了

一个牧民的见证而封斋了，这两人的见证使者（愿主福安之）都

采纳了。如果看不见新月，也没有人见证看见了新月，就当封完

回历八月的三十天。使者没有因为天阴而封斋，也没有命令这样

封，而是命令天阴看不清时封完整回历八月的三十天。11 

 

 

                                                             
11
 《زاد املعا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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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只凭推算而确定新月 

有人问谢赫伊本·巴兹：在有些穆斯林地区，人们不看新月

而通过推算历法来确定斋月的进入，这样做的判例是什么？ 

答：使者（愿主福安之）命令穆斯林们看见新月时封斋，再

见新月时开斋，若被云遮蔽（无法看见新月时），你们就算（着

补够三十天）。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你们不要封斋，直至看

到新月或算够期限；你们不要开斋，直至再看到新月或者算够期

限。”
12
关于这个问题的圣训很多，都证明了在看到新月的情况下

以新月为准，看不到时则数够上月的三十天；同时也证明了不可

以单凭计算历法来确定斋月的进入。据伊本·泰米叶所述，这与

学者们的公议是一致的，是毋庸置疑的。（斋戒律例） 

二、斋戒的哲理与益处 

1. 斋戒是敬畏之途。（斋戒是通往敬畏的途径）真主说：

“信道的人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它

曾为前人的定制一样，以便你们敬畏。”13 

2. 斋戒是摆脱一切虚妄无稽之事的途径。使者（愿主

福安之）说：“未弃绝恶言恶行的人，真主无需他

弃绝饮食。”14 

3. 斋戒能助人克制欲望，习惯于忍耐，增加自制力。

因此使者（愿主福安之）命令无能力结婚的年轻人

封斋。 

 

                                                             
12
 布哈里、穆斯林圣训集收集。 

13
 黄牛章：183 

14
 布哈里圣训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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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斋戒使整个“乌玛”（伊斯兰民族）更加团结守制、

热爱公正、舍己为人、无私奉献，体恤贫民和需要

帮助之人。 

5. 从健康的角度讲，斋戒能清理肠道，改善肠胃功能，

清除体内一些长时间堆积有可能引起身体病变的过

剩分泌物。 

6. 斋戒使人内心排除杂念，专心去做一些能让心灵感

到幸福与高兴的事，比如像记念真主、干功修、诵

念古兰经。 

7. 斋戒削弱恶魔的蛊惑，进而使心境趋于平静，不受

恶魔挑唆，使人虔心顺从真主。 

 

使者（愿主福安之）在斋月中的指导 

伊玛目伊本·盖伊目说：“使者（愿主福安之）在斋月中留

给我们的指导是多做各种功修。哲不勒利天使在斋月里和使者

（愿主福安之）共同研习古兰经，使者（愿主福安之）在任何好

事中都慷慨如和风，他是众人中最慷慨行善的，尤其是在斋月里，

不仅乐善好施、勤读古兰，而且对礼拜、记念真主、坐静等的各

项功修都重视有加。使者（愿主福安之）对斋月的重视大大超过

了对其它月份的重视。15 

对斋戒者的要求 

有人问谢赫伊本·欧赛敏：斋戒者应该注意哪些事项，要求

是什么？ 

                                                             
15
 《زاد المعا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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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斋戒者应该多做顺从真主的善功，避免所有的恶行。按

时参加每天五次的集体礼拜，放弃说谎，不要背谈和欺骗他人，

不要做含有利息性质的买卖，远离各种恶语与秽行。使者（愿主

福安之）说：“未弃绝恶言恶行的人，真主无需他弃绝饮食。”16（斋

戒律例） 

斋戒的礼节与圣行 

以下的事项中，有些是必定事项，有些事项是可嘉的。 

1. 重视吃封斋饭，只要黎明还未破晓，推迟封斋饭的

时间直到夜晚的最后一刻。使者（愿主福安之）说：

“你们吃封斋饭，因为吃斋饭中有吉庆。”17 

2. 当太阳西落时奔忙开斋，因为使者（愿主福安之）

说：“只要人们奔忙开斋，就会获得很多幸福。”18 

3. 远离恶语秽行、谎言和一切违禁事项，因为使者（愿

主福安之）说：“你们中的任何人当他封了斋时，不

可污言秽语，不可争吵。若遭人辱骂或殴打，就说：

我是封斋者。”
19
 

4. 以新鲜椰枣开斋，若没有干椰枣即可，如果没有枣

就用清水开斋。 

5. 开斋时用自己喜欢的祈祷词祈祷真主，因为斋戒者

的祈祷是被接受的。 

6. 节制饮食，视身体所需而用餐。 
                                                             
16
 布哈里圣训集收集。 

17
 布哈里圣训集收集。 

18
 布哈里圣训集收集。 

19
 布哈里圣训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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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多施舍，赈济贫民，因为使者（愿主福安之）在斋

月里在所有的好事上慷慨如和风。 

8. 诵读、研习古兰经。因为哲不勒利天使每逢斋月便

与使者（愿主福安之）共同研习古兰经。 

9. 在清真寺和穆斯林大众一起礼休息拜，并跟着伊玛

目把休息拜礼完整。 

10. 在斋月的后十天中多做功修，并在这十天的单数天

中尽寻高贵夜。 

11. 斋月的后十天中在清真寺里坐静。 

封斋者白天长时间睡觉 

有人问谢赫伊本·欧赛敏：在斋月的白天长时间睡觉是什么

判例？如果在白天醒来做完主命拜后继续接着睡，这样做的判例

又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某人在白天一直酣睡不起，那么无疑他不仅仅是对

自身的犯罪，同时他撇弃拜功更是违抗了真主,他必须向真主忏

悔，并依照真主所命令的按时起来礼拜。 

第二种：某人到礼拜时间起来，然后和大众按时礼了主命拜，

这样做并没有错。不过他失去了很多的好处，因为斋戒者应该忙

于礼拜、记念真主、念祈祷词和诵读古兰经，这样才能在封斋的

情况下做更多的善功。 

 

 



11 
 

撇弃拜功的斋戒者 

有人问谢赫伊本·巴兹：撇弃拜功的斋戒者的判例是怎样

的？ 

答：当然一个人要是故意撇弃拜功，那么此种行为是很严重

的不信道，因此他的斋戒和其他的功修都是无效的，除非他向真

主忏悔。因为真主说：“假若他们以物配主，那末，他们的善功

必定变成无效的。”20同时还有很多的古兰经文和圣训都说明了这

个问题。 

无故不封“莱麦丹”月的斋戒者的判例 

有人不否认斋戒的主命性，但就是无故不封斋，对他的判法

是什么？  

答：除教法特许的几种情况外，无故不封斋者确已犯了大

罪。．虽然根据众学者们最正确的主张不能断此举为不信道，但

他不仅要向真主忏悔，而且要将所缺斋戒补全。很多证据证明，

只要没有否认斋戒的主命性，即使无故不封斋也达不到不信的程

度。那也许是因为懒惰或是疏忽而放弃了斋戒。无故将所应还补

的斋推迟到第二年斋月者，除还补所缺天数外，还要每天供给一

个贫民一天的口粮作为罚赎。（伊本·巴兹教法律例集） 

只在斋月里封斋、礼拜者的判例 

有人向教法委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些人只在斋月里礼拜

和封斋，到斋月结束时后就不再礼拜了，这些人的判例是什么？ 

答：在伊斯兰教中，礼拜是继两个见证词后最为重要的支柱，

是个人主命。谁要是否认礼拜的主命性或因为轻视、懒惰而撇弃

                                                             
20
 牲畜章：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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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那末他已经不信道了。至于那些只在斋月里礼拜与封斋的

人，他们的行为是欺骗真主的行径。伤哉那些只在斋月里才知道

真主的人，如果不做礼拜，他们在斋月以外所封的副功斋是不被

接受的。（伊斯兰教法律例） 

念宣礼时还未停止吃斋饭的人的判例 

有人问谢赫伊本·巴兹：当听见晨礼宣礼时还在继续吃饮,

这种斋戒的教法判例是什么？ 

答：当黎明显现时，不管封的是主命斋、许愿斋或者是罚恕

斋，信士应该马上停止吃饮和其它一些坏斋戒的事项。因为真主

说：“（你们）可以吃，可以饮，至黎明时天边的黑线和白线对你

们截然划分。然后整日斋戒，至于夜间。”
21
 如果听见宣礼并确

知这是黎明破晓的宣礼，那么应马上停止吃饮；如果宣礼员在黎

明破晓前念了宣礼，可以继续吃饮，直到黎明破晓。要是不确定

宣礼员念宣礼的时间是在黎明破晓之前还是之后，对于斋戒者而

言,最好、最谨慎的方法是听见宣礼就马上停止吃饮。如果在听

见宣礼时吃饮了一点东西便停止了,这是无妨的，因为他不确定

黎明是否已经破晓。（伊斯兰教法律例） 

 

 

 

 

 

                                                             
21
 黄牛章：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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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戒者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 

斋戒者咽下口水 

有人问谢赫伊本·巴兹：斋戒者咽下口水的判例是什么？ 

答：口水不坏斋，因为它跟唾沫一样，咽下或者唾出都无妨。

要是浓痰的话，无论男女都应唾掉，不要咽下去。（斋戒律例） 

在斋月里使用刷牙棍刷牙 

有人问谢赫伊本·欧赛敏：在斋月的白天，谨慎使用刷牙棍

的教法判例是什么？ 

答：斋月的白天和其它一些封斋的日子谨慎使用刷牙棍的行

为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无论封斋与否，用刷牙棍刷牙是圣行，并

不坏斋。如果你觉得（刷牙后）唾沫中有味道的话，不要把它咽

下去。如果刷牙时牙龈出血了，也不要咽下。同样你若谨慎使用

刷牙棍，对你的斋戒也是丝毫没有影响的。（伊斯兰教法律例） 

梦遗、出血、呕吐 

有人问谢赫伊本·巴兹阁下：我封斋后在清真寺睡着了，后

来当我礼完拜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梦遗了，我的斋戒是否已经无

效？还有一次石头打破了我的头，血流出来了，我是否因出血而

开斋？呕吐是否坏斋？ 

答：梦遗对斋戒没有影响，因为这不是封斋者自主的行为。

他应该做的就是在遗精后洗大净。你的头被石头打破而流血，斋

戒依然有效。如若不是故意的呕吐，对你的斋戒也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使者（愿主福安之）说：“谁忍不住而呕吐，其斋戒不需还

补（斋戒有效）；谁要是故意呕吐，其斋戒需要还补。”22 

                                                             
22
 艾哈默德圣训集和圣训学家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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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谢赫伊本·巴兹）阁下：流出欢水（精溢）是否导

致斋戒无效？ 

答：学者们所持的最正确的主张是：流出欢水（精溢）并不

致斋戒者的斋戒无效。（伊本·巴兹教法律例集） 

香料 

有人问谢赫伊本·欧赛敏：在斋月的白天，斋戒者可否使用

散发出香气的香料？ 

答：在斋月的白天使用香料或吸入香气都无妨，但喷洒式的

香水除外，因为它带有的蒸汽可以到达胃里。 

牙膏和药水 

有人问谢赫伊本·巴兹阁下：斋戒者使用牙膏、眼药水、耳

药水和鼻药水的判例是什么？ 

答：斋戒者用牙膏刷牙与用刷牙棍是一样的，不影响斋戒，

但是尽量注意不要咽到肚子了，如果不小心无意咽下去了，斋戒

依然有效，不需要还补。至于使用眼药水和耳药水按照学者们最

正确的主张是这样的：如果药水的味道到达喉咙了，那么最谨慎

的做法是还补，但不是必须，因为眼睛和耳朵不属于吃饮的通道，

至于鼻药水就不能使用，因为液体可以通过鼻子直达肚腹里。 

无意中水进入到喉咙 

有人问谢赫伊本·欧赛敏：斋戒者漱口和呛鼻的时候，不小

心将水吸进了喉咙，这样是否坏斋？ 

答：斋戒者在漱口和呛鼻时不小心将水吸进喉咙不坏斋，因

为他没有故意这样做。真主说：“你们所误犯的事，对于你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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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过，你们所故犯的事，就不然了。”
23
（斋戒律例） 

在斋月的白天学者们认为可以做下列事项： 

使用治疗哮喘病的口用喷雾药剂。 

“库乎里”（眼圈化妆墨），对于封斋者来说，最好晚上使用

眼圈化妆墨。 

注射不含营养的针剂，无论是静脉注射还是肌肉注射。为了

化验而提取少量血液也无大碍。 

因需要而灌肠输液无妨,原因是它不类似于吃饮。 

因需要而品尝食物，用舌尖稍尝知味即可，但是一点都不能

咽下去。 

不坏斋戒的事项中还有因忘记而吃饮，但是一旦记起应马上

停止并吐出嘴里的东西。 

有自制能力的人可以亲吻妻子。如果因没有自制能力而导致

有性欲地射精则斋戒无效，无论是和妻室拥抱、亲吻或多次观看

等能激起性欲的动作而溢出了精液，如手淫等一系列行为。 

 

 

 

 

 

                                                             
23
 同盟军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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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愿主福安之）在斋戒方面的指导 

伊本·盖伊目说：“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在这方面的指导

是：他先开斋再礼拜（昏礼）；因忘记而吃饮的斋戒者不需要还

补（斋戒有效）；据正确的传述，使者封着斋时不仅用刷牙棍刷

牙，还在做小净时漱口与呛鼻，但是要求呛鼻时不能用力；没有

确切的消息表明他在封斋的时候用刮痧放血的方式治疗。 

命令儿童封斋 

有人问谢赫伊本·巴兹阁下：是否命令能辨别是非的儿童封

斋？如果儿童在封斋时出幼成年了，其当天的斋戒是否有效？ 

答：当男孩和女孩年龄到达七岁以上时，就应该命令他们封

斋，目的是让他们适应封斋，作为家长应该像命令他们礼拜那样

命令他们封斋。如果他们成年，则必须要封斋；如果在封着斋的

白天出幼成年，那么这一天已经有效。假设他在出幼的当天已经

到了十五岁，那他这天所封的斋戒已然有效；同时在这天之前如

果没有出现标志着成年的身体特征,例如生殖器周围长出体毛

（即阴毛）或者因性欲而射出精液,那么他封的这天斋早半天算

副功，后半天就是主命了。女孩在这方面的律例也是一样的，不

同的只是女孩的月经初潮就意为着已经成年。 

坏斋戒的事项 

谢赫伊本·欧赛敏说：坏斋戒的事项有七项 

1. 性交。在斋月的白天，斋戒对于斋戒者是必定的，如果

一旦发生性行为，他的斋戒就坏了。因为这种行为的严

重性，他必须出重大的罚赎，其罚赎是释放一个奴隶；

无力释奴者应该连续斋戒两月；不能连续封两个月斋的

人，应该供给六十个贫民一日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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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和妻室相互接触、接吻或者拥抱等行为而致射精。 

3. 任何经过口鼻的吃饮行为。（任何形式的吃与喝，无论通

过嘴进入肚腹的食物或是通过鼻子进入腹腔的液体。） 

4. 类似于吃饮的行为，如注射有营养的针剂。 

5. 因刮痧或者抽血而导致血液流出。 

6. 故意呕吐。 

7. 流出经血或产血。（详见斋戒与休息拜简介） 

有些学者另外加了一项坏债的事项，就是叛教，因为叛教

使所有的功修都无效了，而斋戒是众多功修之一。 

在斋月允许其开斋的人 

斋月里这些人可以开斋： 

1. 因封斋而导致病情加重的病人。 

2. 可以短礼拜功的旅行者。对于上述的病人和旅行者来说

最优越的是开斋，但是他们都应还补所缺的斋戒。如果

照常封斋了，其斋戒有效，真主说：“你们中有害病的或

旅行的人，当依所缺的日数补斋。”24 

3. 月经妇和产妇。两者可以开斋，日后依所缺的日数补斋。

如果照常封斋，其斋戒是无效的。 

 

 

                                                             
24
 黄牛章：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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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她们要是担心封斋会影响孩子，

可以开斋，但日后不仅要当依所缺的日数补斋，还要在

还补所缺天数的同时每天供给一个贫民一日的口粮作为

罚赎；如果担心自己的身体而开斋的话，只需依所缺的

日数补斋即可。 

5. 因年迈或患绝症而无力封斋者，这类人可以开斋，并依

所缺天数每天给一个贫民一日的口粮作为罚赎。 

法学家把下列几种有特殊情况的人也列为可以开斋的人： 

1. 头脑糊涂、失去分辨能力的昏聩老人。这类人既不必斋

戒，也不必供给贫民口粮，因为他已失去分辨能力而不

受责成。 

2. 遇到紧急情况而必须开斋的人。如：去拯救溺水的人、

身陷火灾的人、面临死亡的人等危险情况时，如果不开

斋无法施救的话则应开斋。 

3. 极度饥饿或口渴的人，如果不开斋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人。 

4. 受人所迫因避难而开斋，只需依所缺的日数补斋；假如

被迫者不服从施迫者的命令会遭到其伤害而开斋了，则

不需补斋和罚恕。（摘自斋戒律例与礼节） 

患绝症治愈无望者斋戒的律例 

问：一位病人患有无法治愈的肺病，他无法封斋，请问应该

怎么做？ 

答：如果这位病人患绝症而治愈无望，也无能封斋月的斋戒，

那么他就不需要封，如果有能力，他就依所缺天数每天给一个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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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日的口粮作为罚赎。每日口粮的数量大概是半“沙阿”
25
的

小麦或者椰枣，或是大米等自己家人常吃的主食。同样，无能封

斋的老翁和老妇人也是同样的律例。（教法委员会—伊斯兰教法

律例） 

工人开斋的律例 

问：我听说（清真寺的）演讲员允许工作繁重的工人（在斋

月）开斋，这样做是否正确？ 

答：对于一个受责成的人，仅仅因为他是工人而在斋月的白

天不封斋，这种做法是不允许的。但是如果白天工作异常艰苦非

要开斋不可，他只依身体所需少量进食开斋，然后继续封斋直到

日落并和其他人一起开斋，然后还补他所开斋的这天即可。（教

法委员会—伊斯兰教法律例） 

晨礼后即刻洁净的女性 

问：如果女人在晨礼后洁净了（即月经结束），她应该是止

住吃喝并封这一天的斋戒，而认为这一天斋戒有效呢？还是必须

要还补这一天的斋戒？ 

答：如果女人在黎明破晓时分或破晓前一会儿经血结束，那

么她当天的斋戒是主命斋而且有效，即使她在天亮后才洗大净也

行；假如她在天亮后经血结束了，当天她应止住吃喝，但是当天

的斋戒不能算是主命斋，她日后要还补这一天的斋戒，真主至知。

（伊本·哲伯勒尼—伊斯兰教法律例） 

 

 

                                                             
25
 古时计量单位，一“沙阿”约 8.8 千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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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月里服用停经的药物 

问：女性服用阻止月经的药物的律例是怎样的？ 

答：在这个问题上，我建议女性同胞们最好不要这样做，让

它正如真主为女性所创造和安排的那样，因为真主创造月经这一

生理现象是有其哲理的。如果月经来临，既不封斋也不礼拜；月

经结束，礼拜和斋戒照常。当斋月结束时，再还补斋月里所缺的

斋戒。（伊本·欧赛敏—伊斯兰教法律例） 

推迟还补斋月中所缺斋戒 

问：是否可以推迟到冬季的时候还补斋月中所缺的斋戒？ 

答：当条件允许，无特殊情况存在时应马上还补斋月中所缺

的斋戒，不得无故推迟。如不及时还补，恐怕疾病、旅行或者意

外会使人无法还补所缺的斋戒，但是如果推迟到冬季或者白昼短

暂的日子还补，对他来说是可以的，已经还补了所缺斋戒。（伊

本·哲伯勒尼—伊斯兰教法律例） 

间歇拜 

谢赫伊本·欧赛敏说：间歇拜是指斋月里礼拜者集体礼夜间

拜，时间为宵礼后到黎明拂晓前，使者（愿主福安之）非常重视

斋月中的礼拜，曾说：“因为归信和追求回赐在‘莱麦丹’月礼

拜的人，他过去所犯的罪恶已被饶恕。”26 

 

 

 

                                                             
26
 布哈里、穆斯林圣训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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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拜的圣行是礼十一拜，每两拜出“色俩目”结束拜功，

因为有人曾问圣妻阿依莎（愿真主喜悦她）：“斋月（夜间）真主

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是怎样礼拜的？”她说：“无论是斋月（夜

间）还是其它夜里，他礼拜总是不超过十一拜。”27 

如果超过十一拜也无妨，因为曾经有人就关于夜间拜询问使

者（愿主福安之），使者（愿主福安之）回答说：“夜间拜两拜两

拜地礼，若你们中有人担心晨礼时间临近，就只礼一拜（奇数拜），

把所礼的拜以奇数结束。”28不过按照圣行所要求的拜数（礼夜间

拜），在给跟拜的人不造成困难的同时延长礼拜时间更优越、更

完美。 

很多的伊玛目（领拜师）没有延长礼间歇拜的时间，这是他

们自身的错误，因为作为领拜师不仅仅是一个人在礼拜，而且他

还（肩负）带领别人礼拜（的重任）。 

人们应该积极地去礼间歇拜。绝不能因往返于各清真寺而错

过间歇拜，因为谁要是和伊玛目一同开始礼拜直到礼拜结束，他

已获得礼了一整夜夜间拜的功价，就算礼拜后就寝休息了也罢。 

在不产生是非、诱惑的情况下，妇女们可以去参加间歇拜，

但是条件是应礼貌谦虚地外出，不能盛装打扮或涂脂抹粉。（斋

戒、间歇拜和天课详解） 

 

 

 

                                                             
27
 布哈里、穆斯林圣训集收集。 

28
 布哈里、穆斯林圣训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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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拜和封斋饭的律例 

 间歇拜的律例 

有人问谢赫伊本·哲伯勒尼：间歇拜只是普通圣行还是

被强调的圣行？ 

答：间歇拜是被强调的圣行，使者（愿主福安之）曾这

样鼓励人们：“因为归信和追求回赐在‘莱麦丹’月礼拜的

人，他过去所犯的罪恶已被饶恕。”
29
 

 看着古兰经礼间歇拜的律例 

有人问谢赫伊本·巴兹阁下：看着古兰经礼间歇拜的律

例是什么? 

答：为了让跟拜者听完整本古兰经，可以看着古兰经礼

斋月的间歇拜，因为古兰和圣训的证据都确定了礼拜中诵读

古兰经的律法规定，这种规定不仅包括看着古兰经诵读，也

包括背诵。（伊本·巴兹教法律例集） 

 “古努特”
30
祈祷词 

有人问谢赫伊本·巴兹阁下：斋月晚间奇数拜中念“古

努特”祈祷词是什么律例，可以放弃不念吗？ 

答：奇数拜中念“古努特”是圣行，但有时不念也无妨。 

 在各清真寺间轮流跟拜 

有人问谢赫伊本·巴兹阁下，为了听优美动听的古兰诵

                                                             
29
 布哈里、穆斯林圣训集收集。 

30
 指奇数拜后的祈祷词。 



23 
 

读声，斋月里在不同的清真寺间轮流跟拜是什么律例？ 

答：对此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妥，但是我建议最好坚持在

能使人心灵安定和虔诚的清真寺里礼拜，因为到另外一座清

真寺，也许礼拜时感觉不到在最先的清真寺中所获得的那种

安定与虔诚。（伊本·巴兹教法律例集） 

 跟随伊玛目（领拜师）直到结束礼拜最为优越 

有人问谢赫伊本·巴兹阁下，有人跟着伊玛目礼了十拜

就走了,是什么律例？ 

答：按照圣行是跟着伊玛目礼完（间歇拜），就算伊玛

目礼了二十三拜也罢，因为使者（愿主福安之）说：“谁跟

着伊玛目礼拜直到结束，真主给他记录了这一晚拜功的功

价。”在另一个字面中是这样的：“给他记录了剩余夜间的回

赐。”间歇拜礼二十三拜是大贤欧麦尔和圣门弟子们的礼法，

其中没有任何缺陷或者不足，这是正统哈里发们的常道。（伊

本·巴兹教法律例集） 

 有人问谢赫伊本·巴兹阁下：吃斋饭的时间还没到，有人早

早举意并吃了斋饭，然后睡觉直到第二天天亮，他的斋戒是

否有效？ 

答：他的斋戒是有效的，因为吃斋饭并不是决定斋戒有

效与否的条件之一，它只是可嘉的行为，因为使者（愿主福

安之）说：“你们当吃封斋饭，因为吃封斋饭中有吉庆。”31（伊

本·巴兹教法律例集） 

 

                                                             
31
 布哈里、穆斯林圣训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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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谢赫伊本·欧赛敏：圣训中所提到的封斋饭中的吉庆

是什么？ 

答：这里指的吉庆是从两方面的：教法所包含的吉庆和

身体的吉庆。教法方面的吉庆指的是服从使者（愿主福安之）

的命令、以他为榜样；身体的吉庆是因为斋饭给身体提供所

需的营养，使身体有能力把持斋戒。 

 

勿失良机 

穆斯林兄弟： 

斋月中的副朝能得到巨大的回赏，使者（愿主福安之）说：

“斋月中的一次副朝相当于一次正朝。”又说：“相当于和我在一

起的一次正朝。”
32
 

亲爱的兄弟，你要明白在麦加禁寺里的一番礼拜相当于其它

清真寺中的十万拜，在麦地那圣寺里的一番礼拜相当于其它清真

寺中的一千拜，你应积极去寻获回赏，获得功价，不遗余力地去

工作，也许你会成为成功者之一。 

有人问谢赫伊本·欧赛敏：在斋月里，斋戒者是否必须要封

印古兰经（即从头至尾诵念完）？ 

答：对于斋戒者而言，在斋月里封印古兰经不是必须的，但

是人们应该在斋月里多诵念古兰经，正如圣行所规定的。使者（愿

主福安之）曾在每一个斋月中和哲布雷勒天使温习古兰经。（伊

本·欧赛敏） 

                                                             
32
 布哈里圣训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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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谢赫伊本·哲伯勒尼：夜间拜只是在斋月的夜间礼还

是在一年中所有的日子里都可以礼？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

什么时候结束？夜间拜仅仅是礼拜还是包括礼拜和诵念古兰

经？ 

答：晚上的礼拜和夜间拜都是圣行，使者（愿主福安之）和

他的众弟子都对此重视有加并坚守之，正如真主所言：“你的主

的确知道你礼拜的时间，不到全夜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或

三分之一。你的同道中，有一群人也是那样做的。”33夜间拜并不

意味着专门在斋月里礼，时间在宵礼和第二天的晨礼之间，不过

最优越的是在后半夜礼，如果在夜中礼同样得到回赐，最好还是

睡觉醒后或者在夜晚的后半夜，真主至知。（伊本·哲伯勒尼） 

斋月的后十日 

据两大正确圣训集记载，圣妻阿依莎的传述，她说：“使者

（愿主福安之）一进入斋月的后十日，便勒紧裤腰，熬夜礼拜，

并唤醒家属。”34在穆斯林圣训集的传述中是这样的，她（阿依莎）

说：“使者（愿主福安之）在这后十日中付出了在其它日子没有

付出的努力。” 

哈菲兹伊本·勒哲布说：使者（愿主福安之）曾用一些在其

它月份里没有做的工作来强调斋月的后十日，这些工作是： 

1. 夜间礼拜：这里很可能指的是整个夜晚礼拜。 

2. 使者（愿主福安之）曾在这十日中唤醒家属起来礼夜间

拜，但在其它的日子里并没有这样做。 
                                                             
33
 披衣的人章：20。 

34
 字面系布哈里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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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者（愿主福安之）曾在这十日中勒紧裤腰，正确的理

解这里指的是与妻室分开。 

4. 坐静。（摘自《认知的奥义》） 

坐静 

据两大正确圣训集记载，圣妻阿依莎的传述，使者（愿主福

安之）曾在每年斋月的后十日里坐静，直到归真。 

使者（愿主福安之）曾在这十日中坐静，为了寻找高贵夜而

搁下其它事务，一心一意专心地与真主密谈、记念真主、向真主

祈祷。他曾用草席圈了一个小屋来与人们分开，离开他们独处，

这种坐静是真正教法意义上的独处。在清真寺中坐静是为了不与

群众相脱离，因为完全脱离群众的独处是教法不允许的。坐静者

使自身投入到顺从与记念真主，暂搁所有打扰独处的事务，全身

心专心地崇拜真主，并以功修来临近真主。 

夜间专心事主的人们啊，努力吧！  真主绝不会拒绝祈祷者 

不是人人都能复活夜功          唯有那意志坚定的人儿 

（摘自《认知的奥义》） 

坐静的律例和条件 

有人问谢赫伊本·欧赛敏：斋月里的坐静是被强调的圣行

吗？有什么条件要求吗？ 

答：斋月里坐静是圣行，是使者（愿主福安之）生前所做过

的。归真后他的妻室们也在一直坚持。学者们一致公认坐静是圣

行，但是坐静应该按照教法所规定的那样去做，就是人们为了顺

从清高的真主住到清真寺里，暂搁今世上的各种繁杂事务来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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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真主，做很多顺主的功修，如：做礼拜、记念真主等的行为。

使者（愿主福安之）坐静也是为了寻找高贵夜。 

坐静者要远离一些世俗的事务，不能参与买卖，也不能从清

真寺里出去，不去站殡礼，也不去探望病人。但是要是家里人来

看他并和他谈话是无妨的，因为使者（愿主福安之）当时在坐静

时，索菲耶（圣妻之一）来看他并和他交谈了。（伊斯兰教法律

例） 

高贵夜 

清高的真主说：“我在那高贵的夜间确已降示它，你怎能知

道那高贵的夜间是什么？那高贵的夜间，胜过一千个月，众天神

和精神，奉他们的主的命令，为一切事务而在那夜间降临，那夜

间全是平安的，直到黎明显著的时候。”
35
真主说在这一夜中的功

修、礼拜、诵念古兰经、记念真主、祈祷等崇拜真主的工作的回

赐相当于平日里的一千个月的回赐，一千个月换算过来是八十三

年零四个月。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因为归信和追求回赐在

高贵夜礼拜的人，他过去所犯的罪恶已被饶恕。”36使者（愿主福

安之）还说：“你们在斋月后十日的单日中寻求高贵夜。”37即：

单数夜中。 

高贵夜应以礼夜间拜、拜功、诵念古兰经、记念真主、祈祷、

求饶恕、向安拉忏悔等功修来度过，据阿依莎传述，她说：“真

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啊！如果我知道高贵夜是什么时候，我

应该怎么祈祷？”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你这样祈祷：‘真主

啊，你是原谅错误的主，你喜欢原谅，请你原谅我吧！’”（铁

                                                             
35
 高贵章：1-5。 

36
 布哈里、穆斯林圣训集收集。 

37
 布哈里、穆斯林圣训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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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济圣训集，正确圣训） 

伊本·勒哲布说：“人们在高贵夜及斋月后十日的夜间加倍

干善功后，命令人们去向真主要求原谅，是因为这些行善的人们

在付出努力之后，他们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善功（的回赐），状

况也没有得到改善，所以他们向真主要求原谅，就如犯罪者一样。 

如果你们乐于熬夜    真主的平安在打盹间降临 

斋戒者的等级 

伊本·勒哲布说：斋戒者分为两个等级： 

一、为真主放弃吃饮和欲望，以此代价来希冀得到真主回赐的天

堂，这类斋戒者是与真主做生意者、为真主工作的人，真主从不

使行善者徒劳。 

二、 在今世中只为真主封斋，保护自己的头脑，看护自己的

肚腹，常记死亡与灾难，为后世而工作，不恋今世浮华，他们

的开斋节就是和养主相遇的日子，他们的欢乐就是看见养主。 

忏悔的人们啊！今天你们为克制欲望而封斋吧！那样你们等到的

相遇日才是你们的开斋节日，对这一日的到来不要嫌慢，时值将

至，因为斋戒的白天大半早已远去，而相遇日就在眼前。 

斋月——古兰经之月 

斋月和古兰经有着特殊的联系，正如真主所言：“斋月中，开始

降示古兰经。”38据两大正确圣训集记载，据伊本阿巴斯传述，他

说：“使者（愿主福安之）是最慷慨之人，他最慷慨的时间莫过

于斋月中哲布雷勒天使来见他的时候，哲布雷勒天使在斋月中每

                                                             
38
 黄牛章：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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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来与他相会，同他一起复习《古兰经》。真主的使者确实比温

煦的春风还要慷慨。  

这段圣训证明了在斋月里学习古兰经是可嘉受喜的，聚集在

一起学习，与最了解古兰经的人温习古兰经；同时也证明斋月里

多诵读古兰经也是可嘉的行为。（认知的奥义） 

斋月——慷慨之月 

前文的圣训已经证明使者（愿主福安之）在斋月里是非常慷

慨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斋月这段时间是很尊贵的，在此期间所做善功的回赐是加倍

的。 

帮助封斋者、礼拜者和记念真主者更好地去顺从真主，帮助

的人也能得到和这些人同样的回赐。 

善有善报，谁对真主的仆民慷慨行善，那么真主也会慷慨地

回赐他。 

同时，封斋和施舍是获得天堂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样能最大

限度地罚恕罪恶，谨防火狱且远离它，尤其是如能坚持礼夜间拜

再好不过了。 

施舍能弥补仆民在斋戒中所产生的一些缺陷与不足，因此斋

月月末规定开斋捐是为了从妄言和恶行上来洁净封斋者。 

斋月与妇女 

我们将这些忠告讲述给斋月里的穆斯林姐妹，希望她们成为

古兰经之月的成功者。 

你要按时礼拜，常守礼拜祷词和朝夕祷词。你要记着，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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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晨礼之后记念真主，直到太阳升起，然后再礼两拜副功，这

样你会得到做完整副朝和正朝的回赐，正如圣训所记载。 

你也不要轻视圣行拜，尽管它只有十二拜。晨礼之前两拜，

晌礼之前四拜，之后两拜，昏礼之后两拜，宵礼之后两拜。使者

（愿主福安之）说：“只要一个穆斯林每天为真主礼十二拜副功

拜，真主就会为他在天堂里修建一所宫殿”。39 

斋月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你一定要抓住它。有多少人曾

经和我们一起封斋，而今天他们已经逝去长眠于坟墓当中，也有

人无能封斋了，有的人病重在床了，所以你应争先行善。当斋月

来临时，你当知道，拥有健康的身体是莫大的恩典，更应感谢真

主。 

斋月是古兰经之月，你要多诵念古兰，尽力使自己每天都能

念一卷；你当坚持在做家务的时候听古兰经。 

斋月是获得饶恕的月份，正如正确的圣训告诉的那样，在斋

月里，真主每天要从火狱中释放许多人，你应祈求真主，成为被

饶恕、被怜悯的人之一。 

斋月是保护口舌、避免恶言的月份，如：谩骂、诽谤、背谈

和中伤。你要明白这些话将使斋戒者的功价折损，你要避开愚人，

你要成为使者（愿主福安之）所说的人：“若遭人辱骂或殴打，

就说：‘我是封斋者，我是封斋者’。” 

斋月是施舍的月份，你要积极施舍真主赐予你的恩典，你要

以先知（愿主福安之）为榜样，真主的使者是最慷慨之人，他最

慷慨的时间莫过于斋月中哲布雷勒天使来见他的时候，哲布雷勒

天使在斋月中每夜来与他相会，同他一起复习《古兰经》。真主

                                                             
39
 穆斯林圣训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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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者确实比温煦的春风还要慷慨。 

斋月是祈祷的月份，斋月里天堂之门敞开，地狱之门关闭，

恶魔失败了，一个声音在呼喊，行善者啊！你加油；作恶者啊！

你止步吧。我的姐妹啊，你要多做祈祷。 

斋月是礼拜的月份，你应当积极礼拜。如果你想去清真寺礼

拜，那你要从屏风处出入，不要用香水，照看好孩子，让他们不

要打扰礼拜的人。 

斋月是清洁自身、洗涤心灵、培养心灵顺服真主的最佳时机。

你要知道，斋月的养主是其他月份和时日的养主，你不要成为斋

月的顺服者，其他月份的忤逆者，更不要成为斋月的崇拜者，其

他月份的嬉戏者。 

你要积极安排好你的时间，少睡觉，少懒惰，少看连续剧和

电影。 

高贵夜胜过一千个月份，你要积极的利用好这一时机，你要

以信士之母阿伊莎为最好的榜样，并遵行她所说的，当时她问使

者关于高贵之夜的问题，使者说：“你这样祈祷：‘真主啊！你是

原谅错误的主，你喜欢原谅，请你原谅我吧！”40 

开斋捐能清洁斋戒者，并接济饥饿者和贫穷者，你要在开斋

会礼之前交纳。 

你要祈求真主接受大家的斋戒和拜功，以及其它的善功，你

要当心，不要成为饶恕之月的亏本之人，有多少斋戒者只是在忍

饥挨饿，而没有感觉斋戒的真正意义；又有多少礼拜者只能体会

疲惫，而没有得到礼拜的回赐。 

                                                             
40
 铁米济、奈萨伊圣训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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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斋月里做善功的回赐很大，反之，斋月里犯罪也是罪大恶

极的。你要谨防在斋月里作恶，其他月份里也要谨防作恶。 

如果在斋月里月事来了，你也不要忧愁，你要知道这是真主

为所有女性创造的生理现象，你向真主要求回赐，真主就会回赐

你。 

如果斋月过了，这一年中它吉庆的日子结束了，你当祈求真

主下一年让它重回到你身边。 

斋月结束语 

兄弟们： 

前辈的清廉者们努力完善工作，并力求精益求精，还很注重

工作是否被接纳，非常担心工作不被接受，这些人正如古兰经所

言：“那些人是有所施舍、但因为将归于真主而心怀畏惧的人。”
41 

大贤阿里（求主喜悦之）说：“你们应当把工作被接纳与否

看得比工作本身重要。”  

部分先贤还说：“他们在六个月里求真主使他们有幸赶上斋

月，在剩下的六个月，他们祈求真主接纳他们的工作。” 

哈桑说：“真主使斋月成为赛马场一样，让他的仆人在赛场

上以顺从去角逐真主的喜悦，领先的人就成功了，而落后的人就

失败了。行善之人的成功之日便是嬉戏狂喜之人沮丧伤心之时。” 

大贤阿里（求主喜悦之）在斋月行将结束之夜呼喊：但愿我

知道这个斋月中工作被接受的人，我好去祝贺他，但愿我知道斋

                                                             
41
 信士章：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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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无缘于真主恩典的人，我好去安慰他。 

从火狱里被释放的人啊，在你变成自由人之后你要谨防重回

罪恶。你的养主使你远离火狱，你还要再次接近吗？你已被拯救，

你想让自己置身其中吗？ 

真主的仆人啊，斋月快要走了，剩下的确已不多了，你们中

行善的人让他继续行善，你们中疏忽的人就让他以善为终，工作

要善始善终，利用为数不多的几天，用清廉的善功送别斋月，这

些善功会为你在拥有伟大国权、全知的养主御前作证的，与斋月

离别之际你应用最好的祝福来送别它。 

开斋捐 

谢赫伊本·欧赛敏说：“开斋捐是主命，使者（愿主福安之）

在开斋的时候将它定为主命。”阿布杜拉·本·欧迈尔说：“使者

在斋月后开斋时，规定交纳开斋捐为主命，无论他是奴隶、自由

人、男人、女人、大人还是小孩”。42（两大圣训实录） 

要交纳的开斋捐是人们所常食的一升食物，而钱财、什物、

衣物、畜粮等都不会有回赐，因为这些违背了使者（愿主福安之）

的规定。使者（愿主福安之）说：“谁如果做了不属于我们教门

的事情，都不会被接受”。一升食物就是两公斤四十克优质小麦。 

开斋捐必须在开斋节会礼前交纳，最好是在节日当天交纳。

在节日前一天或两天也可以交纳，但在节日后不可以。伊本·安

巴斯（求主喜悦之）的传述的圣训说明了这点，使者（愿主福安

之）说：“规定开斋捐是为了罚赎斋戒者妄言秽语的罪恶，也可

以此接济贫穷者。如果谁在会礼前交纳了，那将是被接受的；如

                                                             
42
布哈里、穆斯林圣训集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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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谁在会礼后交纳，那将属于一般的施舍。”
43
如果在会礼之后才

知道是开斋节，或者他出门旅行而无人接受开斋捐，那么他在条

件允许的时候交纳开斋捐是可以的。 

节日归谁？ 

穆斯林兄弟们： 

节日是欢欣喜悦的时节，信士们的喜悦只为了真主，因为他

们完美地顺从了真主，并获得了工作的报酬，得到了真主的恩惠

和饶恕。真主说：“你说，这是由于真主的恩惠和慈恩，叫他们

因此而高兴吧！这比他们所聚集的还要好”。44 

部分先贤说：任何人，如他为真主之外的人而高兴，其原因

只是因为他忽视了真主的喜悦。 

节日并不属于换了新衣服的人，而是属于增加顺服心的人。 

节日也不是属于用盛装与华盖装饰的人，而是属于那些被饶

恕的人。 

主啊，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恶，接纳我们的斋戒和拜功，以善

功来成全我们吧！求主赐福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门弟子和

家属。 

                                                             
43
 艾布·达伍德、伊本·玛哲圣训集收集。 

44
 优努斯章：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