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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节
-礼节：使用于受赞扬的言语、行为和高尚的品德。
-伊斯兰是一种完美的体制，适合于人类生活的各种
状况，命令对人类有益的，禁止对其有害的。法律为人类规
定了与自身和他人的礼节——吃、喝、睡眠、醒来、居家和
旅行等所有的状况。清高的真主说：
} | { z y x w v u t s r q p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
.[٧/~ﮯ¡( ]ﺍﻟﺤﺸﺮ
【使者命令你们的，当遵守之；使者禁止你们的，当戒
绝之。你们应当敬畏真主，真主确是刑罚严厉的。】 ①
P0F

P

其中在《古兰经》和正确的《圣训》中提到的有以下礼
节：

①

《放逐章》第 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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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色兰”的礼节
-“色兰”的礼节：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本·阿税（愿主喜悦他
俩）的传述，一个人请教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
：“在伊斯兰看来哪种工作最优越？”先知说：
 -١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ﺭﺟﻼً ﺳﺄﻝ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ﺃﻱﱡ ﺍﻹﺳﻼﻡ ﺧﻴﺮ؟ ﻓﻘﺎﻝ» :ﺗُﻄْﻌِﻢُ ﺍﻟﻄﱠﻌَﺎﻡَ ،ﻭَﺗَﻘْﺮَﺃُ ﺍﻟﺴﱠﻼﻡَ ﻋَﻠَﻰ ﻣَﻦْ ﻋَﺮَﻓْﺖَ ﻭَﻣَﻦْ ﻟَـﻢْ
ﺗَﻌْﺮِﻑْ«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你给人提供食物、给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以色兰祝
① ”。福
P1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ﻭ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ﻭَﺍﻟﱠﺬِﻱ ﻧَﻔْﺴِﻲ ﺑِﻴَﺪِﻩِ ﻻ ﺗَﺪْﺧُﻠُﻮﻥَ ﺍﻟﺠَﻨﱠﺔَ ﺣَﺘﱠﻰ ﺗُﺆْﻣِﻨُﻮﺍ ،ﻭَﻻ ﺗُﺆْﻣِﻨُﻮﺍ ﺣَﺘﱠﻰ ﺗَـﺤَﺎﺑﱡﻮﺍ،
ﺃَﻭَﻟَﺎ ﺃَﺩُﻟﱡﻜُﻢْ ﻋَﻠَﻰ ﺷَﻲْءٍ ﺇﺫَﺍ ﻓَﻌَﻠْﺘُـﻤُﻮﻩُ ﺗَـﺤَﺎﺑَﺒْﺘُـﻢْ؟ ﺃَﻓْﺸُﻮﺍ ﺍﻟﺴﱠﻼﻡَ ﺑَﻴْﻨَﻜُﻢْ«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指掌管我生命的主发誓，你们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天
堂，除非你们成为信士；你们任何人都不能成为信士，除非
你们相互喜爱；真的，我指引你们一件事情，如果你们做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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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能使你们互相喜爱好吗？你们之间当互相以色兰祝
福。”
-阿布杜拉·本·阿布杜色俩姆（愿主喜悦他）的传
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ﺳﻼﻡ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٣
َ ﺗَﺪْﺧُﻠُﻮﻥ،ٌﺱ ﻧِﻴَﺎﻡ
ُ  ﻭَﺻَﻠﱡﻮﺍ ﻭَﺍﻟﻨﱠﺎ،َ ﻭَﺃَﻃْﻌِﻤُﻮﺍ ﺍﻟﻄﱠﻌَﺎﻡ،َ ﺃَﻓْﺸُﻮﺍ ﺍﻟﺴﱠﻼﻡ:ُ »ﺃَﻳﱡﻬَﺎ ﺍﻟﻨﱠﺎﺱ:-ﻭﺳﻠﻢ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ﺍﻟﺠَﻨﱠﺔَ ﺑِﺴَﻼﻡ
“人们啊！你们当互相以色兰祝福，当供给他人吃饭，
人们睡觉时，你们当礼拜，你们就可以平安地进入天堂。
”①
P2F

-说“色兰”的方式：
-清高的真主说：
ß Þ Ý Ü Û Ú Ù Ø × Ö Õ Ô Ó Ò Ñ)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 [٨٦/( ]ﺍﻟﻨﺴﺎءáà

【有人以祝词祝贺你们的时候，你们当以更好的祝词
祝贺他，或以同样的祝词回答他。真主确是监察万物的。
】②
P3F

-阿姆拉奴·本·侯率尼（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

①

正确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485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伊本马哲圣
训集》第 1334 段
②
《妇女章》第 8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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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ﻭﻋﻦ ﻋﻤﺮﺍﻥ ﺑﻦ ﺣﺼﻴﻦ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ﺟﺎء ﺭﺟﻞ ﺇﻟﻰ ﺍﻟﻨﺒﻲ @Û‹ïM
 M·‹çÎ@ÈÓ‹«@!aﻓﻘﺎﻝ :ﺍﻟﺴﱠﻼﻡُ ﻋَﻠَﻴْﻜُﻢْ ،ﻓَﺮَﺩﱠ ﻋَﻠَﻴْـﻪِ ﺍﻟﺴﱠﻼﻡَ ،ﺛُﻢﱠ ﺟَﻠَﺲَ ،ﻓَﻘَﺎﻝَ ﺍﻟﻨﱠﺒِﻲﱡ @Û‹ïM
» :M·‹çÎ@ÈÓ‹«@!aﻋَﺸْﺮٌ« ﺛُﻢﱠ ﺟَﺎءَ ﺁﺧَﺮُ ،ﻓَﻘَﺎﻝَ :ﺍﻟﺴﱠﻼﻡُ ﻋَﻠَﻴْﻜُﻢْ ﻭَﺭَﺣْـﻤَﺔُ ﺍﷲ ،ﻓَﺮَﺩﱠ ﻋَﻠَﻴﻪِ،
ﻓَﺠَﻠَﺲَ ،ﻓَﻘَﺎﻝَ» :ﻋِﺸْﺮُﻭﻥَ« ،ﺛُﻢﱠ ﺟَﺎءَ ﺁﺧَﺮُ ﻓَﻘَﺎﻝَ :ﺍﻟﺴﱠﻼﻡُ ﻋَﻠَﻴﻜُﻢْ ﻭَﺭَﺣْـﻤَﺔُ ﺍﷲ ﻭَﺑَﺮَﻛَﺎﺗُـﻪُ،
ﻓَﺮَﺩﱠ ﻋَﻠَﻴﻪِ ،ﻓَﺠَﻠَﺲَ ،ﻓَﻘَﺎﻝَ» :ﺛَﻼﺛُﻮﻥَ«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一个人来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愿
真主赐您平安。”先知回答了他的色兰，那个人坐下后。先
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十倍的回赐。”然后又
来了一个人说：“愿真主赐您平安和怜悯。”先知回答了他，
然后那个人也坐下后，他说：“二十倍的回赐。”过了一会儿
又来了一个人说：“愿真主赐您平安、怜悯和幸福。”先知也
回答了他。然后那个人也坐了下来，他说：“三十倍的回
① ”。赐
P4F

-先说“色兰”者的优越：
-艾布安优布·艾勒安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ﺃﺑﻲ ﺃﻳﻮﺏ ﺍﻷﻧﺼﺎ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ﻻ ﻳَـﺤِﻞﱡ ﻟِـﻤُﺴْﻠِـﻢٍ ﺃَﻥْ ﻳَـﻬْﺠُﺮَ ﺃَﺧَﺎﻩُ ﻓَﻮﻕَ ﺛَﻼﺙِ ﻟَﻴَﺎﻝٍ ،ﻳَﻠْﺘَﻘِﻴَﺎﻥِ ﻓَﻴُـﻌْﺮِﺽُ ﻫَﺬَﺍ،
ﻭَﻳُـﻌْﺮِﺽُ ﻫَﺬَﺍ ،ﻭَﺧَﻴْﺮُﻫُـﻤَﺎ ﺍﻟﱠﺬِﻱ ﻳَﺒْﺪَﺃُ ﺑِﺎﻟﺴﱠﻼﻡِ«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195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68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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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不能与自己的兄弟断交超过三天，当他俩彼此
相见，一个面向东，一个面向西，他俩中最优秀者就是先致
以色兰问候者。
”①
-艾布伍玛麦（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ﻋﻦ ﺃﺑﻲ ﺃﻣﺎﻣ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ﺇﻥﱠ ﺃَﻭْﻟَﻰ ﺍﻟﻨﱠﺎﺱِ ﺑِﺎﷲ ﻣَﻦْ ﺑَﺪَﺃَﻫُـﻢْ ﺑِﺎﻟﺴﱠﻼﻡ
“最接近真主的人是先向他人说色兰者。” ②
P6F

-谁应先说“色兰”
：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ﻗﺎﻝ-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١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ﺍﻟﻘَﻠِﻴﻞُ ﻋَﻠَﻰ ﺍﻟﻜَﺜﻴﺮ،ِ ﻭَﺍﻟﻤَﺎﺭﱡ ﻋَﻠَﻰ ﺍﻟﻘَﺎﻋِﺪ،ِ»ﻳُﺴَﻠﱢﻢُ ﺍﻟﺼﱠﻐِﻴﺮُ ﻋَﻠَﻰ ﺍﻟﻜَﺒِﻴﺮ
“年幼者应向年长者说色兰，步行的人应向坐着的人说
色兰，少数的人应向多数的人说色兰。
”③
P7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7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560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197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
日圣训集》第 2694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32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60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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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ﻭ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 :ﻳُﺴَﻠﱢﻢُ ﺍﻟﺮﱠﺍﻛِﺐُ ﻋَﻠَﻰ ﺍﻟﻤَﺎﺷِﻲ ،ﻭَﺍﻟﻤَﺎﺷِﻲ ﻋَﻠَﻰ ﺍﻟﻘَﺎﻋِﺪِ ،ﻭَﺍﻟﻘَﻠِﻴﻞُ ﻋَﻠَﻰ ﺍﻟﻜَﺜﻴﺮ«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乘骑者应向步行者说色兰，步行的人应向坐着的人说
。色兰，少数的人应向多数的人说色兰
①”
P8F

-可以向妇女和儿童说“色兰”：
-艾斯玛依·宾图·叶吉德（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她说：
 -١ﻋﻦ ﺃﺳﻤﺎء ﺑﻨﺖ ﻳﺰﻳ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ﻣَﺮﱠ ﻋَﻠَﻴﻨَﺎ ﺍﻟﻨﱠﺒِﻲﱡ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ﻓِﻲ ﻧِﺴْﻮَﺓٍ ﻓَﺴَﻠﱠﻢَ ﻋَﻠَﻴْﻨَﺎ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经过我们时，他向
。我们说了色兰
②”
P9F

-据传艾奈斯·本·马里克（愿主喜悦他），当他途径
儿童们时，他向他们说色兰，并说：
 -٢ﻭ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ﱠﻪُ ﻣَﺮﱠ ﻋَﻠَﻰ ﺻِﺒْﻴَﺎﻥٍ ﻓَﺴَﻠﱠﻢَ ﻋَﻠَﻴْـﻬِـﻢْ ﻭَﻗَﺎﻝَ:
ﻛَﺎﻥَ ﺍﻟﻨﱠﺒِﻲﱡ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ﻳَﻔْﻌَﻠُـ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就是这样做
① ”。的
P10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3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60 段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204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701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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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非议时，妇女可以向男人说“色兰”
：
温姆哈尼·宾图·艾布塔里布（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她说：
ﺻﻠﻰ-  ﺫَﻫَﺒْﺖُ ﺇﻟَﻰ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ﻡ ﻫﺎﻧﺊ ﺑﻨﺖ ﺃﺑﻲ ﻃﺎﻟﺐ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 ﻓَﺴَﻠﱠ ْﻤﺖُ ﻋَﻠَﻴﻪِ ﻓَﻘَﺎﻝ،ُ ﻋَﺎﻡَ ﺍﻟﻔَﺘْـﺢِ ﻓَﻮَﺟَﺪْﺗُـﻪُ ﻳَـﻐْﺘَﺴِﻞُ ﻭَﻓَﺎﻃِﻤَﺔُ ﺍﺑْﻨَﺘُـﻪُ ﺗَﺴْﺘُﺮُﻩ-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ﻣَﺮْﺣَﺒﺎً ﺑِﺄُﻡﱢ ﻫَﺎﻧِﺊ:َ»ﻣَﻦْ ﻫَﺬِﻩِ؟« ﻓَﻘُﻠْﺖُ ﺃَﻧَﺎ ﺃُﻡﱡ ﻫَﺎﻧِﺊٍ ﺑِﻨْﺖُ ﺃَﺑِﻲ ﻃَﺎﻟِﺐٍ ﻓَﻘَﺎﻝ
在光复麦加那年，我去看望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发现他正在洗大净，他女儿法图麦用布为他遮
挡着；我向他说了色兰，他问：“这是谁？”我说：“我是温
姆哈尼·宾图·艾布塔里布。”他说：“欢迎你，温姆哈
尼。” ②
P1F

-进家时说“色兰”
：
-清高的真主说：
¹ ¸ ¶ µ ´ ³ ² ± ° ¯ ® ):ﻗﺎﻝﺍﷲﺗﻌﺎﻟﻰ-١

.[٦١/ »( ]ﺍﻟﻨﻮﺭº

【[61]……你们进家的时候，你们当对自己祝安——真
主所制定的、吉祥而优美的祝词。
】③
P12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4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168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15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36 段
③
《光明章》第 61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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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٢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Ê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

] (ÔÓÒÑÐÏÎ ÍÌËﺍﻟﻨﻮﺭ.[٢٧ /

【[27]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进入他人的家中，直到
你们请求许可，并向主人祝安。这对于你们是更高尚的，
P

① 】。（真主这样指引你们），以便你们能记取教诲
P13F

-不能向有经典的人说“色兰”：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ﻻ ﺗَﺒْﺪَﺅُﻭﺍ ﺍﻟﻴَـﻬُﻮﺩَ ﻭَﻻ ﺍﻟﻨﱠﺼَﺎﺭَﻯ ﺑِﺎﻟﺴﱠﻼﻡِ ،ﻓَﺈﺫَﺍ ﻟَﻘِﻴﺘُـﻢْ ﺃَﺣَﺪَﻫُـﻢْ ﻓِﻲ ﻃَﺮِﻳﻖٍ ﻓَﺎﺿْﻄَﺮﱡﻭﻩُ ﺇﻟَﻰ
ﺃَﺿْﻴَـﻘِﻪِ«.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你们不要首先向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说色兰；如果你
② ”。们在路上遇见他们，就把他挤到路边去
P14F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ﻭ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ﺇﺫَﺍ ﺳَﻠﱠﻢ
ﻋَﻠَﻴْﻜُﻢْ ﺃَﻫْﻞُ ﺍﻟﻜِﺘَﺎﺏِ ﻓَﻘُﻮﻟُﻮﺍ ﻭَﻋَﻠَﻴﻜُﻢْ«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光明章》第٢7 节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6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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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经典的人对你们说色兰时，你们只回答：你们
也一样。” ①

-经过有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场所时，向在场的穆斯
林说“色兰”
：
欧沙麦·本·宰德（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去看望赛阿德·本·欧巴德，在其
中提到：
 ﻋﺎﺩ ﺳﻌﺪ-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ﻋﻦ ﺃﺳﺎﻣﺔ ﺑﻦ ﺯﻳ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ﺣﺘﻰ ﻣﺮ ﺑﻤﺠﻠﺲ ﻓﻴﻪ ﺃﺧﻼﻁ ﻣﻦ ﺍﻟﻤﺴﻠﻤﻴﻦ ﻭﺍﻟﻤﺸﺮﻛﻴﻦ ﻋﺒﺪﺓ:-ﻭﻓﻴﻪ- ..ﺑﻦ ﻋﺒﺎﺩﺓ
، ﻓﻨﺰﻝ، ﺛﻢ ﻭﻗﻒ-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ﻓﺴﻠﻢ ﻋﻠﻴﻬﻢ ﺍﻟﻨﺒﻲ.. ، ﻭﺍﻟﻴﻬﻮﺩ،ﺍﻷﻭﺛﺎﻥ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ﻗﺮﺃ ﻋﻠﻴﻬﻢ ﺍﻟﻘﺮﺁﻥ،ﻓﺪﻋﺎﻫﻢ ﺇﻟﻰ ﺍﷲ
“当他经过一个有穆斯林、以及有崇拜偶像的多神教
徒、犹太教徒的场合时；先知向大家说了色兰，然后他停
住，并从坐骑上下来，他号召他们皈依真主，并对他们诵读
了《古兰经》。” ②
P16F

-进出时都应说“色兰”：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5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163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6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798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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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ﺇﺫَﺍ ﺍﻧْﺘَـﻬَﻰ ﺃَﺣَﺪُﻛُﻢْ ﺇﻟَﻰ ﺍﻟﻤَـﺠْﻠِﺲِ ﻓَﻠْﻴُﺴَﻠﱢﻢْ ،ﻓَﺈﺫَﺍ ﺃَﺭَﺍﺩَ ﺃَﻥْ ﻳَـﻘُﻮﻡَ ﻓَﻠْﻴُﺴَﻠﱢﻢْ ،ﻓَﻠَﻴْﺴَﺖِ ﺍﻷُﻭﻟَﻰ
ﺑِﺄَﺣَﻖﱠ ﻣِﻦَ ﺍﻵﺧِﺮَﺓِ«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你们某人来到一个聚会的场所时，他应向在场者说色
兰；如果他想离开时，他也应向在场者说色兰，第一次色兰
、并非比第二次更适宜（因为它俩都属于穆斯林之间的义务
）属于圣行
① ”。
P17F

-见面时不要鞠躬敬意：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ـ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ﺟُﻞٌ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ﺍﻟﺮﱠﺟﻞُ ﻣﻨﱠﺎ ﻳَﻠﻘﻰ
ﺃﺧﺎﻩُ ﺃﻭ ﺻَﺪﻳﻘﻪُ ﺃﻳﻨﺤﻨِﻲ ﻟَـﻪُ؟ ﻗﺎﻝَ» :ﻻ« ﻗﺎﻝَ :ﺃﻓﻴﻠﺘﺰِﻣُﻪُ ﻭَﻳُـﻘَﺒﱢﻠُـﻪُ؟ ﻗﺎﻝَ» :ﻻ« ﻗﺎﻝَ :ﻓﻴﺄﺧُﺬُ
ﺑﻴﺪﻩِ ﻭﻳُﺼﺎﻓِﺤﻪ؟ ﻗﺎﻝَ» :ﻧﻌﻢْ«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有一个男子问：“主的使者啊！如果我们中某人遇见他
的兄弟或朋友时，可以对其鞠躬敬意吗？”他说：“不可
以。”又问：“可以与其拥抱亲吻吗？”他说：“不可以。”然
② ”。后那人又问：“可以与其握手吗？”他说：“可以
P18F

-握手的优越：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208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706 段，《正确丛
书》第 183 段
②
优良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728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伊本马哲圣
训集》第 370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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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拉武（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ﺍﻟﺒﺮﺍء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ﻣَﺎ ﻣِﻦْ
ﻣُﺴْﻠِـﻤَﻴﻦِ ﻳَﻠْﺘَﻘِﻴَﺎﻥِ ﻓَﻴَﺘَﺼَﺎﻓَﺤَﺎﻥِ ﺇﻟﱠﺎ ﻏُﻔِﺮَ ﻟَـﻬُـﻤَﺎ ﻗَﺒْﻞَ ﺃَﻥْ ﻳَﻔْﺘَﺮِﻗَﺎ«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两位穆斯林见面握手，在他俩分别之前过错确已获得
① ”。了饶恕
P19F

？-何时握手与拥抱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ﺎﻥَ ﺃَﺻْﺤَﺎﺏُ ﺍﻟﻨﱠﺒِﻲﱢ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ﺇﺫَﺍ
ﺗَﻼﻗَﻮْﺍ ﺗَﺼَﺎﻓَﺤُﻮﺍ ،ﻭَﺇﺫَﺍ ﻗَﺪِﻣُﻮﺍ ﻣِﻦْ ﺳَﻔَﺮٍ ﺗَﻌَﺎﻧَﻘُﻮﺍ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ﻄﺒﺮﺍﻧﻲ ﻓﻲ ﺍﻷﻭﺳﻂ.
“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弟子们相遇
时，他们相互握手；如果他们从旅行中归来相遇时，他们相
P

② ”。互拥抱
P20F

-向不在场者回答“色兰”的方式：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对她说：

①

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212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727 段
良好的圣训，《泰白拉尼圣训集》第 97 段，《正确丛书》第 2647 段

②

15

礼节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ﻟﻬﺎ» :ﻳَﺎ
ﻋَﺎﺋِﺸَﺔُ ،ﻫَﺬَﺍ ﺟِﺒْﺮِﻳﻞُ ﻳَـﻘْﺮَﺃُ ﻋَﻠَﻴﻚِ ﺍﻟﺴﱠﻼﻡَ« ﻓَﻘَﺎﻟَﺖْ :ﻭَﻋَﻠَﻴْـﻪِ ﺍﻟﺴﱠﻼﻡُ ﻭَﺭَﺣْـﻤَ ُﺔ ﺍﷲ ﻭَﺑَﺮَﻛَﺎﺗُـﻪُ،
ﺗَﺮَﻯ ﻣَﺎ ﻻ ﺃَﺭَﻯ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阿依莎啊！这是吉布拉依赖天使，他以色兰向你祝
福。”我说：“也愿主赐他平安、慈悯和吉庆；我看不见您所
① ”。看见的
P21F

-站起来迎接来访者及对其的尊重：
-艾布赛尔德的传述，古来若部落与赛阿德·本·穆
阿兹辩诉，他们请求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仲
。裁
 -١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ﺃﻥ ﺃﻫﻞ ﻗﺮﻳﻈﺔ ﻧﺰﻟﻮﺍ ﻋﻠﻰ ﺣﻜﻢ ﺳﻌﺪ ﺑﻦ ﻣﻌﺎﺫ ﻓﺄﺭﺳﻞ ﺍﻟﻨﺒﻲ -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ﺇﻟﻴﻪ ﻓﺠﺎء ﻓﻘﺎﻝ» :ﻗُﻮْﻣُﻮْﺍ ﺇﻟَﻰ ﺳَﻴﱢﺪِﻛُﻢْ ﺃَﻭْ ﻗَﺎﻝَ ﺧَﻴﺮِﻛُﻢْ«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派人去请赛阿德，当
他来到时，先知说：“你们当为你们中的先生、（或者是）为
。你们中的优秀者而起立
②”
P2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٢ﻭ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ﻣَﺎ ﺭَﺃَﻳْﺖُ ﺃَﺣَﺪﺍً ﻛَﺎﻥَ ﺃَﺷْﺒَـﻪَ ﺳَﻤْﺘﺎً ﻭَﻫَﺪْﻳﺎً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1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447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62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76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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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ﻛَﺎﻧَﺖْ ﺇﺫَﺍ ﺩَﺧَﻠَﺖ، ﻣِﻦْ ﻓَﺎﻃِﻤَﺔ ﻛَﺮﱠﻡَ ﺍﷲ ﻭَﺟْﻬَﻬَﺎM·‹çÎ@ÈÓ‹«@!a@Û‹ïM  ﺑِﺮَﺳُﻮﻝِ ﺍﷲﻭَﺩَﻻ
 ﻭَﻛَﺎﻥَ ﺇﺫَﺍ ﺩَﺧَﻞَ ﻋَﻠَﻴﻬَﺎ،ِ ﻭَﺃَﺟْﻠَﺴَﻬَﺎ ﻓِﻲ ﻣَـﺠْﻠِﺴِﻪ، ﻭَﻗَﺒﱠﻠَـﻬَﺎ، ﻓَﺄَﺧَﺬَ ﺑِﻴَﺪِﻫَﺎ،ﻋَﻠَﻴﻪِ ﻗَﺎﻡَ ﺇﻟَﻴْـﻬَﺎ
.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ﺃَﺟْﻠَﺴَﺘْـﻪُ ﻓِﻲ ﻣَـﺠْﻠِﺴِﻬَﺎ،ُ ﻓَﻘَﺒﱠﻠَﺘْـﻪ،ِ ﻓَﺄَﺧَﺬَﺕْ ﺑِﻴَﺪِﻩ،ِﻗَﺎﻣَﺖْ ﺇﻟَﻴﻪ
“我没有见过任何人在仪态庄严和言行举止方面比法图
麦（愿真主赐予她荣誉）更像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了；每当她来看望使者时，他都会迎上前去，握住
她的手亲吻她，并让她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每当使者去她那
里时，她也会迎上前去，握住使者的手亲吻他，并让使者坐
在她的位子上。
”①
P23F

-喜爱让别人为自己站立者所受的惩罚：
穆阿维耶（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ﻋﻦ ﻣﻌﺎﻭﻳ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ﻣَﻦْ ﺳَﺮﱠﻩُ ﺃَﻥْ ﻳَﺘَـﻤَﺜﱠﻞَ ﻟَـﻪُ ﺍﻟﺮﱢﺟَﺎﻝُ ﻗِﻴَﺎﻣﺎً ﻓَﻠْﻴَﺘَـﺒَﻮﱠﺃْ ﻣَﻘْﻌَﺪَﻩُ ﻣِﻦَ ﺍﻟﻨﱠﺎﺭ:ﻳﻘﻮﻝ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喜
爱让别人为自己而站立，那么，让他准备坐火椅子吧！” ②
P24F

-如果没有人听见“色兰”时，应重复三次：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217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
日圣训集》第 3872 段
②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229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755 段，原文出自
《提勒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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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M·‹çÎ@ÈÓ‹«@!a@Û‹ïMﺃَﻧﱠﻪُ ﻛَﺎﻥَ ﺇﺫَﺍ ﺗَـﻜَﻠﱠﻢَ
ﺑِﻜَﻠِـﻤَﺔٍ ﺃَﻋَﺎﺩَﻫَﺎ ﺛَﻼﺛﺎً ﺣَﺘﱠﻰ ﺗُﻔْﻬَـﻢَ ،ﻭَﺇﺫَﺍ ﺃَﺗَﻰ ﻋَﻠَﻰ ﻗَﻮﻡٍ ﻓَﺴَﻠﱠﻢَ ﻋَﻠَﻴﻬِـﻢْ ،ﺳَﻠﱠﻢَ ﻋَﻠَﻴْـﻬِـﻢْ ﺛَﻼﺛﺎً.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每说一句话，总是重
复三次，直到人们理解为止。当他到于一伙人时，他总是先
① 。向人们致色兰问候三次
P25F

”-解手时不要回答“色兰
：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١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ﱠ ﺭَﺟُﻼً ﻣَﺮﱠ ﻭَ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ﻳَﺒُﻮﻝُ ﻓَﺴَﻠﱠﻢ ،ﻓَﻠَـﻢْ ﻳَﺮُﺩﱠ ﻋَﻠَﻴ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正在小便，有
② ”。个人经过时对他说了色兰，他没有回答
P26F

-艾勒穆哈吉尔·本·罡斐兹（愿主喜悦他）的传
述，
 -٢ﻭﻋﻦ ﺍﻟﻤﻬﺎﺟﺮ ﺑﻦ ﻗﻨﻔﺬ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ﻪ ﺃﺗﻰ ﺍﻟﻨﺒﻲﱠ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ﻭﻫﻮ ﻳَﺒُﻮﻝُ ﻓَﺴَﻠﱠﻢ ﻋﻠﻴﻪ ﻓَﻠَـﻢْ ﻳَﺮُﺩﱠ ﻋَﻠﻴﻪِ ﺣﺘﱠﻰ ﺗَﻮَﺿﱠﺄَ ﺛﻢﱠ ﺍﻋْﺘَﺬَﺭَ ﺇﻟﻴﻪِ ﻓﻘﺎﻝ» :ﺇﻧﱢﻲ ﻛَﺮِﻫْﺖُ ﺃَﻥْ
ﺃﺫﻛُﺮَ ﺍﷲ ﻋَﺰﱠ ﻭَﺟَﻞﱠ ﺇﻟﱠﺎ ﻋَﻠَﻰ ﻃُﻬْﺮٍ«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95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370 段

②

18

礼节

他去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那里，先知正在
小便，他向先知说色兰，先知没有回答他，直到洗完小净之
后先知才回答他，并抱歉地说：“我只在洁净的地方记念伟
大的真主。
”①

-安慰和询问外来者的状况，以便互相认识及让其住
在自己的家中属于嘉义的：
艾布吉姆赖的传述，他说：我曾经在伊本阿巴斯和人们
之间做翻译。伊本阿巴斯说：
ِ ﺇﻥﱠ ﻭَﻓْﺪَ ﻋَﺒْﺪ:َ ﻛُﻨْﺖُ ﺃُﺗَﺮْﺟِـﻢُ ﺑَﻴﻦَ ﺍﺑْﻦِ ﻋَﺒﱠﺎﺱٍ ﻭَﺑَﻴﻦَ ﺍﻟﻨﱠﺎﺱِ ﻓَﻘَﺎﻝ:ﻋـﻦ ﺃﺑـﻲ ﺟﻤﺮﺓ ﻗﺎﻝ
: »ﻣَﻦِ ﺍﻟﻮَﻓْﺪُ؟ ﺃَﻭْ ﻣَﻦِ ﺍﻟﻘَﻮﻡُ؟« ﻗَﺎﻟُﻮﺍ:َ ﻓَﻘَﺎﻝ-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ﺍﻟﻘَﻴْﺲِ ﺃَﺗَﻮُﺍ ﺍﻟﻨﱠﺒِﻲﱠ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ﻣَﺮْﺣَﺒﺎً ﺑِﺎﻟﻘَﻮﻡِ ﺃَﻭْ ﺑِﺎﻟﻮَﻓْﺪِ ﻏَﻴﺮَ ﺧَﺰَﺍﻳَﺎ ﻭَﻻ ﻧَﺪَﺍﻣَﻰ:َ ﻓَﻘَﺎﻝ،ُﺭَﺑِﻴْـﻌَﺔ
阿布杜勒盖斯的代表团来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先知问：“这是哪儿的代表团、或哪个部族的人？”
他们说：“我们是莱比阿族的。”他说：“欢迎莱比阿族人，
或代表团，你们的到来不是屈辱，也不会遗憾的。” ②
P28F

-以“祝你安宁”开始是受憎恶的：
艾布朱兰耶·艾勒胡杰米的传述，他说：
َ ﻋَﻠَﻴْﻚ:ُ ﻓَﻘُﻠْﺖ-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ﺃَﺗَﻴْﺖُ ﺍﻟﻨﱠﺒِﻲﱠ:َﻋَﻦْ ﺃَﺑِـﻲ ﺟُﺮَﻱﱟ ﺍﻟْـﻬُﺠَﻴْﻤِﻲﱢ ﻗَﺎﻝ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7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奈萨伊圣
训集》第 38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8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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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ﻓَﺈِﻥﱠ ﻋَﻠَﻴْﻚَ ﺍﻟﺴﱠﻠَﺎﻡُ ﺗَﺤِﻴﱠﺔُ ﺍﻟْـﻤَﻮْﺗَﻰ،ُ »ﻟَﺎ ﺗَﻘُﻞْ ﻋَﻠَﻴْﻚَ ﺍﻟﺴﱠﻠَﺎﻡ:َ ﻗَﺎﻝ.ﺍﻟﺴﱠﻠَﺎﻡُ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我来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时说：“主的
使者啊！祝您安宁。”他说：“你不要说祝你安宁，因为那是
对亡人的祝福。
”①
P29F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209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
日圣训集》第 27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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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饮食的礼节
-吃合法佳美的食物：
-清高的真主说：
W V U T S R Q P O N M)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١٧٢/[( ]ﺍﻟﺒﻘﺮﺓZYX

【[172]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可以吃我所供给你们的佳
美的食物，你们当感谢真主，如果你们只崇拜他。】 ①
P30F

-清高的真主说：
K J I H G F E D)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٢

WV UTSRQPONML
.[١٥٧/( ]ﺍﻷﻋﺮﺍﻑ...ZYX
【[157]他们顺从使者——不识字的先知，他们在自己
所有的《讨拉特》和《引支勒》中发现关于他的记载。他命
令他们行善，禁止他们作恶，准许他们吃佳美的食物，禁戒
他们吃污秽的食物……。
】②
P31F

-吃饭时应念“泰斯米”，应吃靠近自己的：

①

《黄牛章》第 172 节
《高处章》第 15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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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麦尔·本·艾布赛莱麦（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我小时候生活在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的家中，我吃饭时手在饭盘里乱抓
 -١ﻋﻦ ﻋﻤﺮ ﺑﻦ ﺃﺑﻲ ﺳﻠﻤ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ﻨْﺖُ ﻏُﻼﻣﺎً ﻓِﻲ ﺣَﺠْﺮِ ﺭَﺳُﻮﻝِ ﺍﷲ
 M·‹çÎ@ÈÓ‹«@!a@Û‹ïMﻭَﻛَﺎﻧَﺖْ ﻳِﺪِﻱ ﺗَﻄِﻴﺶُ ﻓِﻲ ﺍﻟﺼﱠﺤْﻔَﺔِ ،ﻓَﻘَﺎﻝ ﻟِﻲ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ﻳَﺎ ﻏُﻼﻡُ ﺳَﻢﱢ ﺍﷲ ،ﻭَﻛُﻞْ ﺑِﻴَـﻤِﻴﻨِﻚَ ،ﻭَﻛُﻞْ ﻣِـﻤﱠﺎ ﻳَﻠِﻴﻚَ« ﻓَﻤَﺎ ﺯَﺍﻟَﺖْ ﺗِﻠْﻚَ
ﻃِﻌْﻤَﺘِﻲ ﺑَـﻌْ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我说：‘孩
子！吃饭时你当以真主的尊名开始，用你的右手吃，吃靠近
你 那 边 的 食 物 。’ 从 那 以 后 ， 我 一 直 保 持 着 这 种 用 餐 方
① ”。式
P32F

-伊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ﻭﻋﻦ ﺍ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ﻣَﻦْ ﻧَﺴِﻲَ ﺃﻥْ ﻳَﺬْﻛُﺮَ ﺍﷲ ﻓِﻲ ﺃﻭﱠﻝِ ﻃَﻌَﺎﻣِﻪِ ﻓَﻠْﻴَـﻘُﻞْ ﺣِﻴﻦَ ﻳَﺬْﻛُﺮُ :ﺑِﺎﺳْﻢِ ﺍﷲ ﻓِﻲ ﺃﻭﱠﻟِـﻪِ
ﻭَﺁﺧِﺮِﻩِ ،ﻓَﺈﻧﱠﻪُ ﻳَﺴْﺘَﻘْﺒِﻞُ ﻃَﻌَﺎﻣَﻪُ ﺟَﺪِﻳﺪﺍً ،ﻭَﻳَـﻤْﻨَﻊُ ﺍﻟﺨَﺒِﻴﺚَ ﻣَﺎ ﻛَﺎﻥَ ﻳُﺼِﻴﺐُ ﻣِﻨْـﻪُ«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ﺣﺒﺎﻥ ﻭﺍﺑﻦ ﺍﻟﺴﻨﻲ.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37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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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开始吃饭时忘了记念真主的尊名，那么，当记起
时让他说：‘我始终都是以真主的尊名。’他确已接受了新的
饭食，阻止了他曾经所吃的不洁净的食物。
”①

-用右手吃喝：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ﺇﺫَﺍ: ﻗﺎﻝ-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ﻓَﺈﻥﱠ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ﻳَﺄْﻛُﻞُ ﺑِﺸِﻤَﺎﻟِـﻪ،ِ ﻭَﺇﺫَﺍ ﺷَﺮِﺏَ ﻓَﻠْﻴَﺸْﺮَﺏْ ﺑِﻴَـﻤِﻴﻨِـﻪ،ﺃَﻛَﻞَ ﺃَﺣَﺪُﻛُﻢْ ﻓَﻠْﻴَﺄْﻛُﻞْ ﺑِﻴَـﻤِﻴﻨِـﻪ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ﻭَﻳَﺸْﺮَﺏُ ﺑِﺸِﻤَﺎﻟِـﻪ
“当你们某人吃饭时，让他用右手吃；当他喝水时，让
他用右手喝；的确，恶魔用其左手吃、左手喝。
”②
P34F

-喝水时应在饮具外换气：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ﻳَﺘَﻨَﻔﱠﺲ-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ﺃَﻣْﺮَﺃ، ﻭَﺃَﺑْﺮَﺃ، »ﺇﻧﱠﻪُ ﺃَﺭْﻭَﻯ:ُ ﻭَﻳَـﻘُﻮﻝ،ًﻓِﻲ ﺍﻟﺸﱠﺮَﺍﺏِ ﺛَﻼﺛﺎ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喝水时换三次
气，并且说：‘这样是最解渴、最清洁、最有益的’
。” ③
P35F

①

《伊本汉巴尼圣训集》第 5213 段，《伊本西那圣训集》第 461 段，《正确丛书》第 19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20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3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28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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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别人喝的方式：
艾奈斯 ·本·马力（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克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ﺃُﺗِﻲَ
ﺑِﻠَﺒَﻦٍ ﻗَﺪْ ﺷِﻴﺐَ ﺑِﻤَﺎءٍ ﻭَﻋَﻦْ ﻳَـﻤِﻴﻨِـﻪِ ﺃَﻋْﺮَﺍﺑِﻲﱞ ،ﻭَﻋَﻦْ ﻳَﺴَﺎﺭِﻩِ ﺃَﺑُﻮ ﺑَﻜْﺮٍ ،ﻓَﺸَﺮِﺏَ ﺛُﻢﱠ ﺃَﻋْﻄَﻰ
ﺍﻷَﻋْﺮَﺍﺑِﻲﱠ ﻭَﻗَﺎﻝَ» :ﺍﻷَﻳْـﻤَﻦُ ﻓَﺎﻷَﻳْـﻤَﻦُ«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有人给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送来加水
的奶子，当时在他右边是游牧人，左边是艾布白克尔，使者
喝 后 ， 把 它 递 给 了 游 牧 人 ， 并 说 ：“ 右 边 优 先 ， 右 边 优
① ”。先
P36F

-坐着喝水是圣行：
· 艾布赛尔德
艾勒胡德
（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利
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ﺍﻟﻨﱠﺒِﻲﱠ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ﺯَﺟَﺮَ
ﻋَﻦِ ﺍﻟﺸﱡﺮْﺏِ ﻗَﺎﺋِﻤ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②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站着喝水
P37F

-也允许站着喝水：
南扎鲁的传述， 他说：
ﻋَﻦْ ﺍﻟﻨﱠﺰﱠﺍﻝِ ﻗَﺎﻝَ :ﺃَﺗَﻰ ﻋَﻠِﻲﱞ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ﻠَﻰ ﺑَﺎﺏِ ﺍﻟﺮﱠﺣَﺒَﺔِ ﻓَﺸَﺮِﺏَ ﻗَﺎﺋِﻤًﺎ ﻓَﻘَﺎﻝَ: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35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29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2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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ﺇِﻥﱠ ﻧَﺎﺳًﺎ ﻳَﻜْﺮَﻩُ ﺃَﺣَﺪُﻫُﻢْ ﺃَﻥْ ﻳَﺸْﺮَﺏَ ﻭَﻫُﻮَ ﻗَﺎﺋِﻢٌ ،ﻭَﺇِﻧﱢﻲ ﺭَﺃَﻳْﺖُ ﺍﻟﻨﱠﺒِﻲﱠ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ﻓَﻌَﻞَ ﻛَﻤَﺎ ﺭَﺃَﻳْﺘُﻤُﻮﻧِﻲ ﻓَﻌَﻠْﺖُ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阿里（愿主喜悦他）来到赖哈拜门站着喝了水；他
说：‘的确，人们都厌恶他们中有人站着喝水，我确已看见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犹如你们看见我一样站着
。’喝水
①”
P38F

-禁止使用金银器皿吃喝：
侯宰费（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我听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ﺣﺬﻳﻔ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ﻳﻘﻮﻝ» :ﻻ
ﺗَﻠْﺒَﺴُﻮﺍ ﺍﻟﺤَﺮِﻳﺮَ ﻭَﻻ ﺍﻟﺪﱢﻳﺒَﺎﺝَ ،ﻭَﻻ ﺗَﺸْﺮَﺑُﻮﺍ ﻓِﻲ ﺁﻧِﻴَﺔِ ﺍﻟﺬﱠﻫَﺐِ ﻭَﺍﻟﻔِﻀﱠﺔِ ،ﻭَﻻ ﺗَﺄْﻛُﻠُﻮﺍ ﻓِﻲ
ﺻِﺤَﺎﻓِﻬَﺎ ﻓَﺈﻧﱠﻬَﺎ ﻟَـﻬُـﻢْ ﻓِﻲ ﺍﻟﺪﱡﻧْﻴَﺎ ﻭَﻟَﻨَﺎ ﻓِﻲ ﺍﻵﺧِﺮَﺓِ«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你们不要穿绫罗绸缎（指男人们），不要用金银器皿
喝水，也不要用金银盘子吃饭；他们（不信者）在今世里享
。受这些东西，我们在后世里享用
②”
P39F

-吃饭的方式：
凯阿布·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15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42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6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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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ﻋﻦ ﻛﻌﺐ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ﻳَﺄْﻛُﻞُ ﺑِﺜَﻼﺙِ ﺃَﺻَﺎﺑِـﻊَ ،ﻭَﻳَﻠْﻌَﻖُ ﻳَﺪَﻩُ ﻗَﺒْﻞَ ﺃَﻥْ ﻳَـﻤْﺴَﺤَﻬَ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用三个手指吃
。饭，（吃完饭）他先舔手指后擦洗
①”
P40F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٢ﻭ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ﻛَﺎﻥَ ﺇﺫَﺍ ﺃَﻛَﻞَ
ﻃَﻌَﺎﻣﺎً ﻟَﻌِﻖَ ﺃَﺻَﺎﺑِـﻌَﻪُ ﺍﻟﺜﱠﻼﺙَ ،ﻗَﺎﻝَ :ﻭﻗﺎﻝَ» :ﺇﺫَﺍ ﺳَﻘَﻄَﺖْ ﻟُﻘْﻤَﺔُ ﺃَﺣَﺪِﻛُﻢْ ﻓَﻠْﻴُـﻤِﻂْ ﻋَﻨْـﻬَﺎ ﺍﻷَﺫَﻯ،
ﻭَﻟْﻴَﺄْﻛُﻠْـﻬَﺎ ،ﻭَﻻ ﻳَﺪَﻋْﻬَﺎ ﻟِﻠﺸﱠﻴْﻄَﺎﻥِ« .ﻭَﺃَﻣَـﺮَﻧَﺎ ﺃَﻥْ ﻧَﺴْﻠُﺖَ ﺍﻟﻘَﺼْﻌَﺔَ ﻗَﺎﻝَ» :ﻓَﺈﻧﱠﻜُﻢْ ﻻ ﺗَﺪْﺭُﻭﻥَ ﻓِﻲْ
ﺃَﻱﱢ ﻃَﻌَﺎﻣِﻜُﻢُ ﺍﻟﺒَﺮَﻛَ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每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吃完饭之
后，他都舔会自己的三个手指。他（传述人）说：使者说：
“如果你们中某个人吃饭时掉了食物，让他拣起来擦干净后
再吃，不要把它留给恶魔。”他还命令我们抹净盘子。使者
还说：
。“的确，你们不知道在你们的哪一食物里有吉庆
②”
P41F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٣ﻭ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ﻧَـﻬَﻰ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ﺃَﻥْ ﻳَـﻘْﺮِﻥَ ﺍﻟﺮﱠﺟُﻞُ ﺑَﻴْﻦَ ﺍﻟﺘﱠﻤْﺮَﺗَﻴْﻦِ ﺣَﺘﱠﻰ ﻳَﺴْﺘَﺄْﺫِﻥَ ﺃَﺻْﺤَﺎﺑَـ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32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3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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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一个人一
口吃下两颗椰枣，除非他得到伙伴的许可。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ﻗﺎﻝ-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ﻭ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٤
 ﻓَﺈﻥﱠ،ِ ﻭَﻟْﻴُـﻌْﻂِ ﺑِﻴَـﻤِﻴﻨِـﻪ،ِ ﻭَﻟْﻴَﺄْﺧُﺬْ ﺑِﻴَـﻤِﻴﻨِـﻪ،ِ ﻭَﻟْﻴَﺸْﺮَﺏْ ﺑِﻴَـﻤِﻴﻨِـﻪ،ِ»ﻟِﻴَﺄْﻛُﻞْ ﺃَﺣَﺪُﻛُﻢْ ﺑِﻴَـﻤِﻴﻨِـﻪ
 ﺃﺧﺮﺟﻪ.«ِ ﻭَﻳَﺄْﺧُﺬُ ﺑِﺸِﻤَﺎﻟِـﻪ،ِ ﻭَﻳُـﻌْﻄِﻲ ﺑِﺸِﻤَﺎﻟِـﻪ،ِ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ﻳَﺄْﻛُﻞُ ﺑِﺸِﻤَﺎﻟِـﻪِ ﻭَﻳَﺸْﺮَﺏُ ﺑِﺸِﻤَﺎﻟِـﻪ
.ﺍﺑﻦ ﻣﺎﺟﻪ
“你们都应当用右手吃、用右手喝、用右手拿、用右手
给予；的确，恶魔是用左手吃、用左手喝、用左手给、用左
手拿。
”②
P43F

-吃饭的限度：
-清高的真主说：
/]ﺍﻷﻋﺮﺍﻑ

(2 1 0 / . - , +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٣١

【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过分，真主确是不喜欢
过分者的。
】③
P4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45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45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正确的圣训，《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266 段，请看《正确丛书》第 1236 段
③
《高处章》第 31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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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٢ﻭ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ﻣَﺎ ﺷَﺒِﻊَ ﺁﻝُ ﻣُـﺤَﻤﱠﺪٍ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ﻣُﻨْﺬُ ﻗَﺪِﻡَ ﺍﻟﻤَﺪِﻳﻨَﺔَ ﻣِﻦْ ﻃَﻌَﺎﻡِ ﺑُﺮﱟ ﺛَﻠَﺎﺙَ ﻟَﻴَﺎﻝٍ ﺗِﺒَﺎﻋﺎً ﺣَﺘﱠﻰ ﻗُﺒِﺾَ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自从迁徙到麦地那之后，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的家人就没有连续三天吃饱过面食，直到他去
① ”。世
P45F

-禁止挑剔食物：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ﻣَﺎ ﻋَﺎﺏَ ﺍﻟﻨﱠﺒِﻲﱡ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ﻃَﻌَﺎﻣﺎً ﻗَﻂﱡ ،ﺇﻥْ ﺍﺷْﺘَـﻬَﺎﻩُ ﺃَﻛَﻠَـﻪُ ،ﻭَﺇﻥْ ﻛَﺮِﻫَﻪُ ﺗَﺮَﻛَ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从不挑剔食物，如
果是他喜欢吃的，他就吃；如果不是他喜欢吃的，他就不
② ”。吃
P46F

-不要吃的过饱：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ﺍﻟﻜَﺎﻓِﺮُ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41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970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40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6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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ﻳَﺄْﻛُﻞُ ﻓِﻲ ﺳَﺒْﻌَﺔِ ﺃَﻣْﻌَﺎءٍ ﻭَﺍﻟﻤُﺆْﻣِﻦُ ﻳَﺄْﻛُﻞُ ﻓِﻲ ﻣِﻌَﻰً ﻭَﺍﺣِ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非信士用七个胃吃饭，而信士只用一个胃吃饭
P47F

-供给与援助他人吃饭的优越：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ﺍ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ﻳﻘﻮﻝ» :ﻃَﻌَﺎﻡُ ﺍﻟﻮَﺍﺣِﺪِ ﻳَﻜْﻔِﻲ ﺍﻹﺛْﻨَﻴﻦِ ،ﻭَﻃَﻌَﺎﻡُ ﺍﻹﺛْﻨَﻴﻦِ ﻳَﻜْﻔِﻲ ﺍﻷَﺭْﺑَـﻌَﺔَ ،ﻭَﻃَﻌَﺎﻡُ
ﺍﻷَﺭْﺑَـﻌَﺔِ ﻳَﻜْﻔِﻲ ﺍﻟﺜﱠﻤَﺎﻧِﻴ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一个人的饭足够两个人吃，两个人的饭足够四个人
② ”。吃，四个人的饭足够八个人吃
P48F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٢ﻭ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ﱠ ﺭَﺟُﻼً ﺳَﺄَﻝَ ﺍﻟﻨﱠﺒِﻲﱠ @!a@ Û‹ïM
«‹ M·‹çÎ@ ÈÓﺃَﻱﱡ ﺍﻹﺳْﻼﻡِ ﺧَﻴْﺮٌ؟ ﻗَﺎﻝَ» :ﺗُﻄْﻌِﻢُ ﺍﻟﻄﱠﻌَﺎﻡَ ،ﻭَﺗَﻘْﺮَﺃُ ﺍﻟﺴﱠﻼﻡَ ﻋَﻠَﻰ ﻣَﻦْ ﻋَﺮَﻓْﺖَ
ﻭَﻋَﻠَﻰ ﻣَﻦْ ﻟَـﻢْ ﺗَﻌْﺮِﻑْ«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一个人请教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伊斯
兰看来哪种工作最优越？”先知说：“你给人提供食物、给
③ ”。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道以色兰祝福
P49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39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60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59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3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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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安优布·艾勒安刷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
 -٣ﻭﻋﻦ ﺃﺑﻲ ﺃﻳﻮﺏ ﺍﻷﻧﺼﺎ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ﺇﺫﺍ ﺃُﺗِﻲَ ﺑِﻄَﻌَﺎﻡٍ ﺃﻛَﻞَ ﻣِﻨْـﻪُ ﻭَﺑَـﻌَﺚَ ﺑِﻔَﻀْﻠِـﻪِ ﺇﻟَﻲﱠ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当有人给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送饭
① ”。时，他便吃一些，然后就把剩余的送给我吃
P50F

-赞扬所吃的食物：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ﺍ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ﺳﺄﻝ
ﺃﻫﻠﻪ ﺍﻷُﺩﻡ ﻓﻘﺎﻟﻮﺍ :ﻣﺎ ﻋﻨﺪﻧﺎ ﺇﻻ ﺧَﻞﱞ ،ﻓﺪﻋﺎ ﺑﻪ ،ﻓﺠﻌﻞ ﻳﺄﻛﻞ ﺑﻪ ﻭﻳﻘﻮﻝ» :ﻧِﻌْﻢَ ﺍﻷُﺩُﻡُ ﺍﻟﺨَﻞﱡ،
ﻧِﻌْﻢَ ﺍﻷُﺩُﻡُ ﺍﻟﺨَﻞﱡ«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向家人要作料，他们
说：“我们只有醋。”先知让人把醋拿来，他边吃边说：“醋
。是好作料，醋是好作料
②”
P51F

-不要向饮具里吹气：
· 艾布赛尔德
艾勒胡德
（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利
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ﻪ ﻗﺎﻝ :ﻧَـﻬَﻰ ﺭَﺳُﻮﻝُ ﺍﷲ @ÈÓ‹«@!a@Û‹ïM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53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5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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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ﺃَﻥْ ﻳُﻨْﻔَﺦَ ﻓِﻲ ﺍﻟﺸﱠﺮَﺍﺏ،ِ ﻋَﻦِ ﺍﻟﺸﱡﺮْﺏِ ﻣِﻦْ ﺛُﻠْـﻤَﺔِ ﺍﻟﻘَﺪَﺡM·‹çÎ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从茶杯的
裂口处喝水，禁止向饮具里吹气。
”①
P52F

-供人喝水者，自己最后喝：
艾布盖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ﺧَﻄَﺒَﻨَﺎ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ﺑﻲ ﻗﺘﺎﺩ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ﺇﻥﱠ ﺳَﺎﻗِﻲَ ﺍﻟﻘَﻮﻡِ ﺁﺧِﺮُﻫُـﻢْ ﺷُﺮْﺑﺎ: ﻗﺎﻝ-ﻭﻓﻲ ﺁﺧﺮﻩ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给我们演
讲，他在最后说：“供人喝水者，自己最后喝。” ②
P53F

-尊重客人，亲自为其服务：
-清高的真主说：
´ ³ ² ± ° ¯ ® ¬ « ª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º ¹ ¸ ¶ µ
.[٢٧-٢٤/( ]ﺍﻟﺬﺍﺭﻳﺎﺕÉ
【[24]关于伊布拉欣的受优待的宾客的故事，已来临你
了吗？[25]当时，他们进去见他，他们说：“祝你平安！”他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722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
日圣训集》第 1887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68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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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祝你们平安！”他想这些是生客。[26]于是他悄悄地走
到他的家属那里，拿来一头肥嫩的牛犊，[27]他把那牛犊送
到客人面前，说：“你们怎么不吃呢！”
】①
-艾布舒莱哈•艾勒凯阿碧（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ﻋﻦ ﺃﺑﻲ ﺷﺮﻳﺢ ﺍﻟﻜﻌﺒ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٢
،ٌ ﺟَﺎﺋِﺰَﺗُـﻪُ ﻳَﻮﻡٌ ﻭَﻟَﻴْﻠَﺔ،ُ »ﻣَﻦْ ﻛَﺎﻥَ ﻳُﺆْﻣِﻦُ ﺑِﺎﷲ ﻭَﺍﻟﻴَﻮﻡِ ﺍﻵﺧِﺮِ ﻓَﻠْﻴُﻜْﺮِﻡْ ﺿَﻴْﻔَﻪ: ﻗﺎﻝ-ﻭﺳﻠﻢ
 ﻭَﻻ ﻳَـﺤِﻞﱡ ﻟَـﻪُ ﺃَﻥْ ﻳَﺜْﻮِﻱَ ﻋِﻨْﺪَﻩُ ﺣَﺘﱠﻰ،ٌﻭَﺍﻟﻀﱢﻴَﺎﻓَﺔُ ﺛَﻼﺛَﺔُ ﺃَﻳﱠﺎﻡٍ ﻓَﻤَﺎ ﺑَـﻌْﺪَ ﺫَﻟِﻚَ ﻓَﻬُﻮَ ﺻَﺪَﻗَﺔ
.ﻳُـﺤْﺮِﺟَ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谁归信真主与末日，让他尊敬自己的客人；优待为一
昼夜，款待期为三天，超过这个期限就是对客人的施舍。客
人不应久住，直至遭到主人的驱逐。” ②
P5F

-坐着吃饭的方式：
-艾布朱哈发（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ﺑﻲ ﺟُﺤَﻴﻔ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ﺇﻧﱢﻲ ﻻ ﺁﻛُﻞُ ﻣُﺘﱠﻜِﺌﺎ
“我从不依靠着东西吃饭。” ③
P56F

①

《播种者章》第 2٤-27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613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48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39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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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٢ﻭ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ﺭَﺃَﻳْﺖُ ﺍﻟﻨﱠﺒِﻲﱠ  M·‹çÎ@ÈÓ‹«@!a@Û‹ïMﻣُﻘْﻌِﻴﺎً
ﻳَﺄْﻛُﻞُ ﺗَـﻤْﺮﺍً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我看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我见真主的
。使者蹲坐着吃椰枣
①”
P57F

-阿布杜拉·本·白西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٣ﻭ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ﺑﺴ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ﺃُﻫْﺪِﻳَﺖْ ﻟﻠ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ﺷﺎﺓ ﻓﺠﺜﻰ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ﻋﻠﻰ ﺭﻛﺒﺘﻴﻪ ﻳﺄﻛﻞ ،ﻓﻘﺎﻝ ﺃﻋﺮﺍﺑﻲ:
ﻣﺎ ﻫﺬﻩ ﺍﻟﺠﻠﺴﺔ؟ ﻓﻘﺎﻝ» :ﺇﻥﱠ ﺍﷲ ﺟَﻌَﻠَﻨِﻲ ﻋَﺒْﺪﺍً ﻛَﺮِﻳﻤﺎً ،ﻭَﻟَـﻢْ ﻳَـﺠْﻌَﻠْﻨِﻲ ﺟَﺒﱠﺎﺭﺍً ﻋَﻨِﻴﺪﺍً«.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有人给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送了一只羊，
然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双膝跪坐着吃，
有一游牧人说：“这是什么坐法？”使者说：“真主使我成为
。高尚的仆人，而不是傲慢的暴君
②”
P58F

-忙碌者吃饭的方式：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44 段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773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263 段，原文出自
》《伊本马哲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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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ﺑﺘﻤﺮM·‹çÎ@ÈÓ‹«@!a@Û‹ïM  ﺃُﺗﻲ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ﻭﻓﻲ.ً ﻳﺄﻛﻞ ﻣﻨﻪ ﺃﻛﻼً ﺫَﺭِﻳْـﻌَﺎ،ٌ ﻳﻘﺴﻤﻪ ﻭﻫﻮ ﻣُـﺤْﺘَﻔِﺰ-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ﻓﺠﻌﻞ ﺍﻟﻨﺒﻲ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ﺃﻛﻼً ﺣﺜﻴﺜﺎ:ﺭﻭﺍﻳﺔ ﺯﻫﻴﺮ
“有人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送来椰
枣，他蹲坐着将其分配，并且快速地从中吃了一些。
”①
P59F

-睡觉时，当扎紧水袋，并记念真主的尊名：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ﻭﻓﻴﻪ- ... ﻗﺎﻝM·‹çÎ@ÈÓ‹«@!a@Û‹ïM ﻋﻦ ﺟﺎﺑ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ﻭَﺃَﻭﻙِ ﺳِﻘَﺎءَﻙَ ﻭَﺍﺫْﻛُﺮ، ﻭَﺃﻃْﻔِﺊْ ﻣِﺼْﺒَﺎﺣَﻚَ ﻭَﺍﺫْﻛُﺮِ ﺍﺳْﻢَ ﺍﷲ،»ﻭَﺃَﻏْﻠِﻖْ ﺑَﺎﺑَﻚَ ﻭَﺍﺫْﻛُﺮِ ﺍﺳْﻢَ ﺍﷲ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ﺧَـﻤﱢﺮْ ﺇﻧَﺎءَﻙَ ﻭَﺍﺫْﻛُﺮِ ﺍﺳْﻢَ ﺍﷲ ﻭَﻟَﻮ ﺗَﻌْﺮُﺽُ ﻋَﻠَﻴﻪِ ﺷَﻴْﺌﺎ،ﺍﺳْﻢَ ﺍﷲ
“在其中提到：你们当关好门，并记念真主的尊名；你
们当熄灭灯，并记念真主的尊名；你们当扎紧水袋，并记念
真主的尊名；你们当盖好容器，并记念真主的尊名，即使是
在上面放一件东西也罢！
”②
P60F

-与仆人一起吃饭：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44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8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1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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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ﺇﺫَﺍ ﺃَﺗَﻰ
ﺃَﺣَﺪَﻛُﻢْ ﺧَﺎﺩِﻣُﻪُ ﺑِﻄَﻌَﺎﻣِﻪِ ﻓَﺈﻥْ ﻟَـﻢْ ﻳُـﺠْﻠِﺴْ ُﻪ ﻣَﻌَﻪُ ﻓَﻠْﻴُﻨَﺎﻭِﻟْـﻪُ ﺃُﻛْﻠَﺔً ﺃَﻭْ ﺃُﻛْﻠَﺘـَﻴﻦِ ،ﺃَﻭْ ﻟُﻘْﻤَﺔً ﺃَﻭْ
ﻟُﻘْﻤَﺘَﻴﻦِ ،ﻓَﺈﻧﱠﻪ ﻭَﻟِﻲَ ﺣَﺮﱠﻩُ ﻭَﻋِﻼﺟَ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当你们某人的佣人为他端来食物时，如果他不能让佣
人坐下与自己共餐，那么，让他分给佣人一些；因为那是他
① ”。辛勤劳动的成果
P61F

-如果饭准备好了，礼拜的时间也到了，那么先吃
饭：
（艾奈斯 ·本·马力
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ﺇﺫَﺍ
ﻭُﺿِﻊَ ﺍﻟﻌَﺸﺎءُ ﻭَﺃُﻗِﻴﻤَﺖِ ﺍﻟﺼﱠﻼﺓُ ﻓَﺎﺑْﺪَﺅُﻭﺍ ﺑِﺎﻟﻌَﺸﺎءِ«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 当 晚 饭 已 经 准 备 好 ， 拜 功 已 经 成 立 ， 你 们 先 吃晚
② ”。饭
P62F

-如何用盘子吃饭：
伊本阿巴斯（ 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ﺇﺫَﺍ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46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663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46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55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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ﺃَﻛَﻞَ ﺃَﺣَﺪُﻛُﻢْ ﻃَﻌَﺎﻣﺎً ﻓَﻼ ﻳَﺄْﻛُﻞْ ﻣِﻦْ ﺃَﻋْﻠَﻰ ﺍﻟﺼﱠﺤْﻔَﺔِ ،ﻭَﻟَﻜِﻦْ ﻟِﻴَﺄْﻛُﻞْ ﻣِﻦْ ﺃَﺳْﻔَﻠِـﻬَﺎ ،ﻓَﺈﻥﱠ ﺍﻟﺒَﺮَﻛَﺔَ
ﺗَﻨْﺰِﻝُ ﻣِﻦْ ﺃَﻋْﻼﻫَﺎ«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当你们吃饭时，让他不要从盘子的上边开始吃，但是
。让他从下边开始吃，因为吉庆是由上而降
①”
P63F

-喝完奶子后应做什么：
伊本阿巴斯（ 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ﱠ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ﱠ ﺍﻟﻨﱠﺒِﻲﱠ  M·‹çÎ@ÈÓ‹«@!a@Û‹ïMﺷَﺮِﺏَ ﻟَﺒَﻨًﺎ،
ﺛُﻢﱠ ﺩَﻋَﺎ ﺑِﻤَﺎءٍ ﻓَﺘَـﻤَﻀْﻤَﺾَ ﻭَﻗَﺎﻝَ» :ﺇﻥﱠ ﻟَـﻪُ ﺩَﺳَﻤً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喝了奶子，然后让人
端来水，他漱了口，并说：
。“奶子里有油脂
②”
P64F

-吃完饭之后应说什么：
-艾布乌玛麦（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١ﻋﻦ ﺃﺑﻲ ﺃﻣﺎﻣ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ﻛَﺎﻥَ ﺇﺫَﺍ ﺭَﻓَﻊَ
ﻣَﺎﺋِﺪَﺗَـﻪُ ﻗَﺎﻝَ» :ﺍﻟﺤَـﻤْﺪُ ﷲ ﻛَﺜِﻴﺮﺍً ﻃَﻴﱢﺒﺎً ﻣُﺒَﺎﺭَﻛﺎً ﻓِﻴﻪِ ﻏَﻴْﺮَ ﻣَﻜْﻔِﻲﱟ ﻭَﻻ ﻣُﻮَﺩﱠﻉٍ ﻭَﻻ ﻣُﺴْﺘَﻐْﻨَﻰً
ﻋَﻨْـﻪُ ﺭَﺑﱠﻨَﺎ«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吃完饭，他便
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虔诚敬意、充满吉祥的赞颂，我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722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
日圣训集》第 1805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21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58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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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主啊！感赞您赐予我们终身永不间断的给养，而不是最
① ”。后的、更不是多余的饭食
艾布安优布·艾勒安刷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٢ﻭﻋﻦ ﺃﺑﻲ ﺃﻳﻮﺏ ﺍﻷﻧﺼﺎ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ﺇﺫَﺍ ﺃَﻛَﻞَ ﺃَﻭْ ﺷَﺮِﺏَ ﻗَﺎﻝَ» :ﺍﻟﺤَـﻤْﺪُ ﷲ ﺍﻟﱠﺬِﻱ ﺃَﻃْﻌَﻢَ ﻭَﺳَﻘَﻰ ﻭَﺳَﻮﱠﻏَﻪُ ﻭَﺟَﻌَﻞَ ﻟَـﻪُ
ﻣَـﺨْﺮَﺟﺎً«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每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用餐饮之
后，他都会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恩赐美味可口的饮
② ”。食、并给予出路
P6F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٣ﻭ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ﺇﻥﱠ
ﺍﷲ ﻟَﻴَﺮْﺿَﻰ ﻋَﻦِ ﺍﻟﻌَﺒْﺪِ ﺃَﻥْ ﻳَﺄْﻛُﻞَ ﺍﻷَﻛْﻠَﺔَ ﻓَﻴَـﺤْـﻤَﺪَﻩُ ﻋَﻠَﻴﻬَﺎ ،ﺃَﻭْ ﻳَﺸْﺮَﺏَ ﺍﻟﺸﱠﺮْﺑَﺔَ ﻓَﻴَـﺤْـﻤَﺪَﻩُ
ﻋَﻠَﻴْـﻬَ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的确，真
主非常喜爱这样的仆人，他每吃一顿饭，都赞颂真主；他喝
③ ”。一次水，也赞颂真主
P67F

- 又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458 段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851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73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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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ﻓَﻠَﻚَ ﺍﻟﺤَـﻤْﺪُ ﻋَﻠَﻰ،َﻏﻨَﻴْﺖَ ﻭَﺃَﻗْﻨَﻴْﺖَ ﻭَﻫَﺪَﻳْﺖَ ﻭَﺃَﺣْﻴَﻴْﺖ
ْ َ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ﺃَﻃْﻌَﻤْﺖَ ﻭَﺃَﺳْﻘَﻴْﺖَ ﻭَﺃ-٤
.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ﻣَﺎ ﺃَﻋْﻄَﻴْﺖ
“主啊！您供给饮食、使人富足、指引正道、使人复
生，凭着您的赏赐，您拥有一切赞颂。
”①
P68F

-客人进出的时间：
清高的真主说：
r q p o n m l k j i h g f e) :ﻗﺎﻝ ﺗﻌﺎﻟﻰ

(... { | } ~ﮯz y x w v u t s
.[٥٣/]ﺍﻷﺣﺰﺍﺏ

【[53]信士们啊！你们不要进先知的家，除非邀请你们
去吃饭的时候；你们不要进去等饭熟，当请你去的时候才进
去；既吃之后就当告退，不要留恋闲话……。】 ②
P69F

P

-客人为主人所做的祈祷：
-阿布杜拉·本·白西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ﺑﺴ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١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ﻭَﺍﻏْﻔِﺮْ ﻟَـﻬُـﻢْ ﻭَﺍﺭْﺣَـﻤْﻬُـﻢ،ْ»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ﺑَﺎﺭِﻙْ ﻟَـﻬُـﻢْ ﻓِﻲ ﻣَﺎ ﺭَﺯَﻗْﺘَـﻬُـﻢ:

①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6712 段，请看《正确丛书》第 71 段
《同盟军章》第 5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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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求您在恩赐他们的恩惠中赐予他们吉庆！求您
饶恕他们、求您怜悯他们吧！
”①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ﺟﺎء ﺇﻟﻰ ﺳﻌﺪ-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ﻭ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٢
ُ »ﺃَﻓْﻄَﺮَ ﻋِﻨْﺪَﻛُﻢ:-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ﺑﻦ ﻋﺒﺎﺩﺓ ﻓﺠﺎء ﺑﺨﺒﺰ ﻭﺯﻳﺖ ﻓﺄﻛﻞ ﺛﻢ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ﺑﻦ.«ُ ﻭَﺻَﻠﱠﺖْ ﻋَﻠَﻴﻜُﻢُ ﺍﻟﻤَﻼﺋِﻜَﺔ،ُ ﻭَﺃَﻛَﻞَ ﻃَﻌَﺎﻣَﻜُﻢُ ﺍﻷَﺑْﺮَﺍﺭ،َﺍﻟﺼﱠﺎﺋِﻤُﻮﻥ
.ﻣﺎﺟ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到赛阿德·本·欧
巴德的家里。赛阿德端来大饼和奶油，先知吃完后说：“封
斋者在你们这里开了斋，廉清者吃了你们的饭，众天使已为
你们祝福了。” ②
P71F

-为供水者或意欲供水者所做的祈祷：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ﻭَﺃَﺳْﻖِ ﻣَﻦْ ﺃَﺳْﻘَﺎﻧِﻲ،»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ﺃَﻃْﻌِﻢْ ﻣَﻦْ ﺃَﻃْﻌَﻤَﻨِﻲ
“主啊！求您恩赐供给我吃饭者食物，求您恩赐供给我
们喝水者饮水吧！” ③
P72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42 段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854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伊本马
哲圣训集》第 1747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5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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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路与市场的礼节
-道路的权利：
-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ﺇﻳﱠﺎﻛُﻢْ ﻭَﺍﻟﺠُﻠُﻮﺱَ ﺑِﺎﻟﻄﱡﺮُﻗَﺎﺕِ« ،ﻓﻘﺎﻟﻮﺍ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ﻣﺎ ﻟﻨﺎ ﻣﻦ ﻣﺠﺎﻟﺴﻨﺎ ﺑُﺪﱞ ﻧَﺘَـﺤَﺪﱠﺙُ
ﻓﻴﻬﺎ ،ﻓﻘﺎﻝ» :ﻓَﺈﺫَﺍ ﺃَﺑَﻴْﺘُـﻢْ ﺇﻟﱠﺎ ﺍﻟﻤﺠْﻠِﺲَ ﻓَﺄَﻋْﻄُﻮﺍ ﺍﻟﻄﱠﺮِﻳﻖَ ﺣَﻘﱠﻪُ« ،ﻗﺎﻟﻮﺍ :ﻭﻣﺎ ﺣﻖ ﺍﻟﻄﺮﻳﻖ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ﻏَﺾﱡ ﺍﻟﺒَﺼَﺮِ ،ﻭَﻛَﻒﱡ ﺍﻷَﺫَﻯ ،ﻭَﺭَﺩﱡ ﺍﻟﺴﱠﻼﻡِ ،ﻭَﺍﻷَﻣْﺮُ ﺑِﺎﻟﻤَﻌْﺮُﻭﻑِ،
ﻭَﺍﻟﻨﱠﻬْﻲُ ﻋَﻦِ ﺍﻟﻤﻨْﻜَﺮِ«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你们应该警惕不要坐在道路上。”他们说：“主的使者
”！啊！我们必须要坐在路上，因为我们在其中谈论事情呀
先知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坐在道路上，那么你们必须交还
”！路的义务。”他们说：“道路有什么义务呢？主的使者啊
先知说：“降低视线，制止伤害，回答色兰，命人行好，止
① ”。人作恶
P73F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
 -٢ﻭﻓﻲ ﻟﻔﻆ» :ﺍﺟْﺘَﻨِﺒُﻮﺍ ﻣَـﺠَﺎﻟِﺲَ ﺍﻟﺼﱡﻌُﺪَﺍﺕِ« ﻓﻘﻠﻨﺎ :ﺇﻧﻤﺎ ﻗﻌﺪﻧﺎ ﻟﻐﻴﺮ ﻣﺎ ﺑﺄﺱ ،ﻗﻌﺪﻧﺎ
ﻧﺘﺬﺍﻛﺮ ﻭﻧﺘﺤﺪﺙ ﻗﺎﻝ» :ﺇﻣﱠﺎ ﻻ ،ﻓَﺄَﺩﱡﻭﺍ ﺣَﻘﱠﻬَﺎ :ﻏَﺾﱡ ﺍﻟﺒَﺼَﺮِ ،ﻭَﺭَﺩﱡ ﺍﻟﺴﱠﻼﻡِ ،ﻭَﺣُﺴْﻦُ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2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1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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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ﺍﻟﻜَﻼﻡ
“你们应当远离道路而坐！”我们说：“我们坐在这儿不
是谈论是非，我们只是为了互相学习，谈论正事才坐这儿
的。
”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坐在路上，那么，你们应交还
道路的义务：降低视线，回答色兰，说优美的言词。
”①
P74F

-在另一传述中还提到：
.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ﺗَـﻬْﺪُﻭﺍ ﺍﻟﻀﱠﺎﻝﱠ،َ »ﻭَﺗُﻐِﻴﺜُﻮﺍ ﺍﻟﻤَﻠْـﻬُﻮﻑ: ﻭﻓﻲ ﻟﻔﻆ-٣
“你们当救助悲伤者，当指引迷路者。
”②
P75F

-消除道路上的伤害：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 »ﻟَﻘَﺪ: ﻗﺎﻝ-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ﺭَﺃَﻳْﺖُ ﺭَﺟُﻼً ﻳَﺘَﻘَﻠﱠﺐُ ﻓِﻲ ﺍﻟﺠَﻨﱠﺔِ ﻓِﻲ ﺷَﺠَﺮَﺓٍ ﻗَﻄَﻌَﻬَﺎ ﻣِﻦْ ﻇَﻬْﺮِ ﺍﻟﻄﱠﺮِﻳﻖِ ﻛَﺎﻧَﺖْ ﺗُﺆْﺫِﻱ ﺍﻟﻨﱠﺎﺱ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的确，我看见一个人在天堂里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因
为他砍除了路面上一根伤害人们的树枝。” ③
P76F

-无论在哪里，都不要对着朝向吐唾液：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61 段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817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914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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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宰斐（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ﺣﺬﻳﻔ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ﻗﺎﻝ» :ﻣَﻦْ ﺗَﻔَﻞَ
ﺗُـﺠَﺎﻩَ ﺍﻟﻘِﺒْﻠَﺔِ ،ﺟَﺎءَ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ﺗَﻔْﻠُـﻪُ ﺑَﻴْﻦَ ﻋَﻴْﻨَﻴْـﻪ .«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ﺧﺰﻳﻤﺔ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谁对着朝向吐唾液，复生日来临时，他的唾液在他的
。两眼之间
①”
P7F

-不要在道路上过夜，注意毒虫的行走：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ﺇﺫَﺍ ﺳَﺎﻓَﺮْﺗُـﻢْ ﻓِﻲ ﺍﻟﺨِﺼْﺐِ ،ﻓَﺄَﻋْﻄُﻮﺍ ﺍﻹﺑِﻞَ ﺣَﻈﱠﻬَﺎ ﻣِﻦَ ﺍﻷَﺭْﺽِ .ﻭَﺇﺫَﺍ ﺳَﺎﻓَﺮْﺗُـﻢْ ﻓِﻲ ﺍﻟﺴﱠﻨَﺔِ
ﻓَﺄَﺳْﺮِﻋُﻮﺍ ﻋَﻠَﻴْـﻬَﺎ ﺍﻟﺴﱠﻴْﺮَ ،ﻭَﺇﺫَﺍ ﻋَﺮﱠﺳْﺘُـﻢْ ﺑِﺎﻟﻠﱠﻴْﻞِ ،ﻓَﺎﺟْﺘَﻨِﺒُﻮﺍ ﺍﻟﻄﱠﺮِﻳﻖَ ،ﻓَﺈﻧﱠﻬَﺎ ﻣَﺄْﻭَﻯ ﺍﻟﻬَﻮَﺍﻡﱢ
ﺑِﺎﻟﻠﱠﻴْﻞِ«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如果你们在草地上旅行，你们当走慢一点，让骆驼享
受大地上的福分——边走边吃；如果你们在不毛之地上旅
行，你们当快速行走；如果你们要夜宿时，你们当远离道
P

② ”。路，因为它是毒虫夜间住宿的地方
P78F

-市场的礼节：
①

正确的圣训，《伊本胡宰麦圣训集》第 1314 段，请查看《正确丛书》第 222 段，《艾布达吾
德圣训集》第 3824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2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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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都当慷慨：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ﺍ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ﻭَﺇﺫَﺍ ﺍﻗْﺘَﻀَﻰ، ﻭَﺇﺫَﺍ ﺍﺷْﺘَﺮَﻯ،َ ﺳَﻤْـﺤًﺎ ﺇﺫَﺍ ﺑَﺎﻉ،ً »ﺭَﺣِـﻢَ ﺍﷲ ﺭَﺟُﻼ:ﻗﺎﻝ
“真主怜悯大度者，当他买、卖或讨债时，他都慷慨大
方。” ①
P79F

-问题解决时，当偿还债务：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ﻗﺎﻝ-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ﻓِﺈﺫَﺍ ﺃُﺗْﺒِـﻊَ ﺃَﺣَﺪُﻛُﻢْ ﻋَﻠَﻰ ﻣَﻠِﻲﱟ ﻓَﻠْﻴَﺘْﺒَـﻊ،ٌ»ﻣَﻄْﻞُ ﺍﻟﻐَﻨِﻲﱢ ﻇُﻠْـﻢ
“富人拖延自己应交纳的义务就是不义，如果你们谁的
债务被转到富人那儿，让他转吧！
”②
P80F

-等待与宽限困难者：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07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228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56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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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ﻛَﺎﻥ: ﻗﺎﻝ-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 ﻓَﺈﺫَﺍ ﺭَﺃَﻯ ﻣُﻌْﺴِﺮﺍً ﻗَﺎﻝَ ﻟِﻔِﺘْﻴَﺎﻧِـﻪِ ﺗَـﺠَﺎﻭَﺯُﻭﺍ ﻋَﻨْـﻪُ ﻟَﻌَﻞﱠ ﺍﷲ ﺃَﻥْ ﻳَﺘَـﺠَﺎﻭَﺯ،َﺗَﺎﺟِﺮٌ ﻳُﺪَﺍﻳِﻦُ ﺍﻟﻨﱠﺎﺱ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ﻓَﺘَـﺠَﺎﻭَﺯَ ﺍﷲ ﻋَﻨْـﻪ،ﻋَﻨﱠﺎ
“曾有一商人借债给他人，当他看见困难者时，他就对
自己的佣人说：‘你当宽限他，但愿真主能宽恕我们。’然后
真主就恕饶了他。” ①
P81F

-不要在礼拜的时间内进行买卖：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

= < ;:9 8 7 6 5 4 3 2 1 0 / .
.[١٠-٩/( ]ﺍﻟﺠﻤﻌﺔG F E D C B A @ ? >
【[9]信道的人们啊！当聚礼日召人礼拜的时候，你们
应当赶快去记念真主，放下买卖，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
果你们知道。[10]当礼拜完毕的时候，你们当散布在地方
上，寻求真主的恩惠，你们应当多多地记念真主，以便你们
成功。
】②
P82F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公正：
清高的真主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07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562 段
《聚礼章》第 9-10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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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 ²± °¯®¬«ª©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

(ÆÅÄ Ã Â Á À ¿ ¾ ½ ¼» º¹ ¸ ¶ µ´
.[٦-١/]ﺍﻟﻤﻄﻔﻔﻴﻦ

【［1］伤哉！称量不公的人们。[2]当他们从别人称量
进来的时候，他们称量得很充足；[3]当他们量给别人或称
给别人的时候，他们不称足不量足。[4]难道他们不信自己
将复活，[5]在一个重大的日子吗？[6]在那日，人们将为全
世界的主而起立。】 ①
P83F

-避免过多地发誓：
艾布胡莱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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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ﺍﻟﺤَﻠِﻒُ ﻣَﻨْﻔَﻘَﺔٌ ﻟِﻠﺴﱢﻠْﻌَﺔِ ﻣَـﻤْـﺤَﻘَﺔٌ ﻟِﻠﺮﱢﺑْـﺢ:ﻳﻘﻮﻝ
“发誓虽能销售商品，但也会消除吉庆和利润。
”②
P84F

P

-远离非法、肮脏的买卖与交往等一切行为：
-清高的真主说：
.[٢٧٥/; <( ]ﺍﻟﺒﻘﺮﺓ:987)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①

《称量不公章》第 1-6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208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606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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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利息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٢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 * ) ( ' & % $ # " !) :

] (0/.-,ﺍﻟﻤﺎﺋﺪﺓ.[٩٠/

【[90]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像、求签，只是
。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
②】
P86F

-清高的真主说：
-٣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ـﺎﻟـﻰ(ZYXWVU):

]ﺍﻷﻋﺮﺍﻑ/

.[١٥٧

。【准许他们吃佳美的食物，禁戒他们吃污秽的食物
③】
P87F

-不要欺骗与撒谎：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١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ﺭَﺳُﻮﻝَ ﺍﷲ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ﻣَﺮﱠ
ﻋَﻠَﻰ ﺻُﺒْﺮَﺓِ ﻃَﻌَﺎﻡٍ ،ﻓَﺄﺩْﺧَﻞَ ﻳَﺪَﻩُ ﻓِﻴﻬَﺎ ،ﻓَﻨَﺎﻟَﺖْ ﺃﺻَﺎﺑِـﻌُﻪُ ﺑَﻠَﻼً ،ﻓَﻘَﺎﻝَ» :ﻣَﺎ ﻫَﺬَﺍ ﻳَﺎ ﺻَﺎﺣِﺐَ
ﺍﻟﻄﱠﻌَﺎﻡِ؟« ﻗﺎﻝ :ﺃﺻَﺎﺑَﺘْـﻪُ ﺍﻟﺴﱠﻤَﺎءُ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ﺃﻓَﻼ ﺟَﻌَﻠْﺘَـﻪُ ﻓَﻮْﻕَ ﺍﻟﻄﱠﻌَﺎﻡِ ﻛَﻲْ ﻳَﺮَﺍﻩُ
ﺍﻟﻨﱠﺎﺱُ؟ ﻣَﻦْ ﻏَﺶﱠ ﻓَﻠَﻴْﺲَ ﻣِﻨﱢﻲ«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①

《黄牛章》第 275 节
《筵席章》第 90 节
③
《高处章》第 15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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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经过一堆出售的
粮食，他将手伸进去一摸，手指上有些潮湿。于是他问道：
“粮食的主人啊！这是怎么回事？”那人说：“主的使者
啊！它被雨水淋了。”使者说：“为何不把它放在上边以便
让人看见？作弊者，不属我的教胞。” ①
-哈克姆·本·黑扎奴（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ﻋﻦ ﺣَﻜِﻴﻢِ ﺑﻦِ ﺣِﺰَﺍﻡٍ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ﻓَﺈﻥْ ﺻَﺪَﻗَﺎ ﻭَﺑَﻴﱠﻨَﺎ ﺑُﻮﺭِﻙ، ﺣَﺘﱠﻰ ﻳَﺘَﻔَﺮﱠﻗَﺎ: ﺃﻭْ ﻗﺎﻝ، »ﺍﻟﺒَﻴﱢﻌَﺎﻥِ ﺑِﺎﻟﺨِﻴَﺎﺭِ ﻣَﺎ ﻟَـﻢْ ﻳَﺘَﻔَﺮﱠﻗَﺎ: -ﻭﺳﻠﻢ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ﺇﻥْ ﻛَﺘَـﻤَﺎ ﻭَﻛَﺬَﺑَﺎ ﻣُـﺤِﻘَﺖْ ﺑَﺮَﻛَﺔُ ﺑَﻴْـﻌِﻬِـﻤَﺎ،ﻟَـﻬُـﻤَﺎ ﻓِﻲ ﺑَﻴْـﻌِﻬِـﻤَﺎ
“买卖双方在没有分手之前都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或者
说甚至是分手之后，如果双方都是诚实的，并且说明真相，
那么，他俩的买卖就会充满吉庆；如果双方隐瞒事实，并且
撒谎，那么，他俩买卖中的吉庆确已失去。
”②
P89F

-不允许垄断商品：
麦阿迈尔·本·阿布杜拉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 »ﻻ ﻳَـﺤْﺘَـﻜِﺮ: ﻗﺎﻝ-ﺻﻠﻰ ﺍﷲ ﻋﻠﻴﻪ ﻭﺳﻠﻢ-  ﻋَﻦْ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ﻣَﻌْﻤَﺮِ ﺑْﻦِ ﻋَﺒْﺪِ ﺍﷲ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02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207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53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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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ﺇﻻ ﺧَﺎﻃِﺊ
“只有违背的犯罪者才垄断商品。
”①
P90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6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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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旅行的礼节
-寻求行善者的嘱托：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有个人来对主的使
者说：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ﺟﻼً ﻗﺎﻝ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ﺇﻧﻲ ﺃﺭﻳﺪ ﺃﻥ ﺃﺳﺎﻓﺮ
ﻓﺄﻭﺻﻨﻲ ،ﻗﺎﻝ» :ﻋَﻠَﻴْﻚَ ﺑِﺘَﻘْﻮَﻯ ﺍﷲ ،ﻭَﺍﻟﺘﱠﻜْﺒِﻴﺮِ ﻋَﻠَﻰ ﻛُﻞﱢ ﺷَﺮﻑٍ« ﻓَﻠَـﻤﱠﺎ ﺃَﻥْ ﻭَﻟﱠﻰ ﺍﻟﺮﱠﺟُﻞُ
ﻗَﺎﻝَ»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ﺍﻃْﻮِ ﻟَـﻪُ ﺍﻷَﺭْﺽَ ،ﻭَﻫَﻮﱢﻥْ ﻋَﻠَﻴﻪِ ﺍﻟﺴﱠﻔَﺮَ«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主的使者啊！我要旅行，您嘱咐我吧！”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当敬畏真主，每当上坡时你
都应念大赞词。”当那个人转身离去之后，使者又说：“主
！啊！求您为他缩短距离吧！求您使他的旅行容易吧
①”
P91F

-旅行者旅行时，居家者应对其说什么：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Fﻳُﻮَﺩﱢﻋﻨﺎ ﻓﻴﻘﻮﻝ:
»ﺃَﺳْﺘَﻮْﺩِﻉُ ﺍﷲ ﺩِﻳْﻨَﻚَ ،ﻭَﺃَﻣَﺎﻧَﺘَـﻚَ ،ﻭَﺧَﻮَﺍﺗِﻴْـﻢَ ﻋَﻤَﻠِﻚَ«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每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我们送行
时，他都会说：“我将你的信仰，你的信义，你工作的结局

①

优良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445 段，原文出自《提勒秘日圣训集》，《伊本马哲圣
训集》第 277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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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交付给真主

-辞别时，旅行者对居家者说什么：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ﻭﺩﱠﻋﻨﻲ ﺭﺳﻮﻝ ﺍﷲ  Fﻓﻘﺎﻝ» :ﺃَﺳْﺘَﻮﺩِﻋُﻚَ
ﺍﷲ ﺍﻟﱠﺬِﻱ ﻻ ﻳُﻀِﻴﻊُ ﻭَﺩَﺍﺋِﻌَﻪُ«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为我送行时，他
② ”。说：“我把你交付给真主——不会让托付遗失的主
P93F

-与清廉者们结伴旅行：
艾布穆萨（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ﺑﻲ ﻣﻮﺳﻰ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 ﻗﺎﻝ» :ﻣَﺜَﻞُ ﺍﻟﺠَﻠِﻴْﺲِ ﺍﻟﺼﱠﺎﻟِـﺢِ
ﻭَﺍﻟﺴﱠﻮْءِ ﻛَﺤَﺎﻣِﻞِ ﺍﻟﻤِﺴْﻚِ ﻭَﻧَﺎﻓِﺦِ ﺍﻟﻜِﻴﺮِ .ﻓَﺤَﺎﻣِﻞُ ﺍﻟﻤِﺴْﻚِ ﺇﻣﱠﺎ ﺃَﻥْ ﻳُـﺤْﺬِﻳَﻚَ ،ﻭَﺇﻣﱠﺎ ﺃَﻥْ ﺗَﺒْﺘَﺎﻉَ
ﻣِﻨْـﻪُ ،ﻭَﺇﻣﱠﺎ ﺃَﻥْ ﺗَـﺠِﺪَ ﻣِﻨْـﻪُ ﺭِﻳﺤﺎً ﻃَﻴﱢﺒَﺔً ،ﻭَﻧَﺎﻓِﺦُ ﺍﻟﻜِﻴﺮِ ﺇﻣﱠﺎ ﺃَﻥْ ﻳُـﺤْﺮِﻕَ ﺛِﻴَﺎﺑَﻚَ ﻭَﺇﻣﱠﺎ ﺃَﻥْ ﺗَـﺠِﺪَ
ﺭِﻳﺤﺎً ﺧَﺒِﻴْﺜَ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清廉的伙伴与罪恶的伙伴，犹如一个带麝香者与一个
拉风箱者的例子。带麝香者，要么他送你一些麝香，要么从
他那里你买一点，要么你可以从他那里闻到芳香的气息；至

①

正确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443 段，查看《正确丛书》第 14 段
良好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9230 段，查看《正确丛书》第 16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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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拉风箱者，要么他会烧坏你的衣服，要么你从他那里闻点
难闻的气味。” ①

-不要单独旅行：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ﻟَﻮْ ﻳَـﻌْﻠَـﻢُ ﺍﻟﻨﱠﺎﺱُ ﻣَﺎ ﻓِﻲ: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ﺍﻟﻨﺒﻲ × ﻗﺎﻝ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ﺍﻟﻮَﺣْﺪَﺓِ ﻣَﺎ ﺃَﻋْﻠَـﻢُ ﻣَﺎ ﺳَﺎﺭَ ﺭَﺍﻛِﺐٌ ﺑِﻠَﻴﻞٍ ﻭَﺣْﺪَﻩ
“假如人们像我一样知道有关单独旅行的，那么，在夜
间就不会有乘骑者独自行走。
”②
P95F

-旅行中不要带狗与铃铛：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ﻻ ﺗَﺼْﺤَﺐُ ﺍﻟﻤَﻼﺋِﻜَﺔُ ﺭُﻓْﻘَﺔ: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ﻗﺎﻝ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ﻓِﻴْـﻬَﺎ ﻛَﻠْﺐٌ ﻭَﻻ ﺟَﺮَﺱ
“众天使不伴随带有狗与铃铛的人结伴而行。” ③
P96F

-旅行中应帮助同伴等其他的人：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53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628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2998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2113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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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陪同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一起旅行的
途中，突然一个人骑着坐骑走了过来。他（传述人）说：他
开始左顾右盼，然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  ﺑَﻴْﻨَﻤـَﺎ ﻧَﺤْـﻦُ ﻓِﻲ ﺳَﻔَﺮٍ ﻣَﻊَ ﺍﻟﻨﱠﺒِﻲﱢ: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ـﻲ ﺍﷲ ﻋﻨـﻪ ﻗﺎﻝ
 ﻓَﺠَﻌَﻞَ ﻳَﺼْﺮِﻑُ ﺑَﺼَﺮَﻩُ ﻳَـﻤِﻴﻨًﺎ ﻭَﺷِﻤَﺎﻻً ﻓَﻘَ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ﺇﺫْ ﺟَﺎءَ ﺭَﺟُﻞٌ ﻋَﻠَﻰ ﺭَﺍﺣِﻠَﺔٍ ﻟَـﻪُ ﻗَﺎﻝ
ْ ﻭَﻣَﻦْ ﻛَﺎﻥَ ﻟَـﻪُ ﻓَﻀْﻞٌ ﻣِﻦ،ُ »ﻣَﻦْ ﻛَﺎﻥَ ﻣَﻌَﻪُ ﻓَﻀْﻞُ ﻇَﻬْﺮٍ ﻓَﻠْﻴَـﻌُﺪْ ﺑِـﻪِ ﻋَﻠَﻰ ﻣَﻦْ ﻻ ﻇَﻬْﺮَ ﻟَـﻪ:×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ﺯَﺍﺩٍ ﻓَﻠْﻴَـﻌُﺪْ ﺑِـﻪِ ﻋَﻠَﻰ ﻣَﻦْ ﻻ ﺯَﺍﺩَ ﻟَـﻪ
“谁有多余的乘骑，让他给予没有乘骑的人，谁有多余
的干粮，让他给予没有干粮的人。
”①
P97F

-乘骑时的祈祷词：
清高的真主说：
:9 8 7 6 5 4 3 2 1 0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

K J I H G FED CB A @ ? > = < ;
.[١٤-١٢ /( ]ﺍﻟﺰﺧﺮﻑTSRQPONML
【[12]他创造万类，而以船舶和牲畜供你们骑乘，[13]

以便你们端坐在上面。然后，在端坐的时候，想着你们主的
恩典，并且说：“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为我们制服此物，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17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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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它本是无能的。[14]我们必定归于我们的主
①】

-旅行的祈祷词：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每当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骑上骆驼出外旅行时，他先念
三遍“真主至大”，然后念：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ﱠ ﺭَﺳُﻮﻝَ ﺍﷲ × ﻛَﺎﻥَ ﺇﺫَﺍ ﺍﺳْﺘَﻮَﻯ ﻋَﻠَﻰ ﺑَـﻌِﻴﺮِﻩِ
ﺧَﺎﺭِﺟﺎً ﺇﻟَﻰ ﺳَﻔَﺮٍ ﻛَﺒﱠﺮ ﺛَﻼﺛﺎً ،ﺛُﻢﱠ ﻗَﺎﻝَO N M L K J I H G F)D :
] (TSRQPﺍﻟﺰﺧﺮﻑ.[١٤-١٣/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ﺇﻧﱠﺎ ﻧَﺴْﺄَﻟُﻚَ ﻓِﻲ ﺳَﻔَﺮِﻧَﺎ ﻫَﺬَﺍ ﺍﻟﺒِﺮﱠ ﻭَﺍﻟﺘﱠﻘْﻮَﻯ ،ﻭَﻣِﻦَ ﺍﻟﻌَﻤَﻞِ ﻣَﺎ ﺗَﺮْﺿَﻰ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ﻫَﻮﱢﻥْ ﻋَﻠَﻴﻨَﺎ ﺳَﻔَﺮَﻧَﺎ ﻫَﺬَﺍ ،ﻭَﺍﻃْﻮِ ﻋَﻨﱠﺎ ﺑُـﻌْﺪَﻩُ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ﺃَﻧْﺖَ ﺍﻟﺼﱠﺎﺣِﺐُ ﻓِﻲ ﺍﻟﺴﱠﻔَﺮِ ،ﻭَﺍﻟﺨَﻠِﻴﻔَﺔُ ﻓِﻲ
ﺍﻷَﻫْﻞِ.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ﺇﻧﱢﻲ ﺃَﻋُﻮﺫُ ﺑِﻚَ ﻣِﻦْ ﻭَﻋْﺜَﺎءِ ﺍﻟﺴﱠﻔَﺮِ ،ﻭَﻛَﺂﺑﺔِ ﺍﻟﻤﻨْﻈَﺮِ ،ﻭَﺳُﻮءِ ﺍﻟﻤُﻨْﻘَﻠَﺐِ ﻓِﻲ ﺍﻟﻤَﺎﻝِ
ﻭَﺍﻷَﻫْﻞِ« .ﻭَﺇﺫَﺍ ﺭَﺟَﻊَ ﻗَﺎﻟَـﻬُﻦﱠ ﻭَﺯَﺍﺩَ ﻓِﻴْـﻬِﻦﱠ» :ﺁﻳِﺒُﻮﻥَ ،ﺗَﺎﺋِﺒُﻮﻥَ ،ﻋَﺎﺑِﺪُﻭﻥَ ،ﻟِﺮَﺑﱢﻨَﺎ ﺣَﺎﻣِﺪُﻭﻥَ«.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为我们制服此物，我们对于
。它本是无能的。[14]我们必定归于我们的主
②】
P9F

主啊！在我们的这次旅行中，我们向您祈求善功和敬
畏，以及您喜欢的工作；主啊！求您使我们的这次旅行容
①

《金饰章》第 12-14 节
《金饰章》第 13-14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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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求您为我们缩短里程；主啊！您是旅行中的伴旅，是家
人的代理者。
主啊！我求您保护免遭旅途之苦和抑郁，求您保护我的
财产和家人免遭不测。当他从旅途中返回时，他念这些祈祷
词的同时还增加以下的祈祷词：我们都将回归到真主那里，
都应向真主悔过自新，应崇拜真主，应赞颂我们的养主。
”①

-如果是两个人旅行时应如何做：
艾布穆萨（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派遣他和穆阿兹去也门时，曾对他俩说：
:َﻋﻦ ﺃﺑﻲ ﻣﻮﺳﻰ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ﺍﻟﻨﱠﺒِﻲﱠ × ﺑَـﻌَﺜَﻪُ ﻭﻣُﻌَﺎﺫﺍً ﺇﻟَﻰ ﺍﻟﻴَـﻤَﻦِ ﻓَﻘَﺎﻝ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ﺗَﻄَﺎﻭَﻋَﺎ ﻭَﻻ ﺗَـﺨْﺘَﻠِﻔَﺎ، ﻭَﺑَﺸﱢﺮَﺍ ﻭَﻻ ﺗُﻨَﻔﱢﺮَﺍ،»ﻳَﺴﱢﺮَﺍ ﻭَﻻ ﺗُﻌَﺴﱢﺮَﺍ
“你俩当使人容易，不要使人困难；你俩当给人报喜，
不要恐吓他人；你俩当相互一致，不要分歧。” ②
P10F

-如果有三个或更多的人时，应从其中选择一人为领
袖：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ﺇﺫَﺍ ﺧَﺮَﺝَ ﺛَﻼﺛَﺔ: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ﻗﺎﻝ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342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434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733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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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ﻓِﻲ ﺳَﻔَﺮٍ ﻓَﻠْﻴُﺆَﻣﱢﺮُﻭﺍ ﺃَﺣَﺪَﻫُـﻢ
“如果是三个人一起旅行，让他们从中选举一人为领
袖。” ①
P102F

-当旅行者登上坡或下坡时应说什么：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ﻛُﻨﱠﺎ ﺇِﺫَﺍ ﺻَﻌِﺪْﻧَﺎ ﻛَﺒﱠﺮْﻧَﺎ ﻭَﺇِﺫَﺍ ﻧَﺰَﻟْﻨَﺎ:َ 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ﺍ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١
@N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ﺳَﺒﱠﺤْﻨَﺎ
“当我们上坡时，我们赞颂真主至大；当我们下坡时，
我们赞颂真主超绝。
”②
P103F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在其中提
到——他说：
 َﻭﻛَﺎﻥَ ﺍﻟﻨﱠﺒِﻲﱡ × ﻭَﺟُﻴُﻮﺷُﻪُ ﺇﺫَﺍ:َ ﻗَﺎﻝ-ﻭﻓﻴﻪ- ... ﻭ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٢
.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ﺇﺫَﺍ ﻫَﺒَﻄُﻮﺍ ﺳَﺒﱠﺤُﻮﺍ،ﻋَﻠَﻮﺍ ﺍﻟﺜﱠﻨَﺎﻳَﺎ ﻛَﺒﱠﺮُﻭﺍ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带着军队出
征，当他们上坡时，他们赞颂真主至大；当他们下坡时，他
们赞颂真主超绝。” ③
P104F

①

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608 段，查看《正确丛书》第 1322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2993 段
③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59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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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中睡觉的方式：
艾布盖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ﺃﺑﻲ ﻗﺘﺎﺩ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ﺇﺫَﺍ ﻛَﺎَﻥ ِﻓﻲ ﺳَﻔَﺮٍ ﻓَﻌَﺮﱠﺱَ
ﺑِﻠَﻴﻞٍ ﺍﺿْﻄَﺠَﻊَ ﻋَﻠَﻰ ﻳَـﻤِﻴﻨِـﻪِ ،ﻭَﺇﺫَﺍ ﻋَﺮﱠﺱَ ﻗُﺒَﻴْﻞَ ﺍﻟﺼﱡﺒْـﺢِ ﻧَﺼَﺐَ ﺫِﺭَﺍﻋَﻪ ،ﻭَﻭَﺿَﻊَ ﺭَﺃْﺳَﻪُ
ﻋَﻠَﻰ ﻛَﻔﱢ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旅行夜晚休息
时，他就向右边侧卧；如果他是在晨礼前不久休息时，他就
。立起肘，将自己的头放在手掌上
①”
P105F

-旅行者住宿时应说什么：
）呼来图·宾图·哈克米·艾勒赛莱米业（愿主喜悦她
）的传述，她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ﻋﻦ ﺧﻮﻟﺔ ﺑﻨﺖ ﺣﻜﻴﻢ ﺍﻟﺴﻠﻤﻴ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ﻧﻬﺎ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 ﻳﻘﻮﻝ:
»ﻣَﻦْ ﻧَﺰَﻝَ ﻣَﻨْﺰِﻻً ﺛُﻢﱠ ﻗَﺎﻝَ :ﺃَﻋُﻮﺫُ ﺑِﻜَﻠِـﻤَﺎﺕِ ﺍﷲ ﺍﻟﺘﱠﺎﻣﱠﺎﺕِ ﻣِﻦْ ﺷَﺮﱢ ﻣَﺎ ﺧَﻠَﻖَ ،ﻟَـﻢْ ﻳَﻀُﺮﱡﻩُ ﺷَﻲْءٌ
ﺣَﺘﱠﻰ ﻳَﺮْﺗَـﺤِﻞَ ﻣِﻦْ ﻣَﻨْﺰِﻟِـﻪِ ﺫَﻟِﻚَ«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谁住宿并说了‘我以真主完美的言辞祈求护佑，免遭
万物的伤害’；那么，任何事物都不能伤害他，直至离开他
② ”。住宿的那个地方
P106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683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2708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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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旅行者在天亮前出发应说什么：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 ﻛﺎﻥ ﺇﺫﺍ ﻛﺎﻥ ﻓﻲ ﺳﻔﺮ ﻭﺃﺳﺤﺮ ﻳﻘﻮﻝ:
»ﺳَﻤﱠﻊَ ﺳَﺎﻣِﻊٌ ﺑِـﺤَـﻤْﺪِ ﺍﷲ ﻭَﺣُﺴْﻦِ ﺑَﻼﺋِﻪِ ﻋَﻠَﻴﻨَﺎ ،ﺭَﺑﱠﻨَﺎ ﺻَﺎﺣِﺒْﻨَﺎ ﻭَﺃَﻓْﻀِﻞْ ﻋَﻠَﻴﻨَﺎ ،ﻋَﺎﺋِﺬﺍً ﺑِﺎﷲ
ﻣِﻦَ ﺍﻟﻨﱠﺎﺭِ«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天亮前出发旅
行时，他都会说：“让听者听到我们赞颂真主赐予我们的恩
惠，我们的主啊！求您保护我们，求您赐予我们您丰厚的恩
。惠！我求真主保护免遭火狱之灾
①”
P107F

-如果乘骑摔倒了应说什么：
»ﺑِﺎﺳْﻢِ ﺍﷲ«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奉真主之名
②”
P108F

-看见村庄时应说什么：
苏海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看见他想进入的村庄时就会说：
ﻋﻦ ﺻﻬﻴﺐ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 ﻟﻢ ﻳﺮ ﻗﺮﻳﺔ ﻳﺮﻳﺪ ﺩﺧﻮﻟﻬﺎ ﺇﻟﱠﺎ ﻗﺎﻝ ﺣﻴﻦ
ﻳﺮﺍﻫﺎ»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ﺭَﺏﱠ ﺍﻟﺴﱠﻤَﺎﻭَﺍﺕِ ﺍﻟﺴﱠﺒْﻊِ ﻭَﻣَﺎ ﺃَﻇْﻠَﻠْﻦَ ،ﻭَﺭَﺏﱠ ﺍﻷَﺭَﺿِﻴﻦَ ﺍﻟﺴﱠﺒْﻊِ ﻭَﻣَﺎ ﺃَﻗْﻠَﻠْﻦَ،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2718段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0867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98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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ﻭَﺭَﺏﱠ ﺍﻟﺸﱠﻴَﺎﻃِﻴﻦِ ﻭَﻣَﺎ ﺃَﺿْﻠَﻠْﻦَ ،ﻭَﺭَﺏﱠ ﺍﻟﺮﱢﻳَﺎﺡِ ﻭَﻣَﺎ ﺫَﺭَﻳْﻦَ ،ﻓَﺈﻧﱠﺎ ﻧَﺴْﺄَﻟُﻚَ ﺧَﻴْﺮَ ﻫَﺬِﻩِ ﺍﻟﻘَﺮْﻳَﺔِ،
ﻭَﺧَﻴْﺮَ ﺃَﻫْﻠِـﻬَﺎ ،ﻭَﻧَﻌُﻮﺫُ ﺑِﻚَ ﻣِﻦْ ﺷَﺮﱢﻫَﺎ ،ﻭَﺷَﺮﱢ ﺃَﻫْﻠِـﻬَﺎ ،ﻭَﺷَﺮﱢ ﻣَﺎ ﻓِﻴﻬَﺎ«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ﻨﺴﺎﺋﻲ ﻓﻲ
ﺍﻟﻜﺒﺮﻯ ﻭﺍﻟﻄﺤﺎﻭﻱ.
“主啊！七层天以及覆盖七层天之下万物的养主啊！七
层地以及担负七层地之上万物的养主啊！众恶魔及其堕落行
径的养主啊！风及其所刮起之物的养主啊！我们向您祈求这
座村庄及其居民的福利；我们求您保护，免遭这座村庄与其
。居民，以及其中的任何伤害
①”
P109F

-星期四旅行为嘉义：
凯阿布·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ﻋﻦ ﻛﻌﺐ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ﺍﻟﻨﱠﺒِﻲﱠ × ﺧَﺮَﺝَ ﻳَﻮﻡَ ﺍﻟﺨَـﻤِﻴﺲِ ﻓِﻲ ﻏَﺰْﻭَﺓِ
ﺗَﺒُﻮﻙَ ،ﻭَﻛَﺎﻥَ ﻳُـﺤِﺐﱡ ﺃَﻥْ ﻳَـﺨْﺮُﺝَ ﻳَﻮﻡَ ﺍﻟﺨَـﻤِﻴﺲِ ،ﻭَﻓﻲ ﻟﻔﻆٍ :ﻟَﻘَﻠﱠﻤَﺎ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ﻳَـﺨْﺮُﺝُ ﺇﺫَﺍ ﺧَﺮَﺝَ ﻓِﻲ ﺳَﻔَﺮٍ ﺇﻟﱠﺎ ﻳَﻮﻡَ ﺍﻟﺨَـﻤِﻴﺲِ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星期四出征塔布
克战役的，他喜爱在星期四旅行。”在另一传述中提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很少旅行，如果旅行，
。他就选择在星期四这一天出门
②”
P10F

-清晨旅行，夜间行走：
①

正确的圣训，《奈萨伊圣训集》第 8826 段，《塔哈威圣训集》第 5693 段，请看《正确丛
书》第 2759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2949、295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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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赫尔·艾勒阿米迪（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ﺻﺨﺮ ﺍﻟﻐﺎﻣﺪ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 ﻗﺎﻝ»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ﺑَﺎﺭِﻙْ ﻷُﻣﱠﺘِﻲ
ﻓِﻲ ﺑُﻜُﻮﺭِﻫَﺎ« .ﻭَﻛَﺎﻥَ ﺇﺫَﺍ ﺑَـﻌَﺚَ ﺳَﺮِﻳﱠﺔً ﺃﻭ ﺟَﻴْﺸﺎً ﺑَـﻌَﺜَﻬُـﻢْ ﻓﻲ ﺃَﻭﱠﻝِ ﺍﻟﻨﱠﻬَﺎﺭِ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主啊！求您恩赐我的民族清晨获得吉祥吧！”每当他
① 。派遣军队时，均在清晨派遣他们
P1F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ﻭ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ﻋَﻠَﻴْﻜُﻢْ ﺑِﺎﻟﺪﱡﻟْـﺠَﺔِ ،ﻓَﺈﻥﱠ
ﺍﻷَﺭْﺽَ ﺗُﻄْﻮَﻯ ﺑِﺎﻟﻠﱠﻴﻞ«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 你 们 当 夜 间 行 走 ！ 因 为 大 地 在 夜 间 是 被 折 叠 起来
② ”。的
P12F

-当从朝觐等旅途中归来时应说什么：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
说：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ﱠ ﺭَﺳُﻮﻝَ ﺍﷲ × ﻛَﺎﻥَ ﺇﺫَﺍ ﻗَﻔَﻞَ ﻣِﻦْ ﻏَﺰْﻭٍ ﺃَﻭْ ﺣَﺞﱟ
①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5522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606 段，原文出自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②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5157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571 段，原文出自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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ﺃَﻭْ ﻋُﻤْﺮَﺓٍ ﻳُﻜَﺒﱢﺮُ ﻋَﻠَﻰ ﻛُﻞﱢ ﺷَﺮَﻑٍ ﻣِﻦَ ﺍﻷَﺭْﺽِ ﺛَﻼﺙَ ﺗَـﻜْﺒِﻴﺮﺍﺕٍ ،ﺛُﻢﱠ ﻳَـﻘُﻮﻝُ» :ﻻ ﺇﻟَـﻪَ ﺇﻟﱠﺎ ﺍﷲ
ﻭَﺣْﺪَﻩُ ﻻ ﺷَﺮِﻳﻚَ ﻟَـﻪُ ،ﻟَـﻪُ ﺍﻟﻤُﻠْﻚُ ﻭَﻟَـﻪُ ﺍﻟﺤَـﻤْﺪُ ،ﻭَﻫُﻮَ ﻋَﻠَﻰ ﻛُﻞﱢ ﺷَﻲْءٍ ﻗَﺪِﻳﺮٌ ،ﺁﻳِﺒُﻮﻥَ ،ﺗَﺎﺋِﺒُﻮﻥَ،
ﻋَﺎﺑِﺪُﻭﻥَ ،ﺳَﺎﺟِﺪُﻭﻥَ ،ﻟِﺮَﺑﱢﻨَﺎ ﺣَﺎﻣِﺪُﻭﻥَ ،ﺻَﺪَﻕَ ﺍﷲ ﻭَﻋْﺪَﻩُ ،ﻭَﻧَﺼَﺮَ ﻋَﺒْﺪَﻩُ ،ﻭَﻫَﺰَﻡَ ﺍﻷَﺣْﺰَﺍﺏَ
ﻭَﺣْﺪَﻩُ«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每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从出征
或正朝、或副朝中返回时，当他登上高坡时，就念三遍大赞
词，然后说：‘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他是独
一无二的主，他拥有一切权力、拥有一切赞颂，他是大能于
万物的主。我们都要回归到真主那里，我们都应向真主悔过
自新，我们都应叩拜真主，我们应赞颂我们的养主。真主确
已实现了自己的约会，援助了自己的仆人，独自战胜了联
① ”。’军
P13F

-旅行者办完事之后应做什么：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ﻗﺎﻝ» :ﺍﻟﺴﱠﻔَﺮُ ﻗِﻄْﻌَﺔٌ ﻣِﻦَ
ﺍﻟﻌَﺬَﺍﺏِ ،ﻳَـﻤْﻨَﻊُ ﺃَﺣَﺪَﻛُﻢْ ﻧَﻮﻣَﻪُ ﻭَﻃَﻌَﺎﻣَﻪُ ﻭَﺷَﺮَﺍﺑَـﻪُ ،ﻓَﺈﺫَﺍ ﻗَﻀَﻰ ﺃَﺣَﺪُﻛُﻢْ ﻧَـﻬْـﻤَﺘَـﻪُ ﻓَﻠْﻴُـﻌَﺠﱢﻞْ ﺇﻟَﻰ
ﺃَﻫْﻠِـ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79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344 段

60

礼节

“旅行属于一种折磨，阻止你们睡不好，吃不好，喝不
好，所以当你们某人办完事情后，应当尽快回家。” ①

-从旅行中返回的时间：
-凯阿布·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ﻋﻦ ﻛﻌﺐ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ﻛَﺎﻥَ ﻻ ﻳَـﻘْﺪَﻡُ ﻣِﻦْ ﺳَﻔَﺮٍ ﺇﻟﱠﺎ-١
 ﻣﺘﻔﻖ.ِ ﺛُﻢﱠ ﺟَﻠَﺲَ ﻓِﻴْـﻪ،ِ ﻓَﺈﺫَﺍ ﻗَﺪِﻡَ ﺑَﺪَﺃَ ﺑِﺎﻟﻤَﺴْﺠِﺪِ ﻓَﺼَﻠﱠﻰ ﻓِﻴﻪِ ﺭَﻛْﻌَﺘَﻴﻦ،ﻧَـﻬَﺎﺭًﺍ ﻓِﻲ ﺍﻟﻀﱡﺤَﻰ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每次旅行都是
在上午时分返回，当他回来后，他首先到清真寺里礼两拜，
然后坐在其中。
”②
P15F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ﻛَﺎﻥَ ﻻ ﻳَﺪْﺧُﻞ،ُ ﻛَﺎﻥَ ﺍﻟﻨﱠﺒِﻲﱡ × ﻻ ﻳَﻄْﺮُﻕُ ﺃَﻫْﻠَـﻪ: ﻭ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ﺇﻟﱠﺎ ﻏُﺪْﻭَﺓً ﺃَﻭْ ﻋَﺸِﻴﱠﺔ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从不在夜间敲门进
家，但他只在清晨或傍晚时进家。
”③
P16F

-按照圣行，夜间返回者应提前告知家人：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00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927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441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16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0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92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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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ﺍ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ﺍﻟﻨﺒﻲ × ﻗﺎﻝ» :ﺇﺫَﺍ ﺩَﺧَﻠْﺖَ ﻟَﻴْﻼً ﻓَﻼ
ﺗَﺪْﺧُﻞْ ﻋَﻠَﻰ ﺃَﻫْﻠِﻚَ ﺣَﺘﱠﻰ ﺗَﺴْﺘَـﺤِﺪﱠ ﺍﻟﻤُﻐِﻴﺒَﺔُ ،ﻭَﺗَـﻤْﺘَﺸِﻂَ ﺍﻟﺸﱠﻌِﺜَ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如果你晚上进家时，你应该等到丈夫不在家的妻子们
。梳洗打扮之后，才来到她们跟前
①”
P17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24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7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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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睡觉与醒来的礼节
-想睡觉时应做什么：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ﺃَﻃْﻔِﺌُﻮﺍ ﺍﻟﻤَﺼَﺎﺑِﻴْـﺢَ ﺑِﺎﻟﻠﱠﻴﻞِ ﺇﺫَﺍ:×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ﺟﺎﺑ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ﺧَـﻤﱢﺮُﻭﺍ ﺍﻟﻄﱠﻌَﺎﻡَ ﻭَﺍﻟﺸﱠﺮَﺍﺏ،َﺳﻘِﻴَﺔ
ْ َ ﻭَﺃَﻭْﻛِﺌُﻮﺍ ﺍﻷ،َ ﻭَﺃَﻏْﻠِﻘُﻮﺍ ﺍﻷَﺑْﻮَﺍﺏ،ْﺭَﻗَﺪْﺗُـﻢ
“你们睡觉的时候当熄灭灯，关上门，扎紧水袋，盖上
饭食和饮料。” ①
P18F

-睡觉前应洗去手上的油脂：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 »ﻣَﻦْ ﻧَﺎﻡَ ﻭَﻓِﻲ ﻳَﺪِﻩِ ﻏَﻤَﺮٌ ﻭَﻟَﻢ: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 ﻗﺎﻝ
.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ﻓَﻠَﺎ ﻳَﻠُﻮﻣَﻦﱠ ﺇِﻟﱠﺎ ﻧَﻔْﺴَﻪ،ٌﻳَﻐْﺴِﻠْﻪُ ﻓَﺄَﺻَﺎﺑَﻪُ ﺷَﻲْء
“手上带有腻味没有洗而睡觉者，然后他遭遇任何不
幸，都当自责其身。
”②
P19F

-带着大小净睡觉的优越：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8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12 段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852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
日圣训集》第 1860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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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阿兹·本·洁柏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ﻣﻌﺎﺫ ﺑﻦ ﺟﺒﻞ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 ﻗﺎﻝ» :ﻣَﺎ ﻣِﻦْ ﻣُﺴْﻠِﻢٍ ﻳَﺒِﻴﺖُ ﻋَﻠَـﻰ
ﺫِﻛْﺮِ ﺍﷲ ﻃَﺎﻫِﺮًﺍ ،ﻓَﻴَﺘَﻌَﺎﺭﱡ ﻣِﻦْ ﺍﻟﻠﱠﻴْﻞِ ،ﻓَﻴَﺴْﺄَﻝُ ﺍﷲَ ﺧَﻴْﺮﺍً ﻣِﻦْ ﺃَﻣْﺮِ ﺍﻟﺪﱡﻧْﻴَﺎ ﻭَﺍﻟْﺂﺧِﺮَﺓِ ﺇِﻟﱠﺎ ﺃَﻋْﻄَﺎﻩُ
ﺇِﻳﱠﺎﻩُ«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任何一位穆斯林带有大小净记念着真主过夜，然后他
在夜间记念真主，向真主祈求今后两世幸福，那么，真主都
。会赐予他
①”
P120F

-穆斯林睡觉时诵读部分《古兰经》章节：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١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ﱠ ﺍﻟﻨﱠﺒِﻲﱠ × ﻛَﺎﻥَ ﺇﺫَﺍ ﺃَﻭَﻯ ﺇﻟَﻰ ﻓِﺮَﺍﺷِﻪِ ﻛُﻞﱠ ﻟَﻴْﻠَﺔٍ
ﺟَـﻤَﻊَ ﻛَﻔﱠﻴﻪِ ﺛُﻢﱠ ﻧَﻔَﺚَ ﻓِﻴْـﻬِـﻤَﺎ ،ﻓَﻘَﺮَﺃَ ﻓِﻴﻬِـﻤَﺎ6 5 4) ،( $ # " !) :

 ،(S R Q P) ،(7ﺛُﻢﱠ ﻳَـﻤْﺴَﺢُ ﺑِـﻬِـﻤَﺎ ﻣَﺎ ﺍﺳْﺘَﻄَﺎﻉَ ﻣِﻦْ ﺟَﺴَﺪِﻩِ ،ﻳَﺒْﺪَﺃُ ﺑِـﻬِـﻤَﺎ
ﻋَﻠَﻰ ﺭَﺃْﺳِﻪِ ﻭَﻭَﺟْﻬِﻪِ ﻭَﻣَﺎ ﺃَﻗْﺒَﻞَ ﻣِﻦْ ﺟَﺴَﺪِﻩِ ،ﻳَﻔْﻌَﻞُ ﺫَﻟِﻚَ ﺛَﻼﺙَ ﻣَﺮﱠﺍﺕٍ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每天夜晚睡觉时，他
都会捧起双手吹口气，并对着它俩诵读《忠诚章》，《曙光
章》和《世人章》，然后用两手尽力抹全身的各部位，他先
。抹头部和脸部，再抹身体的前部，他如此连做三遍
②”
P12F

①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2048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01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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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ﺑِـﺤِﻔْﻆِ ﺯَﻛَﺎﺓF  ﻭَﻛﱠﻠَﻨِﻲ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ﻷَﺭْﻓَﻌَﻨﱠﻚَ ﺇﻟَﻰ ﺭَﺳُﻮﻝِ ﺍﷲ:ُ ﻓَﺄَﺧَﺬْﺗُـﻪُ ﻓَﻘُﻠْﺖ،ِ ﻓَﺄَﺗَﺎﻧِﻲ ﺁﺕٍ ﻓَﺠَﻌَﻞَ ﻳَـﺤْﺜُﻮ ﻣِﻦَ ﺍﻟﻄﱠﻌَﺎﻡ،َﺭَﻣَﻀَﺎﻥ
َ ﻟَـﻢْ ﻳَﺰَﻝْ ﻣَﻌَﻚَ ﻣِﻦ، ﺇﺫَﺍ ﺃَﻭَﻳْﺖَ ﺇﻟَﻰ ﻓِﺮَﺍﺷِﻚَ ﻓَﺎﻗْﺮَﺃْ ﺁﻳَﺔَ ﺍﻟﻜُﺮْﺳِﻲﱢ:َ ﻓَﻘَﺎﻝ-َﻓَﻘَﺺﱠ ﺍﻟﺤَﺪِﻳﺚ- F
َ ﺫَﺍﻙ،ٌ »ﺻَﺪَﻗَﻚَ ﻭَﻫُﻮَ ﻛَﺬُﻭﺏ:F  ﻓَﻘَﺎﻝَ ﺍﻟﻨﱠﺒِﻲﱡ،َ ﻭَﻻ ﻳَـﻘْﺮَﺑُﻚَ ﺷَﻴْﻄَﺎﻥٌ ﺣَﺘﱠﻰ ﺗُﺼْﺒِـﺢ،ٌﺍﷲ ﺣَﺎﻓِﻆ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ﺷَﻴْﻄَﺎﻥ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委派我看管斋
月里的天课，一天晚上来了一人，偷拿天课中的食物，被我
逮住了，我说：‘我一定将你交给真主的使者处理’。”——
他在传述这段《圣训》中提到——那个人（小偷对他）说：
“当你上床睡觉时，你诵念‘库尔西’经文，来自真主保护
者会一直看护你，恶魔不能接近你，直到早晨。”先知（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说的是实话，他是说谎
者，那是恶魔。
”①
P12F

-睡觉时赞主至大、赞主清净和赞颂真主：
阿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法图麦（愿主喜悦她）来
向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要女仆，但是她没有见
到先知，她说：“……他来我们这儿时，我们已经上床睡觉
了……。”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010 段，请查看《简明布哈里圣训集》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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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ﻋﻠ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ﻓﺎﻃﻤ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ﺟﺎءﺕ ﺗﺴﺄﻝ ﺍﻟﻨﺒﻲ  Fﺧﺎﺩﻣﺎً
ﻓﻠﻢ ﺗﻮﺍﻓﻘﻪ ،ﻗﺎﻟﺖ :...ﻓﺄﺗﺎﻧﺎ ﻭﻗﺪ ﺃﺧﺬﻧﺎ ﻣﻀﺎﺟﻌﻨﺎ ...ﻓﻘﺎﻝ» :ﺃَﻻ ﺃَﺩُﻟﱡﻜُﻤَﺎ ﻋَﻠَﻰ ﺧَﻴْﺮٍ ﻣِـﻤﱠﺎ
ﺳَﺄَﻟْﺘُـﻤَﺎﻧِﻲ؟ ﺇﺫَﺍ ﺃَﺧَﺬْﺗُـﻤَﺎ ﻣَﻀَﺎﺟِﻌَﻜُﻤَﺎ ،ﻓَﻜَﺒﱢﺮَﺍ ﺍﷲ ﺃَﺭْﺑَـﻌﺎً ﻭَﺛَﻼﺛِﻴﻦَ ،ﻭَﺍﺣْـﻤَﺪَﺍ ﺛَﻼﺛﺎً ﻭَﺛَﻼﺛِﻴﻦَ،
ﻭَﺳَﺒﱢﺤَﺎ ﺛَﻼﺛﺎً ﻭَﺛَﻼﺛِﻴﻦَ ﻓَﺈﻥﱠ ﺫَﻟِﻚَ ﺧَﻴْﺮٌ ﻟَﻜُﻤَﺎ ﻣِـﻤﱠﺎ ﺳَﺄَﻟْﺘُـﻤَﺎﻩُ«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他说：“我指引你俩比你俩向我要的更好的事情，好
吗？当你俩上床睡觉时，你俩当赞颂真主至大三十四遍，赞
主超绝三十三遍，赞颂真主三十三遍。那确比你俩向我要的
。更好
①”
P123F

-只准备需要的床铺：
阿布杜拉·本·贾比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他说：
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 ﺍ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ﻗﺎﻝ ﻟﻪ» :ﻓِﺮﺍﺵٌ ﻟِﻠﺮﱠﺟُﻞِ
ﻭَﻓِﺮﺍﺵٌ ﻻﻣْﺮَﺃﺗِـﻪِ ،ﻭَﺍﻟﺜّﺎﻟِﺚُ ﻟِﻠﻀﱠﻴْﻒِ ،ﻭَﺍﻟﺮﱠﺍﺑِـﻊُ ﻟِﻠﺸﱠﻴْﻄﺎﻥِ«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一个床铺是男人的，另一个床铺是他妻子的，第三个
。床铺是为客人准备的，第四个床铺是为恶魔准备的
②”
P124F

-除正当需要，宵礼拜之后不要夜谈：
艾布白尔泽（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在其中提到：
ﻋﻦ ﺃﺑﻲ ﺑﺮﺯ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ﻭﻓﻴ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 ﻛﺎﻥ ﻻ ﻳُـﺤِﺐﱡ ﺍﻟﻨﱠﻮْﻡَ ﻗﺒْﻠَـﻬﺎ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11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727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8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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ﻭَﻻ ﺍﻟﺤَﺪِﻳﺚَ ﺑَـﻌْﺪَﻫ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不喜爱在宵礼拜前
。睡觉，及在宵礼拜之后夜谈
①”
P125F

-睡觉前拂三次床：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 :ﺇﺫَﺍ ﺃَﻭَﻯ ﺃَﺣَﺪُﻛُﻢْ ﺇﻟَﻰ ﻓِﺮَﺍﺷِﻪِ
ﻓَﻠْﻴَﻨْﻔُﺾْ ﻓِﺮَﺍﺷَﻪُ ﺑِﺪَﺍﺧِﻠَﺔِ ﺇﺯَﺍﺭِﻩِ ،ﻓَﺈﻧﱠﻪ ﻻ ﻳَﺪْﺭِﻱ ﻣَﺎ ﺧَﻠَﻔَﻪُ ﻋَﻠَﻴﻪ ،ﺛُﻢﱠ ﻳَـﻘُﻮﻝُ :ﺑِﺎﺳْﻤِﻚَ ﺭَﺑﱢﻲ
ﻭَﺿَﻌْﺖُ ﺟَﻨْﺒِﻲ ،ﻭﺑِﻚَ ﺃَﺭْﻓَﻌُﻪُ ،ﺇﻥْ ﺃَﻣْﺴَﻜْﺖَ ﻧَﻔْﺴِﻲ ﻓَﺎﺭْﺣَـﻤـْﻬَﺎ ،ﻭَﺇﻥْ ﺃَﺭْﺳَﻠْﺘَـﻬَﺎ ﻓَﺎﺣْﻔَﻈْﻬَﺎ ﺑِﻤَـﺎ
ﺗَـﺤْﻔَﻆُ ﺑِـﻪ ﻋِﺒَﺎﺩَﻙَ ﺍﻟﺼﱠﺎﻟِـﺤِﻴﻦَ«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当你们某人上床睡觉时，让他用自己的裤边拂一下床
铺，因为他不知道，床铺下有什么东西；然后他念：我的主
啊!以您的名义我睡下，以您的名义我起床，如果您收回我
的灵魂，求您怜悯它；如果您放还我的灵魂，求您保护它，
。犹如保护您所有的清廉仆人一样
②”
P126F

在另一传述中，
ﻭﻓﻲ ﻟﻔﻆ» :ﻓَﻠْﻴَﻨْﻔُﻀْﻪُ ﺑِﺼَﻨِﻔَﺔِ ﺛَﻮْﺑِـﻪِ ﺛَﻼﺙَ ﻣَﺮﱠﺍﺕٍ«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9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47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布哈里圣训集》第 632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71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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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用自己的裤边拂三次床铺。
”①

-洗小净后，向右侧睡觉：
艾勒白拉乌·本·阿兹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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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说：
َ »ﺇﺫَﺍ ﺃَﺗَﻴْﺖ:×  ﻗﺎﻝ ﻟﻲ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ﺍﻟﺒﺮﺍء ﺑﻦ ﻋﺎﺯ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ﻭَﻗُﻞ،ِ ﺛُﻢﱠ ﺍﺿْﻄَﺠِﻊَ ﻋَﻠَﻰ ﺷِﻘﱢﻚَ ﺍﻷَﻳْـﻤَﻦ،ِﻣَﻀْﺠَﻌَﻚَ ﻓَﺘَﻮَﺿﱠﺄ ﻭَﺿُﻮءَﻙَ ﻟِﻠﺼﱠﻼﺓ
،َ ﺭَﻏْﺒَﺔً ﻭَﺭَﻫْﺒَﺔً ﺇﻟَﻴﻚ،َ ﻭَﺃَﻟْـﺠَﺄْﺕُ ﻇَﻬْﺮِﻱ ﺇﻟَﻴﻚ،َ ﻭَﻓَﻮﱠﺿْﺖُ ﺃَﻣْﺮِﻱ ﺇﻟَﻴﻚ،َﺃَﺳْﻠَـﻤْﺖُ ﻭَﺟْﻬِﻲ ﺇﻟَﻴْﻚ
ْ ﻓَﺈﻥ،َ ﻭَﺑِﻨَﺒِﻴﱢﻚَ ﺍﻟﱠﺬِﻱ ﺃَﺭْﺳَﻠْﺖ،َ ﺁﻣَﻨْﺖُ ﺑِﻜِﺘَﺎﺑِﻚَ ﺍﻟﱠﺬِﻱ ﺃَﻧْﺰَﻟْﺖ،َﻻ ﻣَﻠْـﺠَﺄَ ﻭَﻻ ﻣَﻨْﺠَﺎ ﻣِﻨْﻚَ ﺇﻟﱠﺎ ﺇﻟَﻴﻚ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ﺍﺟْﻌَﻠْـﻬُﻦﱠ ﺁﺧِﺮَ ﻣَﺎ ﺗَﻘُﻮﻝ،ِ ﻣِﺖﱠ ﻋَﻠَﻰ ﺍﻟﻔِﻄْﺮَﺓ،ﻣِﺖﱠ
“当你上床睡觉时，先洗一个类似你为礼拜而洗的小
净，然后你向侧右而卧；你当说：‘主啊！我把全部身心交
给您，我将我的事务托于您，我所有的事情都依赖您，我渴
望您的赏赐，畏惧您的惩罚，除您之外，绝无逃避与拯救
所，我相信您下降的经典和您派遣的先知。’如果你去世
了，那么，你确是顺从地去世的。你当使它成为你睡觉前最
后的言语。
”②
P128F

-睡觉或睡醒时，应说或应做什么：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每当主的使者（愿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393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31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7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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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睡觉时，他都会说：
 -١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ﻛَﺎﻥَ ﺇﺫَﺍ ﺃﻭَﻯ ﺇﻟَﻰ ﻓِﺮَﺍﺷِﻪِ ﻗﺎﻝ:
»ﺍﻟﺤَـﻤْﺪُ ﷲ ﺍﻟﱠﺬِﻱ ﺃَﻃْﻌَﻤَﻨَﺎ ﻭَﺳَﻘَﺎﻧَﺎ ،ﻭَﻛَﻔَﺎﻧَﺎ ﻭﺁﻭَﺍﻧَﺎ ،ﻓَﻜَﻢْ ﻣِـﻤﱠﻦْ ﻻ ﻛَﺎﻓِﻲَ ﻟَـﻪُ ﻭَﻻ ﻣُﺆْﻭِﻱَ«.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供给我们吃，供给我们喝，使
我们满足，安排我们居所。有多少人没有使其满足者，也没
① ”。有可安身的居所
P129F

» -٢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ﺧَﻠَﻘْﺖَ ﻧَﻔْﺴِﻲ ﻭَﺃَﻧْﺖَ ﺗَﻮَﻓﱠﺎﻫَﺎ ،ﻟَﻚَ ﻣَـﻤَﺎﺗُـﻬَﺎ ﻭَﻣَـﺤْﻴَﺎﻫَﺎ ،ﺇﻥْ ﺃَﺣْﻴَﻴْﺘَـﻬَﺎ
ﻓَﺎﺣْﻔَﻈْـﻬَـﺎ ،ﻭَﺇﻥْ ﺃَﻣَﺘﱠـﻬَﺎ ﻓَﺎﻏْﻔِـﺮْ ﻟَـﻬَـﺎ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ﺇﻧﱢـﻲ ﺃَﺳْﺄَﻟُــﻚَ ﺍﻟﻌَﺎﻓِﻴَــ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啊！是你您创造了我的生命，是您取走它，您
拥有生死的掌管权；如果您让其生，求您保护它；如果您让
② ”。其死，求您饶恕它；主啊！我求您宽恕
P130F

-向右而卧，并说：
» -٣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ﺭَﺏﱠ ﺍﻟﺴﱠﻤَﺎﻭَﺍﺕِ ،ﻭَﺭَﺏﱠ ﺍﻷَﺭْﺽِ ،ﻭَﺭَﺏﱠ ﺍﻟﻌَﺮْﺵِ ﺍﻟﻌَﻈِﻴﻢِ ،ﺭَﺑﱠﻨَﺎ ﻭَﺭَﺏﱠ ﻛُﻞﱢ
ﺷَﻲْءٍ ،ﻓَﺎﻟِﻖَ ﺍﻟﺤَﺐﱢ ﻭَﺍﻟﻨﱠﻮَﻯ ،ﻭَﻣُﻨْﺰِﻝَ ﺍﻟﺘﱠﻮﺭَﺍﺓِ ﻭَﺍﻹﻧْﺠِﻴﻞِ ﻭَﺍﻟﻔُﺮْﻗَﺎﻥِ ،ﺃَﻋُﻮﺫُ ﺑِﻚَ ﻣِﻦْ ﺷَﺮﱢ ﻛُﻞﱢ
ﺷَﻲْءٍ ﺃَﻧْﺖَ ﺁﺧِﺬٌ ﺑِﻨَﺎﺻِﻴَﺘِـﻪِ.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ﺃَﻧْﺖَ ﺍﻷَﻭﱠﻝُ ﻓَﻠَﻴْﺲَ ﻗَﺒْﻠَﻚَ ﺷَﻲْءٌ ،ﻭَﺃَﻧْﺖَ ﺍﻵﺧِﺮُ ﻓَﻠَﻴْﺲَ ﺑَـﻌْﺪَﻙَ ﺷَﻲْءٌ ،ﻭَﺃَﻧْﺖَ
ﺍﻟﻈﱠﺎﻫِﺮُ ﻓَﻠَﻴْﺲَ ﻓَﻮﻗَﻚَ ﺷَﻲْءٌ ،ﻭَﺃَﻧْﺖَ ﺍﻟﺒَﺎﻃِﻦُ ﻓَﻠَﻴْﺲَ ﺩُﻭﻧَـﻚَ ﺷَﻲْءٌ ،ﺍﻗْـﺾِ ﻋَﻨﱠﺎ ﺍﻟﺪﱠﻳْﻦَ،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715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71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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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ﻭَﺃَﻏْﻨِﻨَﺎ ﻣِﻦَ ﺍﻟﻔَﻘْﺮ
“主啊！诸天地的养主啊！伟大‘阿尔西’的养主
啊！我们的主啊！万物的养主啊！你是使谷粒和果核绽开的
主，是降示《旧约》、《新约》和分辨真伪的《古兰经》的
主，我求您保护免遭任何伤害，您是操纵一切的主。主啊！
您是前无始、后无终、大无外、细无内的主，求您为我们偿
清一切债务吧！求您使我们富贵吧！
”①
P13F

ٍ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ﻋَﺎﻟِـﻢَ ﺍﻟﻐَﻴْﺐِ ﻭَﺍﻟﺸﱠﻬَﺎﺩَﺓِ ﻓﺎﻃِﺮَ ﺍﻟﺴﱠﻤﺎﻭَﺍﺕِ ﻭﺍﻷﺭﺽِ ﺭﺏﱠ ﻛُﻞﱢ ﺷﻲء-٤
.«ﻭَﻣﻠﻴﻜَﻪُ ﺃﺷْﻬَﺪُ ﺃﻥ ﻻ ﺇﻟﻪَ ﺇﻻ ﺃﻧﺖَ ﺃﻋُﻮﺫُ ﺑﻚَ ﻣﻦ ﺷَﺮﱢ ﻧَﻔْﺴﻲ ﻭَﻣِﻦْ ﺷَﺮﱢ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ﻭَﺷِﺮْﻛِﻪ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ﻄﻴﺎﻟﺴﻲ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主啊！您是全知幽明的主，创造天地的主，养育
和掌管万物的主，我作证：‘除您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
的’；我求您保护免遭来自于我自身的伤害，以及免遭来自
于恶魔及其同伙的伤害。
”②
P132F

-艾勒白拉乌·本·阿兹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 ﻭﻋﻦ ﺍﻟﺒﺮﺍء ﺑﻦ ﻋﺎﺯ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 ﻛﺎﻥَ ﺇﺫﺍ ﻧﺎﻡَ ﻭَﺿَﻊَ ﻳَﺪَﻩ-٥
.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ﻗِﻨِﻲ ﻋَﺬَﺍﺑَﻚَ ﻳَﻮﻡَ ﺗَﺒْﻌَﺚُ ﻋِﺒَﺎﺩَﻙ:َ ﻭَﻗَﺎﻝ،ِﺍﻟﻴُـﻤْﻨَﻰ ﺗَـﺤْﺖَ ﺧَﺪﱢﻩ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夜晚睡觉的时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713 段
正确的圣训，《泰雅里斯圣训集》第 9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39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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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都会把自己的右手放在腮下，然后说：“主啊！在您
复活众仆人之日，求您保护我免遭您的惩罚。” ①
艾布勒艾智海尔·艾勒按玛丽（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 ﻭﻋﻦ ﺃﺑﻲ ﺍﻷﺯْﻫَﺮِ ﺍﻷﻧﻤﺎ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ﺭﺳُﻮﻝ ﺍﷲ × ﻛَﺎﻥَ ﺇﺫﺍ ﺃﺧَﺬ-٦
ْ ﻭَﺃﺧْﺴِﺊ، »ﺑِﺎﺳﻢِ ﺍﷲ ﻭﺿَﻌْﺖُ ﺟَﻨْﺒﻲ ﺍﻟﻠﱠﻬُـﻢَ ﺍﻏْﻔِﺮْ ﻟِﻲ ﺫَﻧﺒِﻲ:َﻣَﻀْﺠَﻌَﻪُ ﻣﻦَ ﺍﻟﻠﻴﻞِ ﻗﺎﻝ
.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ﺟْﻌَﻠﻨﻲ ﻓﻲ ﺍﻟﻨﱠﺪِﻱﱢ ﺍﻷﻋْﻠَﻰ، ﻭَﻓُﻚﱠ ﺭِﻫَﺎﻧِﻲ،ﺷَﻴْﻄﺎﻧِﻲ
每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夜晚睡觉的
时候，他都会说：“主啊！我以您的尊名睡觉；主啊！求您
饶恕我的罪过，求您驱逐我的恶魔，求您释放我的重担，求
您使我达到最高的境界。
”②
P134F

-侯宰费（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ﻛَﺎﻥَ ﺍﻟﻨﱠﺒِﻲﱡ × ﺇﺫَﺍ ﺃَﺧَﺬَ ﻣَﻀْﺠَﻌَﻪُ ﻣِﻦَ ﺍﻟﻠﱠﻴﻞ: ﻭﻋﻦ ﺣﺬﻳﻔ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٧
.«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ﺑِﺎﺳْﻤِﻚَ ﺃَﻣُﻮﺕُ ﻭَﺃَﺣْﻴَﺎ:ُﻭَﺿَﻊَ ﻳَﺪَﻩ ﺗَـﺤْﺖَ ﺧَﺪﱢﻩِ ﺛُﻢﱠ ﻳَـﻘُﻮﻝ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夜晚睡觉时，他
都会把自己的右手放在腮下，然后说：“主啊！我以着您的
尊名死、以着您的尊名生。”
当他睡醒时，他说：
①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8659 段，《正确丛书》第 2754 段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05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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ﻭَﺇﺫَﺍ ﺍﺳْﺘَﻴْﻘَﻆَ ﻗَﺎﻝَ» :ﺍﻟﺤَـﻤْﺪُ ﷲ ﺍﻟﱠﺬِﻱ ﺃَﺣْﻴَﺎﻧَﺎ ﺑَـﻌْﺪَﻣَﺎ ﺃَﻣَﺎﺗَﻨَﺎ ﻭَﺇﻟَﻴﻪِ ﺍﻟﻨﱡﺸُﻮﺭُ«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使我们死后复生，我都将回归
。于他
①”
P135F

-夜晚转身时，应说或应做什么：
欧巴德图·本·刷密特（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ﻋﺒﺎﺩﺓ ﺑﻦ ﺍﻟﺼﺎﻣﺖ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 ﻗﺎﻝ» :ﻣَﻦْ ﺗَﻌَﺎﺭﱠ ﻣِﻦَ ﺍﻟﻠﱠﻴْﻞِ
ﻓَﻘَﺎﻝَ :ﻻ ﺇﻟَﻪ ﺇﻟﱠﺎ ﺍﷲ ﻭَﺣْﺪَﻩُ ﻻ ﺷَﺮِﻳْﻚَ ﻟَـﻪُ ،ﻟَـﻪُ ﺍﻟﻤُﻠْﻚُ ﻭَﻟَـﻪُ ﺍﻟﺤَـﻤْﺪُ ﻭَﻫُﻮَ ﻋَﻠَﻰ ﻛُﻞﱢ ﺷَﻲْءٍ
ﻗَﺪِﻳﺮٌ ،ﺍﻟﺤَـﻤْﺪُ ﷲ ،ﻭَﺳُﺒْـﺤَﺎﻥَ ﺍﷲ ،ﻭَﺍﷲ ﺃَﻛْﺒَﺮُ ،ﻭَﻻ ﺣَﻮﻝَ ﻭَﻻ ﻗُﻮﱠﺓَ ﺇﻟﱠﺎ ﺑِﺎﷲ ،ﺛُﻢﱠ ﻗَﺎﻝَ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ﺍﻏْﻔِﺮْ ﻟِﻲ ،ﺃَﻭْ ﺩَﻋَﺎ ﺍﺳْﺘُـﺠِﻴﺐَ ﻟَـﻪُ ،ﻓَﺈﻥْ ﺗَﻮَﺿﱠﺄَ ﻭَﺻَﻠﱠﻰ ﻗُﺒِﻠَﺖْ ﺻَﻼﺗُـﻪُ«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谁在夜间记念真主，并且说：‘除真主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的，他是独一无二的主，他拥有一切权力、拥有
一切赞颂，他是大能于万物的主；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赞颂
；’真主超绝万物。真主至大；无能为力，全凭真主的佑助
然后他接着说：‘主啊！您饶恕我吧！’或者他向真主祈求，
就能获得应答；如果他再洗了小净，并且礼了拜，那么，他
② ”。的拜功确已被接受了
P136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314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5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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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做梦的礼节
-如果梦见喜爱或憎恶的事物时，应如何说或如何
做：
-艾布盖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١ﻋﻦ ﺃﺑﻲ ﻗﺘﺎﺩ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ﺍﻟﻨﺒﻲ × ﻳﻘﻮﻝ» :ﺍﻟﺮﱡﺅْﻳﺎ ﺍﻟﺤَﺴَﻨَﺔُ
ﻣِﻦَ ﺍﷲ ،ﻓَﺈﺫَﺍ ﺭَﺃَﻯ ﺃَﺣَﺪُﻛُﻢْ ﻣَﺎ ﻳُـﺤِﺐﱡ ،ﻓَﻼ ﻳُـﺤَﺪﱢﺙْ ﺑِـﻪِ ﺇﻟﱠﺎ ﻣَﻦْ ﻳُـﺤِﺐﱡ ،ﻭَﺇﺫَﺍ ﺭَﺃَﻯ ﻣَﺎ ﻳَﻜْﺮَﻩُ،
ﻓَﻠْﻴَﺘَﻌَﻮﱠﺫْ ﺑِﺎﷲ ﻣِﻦْ ﺷَﺮﱢﻫَﺎ ،ﻭَﻣِﻦْ ﺷَﺮﱢ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ﻭَﻟْﻴَﺘْﻔِﻞْ ﺛَﻼﺛﺎً ،ﻭَﻻ ﻳُـﺤَﺪﱢﺙْ ﺑِـﻬَﺎ ﺃَﺣَﺪﺍً ،ﻓَﺈﻧﱠﻬَﺎ
ﻟَﻦْ ﺗَﻀُﺮﱠﻩُ«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听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好梦来自
于真主，恶梦来自于恶魔。如果你们某人梦见自己不喜爱的
事，除了自己喜爱的人，让他不要告诉别人；如果他梦见自
己所憎恶的事，那么，让他求真主保护免遭其伤害，以及免
遭恶魔的伤害，并让他唾三口，然后不要把它告诉任何人，
。那么，恶梦就不会伤害到他
①”
P137F

-艾布赛尔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听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ﻭ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ﻪ ﺳﻤﻊ ﺭﺳﻮﻝ ﺍﷲ × ﻳﻘﻮﻝ» :ﺇﺫَﺍ ﺭَﺃَﻯ
ﺃَﺣَﺪُﻛُﻢُ ﺍﻟﺮﱡﺅْﻳَﺎ ﻳُـﺤِﺒﱡـﻬَﺎ ﻓَﺈﻧﱠﻬَﺎ ﻣِﻦَ ﺍﷲ ﻓَﻠْﻴَـﺤْـﻤَﺪِ ﺍﷲ ﻋَﻠَﻴْـﻬَﺎ ﻭَﻟْﻴُـﺤَﺪﱢﺙْ ﺑِـﻬَﺎ« .ﺃﺧﺮﺟﻪ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04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26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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ﺍﻟﺒﺨﺎﺭﻱ.
“如果你们某人梦见他所喜爱的梦，那确是来自于真
① ”。主，那么，让他因此赞颂真主，并可以告知他人
P138F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٣ﻭﻋﻦ ﺟﺎﺑ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ﺭﺳﻮﻝ ﺍﷲ × ﺃﻧﻪ ﻗﺎﻝ» :ﺇﺫَﺍ ﺭَﺃَﻯ ﺃَﺣَﺪُﻛُﻢُ
ﺍﻟﺮﱡﺅْﻳَﺎ ﻳَﻜْﺮَﻫُﻬَﺎ ﻓَﻠْﻴَﺒْﺼُﻖْ ﻋَﻦْ ﻳَﺴَﺎﺭِﻩِ ﺛَﻼﺛﺎً ،ﻭَﻟْﻴَﺴْﺘَﻌِﺬْ ﺑِﺎﷲ ﻣِﻦَ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ﺛَﻼﺛﺎً ،ﻭَﻟْﻴَﺘَـﺤَﻮﱠﻝْ
ﻋَﻦْ ﺟَﻨْﺒِـﻪِ ﺍﻟﱠﺬِﻱ ﻛَﺎﻥَ ﻋَﻠَﻴْـﻪِ« .ﻭﻓﻲ ﻟﻔﻆ» :ﻓَﺈﻥْ ﺭَﺃَﻯ ﺃَﺣَﺪُﻛُﻢْ ﻣَﺎ ﻳَﻜْﺮَﻩُ ﻓَﻠْﻴَـﻘُﻢْ ﻓَﻠْﻴُﺼَﻞﱢ«.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如果你们某人梦见他自己讨厌的梦，让他向左侧吐三
口，让他向真主祈求护佑三次免遭恶魔的伤害，并由原来睡
觉的姿势翻个身。”在另一传述中提到：“如果你们某人梦

② ”。见自己所憎恶的，让他起床，去礼拜
P139F

-宣传好梦：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١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 × ﻳﻘﻮﻝ» :ﻟَـﻢْ ﻳَﺒْﻖَ
ﻣِﻦَ ﺍﻟﻨﱡﺒُﻮﱠﺓِ ﺇﻟﱠﺎ ﺍﻟﻤُﺒَﺸﱢﺮَﺍﺕُ« ﻗَﺎﻟُﻮﺍ :ﻭَﻣَﺎ ﺍﻟﻤُﺒَﺸﱢﺮَﺍﺕُ؟ ﻗَﺎﻝَ» :ﺍﻟﺮﱡﺅْﻳَﺎ ﺍﻟﺼﱠﺎﻟِـﺤَﺔُ«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7045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262，2263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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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圣品
已经结束，只剩下喜讯。”他们问：“什么喜讯？”他说：
① ”“好梦
-艾奈斯·本·马里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ﻭ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ﻗﺎﻝ» :ﺍﻟﺮﱡﺅْﻳَﺎ ﺍﻟﺤَﺴَﻨَﺔُ
ﻣِﻦَ ﺍﻟﺮﱠﺟُﻞِ ﺍﻟﺼﱠﺎﻟِـﺢِ ﺟُﺰْءٌ ﻣِﻦْ ﺳَﺘﱠﺔٍ ﻭَﺃَﺭْﺑَـﻌِﻴﻦَ ﺟُﺰْءﺍً ﻣِﻦَ ﺍﻟﻨﱡﺒُﻮﱠﺓِ«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② ”。“清廉男子的好梦是圣品的四十分之六
P14F

-梦见先知（）：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 ﻗﺎﻝ» :ﺗَﺴَﻤﱠﻮْﺍ ﺑِﺎﺳْﻤِﻲ ﻭَﻻ ﺗَـﻜْﺘَﻨُـﻮﺍ
ﺑِﻜُﻨْﻴَﺘِـﻲ ،ﻭَﻣَﻦْ ﺭﺁﻧِـﻲ ﻓِﻲ ﺍﻟﻤَﻨَـﺎﻡِ ﻓَﻘَـﺪْ ﺭﺁﻧِـﻲ ،ﻓَـﺈﻥﱠ ﺍﻟﺸﱠﻴْﻄَـﺎﻥَ ﻻ ﻳَﺘَـﻤَﺜﱠــﻞُ ﻓِﻲ ﺻُﻮْﺭَﺗِـﻲ،
ﻭَﻣَـﻦْ ﻛَــﺬَﺏَ ﻋَﻠَـﻲﱠ ﻣُﺘَﻌَﻤﱢــﺪﺍً ﻓَﻠْﻴَﺘَـﺒَـﻮﱠﺃْ ﻣَﻘْﻌَــﺪَﻩُ ﻣِـﻦَ ﺍﻟﻨﱠــﺎﺭِ«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你们直呼我的名字，不要呼喊我的别号；谁在梦中见
；到了我，谁确已见到了我，的确，恶魔不能装扮我的形象
！谁故意造我的谣，让他准备坐火椅子吧
③”
P142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990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98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263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134，2266
②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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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遭到恶魔玩耍，不应告诉他人：
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有个人来见先知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ﺟﺎﺑ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ﺟﺎء ﺭﺟﻞ ﺇﻟﻰ ﺍﻟﻨﺒﻲ  Fﻓﻘﺎﻝ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ﺭﺃﻳﺖ
ﻓﻲ ﺍﻟﻤﻨﺎﻡ ﻛﺄﻥ ﺭﺃﺳﻲ ﻗُﻄﻊ ،ﻗﺎﻝ :ﻓﻀﺤﻚ ﺍﻟﻨﺒﻲ × ﻭﻗﺎﻝ» :ﺇﺫَﺍ ﻟَﻌِﺐَ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ﺑِﺄﺣَﺪِﻛُﻢْ ﻓِﻲ
ﻣَﻨَﺎﻣِﻪِ ﻓَﻼ ﻳُـﺤَﺪﱢﺙْ ﺑِـﻪِ ﺍﻟﻨﱠﺎﺱَ«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啊！我梦见自己的头好像被砍掉了。”他
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听后笑了，然后说：
“如果你们某人在梦里遭到恶魔的玩耍时，让他不要把梦告
① ”。诉别人
P143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26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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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请求许可的礼节
-进家的礼节：
-清高的真主说：
É È Ç Æ Å Ä Ã Â Á)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١

.[٢٧/( ]ﺍﻟﻨﻮﺭÔÓÒÑÐÏÎ ÍÌËÊ

【27]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进入他人的家中，直到
你们请求许可，并向主人祝安。这对于你们是更高尚的，
（真主这样指引你们），以便你们能记取教诲。
】①
P14F

P

-清高的真主说：
¹ ¸ ¶ µ ´ ³ ² ± ° ¯ ® ):ﻭﻗﺎﻝﺍﷲﺗﻌﺎﻟﻰ-٢

.[٦١/ »( ]ﺍﻟﻨﻮﺭº

【你们进家的时候，你们当对自己祝安——真主所制定
的、吉祥而优美的祝词。
】②
P145F

P

-请求许可的方式：
-艾布穆萨·艾勒艾斯阿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ﺇﺫَﺍ:×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ﺃﺑﻲ ﻣﻮﺳﻰ ﺍﻷﺷﻌﺮ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①

《光明章》第 27 节
《光明章》第 61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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ﺍﺳْﺘَﺄْﺫَﻥَ ﺃَﺣَﺪُﻛُﻢْ ﺛَﻼﺛﺎً ﻓَﻠَـﻢْ ﻳُﺆْﺫَﻥْ ﻟَـﻪُ ﻓَﻠْﻴَﺮْﺟِﻊْ«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如果你们某人请求许可三次，而没有得到允许，那
① ”。么，让他当返回
P146F

-莱布诶的传述，他说：有个阿米尔部族的人来请求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接见，当时穆圣正在家
中，那个人说：
 -٢ﻭﻋﻦ ﺭﺑﻌﻲ ﻗﺎﻝ :ﺣﺪﺛﻨﺎ ﺭﺟﻞ ﻣﻦ ﺑﻨﻲ ﻋﺎﻣﺮ :ﺃَﻧﱠﻪُ ﺍﺳْﺘَﺄْﺫَﻥَ ﻋَﻠَﻰ ﺍﻟﻨﱠﺒِﻲﱢ  Fﻭَﻫُﻮَ
ﻓِﻲ ﺑَﻴْﺖٍ ﻓَﻘَﺎﻝَ :ﺃَﻟِـﺞُ؟ ﻓَﻘَﺎﻝَ ﺍﻟﻨﱠﺒِﻲﱡ × ﻟِـﺨَﺎﺩِﻣِﻪِ» :ﺍﺧْﺮُﺝْ ﺇﻟَﻰ ﻫَﺬَﺍ ﻓَﻌَﻠﱢﻤْﻪُ ﺍﻻﺳْﺘِﺌْﺬَﺍﻥَ ،ﻓَﻘُﻞْ
ﻟَـﻪُ :ﻗُﻞْ :ﺍﻟﺴﱠﻼﻡُ ﻋَﻠَﻴﻜُﻢْ ﺃَﺃَﺩْﺧُﻞُ؟« ﻓَﺴَﻤِﻌَﻪُ ﺍﻟﺮﱠﺟُﻞُ ،ﻓَﻘَﺎﻝَ :ﺍﻟﺴﱠﻼﻡُ ﻋَﻠَﻴﻜُﻢْ ﺃَﺃَﺩْﺧُﻞُ؟ ﻓَﺄَﺫِﻥَ ﻟَـﻪُ
ﺍﻟﻨﱠﺒِﻲﱡ  Fﻓَﺪَﺧَﻞَ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我可以进去吗？”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对自己的仆人说：“你出去教他请求允许，你让他说：‘愿真
主赐您平安！我可以进来吗？’”那人听见后便说：“愿真主
赐您平安！我可以进来吗？”穆圣允许了他，他就进来
② ”。了
P147F

-请求许可者应站在哪里：
阿布杜拉·本·布斯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ﺑُﺴ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ﺎﻥَ ﺍﻟﻨﱠﺒِﻲﱡ × ﺇﺫَﺍ ﺃَﺗَﻰ ﺑَﺎﺏَ ﻗَﻮْﻡٍ ﻟَـ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4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154 段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3515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177 段，原文出自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②

79

礼节

ُ »ﺍﻟﺴﱠﻼﻡ:ُ ﻭَﻳَـﻘُﻮﻝ،ِ ﻭَﻟَﻜِﻦْ ﻣِﻦْ ﺭُﻛْﻨِـﻪِ ﺍﻷَﻳْـﻤَﻦِ ﺃَﻭِ ﺍﻷَﻳْﺴَﺮ،ِﻳَﺴْﺘَﻘْﺒِﻞْ ﺍﻟﺒَﺎﺏَ ﻣِﻦْ ﺗِﻠْﻘَﺎءِ ﻭَﺟْﻬِﻪ
.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ﺍﻟﺴﱠﻼﻡُ ﻋَﻠَﻴﻜُﻢ،ﻋَﻠَﻴﻜُﻢ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到别人门前
时，他都不会面对着门站立，而是他站在门的右侧或门的左
侧 ， 并 且 说 ：‘ 愿 真 主 赐 你 们 平 安 ！ 愿 真 主 赐 你 们 平
安！’。
”①
P148F

-仆人与儿童请求许可的时间：
清高的真主说：
§ ¦ ¥ ¤ £ ¢ ¡  )| } ~ ﮯ: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ﻟﻰ

½ ¼ » º¹¸ ¶ µ´ ³²± ° ¯ ® ¬ « ª © ¨
Ï Î Í Ì Ë Ê ÉÈ Ç Æ Å Ä Ã Â Á À ¿ ¾
.[٥٨ /( ]ﺍﻟﻨﻮﺭÖÕÔÓÒÑÐ
【58]信士们啊！教你们的奴婢和你们中尚未成丁的儿
童，三次向你们请示，晨礼之前，正午脱衣之时，宵礼之
后，这是你们的三个不防备的时候。除此以外，你们和他们
无妨随便往来。真主这样为你们阐明一些迹象。真主是全知
的，是至睿的。
】②
P149F

P

-不要密谈，除非得到朋友许可：
①

正确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7844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186 段，原文出自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②
《光明章》第 5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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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ﺇﺫَﺍ ﻛُﻨْﺘُـﻢْ ﺛَﻼﺛَﺔ:×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ﺒﺪﺍﷲ ﺑﻦ ﻣﺴﻌﻮﺩ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ﻓَﻼ ﻳَﺘَﻨَﺎﺟَﻰ ﺍﺛْﻨَﺎﻥِ ﺩُﻭﻥَ ﺻَﺎﺣِﺒِـﻬِـﻤَﺎ ﻓَﺈﻥﱠ ﺫَﻟِﻚَ ﻳُـﺤْﺰِﻧُـﻪ
“如果你们只有三个人的时候，其中的两个人不能密谈
而冷落第三者。那样做确会使他悲伤。
”①
P150F

-没有得到许可，不能观看别人的家：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ﻟَﻮْ ﺃﻥﱠ ﺭَﺟُﻼً ﺍﻃﱠﻠَﻊَ ﻋَﻠَﻴْﻚ: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ﻗﺎﻝ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ﺑِـﻐَﻴْﺮِ ﺇﺫْﻥٍ ﻓَﺨَﺬَﻓْﺘَـﻪُ ﺑِـﺤَﺼَﺎﺓٍ ﻓَﻔَﻘَﺄْﺕَ ﻋَﻴْﻨَـﻪُ ﻣَﺎ ﻛَﺎﻥَ ﻋَﻠَﻴْﻚَ ﻣِﻦْ ﺟُﻨَﺎﺡ
“没有经你的许可，而窥视者，你可以用石击之，剜他
的眼，你都没有罪过。” ②
P15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9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84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布哈里圣训集》第 688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58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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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打喷嚏的礼节
-如果打喷嚏者赞颂真主时，当应答打喷嚏者：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 ﻗﺎﻝ» :ﺇﻥﱠ ﺍﷲ ﻳُـﺤِﺐﱡ ﺍﻟﻌُﻄَﺎﺱَ،
ﻭَﻳَﻜْﺮَﻩُ ﺍﻟﺘﱠﺜَﺎﺅُﺏَ ،ﻓَﺈﺫَﺍ ﻋَﻄَﺲَ ﻓَﺤَـﻤِﺪَ ﺍﷲ ﻓَﺤَﻖﱞ ﻋَﻠَﻰ ﻛُﻞﱢ ﻣُﺴْﻠِـﻢٍ ﺳَﻤِﻌَﻪُ ﺃَﻥْ ﻳُﺸَﻤﱢﺘَـﻪُ ،ﻭَﺃَﻣﱠﺎ
ﺍﻟﺘﱠﺜَﺎﺅُﺏُ ﻓَﺈﻧﱠﻤَﺎ ﻫُﻮَ ﻣِﻦَ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ﻓَﻠْﻴَﺮُﺩﱠﻩُ ﻣَﺎ ﺍﺳْﺘَﻄَﺎﻉَ ،ﻓَﺈﺫَﺍ ﻗَﺎﻝَ :ﻫَﺎءْ ﺿَﺤِﻚَ ﻣِﻨْـﻪُ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的确，真主喜爱打喷嚏，不喜爱打哈欠；如果某人打
了喷嚏，并且赞颂了真主，那么，所有听见他打喷嚏的穆斯
林都应当回答他。至于哈欠，它是来自于恶魔，（如果想打
哈欠时）让他当尽力克制；因为当他打出‘哈’的声音时，
。恶魔就对他笑
①”
P152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ﻭ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ﺭَﺳُﻮﻝَ ﺍﷲ  Fﻗَﺎﻝَ» :ﺣَﻖﱡ ﺍﻟْﻤُﺴْﻠِﻢِ
ﻋَﻠَﻰ ﺍﻟْﻤُﺴْﻠِﻢِ ﺳِﺖﱞ« .ﻗِﻴﻞَ :ﻣَﺎ ﻫُﻦﱠ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ﺇِﺫَﺍ ﻟَﻘِﻴﺘَﻪُ ﻓَﺴَﻠﱢﻢْ ﻋَﻠَﻴْﻪِ ،ﻭَﺇِﺫَﺍ ﺩَﻋَﺎﻙَ
ﻓَﺄَﺟِﺒْﻪُ ،ﻭَﺇِﺫَﺍ ﺍﺳْﺘَﻨْﺼَﺤَﻚَ ﻓَﺎﻧْﺼَﺢْ ﻟَﻪُ ،ﻭَﺇِﺫَﺍ ﻋَﻄَﺲَ ﻓَﺤَﻤِﺪَ ﺍﷲ ﻓَﺴَﻤﱢﺘْﻪُ ،ﻭَﺇِﺫَﺍ ﻣَﺮِﺽَ ﻓَﻌُﺪْﻩُ،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2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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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ﻭَﺇِﺫَﺍ ﻣَﺎﺕَ ﻓَﺎﺗﱠﺒِﻌْﻪ
“穆斯林对穆斯林的义务有六件。”有人问：“主的使者
啊！它是什么呢？”使者说：“如果你遇见他时，就应向他
说色兰；如果他邀请你时，你当应答他；如果他请你为他进
忠言时，你当为他进忠言；如果他打喷嚏并赞颂真主时，你
当回答他；如果他病时，你当去看望他；如果他去世了，你
当去为他送殡。
”①
P153F

-回答打喷嚏者的方式：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ﺇﺫَﺍ ﻋَﻄَﺲَ ﺃَﺣَﺪُﻛُﻢْ ﻓَﻠْﻴَـﻘُﻞ: ﻗﺎﻝF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 ﻳَﺮْﺣَـﻤُﻚَ ﺍﷲ:ُ ﻓﺈَﺫِﺍَ ﻗَﺎﻝَ ﻟَـﻪ، ﻳَﺮْﺣَـﻤُﻚَ ﺍﷲ:ُ ﻭَﻟْﻴَـﻘُﻞْ ﻟَـﻪُ ﺃَﺧُﻮﻩُ ﺃَﻭْ ﺻَﺎﺣِﺒُـﻪ،ﺍﻟﺤَـﻤْﺪُ ﷲ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ﻳَـﻬْﺪِﻳﻜُﻢُ ﺍﷲ ﻭَﻳُﺼْﻠِـﺢُ ﺑَﺎﻟَﻜُﻢ:ْﻓَﻠْﻴَـﻘُﻞ
“当你们中某人打喷嚏时，让他说：‘一切赞颂全归真
主’。让他的兄弟或他的同伴对他说：‘愿真主怜悯你’。当
有人对他说‘愿真主怜悯你’之后，打喷嚏者应当说：‘愿
真主引领你们，并改善你们的状况’。
”②
P154F

-如果是非穆斯林打喷嚏，应该如何回答：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62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2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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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穆萨·艾勒艾斯阿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ﻛَﺎﻧَﺖِ ﺍﻟﻴَـﻬُﻮﺩُ ﺗَﻌَﺎﻃَﺲُ ﻋِﻨْﺪَ ﺍﻟﻨﱠﺒِﻲﱢ:ﻋﻦ ﺃﺑﻲ ﻣﻮﺳﻰ ﺍﻷﺷﻌﺮ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ﻭَﻳُﺼْﻠِـﺢُ ﺑَﺎﻟَﻜُﻢ، »ﻳَـﻬْﺪِﻳﻜُﻢُ ﺍﷲ:ُ ﻓَﻜَﺎﻥَ ﻳَـﻘُﻮﻝ، ﻳَﺮْﺣَـﻤُﻜُﻢُ ﺍﷲ:× ﺭَﺟَﺎءَ ﺃَﻥْ ﻳَـﻘُﻮﻝَ ﻟَـﻬَﺎ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曾经有一个犹太教徒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跟前打了喷嚏，渴望先知能因为喷嚏而对他说：‘愿真
主怜悯你’，然而先知却说：‘愿真主引领你们，并改善你们
的状况’。
”①
P15F

-打喷嚏时应做什么：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ﺇﺫَﺍ ﻋَﻄَﺲَ ﻭَﺿَﻊَ ﻳَﺪَﻩُ ﺃَﻭ: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ﺛَﻮﺑَـﻪُ ﻋَﻠَﻰ ﻓِﻴﻪِ ﻭَﺧَﻔَﺾَ ﺃَﻭْ ﻏَﺾﱠ ﺑِـﻬَﺎ ﺻَﻮﺗَـﻪ
“每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想打喷嚏
时，他都会把自己的手、或衣服放在嘴上，压低声音。” ②
P156F

-何时回答打喷嚏者：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①

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038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
日圣训集》第 2739 段
②
优良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029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
日圣训集》第 274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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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ﻋَﻄَﺲَ ﺭَﺟُﻼﻥِ ﻋِﻨْﺪَ ﺍﻟﻨﱠﺒِﻲﱢ  Fﻓَﺸَﻤﱠﺖَ
ﺃَﺣَﺪَﻫُـﻤَﺎ ﻭَﻟَـﻢْ ﻳُﺸَﻤﱢﺖِ ﺍﻵﺧَﺮَ ،ﻓَﻘِﻴﻞَ ﻟَـﻪُ ،ﻓَﻘَﺎﻝَ» :ﻫَﺬَﺍ ﺣَـﻤِﺪَ ﺍﷲ ،ﻭَﻫَﺬَﺍ ﻟَـﻢْ ﻳَـﺤْـﻤَﺪِ ﺍ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有两个人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跟前
都打了喷嚏，先知只回答了其中的一个，而没有回答另外一
个人。有人问他原因时，他说：‘这个人赞颂真主了，而那
’个人没有赞颂真主
① ”。
P157F

？-回答打喷嚏者多少次
-赛莱麦图·本·艾勒艾克沃阿（愿主喜悦他）的传
述，他说：
-١ﻋﻦ ﺳﻠﻤﺔ ﺑﻦ ﺍﻷﻛﻮﻉ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ﻳُﺸَﻤﱠﺖُ
ﺍﻟﻌَﺎﻃِﺲُ ﺛَﻼﺛﺎً ،ﻓَﻤَﺎ ﺯَﺍﺩَ ﻓَﻬْﻮَ ﻣَﺰْﻛُﻮﻡٌ« .ﺃﺧﺮﺟﻪ ﺍﺑﻦ ﻣﺎﺟﻪ.
。“回答打喷嚏者三次，超过三次者，即为感冒
②”
P158F

-赛莱麦图·本·艾勒艾克沃阿（愿主喜悦他）的传
述，
 -٢ﻭﻋﻦ ﺳﻠﻤﺔ ﺑﻦ ﺍﻷﻛﻮﻉ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ﱠﻪُ ﺳَﻤِﻊَ ﺍﻟﻨﱠﺒِﻲﱠ × ﻭَﻋَﻄَﺲَ ﺭَﺟُﻞٌ ﻋِﻨْﺪَﻩُ
ﻓَﻘَﺎﻝَ ﻟَـﻪُ» :ﻳَﺮْﺣَـﻤُﻚَ ﺍﷲ« ﺛُﻢﱠ ﻋَﻄَﺲَ ﺃُﺧْﺮَﻯ ﻓَﻘَﺎﻝَ ﻟَـﻪُ ﺭَﺳُﻮﻝُ ﺍﷲ ×» :ﺍﻟﺮﱠﺟُﻞُ ﻣَﺰْﻛُﻮﻡٌ«.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2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991 段
正确的圣训，《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71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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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跟前打喷嚏，
他听先知说：“愿真主怜悯你。”然后那个人又打了喷嚏，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他说：“这个人感冒
了。” ①

-打哈欠时应做什么：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ﺍﻟﺘﱠﺜَﺎﺅُﺏُ ﻣِﻦ: 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ﻗﺎﻝ-١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ﻓَﺈﺫَﺍ ﺗَﺜَﺎءَﺏَ ﺃَﺣَﺪُﻛُﻢْ ﻓَﻠْﻴَﻜْﻈِﻢْ ﻣَﺎ ﺍﺳْﺘَﻄَﺎﻉ،ِ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哈欠是来自于恶魔，如果中有人想打哈欠时，让他当
尽力克制。
”②
P160F

-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ﺇﺫَﺍ ﺗَﺜَﺎﻭَﺏ:×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ﺃَﺣَﺪُﻛُﻢْ ﻓَﻠْﻴُـﻤْﺴِﻚْ ﺑِﻴَﺪِﻩِ ﻋَﻠَﻰ ﻓِﻴﻪِ ﻓَﺈﻥﱠ ﺍﻟﺸﱠﻴْﻄَﺎﻥَ ﻳَﺪْﺧُﻞ
“你们中谁打哈欠，让他用自己的手捂住他的嘴，因为
他张开嘴打哈欠时，恶魔会钻进他的嘴里。
”③
P16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93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622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994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9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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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探望病人的礼节
-探望病人的优越：
稍巴尼（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ﺛﻮﺑﺎﻥ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ﺭﺳﻮﻝ ﺍﷲ × ﻗﺎﻝ» :ﻣَﻦْ ﻋَﺎﺩَ ﻣَﺮِﻳﻀﺎً ﻟَـﻢْ ﻳَﺰَﻝْ ﻓِﻲ
ﺧُﺮْﻓَﺔِ ﺍﻟﺠَﻨﱠﺔِ ﺣَﺘﱠﻰ ﻳَﺮْﺟِﻊَ«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探望病人者，一直都是在天堂的园圃之中采摘，直至
① ”。他返回
P162F

-探望病人的断法：
柏拉乌·本·阿兹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ﺍﻟﺒﺮﺍء ﺑﻦ ﻋﺎﺯ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ﺃَﻣَـﺮَﻧَﺎ ﺭَﺳُﻮﻝُ ﺍﷲ × ﺑِﺴَﺒْﻊٍ ،ﻭَﻧَـﻬَﺎﻧَﺎ
ﻋَﻦْ ﺳَﺒْﻊٍ ،ﺃَﻣَـﺮَﻧَﺎ ﺑِﺎﺗﱢﺒَﺎِﻉ ﺍﻟﺠَﻨَﺎﺋِﺰِ ،ﻭَﻋِﻴَﺎﺩَﺓِ ﺍﻟﻤَﺮِﻳﺾِ ،ﻭَﺇﺟَﺎﺑَﺔِ ﺍﻟﺪﱠﺍﻋِﻲ ،ﻭَﻧَﺼْﺮِ ﺍﻟﻤَﻈْﻠُﻮﻡِ،
ﻭَﺇﺑْﺮَﺍﺭِ ﺍﻟﻘَﺴَﻢِ ،ﻭَﺭَﺩﱢ ﺍﻟﺴﱠﻼﻡِ ،ﻭَﺗَﺸْﻤِﻴﺖِ ﺍﻟﻌَﺎﻃِﺲِ ،ﻭَﻧَـﻬَﺎﻧَﺎ ﻋَﻦْ ﺁﻧِﻴَﺔِ ﺍﻟﻔِﻀﱠﺔِ ،ﻭَﺧَﺎﺗَـﻢِ
ﺍﻟﺬﱠﻫَﺐِ ،ﻭَﺍﻟﺤَﺮِﻳﺮِ ،ﻭَﺍﻟﺪﱢﻳْﺒَﺎﺝِ ،ﻭَﺍﻟﻘَﺴﱢﻲﱢ ،ﻭَﺍﻻﺳْﺘَﺒْﺮَﻕِ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我们七件
事情，同时也禁止我们七件事情。他命令我们送殡、探望病
人、应答邀请、帮助受欺压者、帮助发誓者实现誓言、回答
色兰、回答打喷嚏者（当喷嚏者赞颂真主时）。他禁止我们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56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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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银质器皿、戴金戒指、穿丝织品、穿绸缎、乘坐丝绸的
鞍垫、穿粗丝绸。” ①

-看见受灾者说什么：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 »ﻣَﻦْ ﺭَﺃَﻯ ﻣُﺒْﺘَﻠَﻰً ﻓَﻘَ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 ﻭَﻓَﻀﱠﻠَﻨِﻲ ﻋَﻠَﻰ ﻛَﺜِﻴﺮٍ ﻣِـﻤﱠﻦْ ﺧَﻠَﻖَ ﺗَﻔْﻀِﻴﻼً ﻟَـﻢ،ِﺍﻟﺤَـﻤْﺪُ ﷲ ﺍﻟﱠﺬِﻱ ﻋَﺎﻓَﺎﻧِﻲ ﻣِـﻤﱠﺎ ﺍﺑْﺘَﻼﻙَ ﺑِـﻪ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ﻄﺒﺮﺍﻧﻲ.«ُﻳُﺼِﺒْـﻪُ ﺫَﻟِﻚَ ﺍﻟﺒَﻼء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看见遭
到患难者时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使我免遭你所遭遇
的灾难，他使我比其所创造的许多人都好。’那么，他就不
会遭遇那种灾难。” ②
P164F

-探望者坐在哪里：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曾有一位犹
太少年侍奉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他生病时，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去看望他，坐在他的头边
对他说：
ُ ﻛَﺎﻥَ ﻏُﻠَﺎﻡٌ ﻳَﻬُﻮﺩِﻱﱞ ﻳَﺨْﺪُﻡُ ﺍﻟﻨﱠﺒِﻲﱠ × ﻓَﻤَﺮِﺽَ ﻓَﺄَﺗَﺎﻩ: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 ﻓَﻘَﺎﻝَ ﻟَﻪ،ُ »ﺃَﺳْﻠِﻢْ« ﻓَﻨَﻈَﺮَ ﺇِﻟَﻰ ﺃَﺑِﻴﻪِ ﻭَﻫُﻮَ ﻋِﻨْﺪَﻩ:ُ ﻓَﻘَﺎﻝَ ﻟَﻪ،ِﺍﻟﻨﱠﺒِﻲﱡ × ﻳَﻌُﻮﺩُﻩُ ﻓَﻘَﻌَﺪَ ﻋِﻨْﺪَ ﺭَﺃْﺳِﻪ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3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66 段
《泰柏拉尼圣训集》第 5320 段，《正确丛书》第 273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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ﺃَﻃِﻊْ ﺃَﺑَﺎ ﺍﻟْﻘَﺎﺳِﻢِ × ،ﻓَﺄَﺳْﻠَﻢَ ﻓَﺨَﺮَﺝَ ﺍﻟﻨﱠﺒِﻲﱡ × ﻭَﻫُﻮَ ﻳَﻘُﻮﻝُ» :ﺍﻟﺤَـﻤْـﺪُ ﷲ ﺍﻟﱠﺬِﻱ ﺃَﻧْﻘَﺬَﻩُ ﻣِﻦْ
ﺍﻟﻨﱠﺎﺭِ«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你皈依伊斯兰吧!”少年看了一下当时正在自己跟前
的父亲，父亲对他说：“你当顺从艾布噶税慕。”然后那位少
年就皈依了。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离开时说：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拯救了这位少年免遭火狱之灾
①”
P165F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٢ﻭ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ﻛﺎﻥَ ﺍﻟﻨﱠﺒِﻲﱡ × ﺇﺫﺍ ﻋَﺎﺩَ ﺍﻟﻤﺮِﻳﺾَ ﺟَﻠَﺲَ
ﻋِﻨْﺪَ ﺭَﺃﺳِﻪِ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ﻓﻲ ﺍﻷﺩﺏ ﺍﻟﻤﻔﺮﺩ.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去探望病人
。……时，他总是坐在病人的头边
②”
P16F

-探望病人时为病人的祈祷：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ﺍﻟﻨﺒﻲ × ﻗﺎﻝ» :ﻣَﻦْ ﻋَﺎﺩَ ﻣَﺮِﻳﻀﺎً ﻟَـﻢْ
ﻳَـﺤْﻀُﺮْ ﺃَﺟَﻠُـﻪُ ﻓَﻘَﺎﻝَ ﻋِﻨْﺪَﻩُ ﺳَﺒْﻊَ ﻣِﺮَﺍﺭٍ :ﺃَﺳْﺄَﻝُ ﺍﷲ ﺍﻟﻌَﻈِﻴﻢَ ﺭَﺏﱠ ﺍﻟﻌَﺮْﺵِ ﺍﻟﻌَﻈِﻴﻢِ ﺃَﻥْ ﻳَﺸْﻔِﻴَﻚَ
ﺇﻟﱠﺎ ﻋَﺎﻓَﺎﻩُ ﺍﷲ ﻣِﻦْ ﺫَﻟِﻚَ ﺍﻟﻤﺮَﺽِ«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5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独一的礼节篇”第 546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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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去探望绝症患者，然后他在其跟前说：‘我求伟大
的真主、伟大阿尔西的养主是你康复。’那么，真主就会使
其免遭那种绝症。” ①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ﺇِﺫَﺍ ﺍﺷْﺘَﻜَﻰ ﻣِﻨﱠﺎ ﺇِﻧْﺴَﺎﻥ: ﻭ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٢
 »ﺃَﺫْﻫِﺐْ ﺍﻟْﺒَﺎﺱَ ﺭَﺏﱠ ﺍﻟﻨﱠﺎﺱِ ﻭَﺍﺷْﻒِ ﺃَﻧْﺖَ ﺍﻟﺸﱠﺎﻓِﻲ ﻟَﺎ ﺷِﻔَﺎءَ ﺇِﻟﱠﺎ:َﻣَﺴَﺤَﻪُ ﺑِﻴَﻤِﻴﻨِﻪِ ﺛُﻢﱠ ﻗَﺎﻝ
ِ ﻓَﻠَﻤﱠﺎ ﻣَﺮِﺽَ ﺭَﺳُﻮﻝُ ﺍﷲ × ﻭَﺛَﻘُﻞَ ﺃَﺧَﺬْﺕُ ﺑِﻴَﺪِﻩِ ﻟِﺄَﺻْﻨَﻊَ ﺑِﻪ،«ﺷِﻔَﺎﺅُﻙَ ﺷِﻔَﺎءً ﻟَﺎ ﻳُﻐَﺎﺩِﺭُ ﺳَﻘَﻤًﺎ
ِ »ﺍﻟﻠﱠﻬُﻢﱠ ﺍﻏْﻔِﺮْ ﻟِﻲ ﻭَﺍﺟْﻌَﻠْﻨِﻲ ﻣَﻊَ ﺍﻟﺮﱠﻓِﻴﻖ:َ ﻓَﺎﻧْﺘَﺰَﻉَ ﻳَﺪَﻩُ ﻣِﻦْ ﻳَﺪِﻱ ﺛُﻢﱠ ﻗَﺎﻝ،ُﻧَﺤْﻮَ ﻣَﺎ ﻛَﺎﻥَ ﻳَﺼْﻨَﻊ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ﻓَﺬَﻫَﺒْﺖُ ﺃَﻧْﻈُﺮُ ﻓَﺈِﺫَﺍ ﻫُﻮَ ﻗَﺪْ ﻗَﻀَﻰ:ْﺍﻟْﺄَﻋْﻠَﻰ« ﻗَﺎﻟَﺖ
“每当我们中有人生病时，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都会用自己的右手摸着病人说：‘人类的养育主
啊！求您消除疾病吧！求您使其康复吧！您是康复者，除您
外，绝无康复者，您康复一切病症。’当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病情加重时，我拿着他的手想向他曾经
所做的那样去做，他从我的手中移开自己的手，并说：‘主
啊!求您饶恕我，求您使我和清廉的仆人们同居天堂’。”她
说：“然后我过去看时，他已经归真了。
”②
P168F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106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秘
日圣训集》第 2083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7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191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90

礼节

 -٣ﻭ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 :ﻭَﻛَﺎﻥَ ﺍﻟﻨﱠﺒِﻲﱡ × ﺇﺫَﺍ ﺩَﺧَﻞَ ﻋَﻠَﻰ
ﻥ ﺷَﺎءَ ﺍﷲ«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ﻣَﺮِﻳﺾٍ ﻳَـﻌُﻮْﺩُﻩُ ﻗَﺎﻝَ» :ﻻ ﺑَﺄْﺱَ ﻃَﻬُﻮﺭٌ ﺇ ْ
。“没关系，托靠真主，这是一个被饶恕的机会
①”
P169F

-在没有非议时，女人可以探望男病人：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ﻟَـﻤﱠﺎ ﻗَﺪِﻡَ ﺭَﺳُﻮﻝُ ﺍﷲ × ﺍﻟﻤَﺪِﻳﻨَﺔَ ﻭُﻋِﻚَ ﺃَﺑُﻮﺑَﻜْﺮٍ
ﻭَﺑِﻼﻝٌ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ـﻤَﺎ ﻗَﺎﻟَﺖْ :ﻓَﺪَﺧَﻠْﺖُ ﻋَﻠَﻴْـﻬِـﻤَﺎ ﻓَﻘُﻠْﺖُ :ﻳَﺎ ﺃَﺑَﺖِ ﻛَﻴْﻒَ ﺗَـﺠِﺪُﻙَ؟ ﻭَﻳَﺎ ﺑِﻼﻝُ
ﻛَﻴْﻒَ ﺗَـﺠِﺪُﻙَ ؟ ...ﻗَﺎﻟَﺖْ ﻋَﺎﺋِﺸَﺔُ :ﻓَﺠِﺌْﺖُ ﺇﻟَﻰ ﺭَﺳُﻮﻝِ ﺍﷲ × ﻓَﺄَﺧْﺒَﺮْﺗُـﻪُ ﻓَﻘَﺎﻝَ»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ﺣَﺒﱢﺐْ
ﺇﻟَﻴﻨَﺎ ﺍﻟﻤَﺪِﻳﻨَﺔَ ﻛَﺤُﺒﱢﻨَﺎ ﻣَﻜﱠﺔَ ﺃَﻭْ ﺃَﺷَﺪﱠ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ﻭَﺻَﺤﱢﺤْﻬَﺎ ﻭَﺑَﺎﺭِﻙْ ﻟَﻨَﺎ ﻓِﻲ ﻣُﺪﱢﻫَﺎ ﻭَﺻَﺎﻋِﻬَﺎ ﻭَﺍﻧْﻘُﻞْ
ﺣُـﻤﱠﺎﻫَﺎ ﻓَﺎﺟْﻌَﻠْـﻬَﺎ ﺑِﺎﻟﺠُﺤْﻔَﺔِ«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到麦地那之
后，艾布白克尔和比俩里（愿主喜悦他俩）患了热病，她
说：“我去看望他俩，并说：‘父亲呀！你感觉怎么样？比俩
里呀！你感觉自己怎么样’？”……阿依莎接着又说：“然
后我去到主的使者那儿，并告诉了他那一起。”使者说：
“主
啊！求您使我们喜爱麦地那吧！犹如我们喜爱麦加那样，或
者比对麦加更加喜爱吧！主啊！求您改善它吧！求您为我们
在麦地那的莫德和沙阿里降下吉庆吧！求您把麦地那的热病
② ”。!转移到朱赫法那里吧
P170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61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5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37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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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多神教徒：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曾有一位犹太少
年侍奉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他生病时，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去看望他，坐在他的头边对他
说：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ﺎﻥَ ﻏُﻼﻡٌ ﻳَـﻬُﻮﺩِﻱﱞ ﻳَـﺨْﺪِﻡُ ﺍﻟﻨﱠﺒِﻲﱠ  Fﻓَﻤَﺮِﺽَ ﻓَﺄَﺗَﺎﻩُ
ﺍﻟﻨﱠﺒِﻲﱡ × ﻳَـﻌُﻮﺩُﻩُ ﻓَﻘَﻌَﺪَ ﻋِﻨْﺪَ ﺭَﺃْﺳِﻪِ ﻓَﻘَﺎﻝَ ﻟَـﻪُ» :ﺃﺳْﻠِـﻢْ« ﻓَﻨَﻈَﺮَ ﺇﻟَﻰ ﺃَﺑِﻴْـﻪِ ﻭَﻫُﻮَ ﻋِﻨْﺪَﻩُ ﻓَﻘَﺎﻝَ ﻟَـﻪُ:
ﺃﻃِﻊْ ﺃَﺑَﺎ ﺍﻟﻘَﺎﺳِﻢِ  Fﻓَﺄَﺳْﻠَـﻢَ ﻓَﺨَﺮَﺝَ ﺍﻟﻨﱠﺒِﻲﱡ × ﻭَﻫُﻮَ ﻳَـﻘُﻮﻝُ» :ﺍﻟﺤَـﻤْﺪُ ﷲ ﺍﻟﱠﺬِﻱ ﺃَﻧْﻘَﺬَﻩُ ﻣِﻦَ
ﺍﻟﻨﱠﺎﺭِ«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你皈依伊斯兰吧!”少年看了一下当时正在自己跟前
的父亲，父亲对他说：“你当顺从艾布噶税慕。”然后那位少
年就皈依了。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离开时说：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拯救了这位少年免遭火狱之灾
①”
P17F

-向病人吹气：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ﱠ ﺍﻟﻨﱠﺒِﻲﱠ × ﻛَﺎﻥَ ﻳَﻨْﻔُﺚُ ﻋَﻠَﻰ ﻧَﻔْﺴِﻪِ ﻓِﻲ ﺍﻟﻤَـﺮَﺽِ ﺍﻟﱠﺬِﻱ
ﻣَﺎﺕَ ﻓِﻴﻪِ ﺑِﺎﻟﻤُﻌَﻮﱢﺫَﺍﺕِ ،ﻓَﻠَـﻤﱠﺎ ﺛَﻘُﻞَ ﻛُﻨْﺖُ ﺃَﻧْﻔِﺚُ ﻋَﻠَﻴْـﻪِ ﺑِـﻬِﻦﱠ ،ﻭَﺃَﻣْﺴَﺢُ ﺑِﻴَﺪِ ﻧَﻔْﺴِﻪِ ﻟِﺒَﺮَﻛَﺘِـﻬَ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5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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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归真的那场病中
念诵了《古兰经》里的求真主护佑的章节，并向自身吹了；
当他的病情加重时，我为他念了求护佑的章节，并向他吹
气，我用他的手抹他的身体，因为他的手充满了吉庆。” ①

-指导病人有益的事项：
-欧斯曼·本·艾比阿税（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向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诉苦，自从皈依伊
斯兰之后，他就感觉到浑身疼痛。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对他说：
F  ﻋﻦ ﻋﺜﻤﺎﻥ ﺑﻦ ﺃﺑﻲ ﺍﻟﻌﺎﺹ ﺍﻟﺜﻘﻔ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ﱠﻪُ ﺷَﻜَﺎ ﺇﻟَﻰ ﺭَﺳُﻮﻝِ ﺍﷲ-١
ْ »ﺿَﻊْ ﻳَﺪَﻙَ ﻋَﻠَﻰ ﺍﻟﱠﺬِﻱ ﺗَﺄَﻟﱠﻢَ ﻣِﻦ:×  ﻓَﻘَﺎﻝَ ﻟَـﻪُ ﺭَﺳُﻮﻝُ ﺍﷲ،َﻭَﺟَﻌﺎً ﻳَـﺠِﺪُﻩُ ﻓِﻲ ﺟَﺴَﺪِﻩِ ﻣُﻨْﺬُ ﺃَﺳْﻠَـﻢ
ُ ﺃَﻋُﻮﺫُ ﺑِﺎﷲ ﻭَﻗُﺪْﺭَﺗِـﻪِ ﻣِﻦْ ﺷَﺮﱢ ﻣَﺎ ﺃَﺟِﺪ:ٍ ﻭَﻗُﻞْ ﺳَﺒْﻊَ ﻣَﺮﱠﺍﺕ،ً ﺑِﺎﺳْﻢِ ﺍﷲ ﺛَﻼﺛﺎ:ْﺟَﺴَﺪِﻙَ ﻭَﻗُﻞ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ﻭَﺃُﺣَﺎﺫِﺭ
“把你的手放在疼痛的地方，你说三遍：‘奉真主的尊
名’，然后你再说七遍：‘我以真主及其大能求保护，免遭疼
痛和灾难’
。” ②
P173F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73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192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20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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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ﻭ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ﺍﻟﻨﺒﻲ × ﻗﺎﻝ» :ﺍﻟﺸﱢﻔَﺎءُ ﻓِﻲ ﺛَﻼﺛَﺔٍ :ﻓِﻲ
ﺷَﺮْﻃَﺔِ ﻣِـﺤْﺠَـﻢٍ ،ﺃَﻭْ ﺷَﺮْﺑَﺔِ ﻋَﺴَﻞٍ ،ﺃَﻭْ ﻛَﻴﱠﺔٍ ﺑِﻨَﺎﺭٍ ،ﻭَﺃﻧﻬَﻰ ﺃُﻣﱠﺘِﻲ ﻋَﻦِ ﺍﻟﻜَﻲﱢ«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医疗分为三种：放学、或喝蜜、或火烙疗法；我憎恶
① ”。族人用火烙疗法
P174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听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٣ﻭﻋﻦ ﺃﺑﻲ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ﻧﻪ ﺳﻤﻊ ﺭﺳﻮﻝ ﺍﷲ × ﻳﻘﻮﻝ» :ﺇﻥﱠ ﻓِﻲ
ﺍﻟﺤَﺒﱠﺔِ ﺍﻟﺴﱠﻮﺩَﺍءِ ﺷِﻔَﺎءً ﻣِﻦْ ﻛُﻞﱢ ﺩَﺍءٍ ﺇﻟﱠﺎ ﺍﻟﺴﱠﺎﻡَ«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的确，除了死亡，芫荽子可以治疗各种病症
②”
P175F

-温姆拉斐阿（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٤ﻭﻋﻦ ﺃﻡ ﺭﺍﻓﻊ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ﻛَﺎﻥَ ﻻ ﻳُﺼِﻴﺐُ ﺍﻟﻨﱠﺒِﻲﱠ × ﻗُﺮْﺣَﺔٌ ﻭَﻟَﺎ ﺷَﻮْﻛَﺔٌ
ﺇﻟﱠﺎ ﻭَﺿَﻊَ ﻋَﻠَﻴْـﻪِ ﺍﻟﺤِﻨﱠﺎءَ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患溃疡或创伤
③ ”。时，他都会把指甲花贴在患处
P176F

-在病人与亡人跟前所做的祈祷：
-温姆塞莱麦（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8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205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8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215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③
优良的圣训，《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054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3502 段，原文出自
》《伊本马哲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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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ﻋﻦ ﺃﻡ ﺳﻠﻤ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ﺇﺫَﺍ ﺣَﻀَﺮْﺗُـﻢُ
ﺍﻟﻤﺮِﻳﺾَ ﺃَﻭِ ﺍﻟﻤَﻴﱢﺖَ ﻓَﻘُﻮﻟُﻮﺍ ﺧَﻴﺮﺍً ،ﻓَﺈﻥﱠ ﺍﻟﻤﻼﺋﻜَﺔَ ﻳُﺆَﻣﱢﻨُﻮﻥَ ﻋَﻠَﻰ ﻣَﺎ ﺗَﻘُﻮﻟُﻮﻥَ« ﻗَﺎﻟَﺖْ :ﻓَﻠَـﻤﱠﺎ
ﻣَﺎﺕَ ﺃَﺑُﻮ ﺳَﻠَـﻤَﺔ ﺃَﺗَﻴْﺖُ ﺍﻟﻨﱠﺒِﻲﱠ × ﻓَﻘُﻠْﺖُ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ﺇﻥﱠ ﺃَﺑَﺎ ﺳَﻠَـﻤَﺔَ ﻗَﺪْ ﻣَﺎﺕَ .ﻗَﺎﻝَ» :ﻗُﻮﻟِﻲ: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ﺍﻏْﻔِﺮْ ﻟِﻲ ﻭَﻟَـﻪُ ،ﻭَﺃﻋْﻘِﺒْﻨِﻲ ﻣِﻨْـﻪُ ﻋُﻘْﺒَﻰ ﺣَﺴَﻨَﺔً« ﻗَﺎﻟَﺖْ :ﻓَﻘُﻠْﺖُ .ﻓَﺄَﻋْﻘَﺒَﻨِﻲَ ﺍﷲ ﻣَﻦْ ﻫُﻮَ
ﺧَﻴْﺮٌ ﻟِﻲ ﻣِﻨْـﻪُ ﻣُـﺤَـﻤﱠﺪﺍً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如果你们
遇到病症或丧事时，你们应当说好话，的确你们说的每一句
话，众天使都会祈求真主承领的。”她说：“当艾布塞莱麦去
世后，我来对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主的
使者啊！艾布塞莱麦已经去世了’。”使者说：“你说：‘主
啊！求您饶恕我和他吧！求您让更好的人代替他吧！’”她
说：“我按照使者教授的而祈祷，然后真主为我安排了比他
。更好的代替者——穆罕默德
①”
P17F

-温姆塞莱麦（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٢ﻭﻋﻦ ﺃﻡ ﺳﻠﻤ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ﺩَﺧَﻞَ ﺭَﺳُﻮﻝُ ﺍﷲ × ﻋَﻠَﻰ ﺃَﺑِﻲ ﺳَﻠَـﻤَﺔَ ﻭَﻗَﺪْ
ﺷَﻖﱠ ﺑَﺼَﺮُﻩُ ﻓَﺄَﻏْﻤَﻀَﻪُ- ...ﻭَﻓِﻴﻪِ -ﺛُﻢﱠ ﻗَﺎﻝَ»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ﺍﻏْﻔِﺮْ ﻷَﺑِﻲ ﺳَﻠَـﻤَﺔَ ،ﻭَﺍﺭْﻓَﻊْ ﺩَﺭَﺟَﺘَـﻪُ ﻓِﻲ
ﺍﻟﻤَﻬْﺪِﻳﱢﻴﻦَ ،ﻭَﺍﺧْﻠُﻔْﻪُ ﻓِﻲ ﻋَﻘِﺒِـﻪِ ﻓِﻲ ﺍﻟﻐَﺎﺑِﺮِﻳﻦَ ،ﻭَﺍﻏْﻔِﺮْ ﻟَﻨَﺎ ﻭَﻟَـﻪُ ﻳَﺎ ﺭَﺏﱠ ﺍﻟﻌَﺎﻟﻤَﻴﻦَ ،ﻭَﺍﻓْﺴَﺢْ
ﻟَـﻪُ ﻓِﻲ ﻗَﺒْﺮِﻩِ ﻭَﻧﻮﱢﺭْ ﻟَـﻪُ ﻓِﻴ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9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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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探望艾布塞
莱麦，艾布塞莱麦的眼睛睁着，使者帮他合上眼。”……在
！其中提到，然后使者说：“主啊！求您饶恕艾布塞莱麦吧
求您升高他在遵循正道者中的品级吧！求您为他的家人安排
继承者吧！养育众世界的主啊！求您饶恕我们和他吧！求您
！加宽他的坟墓吧！求您使他的坟墓充满光明吧
①”
-亲吻亡人：
伊本阿巴斯和阿依莎（愿主喜悦他们）的传述，他说：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ﻭ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ﻢ :ﺃَﻥﱠ ﺃَﺑَﺎ ﺑَﻜْ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ـﻪُ ﻗَﺒﱠﻞَ ﺍﻟﻨﱠﺒِﻲﱠ
× ﻭَﻫُﻮَ ﻣَﻴﱢﺖٌ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去世之后亲吻他
②”
P179F

-帮助病人治病的方式：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١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ﺍﻟﺨ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ﻧَﺎﺳًﺎ ﻣِﻦْ ﺃَﺻْﺤَﺎﺏِ ﺭَﺳُﻮﻝِ ﺍﷲ ×
ﻛَﺎﻧُﻮﺍ ﻓِﻲ ﺳَﻔَﺮٍ ﻓَﻤَﺮﱡﻭﺍ ﺑِﺤَﻲﱟ ﻣِﻦْ ﺃَﺣْﻴَﺎءِ ﺍﻟْﻌَﺮَﺏِ ﻓَﺎﺳْﺘَﻀَﺎﻓُﻮﻫُﻢْ ﻓَﻠَﻢْ ﻳُﻀِﻴﻔُﻮﻫُﻢْ ،ﻓَﻘَﺎﻟُﻮﺍ ﻟَﻬُﻢْ :ﻫَﻞْ
ﻓِﻴﻜُﻢْ ﺭَﺍﻕٍ ،ﻓَﺈِﻥﱠ ﺳَﻴﱢﺪَ ﺍﻟْﺤَﻲﱢ ﻟَﺪِﻳﻎٌ ﺃَﻭْ ﻣُﺼَﺎﺏٌ ،ﻓَﻘَﺎﻝَ ﺭَﺟُﻞٌ ﻣِﻨْﻬُﻢْ :ﻧَﻌَﻢْ ،ﻓَﺄَﺗَﺎﻩُ ﻓَﺮَﻗَﺎﻩُ ﺑِﻔَﺎﺗِﺤَﺔِ
ﺍﻟْﻜِﺘَﺎﺏِ ﻓَﺒَﺮَﺃَ ﺍﻟﺮﱠﺟُﻞُ ،ﻓَﺄُﻋْﻄِﻲَ ﻗَﻄِﻴﻌًﺎ ﻣِﻦْ ﻏَﻨَﻢٍ ﻓَﺄَﺑَﻰ ﺃَﻥْ ﻳَﻘْﺒَﻠَﻬَﺎ ﻭَﻗَﺎﻝَ :ﺣَﺘﱠﻰ ﺃَﺫْﻛُﺮَ ﺫَﻟِﻚَ ﻟِﻠﻨﱠﺒِﻲﱢ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920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70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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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ﻳَ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ﺍﷲ ﻣَﺎ ﺭَﻗَﻴْﺖُ ﺇِﻟﱠﺎ ﺑِﻔَﺎﺗِﺤَﺔِ ﺍﻟْﻜِﺘَﺎﺏ:َ ﻓَﻘَﺎﻝ،ُ× ﻓَﺄَﺗَﻰ ﺍﻟﻨﱠﺒِﻲﱠ × ﻓَﺬَﻛَﺮَ ﺫَﻟِﻚَ ﻟَﻪ
.«ْ »ﺧُﺬُﻭﺍ ﻣِﻨْﻬُﻢْ ﻭَﺍﺿْﺮِﺑُﻮﺍ ﻟِﻲ ﺑِﺴَﻬْﻢٍ ﻣَﻌَﻜُﻢ:َ »ﻭَﻣَﺎ ﺃَﺩْﺭَﺍﻙَ ﺃَﻧﱠﻬَﺎ ﺭُﻗْﻴَﺔٌ« ﺛُﻢﱠ ﻗَﺎﻝ:َﻓَﺘَﺒَﺴﱠﻢَ ﻭَﻗَﺎﻝ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部分弟子外出
旅行，当他们（晚上）经过一个阿拉伯人地区时，要求当地
人招待时，但遭到了拒绝。当地的人们对他们说：“这个地
区的首领被毒虫螫了，你们中有会治病吗？”有一位圣门弟
子说：“是的。”他来到地区的首领那儿，用《开端章》为其
治了病，那个地区的领袖就康复了，然后他们给予他一群
羊，他拒绝接受说：“让我告诉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这一切，看他如何吩咐。”然后他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那儿诉说了一切，他说：“主的使者啊！
指主发誓，我只用了《开端章》给他治病。”使者听后微笑
着说：“你怎么知道它就是康复呢?”然后又说：“你们去他
们那儿拿来羊群吧!给我也来一份。
”①
P180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 ﻳَـﻤْﺴَﺢ،ِ ﻭ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ﻥﱠ ﺍﻟﻨﱠﺒِﻲﱠ × ﻛﺎﻥ ﻳُـﻌَﻮﱢﺫُ ﺑَـﻌْﺾَ ﺃَﻫْﻠِـﻪ-٢
 ﻻ، ﻭَﺍﺷْﻔِﻪِ ﻭَﺃَﻧْﺖَ ﺍﻟﺸﱠﺎﻓِﻲ،َ ﺃَﺫْﻫِﺐِ ﺍﻟﺒَﺄْﺱ،ِ »ﺍﻟﻠﱠﻬُـﻢﱠ ﺭَﺏﱠ ﺍﻟﻨﱠﺎﺱ:ُﺑِﻴَﺪِﻩِ ﺍﻟﻴُـﻤْﻨَﻰ ﻭَﻳَـﻘُﻮﻝ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ﺷِﻔَﺎءً ﻻ ﻳُـﻐَﺎﺩِﺭُ ﺳَﻘَﻤﺎ،َﺷِﻔَﺎءَ ﺇﻟﱠﺎ ﺷِﻔَﺎﺅُﻙ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27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201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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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中有人生病时，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都会用自己的右手摸着病人说：‘人类的养育主
啊！求您消除疾病吧！求您使其康复吧！您是康复者，除您
外，绝无康复者，您康复一切病症。’
”①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 ﻛَﺎ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ﻳَـﻘُﻮﻝُ ﻓِﻲ ﺍﻟﺮﱡﻗْﻴﺔ: ﻭ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٣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ﺑِﺈﺫْﻥِ ﺭَﺑﱢﻨَﺎ، ﻳُﺸْﻔَﻰ ﺳَﻘِﻴﻤُﻨَﺎ، ﻭَﺭِﻳﻘَﺔُ ﺑَـﻌْﻀِﻨَﺎ،»ﺑِﺎﺳْﻢِ ﺍﷲ ﺗُﺮْﺑَﺔُ ﺃَﺭْﺿِﻨَﺎ
“以真主的名义，我们这里的土壤加上我们部分人的唾
液，凭借真主的意欲，我们的病症可以得到治愈。” ②
P182F

-用他的是指沾上自己的唾液，然后把它放在泥土
上，把沾上的泥土抹在伤口或病症上，抹时念这段杜啊。
艾布赛尔德（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 ﻳَﺎ ﻣُـﺤَـﻤﱠﺪ:َ ﻭﻋﻦ ﺃﺑﻲ ﺳﻌﻴ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ﱠ ﺟِﺒﺮﻳﻞَ ﺃَﺗَﻰ ﺍﻟﻨﱠﺒِﻲﱠ × ﻓَﻘَﺎﻝ-٤
،ٍ ﻣِﻦْ ﺷَﺮﱢ ﻛُﻞﱢ ﻧَﻔْﺲ،َ ﻣِﻦْ ﻛُﻞﱢ ﺷَﻲْءٍ ﻳُﺆْﺫِﻳﻚ،َ ﺑِﺎﺳْﻢِ ﺍﷲ ﺃَﺭْﻗِﻴﻚ:َ »ﻧَﻌَﻢْ« ﻗَﺎﻝ:َﺍﺷْﺘَـﻜَﻴﺖَ؟ ﻓَﻘَﺎﻝ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ﺑِﺎﺳْﻢِ ﺍﷲ ﺃَﺭْﻗِﻴﻚ،َ ﺍﷲ ﻳَﺸْﻔِﻴﻚ،ٍﺃَﻭْ ﻋَﻴْﻦِ ﺣَﺎﺳِﺪ
吉布拉依赖天使来对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穆罕默德啊！你生病了？”先知说：“是的。”他说：
“凭借真主的遵命我为你治疗，治疗所有的伤害——来自人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74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191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74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19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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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伤害，或妒眼的伤害，愿真主使你康复，凭借真主的遵
命我为你治疗。
”①

-出现瘟疫时，穆斯林应该如何对待：
欧沙麦·本·宰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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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ﺍﻟﻄﱠﺎﻋُﻮﻥُ ﺭِﺟْﺲ:×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ﺳﺎﻣﺔ ﺑﻦ ﺯﻳﺪ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ﻓَﺈﺫَﺍ ﺳَﻤِﻌْﺘُـﻢْ ﺑِـﻪِ ﺑِﺄﺭْﺽٍ ﻓَﻼ،ْﺃُﺭْﺳِﻞَ ﻋَﻠَﻰ ﻃَﺎﺋِﻔَﺔٍ ﻣِﻦْ ﺑَﻨِﻲ ﺇﺳْﺮَﺍﺋِﻴﻞ ﺃﻭْ ﻋَﻠَﻰ ﻣَﻦْ ﻛَﺎﻥَ ﻗَﺒْﻠَﻜُﻢ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ﻭَﺇﺫَﺍ ﻭَﻗَﻊَ ﺑِﺄﺭْﺽٍ ﻭَﺃﻧْﺘُـﻢْ ﺑِـﻬَﺎ ﻓَﻼ ﺗَـﺨْﺮُﺟُﻮﺍ ﻓِﺮَﺍﺭﺍً ﻣِﻨْـﻪ،ِﺗَﻘْﺪَﻣُﻮﺍ ﻋَﻠَﻴْـﻪ
“瘟疫是对以色列后裔中的一伙人、或者是对你们之前
的人们所降示的一种刑罚。如果你们听到某地有瘟疫，你们
就不要去那里；如果在你们所住的地方发生了瘟疫，你们就
不要离开。
”②
P184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8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7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21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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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穿戴的礼节
-穿戴的裨益：
第一：装饰与遮盖羞体。
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P O N M L K J I H G F E D) :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

.[٢٦/ ( ]ﺍﻷﻋﺮﺍﻑX W V U T S R Q

【[26]阿丹的子孙啊！我确已为你们而创造遮盖羞体的
衣服和修饰的衣服，敬畏的衣服尤为优美。这是属于真主的
迹象，以便他们觉悟。】 ①
P185F

第二：保护免受伤害。
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O N M L K J I H G) :ﻗﺎﻝ ﺳﺒﺤﺎﻧﻪ

.[٨١/]ﺍﻟﻨﺤﻞ

【[81]…以衣服供你们防暑（和御寒），以盔甲供你们
防御创伤。
】②
P186F

-最好的衣服：

①

《高处章》第 26 节
《蜜蜂章》第 81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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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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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ﺎﻬ ﻓﹶﺈﻧﺎﺽﻴ ﺍﻟﺒﺎﺑﹺﻜﹸﻢﻴ ﺛﻦﻮﺍ ﻣ »ﺍﻟﺒﹺﺴ:×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١
.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ﺎﻛﹸﻢﻮﺗﺎ ﻣﻴﻬﻮﺍ ﻓﻛﹶﻔﱢﻨ ﻭ،ﺎﺑﹺﻜﹸﻢﻴ ﺛﺮﻴﺧ
“你们当穿白色的衣服，它确是你们最好的衣服；你们
当用白布包裹亡人。
”①
P187F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ﺎﻬﻠﹾﺒﺴ × ﺃﹶﻥﹾ ﻳﺒﹺﻲﺎﺏﹺ ﺇﻟﹶﻰ ﺍﻟﻨ ﺍﻟﺜﱢﻴﺐ ﻛﹶﺎﻥ ﺃﹶﺣ: ﻭ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ﺓﹸﺮﺒﺍﳊ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最喜欢穿的衣
服是长袍。
”②
P18F

-温姆塞莱麦（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ﻴﺺﻮﻝﹺ ﺍﷲ × ﺍﻟﻘﹶﻤﺳﺎﺏﹺ ﺇﻟﹶﻰ ﺭ ﺍﻟﺜﱢﻴﺐ ﻛﹶﺎﻥﹶ ﺃﹶﺣ: ﻭﻋﻦ ﺃﻡ ﺳﻠﻤ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٣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最喜欢衣服是
长袍。
”③
P189F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061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伊本马
哲圣训集》第 1472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581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79 段
③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025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米
日圣训集》第 176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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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裤子的长度：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他说：
 -١ﻋﻦ ﺃﰊ ﺳﻌﻴﺪ ﺍﳋ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ﺇﺯﺭﺓﹸ ﺍﳌﹸﺴﻠـﻢﹺ ﺇﻟﹶﻰ ﻧﹺﺼﻒ
ﺍﻟﺴﺎﻕﹺ ،ﻭﻻ ﺣﺮﺝ ﺃﹶﻭ ﻻ ﺟﻨﺎﺡ ﻓﻴـﻤﺎ ﺑﻴﻨـﻪ ﻭﺑﻴﻦ ﺍﻟﻜﹶﻌﺒﲔﹺ ،ﻣﺎ ﻛﹶﺎﻥﹶ ﺃﹶﺳﻔﹶﻞﹶ ﻣﻦ ﺍﻟﻜﹶﻌﺒﲔﹺ ﻓﹶﻬﻮ ﻓﻲ
ﺍﻟﻨﺎﺭﹺ ،ﻣﻦ ﺟﺮ ﺇﺯﺍﺭﻩ ﺑﻄﹶﺮﺍﹰ ﻟﹶـﻢ ﻳﻨﻈﹸﺮﹺ ﺍﷲ ﺇﻟﹶﻴﻪ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ﺑﻦ ﻣﺎﺟ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穆斯林的
裤子的长至小腿中部，小腿中部至两踝骨之间也无妨，两踝
骨之下的是在火狱中；骄傲地拖长裤子者，（复生日）真主
① ”。不会观看他
P190F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٢ﻭ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ﻣﻦ ﺟﺮ ﺛﹶﻮﺑـﻪ ﺧﻴﻼﺀَ ﻟﹶـﻢ
ﻳﻨﻈﹸﺮﹺ ﺍﷲ ﺇﻟﹶﻴﻪ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ﻓﹶﻘﹶﺎﻟﹶﺖ ﺃﹸﻡ ﺳﻠﹶـﻤﺔﹶ :ﻓﹶﻜﹶﻴﻒ ﻳﺼﻨﻌﻦ ﺍﻟﻨﺴﺎﺀُ ﺑﹺﺬﹸﻳﻮﻟـﻬﹺﻦ ﻗﹶﺎﻝﹶ» :ﻳﺮﺧﲔ
ﺷﺒﺮﺍ« ،ﻓﹶﻘﹶﺎﻟﹶﺖ :ﺇﺫﺍﹰ ﺗﻨﻜﹶﺸﻒ ﺃﹶﻗﹾﺪﺍﻣﻬﻦ ،ﻗﹶﺎﻝﹶ» :ﻓﹶﻴﺮﺧﻴﻨـﻪ ﺫﺭﺍﻋﺎﹰ ﻻ ﻳﺰﹺﺩﻥﹶ ﻋﻠﹶﻴﻪ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傲慢地拖
长衣服者，复生日，真主不会观看他。”温姆塞莱麦说：“妇
女的衣摆怎么做？”使者说：“放长一拃。”她说：“如果那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093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伊本马
哲圣训集》第 35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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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话，她们的脚会露出来的。”他说：“那就让她们放长一
① ”。尺，但不能超过一尺

-对傲慢地加长衣服者的警告：
-阿布杜拉·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ﻋﻦ ﺍﻟﻨﱯ × ﻗﺎﻝ» :ﺍﻹﺳﺒﺎﻝﹸ ﻓﻲ ﺍﻹﺯﺍﺭﹺ ﻭﺍﻟﻘﹶﻤﻴﺺﹺ
ﻭﺍﻟﻌﻤﺎﻣﺔ ﻣﻦ ﺟﺮ ﻣﻨـﻬﺎ ﺷﻴﺌﺎﹰ ﺧﻴﻼﺀَ ﻟﹶـﻢ ﻳﻨﻈﹸﺮﹺ ﺍﷲ ﺇﻟﹶﻴﻪ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谁傲慢地将裤子、或长袍、或缠头巾拖长一点，复生
② ”。日，真主不会观看他
P192F

-艾布冉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ﻭﻋﻦ ﺃﰊ ﺫﺭ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 × ﻗﺎﻝ» :ﺛﹶﻼﺛﹶﺔﹲ ﻻ ﻳﻜﹶﻠﱢﻤﻬـﻢ ﺍﷲ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ﻭﻻ
ﻳﻨﻈﹸﺮ ﺇﻟﹶﻴﻬﹺـﻢ ﻭﻻ ﻳﺰﻛﱢﻴﻬﹺـﻢ ﻭﻟﹶـﻬـﻢ ﻋﺬﹶﺍﺏ ﺃﹶﻟﻴﻢ «ﻗﹶﺎﻝﹶ :ﻓﹶﻘﹶﺮﺃﹶﻫﺎ ﺭﺳﻮﻝﹸ ﺍﷲ × ﺛﹶﻼﺙﹶ ﻣﺮﺍﺭﹴ .ﻗﹶﺎﻝﹶ ﺃﹶﺑﻮ
ﺫﹶﺭ :ﺧﺎﺑﻮﺍ ﻭﺧﺴِﺮﻭﺍ ﻣﻦ ﻫـﻢ ﻳﺎ ﺭﺳﻮﻝﹶ ﺍﷲ؟ ﻗﹶﺎﻝﹶ» :ﺍﳌﹸﺴﺒﹺﻞﹸ ﻭﺍﳌﹶﻨﺎﻥﹸ ﻭﺍﳌﹸﻨﻔﱢﻖ ﺳﻠﻌﺘـﻪ ﺑﹺﺎﳊﹶﻠﹶﻒ
ﺍﻟﻜﹶﺎﺫﺏﹺ«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有三种人，在复生日，真主不与他们说话，也不看他
们，更不消除他们的罪恶，他们将遭受痛苦的刑法。”他说：
①

正确的圣训，《提勒米日圣训集》第 1731 段，原文出自《提勒米日圣训集》，《奈萨伊圣训
集》第 5336 段
②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094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奈萨伊
圣训集》第 5334 段

103

礼节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反复说了三次。”
艾布冉尔：“他们真是失败、真是亏折；主的使者啊！他们
是谁呢？”使者说：“高傲地垂长衣裤者；施后责备受施
者；发假誓推销物品者。
”①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ﻲﺍﺭﹺ ﻓﹶﻔ ﺍﻹﺯﻦﲔﹺ ﻣﺒ ﺍﻟﻜﹶﻌﻦﻔﹶﻞﹶ ﻣﺎ ﺃﹶﺳ »ﻣ: 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 × ﻗﺎﻝ-٣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ﺎﺭﹺﺍﻟﻨ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两踝骨下的裤
子均在火狱之中。” ②
P194F

-禁止的服饰与铺盖：
-欧麦尔·本·罕塔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ﻦ ﻣﻪ ﻓﹶﺈﻧﻮﺍ ﺍﳊﹶﺮﹺﻳﺮﺴﻠﹾﺒ »ﻻ ﺗ:×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ﻋﻦ ﻋﻤﺮ ﺑﻦ ﺍﳋﻄﺎ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ﺓﺮﻲ ﺍﻵﺧ ﻓﻪﺴﻠﹾﺒ ﻳﺎ ﻟﹶـﻢﻴﻧﻲ ﺍﻟﺪ ﻓﻪﻟﹶﺒﹺﺴ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们不要
穿丝绸，的确，谁今世穿了丝绸，他在后世就不能穿丝绸
了。” ③
P195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0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787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83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69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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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穆沙·艾勒艾斯阿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٢ﻭﻋﻦ ﺃﰊ ﻣﻮﺳﻰ ﺍﻷﺷﻌﺮ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ﻗﺎﻝ» :ﺣﺮﻡ ﻟﺒﺎﺱ ﺍﳊﹶﺮﹺﻳﺮﹺ
ﻭﺍﻟﺬﱠﻫﺐﹺ ﻋﻠﹶﻰ ﺫﹸﻛﹸﻮﺭﹺ ﺃﹸﻣﺘﻲ ﻭﺃﹸﺣﻞﱠ ﻹﻧﺎﺛﻬﹺـﻢ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ﺘﺮﻣﺬﻱ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穿戴丝绸
和金子对我民众中的男性属于非法的，对他们中的女性属于
① ”。合法的
P196F

-柏拉乌（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 ٣ﻭﻋﻦ ﺍﻟﱪﺍﺀ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ﺃﹶﻣـﺮﻧﺎ ﺍﻟﻨﺒﹺﻲ × ﺑﹺﺴﺒﻊﹴ :ﻋﻴﺎﺩﺓ ﺍﳌﹶﺮﹺﻳﺾﹺ ،ﻭﺍﺗﺒﺎﻉﹺ ﺍﳉﹶﻨﺎﺋﺰﹺ،
ﻭﺗﺸﻤﻴﺖ ﺍﻟﻌﺎﻃﺲﹺ ،ﻭﻧـﻬﺎﻧﺎ ﻋﻦ ﻟﹸﺒﺲﹺ ﺍﳊﹶﺮﹺﻳﺮﹺ ﻭﺍﻟﺪﻳﺒﺎﺝﹺ ﻭﺍﻟﻘﹶﺴﻲ ﻭﺍﻻﺳﺘﺒﺮﻕﹺ ﻭﺍﳌﹶﻴﺎﺛﺮﹺ ﺍﳊﹸـﻤﺮﹺ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我们七件
事情：探望病人、送殡、回答打喷嚏者（当打喷嚏者赞颂真
主时）；他禁止我们穿丝织品、穿绫绸、穿绸缎、穿粗丝
② ”。绸、乘坐丝绸的鞍垫
P197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٤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ﺻﻨﻔﹶﺎﻥ ﻣﻦ ﺃﹶﻫﻞﹺ ﺍﻟﻨﺎﺭﹺ ﻟﹶـﻢ
ﺃﹶﺭﻫـﻤﺎ .ﻗﹶﻮﻡ ﻣﻌﻬـﻢ ﺳﻴﺎﻁﹲ ﻛﹶﺄﹶﺫﹾﻧﺎﺏﹺ ﺍﻟﺒﻘﹶﺮﹺ ﻳﻀﺮﹺﺑﻮﻥﹶ ﺑﹺـﻬﺎ ﺍﻟﻨﺎﺱ ،ﻭﻧﹺﺴﺎﺀٌ ﻛﹶﺎﺳﻴﺎﺕ ﻋﺎﺭﹺﻳﺎﺕ
ﻣـﻤﻴﻼﺕ ﻣﺎﺋﻼﺕ ،ﺭﺅﻭﺳﻬﻦ ﻛﹶﺄﹶﺳﻨﹺﻤﺔ ﺍﻟﺒـﺨﺖ ﺍﳌﹶﺎﺋﻠﹶﺔ ،ﻻ ﻳﺪﺧﻠﹾﻦ ﺍﳉﹶﻨﺔﹶ ،ﻭﻻ ﻳـﺠﹺﺪﻥﹶ ﺭﹺﳛﻬﺎ ،ﻭﺇﻥﱠ
①

正确的圣训，《提勒米日圣训集》第 1720 段，原文出自《提勒米日圣训集》，《奈萨伊圣训
集》第 5265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584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6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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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ﻛﹶﺬﹶﺍ ﻛﹶﺬﹶﺍ ﻭﺓﺴِﲑ ﻣﻦ ﻣﺪﻮﺟﺎ ﻟﹶﻴﻬﺭﹺﳛ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火狱里有
两种人我从没有见过，一种人，手握类似牛尾巴一样的皮
鞭，他们用它抽打人们；另一种人，是那些半裹半露，摇摇
摆摆诱惑他人的女人，她们的脑袋就像驼峰一样，她们不能
进入天堂，也闻不到天堂里的气息，即使天堂里的气味在很
远的距离之外都能闻到也罢！
”①
P198F

-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本·阿税（愿主喜悦他
俩）的传述，他说：
ﲔﹺ ﺛﹶﻮﺑﻠﹶﻲﻮﻝﹸ ﺍﷲ × ﻋﺳﺃﹶﻯ ﺭ ﺭ: ﻭ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ﻋﻤﺮﻭ ﺑﻦ ﺍﻟﻌﺎﺹ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٥
.ﺎ«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ﻬﺴﻠﹾﺒـﺎﺏﹺ ﺍﻟﻜﹸﻔﱠـﺎﺭﹺ ﻓﹶﻼ ﺗﻴ ﺛـﻦ ﻣﻩـﺬ »ﺇﻥﱠ ﻫ:ﻳﻦﹺ ﻓﹶﻘﹶـﺎﻝﹶﻔﹶﺮﺼﻌﻣ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看见我穿着两件
染红的衣服时，他说：“这是昧恩者们穿的衣服，你不要穿
它。” ②
P19F

-候宰费（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ﺔﻀﺍﻟﻔﺐﹺ ﻭ ﺍﻟﺬﱠﻫﺔﻲ ﺁﻧﹺﻴ ﻓﺏﺮﺸ × ﺃﹶﻥﹾ ﻧﺒﹺﻲﺎ ﺍﻟﻨﺎﻧـﻬ ﻧ: ﻭﻋﻦ ﺣﺬﻳﻔ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٦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ﻠﹶﻴﻪ ﻋﺲﻠﺠﺃﹶﻥﹾ ﻧﺎﺝﹺ ﻭﻳﺒﺍﻟﺪﺲﹺ ﺍﳊﹶﺮﹺﻳﺮﹺ ﻭ ﻟﹸﺒﻦﻋ ﻭ،ﺎﻴﻬﺄﹾﻛﹸﻞﹶ ﻓﺃﹶﻥﹾ ﻧﻭ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28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7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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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我们用金银器
皿吃喝，禁止我们穿丝绸、穿绫绸和乘坐丝绸的鞍垫。”。
”①
-哈立德的传述，他说：
ﻠﹶﻢﻌﻞﹾ ﺗ ﻫ، ﺑﹺﺎﷲﻙﺪﺸ ﺃﹶﻧ:ﺔﹶ ﻓﹶﻘﹶﺎﻝﹶ ﻟﹶﻪﺎﻭﹺﻳﻌﻠﹶﻰ ﻣ ﻋﻳﻜﹶﺮﹺﺏﺪﻌ ﻣﻦ ﺑﺍﻡﻘﹾﺪ ﺍﳌﻓﹶﺪ ﻭ: ﻭﻋﻦ ﺧﺎﻟﺪ ﻗﺎﻝ-٧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ﻢﻌ ﻧ:ﺎ ﻗﹶﺎﻝﹶﻬﻠﹶﻴﻛﹸﻮﺏﹺ ﻋﺍﻟﺮﺎﻉﹺ ﻭـﺒ ﺍﻟﺴﻠﹸﻮﺩﻮﺱﹺ ﺟ ﻟﹸـﺒﻦﻰ ﻋـﻬﻮﻝﹶ ﺍﷲ × ﻧﺳﺃﹶﻥﱠ ﺭ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米格达姆·本·买阿迪凯尔布来见穆阿威耶，并对他
说：“指主发誓，你告诉我，你知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禁止穿戴与乘坐凶禽猛兽的皮吗？”他
说：“我知道。” ②
P201F

-不允许穿带有十字架、有肖像或时髦的服饰。

-禁止行走与穿着的方式：
-清高的真主所说：
Ù Ø × Ö Õ Ô Ó Ò Ñ Ð Ï Î Í Ì Ë Ê É)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١٩-١٨/( ]ﻟﻘﻤﺎﻥçæåäãâáàßÞÝÜÛÚ
【[18]你不要为藐视众人而转脸，不要洋洋得意地在大

地上行走。真主确是不喜爱一切傲慢者、矜夸者的。[19]你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837 段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131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5255 段，原文出自
《奈萨伊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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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节制你的步伐，你应当抑制你的声音；最讨厌的声音，
确是驴子的声音。”
】①
-清高的真主所说：
(Ì Ë Ê É È Ç Æ Å Ä)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ﻋﻦ ﺍﻟﻨﺴﺎﺀ-٢

.[٣١/]ﺍﻟﻨﻮﺭ

【 让 她 们 不 要 用 力 踏 足 ， 使 人 得 知 她 们 所 隐 藏 的首
饰。】 ②
P203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ﻞﹸﺟ ﺍﻟﺮﺒﹺﻲﺘـﺤ ﺃﹶﻥﹾ ﻳ:ﲔﹺﺘﺴﺒ ﻟﻦﻮﻝﹸ ﺍﷲ × ﻋﺳﻰ ﺭـﻬ ﻧ: 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٣
ﺪﻠﹶﻰ ﺃﹶﺣ ﻋﺲ ﻟﹶﻴﺪﺍﺣﻞﹶ ﺑﹺﺎﻟﺜﱠﻮﺏﹺ ﺍﻟﻮـﻤﺘﺸﺃﹶﻥﹾ ﻳ ﻭ،ٌﺀﻲ ﺷـﻪﻨ ﻣﺟﹺﻪﻠﹶﻰ ﻓﹶﺮ ﻋﺲ ﻟﹶﻴﺪﺍﺣﻲ ﺍﻟﺜﱠﻮﺏﹺ ﺍﻟﻮﻓ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ﻘﱠﻴﻪﺷ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两种装
束：一种是男子用一块布单裹在身上、而裸露着羞体；另一
种是男子用一块布单裹着一个肩头，而裸露着另一个肩
头。” ③
P204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ـﻪﺠﹺﺒﻌ ﺗﻠﱠﺔﻲ ﺣﻲ ﻓﺸـﻤﻞﹲ ﻳﺟﺎ ﺭﻤﻨﻴ »ﺑ:×  ﻗﺎﻝ ﺍﻟﻨﱯ: 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٤
①

《鲁格曼章》第 18-19 节
《光明章》第 31 节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821 段
②

108

礼节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ﺔﺎﻣﻴﻡﹺ ﺍﻟﻘﻮﻞﹸ ﺇﻟﹶﻰ ﻳﻠﹾـﺠـﺠﺘ ﻳﻮ ﻓﹶﻬ، ﺍﷲ ﺑﹺـﻪﻒﺴ ﺇﺫﹾ ﺧ،ـﻪﺘـﻤﻞﹲ ﺟﺟﺮ ﻣ،ﻪﻔﹾﺴﻧ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正当一个人穿
着一套华丽的外衣、梳着时髦的发型、得意忘形地走路时，
突然，真主使大地吞没了他，他慌乱不安地下沉，直到复生
日。” ①
P205F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ﺎﺀﺴﺎﻝﹺ ﺑﹺﺎﻟﻨﺟ ﺍﻟﺮﻦ ﻣﻬﹺﲔﺒﺸﻮﻝﹸ ﺍﷲ × ﺍﳌﹸﺘﺳ ﺭﻦ ﻟﹶﻌ: ﻭ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٥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ﺎﻝﹺﺟﺎﺀِ ﺑﹺﺎﻟﺮﺴ ﺍﻟﻨﻦ ﻣﺎﺕﻬﺒﺸﺍﳌﹸﺘﻭ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诅咒男扮女
装，与女扮男装者。
”②
P206F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ﻮ ﺑﹺﻘﹶﻮﻡﹴ ﻓﹶﻬﻪﺒﺸ ﺗﻦ »ﻣ:×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٦
.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ـﻢـﻬﻨﻣ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效仿某
个民众，那么，他便是其中的一员。” ③
P207F

-女人不要露出内衣与首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78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88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885 段
③
优良的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5114 段，请查看《伊尔瓦吴》第 1269 段，《艾布达吾
德圣训集》第 4031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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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所说：
v u t s r q p o n m)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١

.[٥٩ /( ]ﺍﻷﺣﺰﺍﺏ¥¤£¢¡{|}~ﮯzyxw

【[59]先知啊！你应当对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和信士们
的妇女说：她们应当用外衣遮住自己的身体。这样做最容易
使人认识她们，而不受侵犯。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①
P208F

-清高的真主所说：
g f e d c b a `) :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٢

.[٣١/( ]ﺍﻟﻨﻮﺭs rqpon mlkjih

【[31]你对信女们说，让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不
要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让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
】②
P209F

-清高的真主所说：
A @ ? > = < ; : 9 8 7) :ﻭ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٣

(PONM L K J IH G F E D C B
.[٦٠/]ﺍﻟﻨﻮﺭ

【[60]不希望结婚的老妇，脱去外衣，而不露出首饰，
这对于她们是无罪过的。自己检点，对她们是更好的。真主

①

《同盟军章》第 69 节
《光明章》第 31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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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是全聪的，是全知的

-注意首饰与卫生：
-艾布艾哈沃素（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的父亲
说：
 -١ﻋﻦ ﺃﰊ ﺍﻷﺣﻮﺹ ﻋﻦ ﺃﺑﻴﻪ ﻗﺎﻝ :ﺃﹶﺗﻴﺖ ﺍﻟﻨﺒﹺﻲ × ﻓﻲ ﺛﹶﻮﺏﹴ ﺩﻭﻥ ﻓﹶﻘﹶﺎﻝﹶ» :ﺃﹶﻟﹶﻚ ﻣﺎﻝﹲ؟« ﻗﹶﺎﻝﹶ:
ﻧﻌﻢ ،ﻗﹶﺎﻝﹶ» :ﻣﻦ ﺃﹶﻱ ﺍﳌﹶﺎﻝﹺ؟« ﻗﹶﺎﻝﹶ :ﻗﹶﺪ ﺁﺗﺎﻧﹺﻲ ﺍﷲ ﻣﻦ ﺍﻹﺑﹺﻞﹺ ﻭﺍﻟﻐﻨﻢﹺ ﻭﺍﳋﹶﻴﻞﹺ ﻭﺍﻟﺮﻗﻴﻖﹺ .ﻗﹶﺎﻝﹶ» :ﻓﹶﺈﺫﹶﺍ ﺁﺗﺎﻙ ﺍﷲ
ﻣﺎﻻﹰ ﻓﹶﻠﹾﻴﺮ ﺃﹶﺛﹶﺮ ﻧﹺﻌﻤﺔ ﺍﷲ ﻋﻠﹶﻴﻚ ﻭﻛﹶﺮﺍﻣﺘـﻪ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我去看望先知之（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时穿着劣
质的衣服，先知问他：“你有钱财吗？”他说：“有。”先知
、又问：“你有哪些财产？”他说：“真主恩赐了我骆驼、羊
马和奴隶。”先知说：“真主使你富有，你应表现出真主赐予
。你的恩典和慷慨的迹象
②”
P21F

-阿布杜拉·本·贾比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他说：
 -٢ﻭ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 ﺍ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ﻗﺎﻝ :ﺃﺗﺎﹶﻧﺎﹶ ﺭﺳﻮﻝﹸ ﺍﷲ × ﻓﹶﺮﺃﹶﻯ ﺭﺟﻼﹰ ﺷﻌﺜﺎﹰ ﻗﹶﺪ
ﺗﻔﹶﺮﻕ ﺷﻌﺮﻩ ﻓﹶﻘﹶﺎﻝﹶ» :ﺃﹶﻣﺎ ﻛﹶﺎﻥﹶ ﻳـﺠﹺﺪ ﻫﺬﹶﺍ ﻣﺎ ﻳﺴﻜﱢﻦ ﺑﹺـﻪ ﺷﻌﺮﻩ«؟ ﻭﺭﺃﹶﻯ ﺭﺟﻼﹰ ﺁﺧﺮ ﻭﻋﻠﹶﻴـﻪ ﺛﻴﺎﺏ
ﻭﺳﺨﺔﹲ ﻓﹶﻘﹶﺎﻝﹶ» :ﺃﹶﻣﺎ ﻛﹶﺎﻥﹶ ﻫﺬﹶﺍ ﻳـﺠﹺﺪ ﻣﺎﺀً ﻳـﻐﺴِﻞﹸ ﺑﹺـﻪ ﺛﹶﻮﺑـﻪ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①

《光明章》第 60 节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063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奈萨伊
圣训集》第 522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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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来找我们时，看
见有个头发蓬松、散乱的人，他问：“难道这人没有可以整
理自己头发的梳子吗？”然后他又看见另一个人衣服肮脏，
他问：
① ”？“难道他连洗衣服的水都没有吗

-头巾：
阿姆鲁·本·侯莱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ﻋﻦ ﻋﻤﺮﻭ ﺑﻦ ﺣﺮﻳ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ﹶﺄﹶﻧﻲ ﺃﹶﻧﻈﹸﺮ ﺇﻟﹶﻰ ﺭﺳﻮﻝﹺ ﺍﷲ × ﻋﻠﹶﻰ ﺍﳌﻨﺒﺮﹺ ﻭﻋﻠﻴـﻪ
ِﻋﻤﺎﻣﺔﹲ ﺳﻮﺩﺍﺀُ ،ﻗﹶﺪ ﺃﹶﺭﺧﻰ ﻃﹶﺮﻓﹶﻴـﻬﺎ ﺑﲔ ﻛﹶﺘﻔﹶﻴ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我至今好像还看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在演讲台上，戴着黑色头巾，他将头巾的两端垂在两肩
② ”。上
P213F

-穿新衣服时的祈祷词：
艾布塞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ﻋﻦ ﺃﰊ ﺳﻌﻴﺪ ﺍﳋﺪﺭ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ﻛﹶﺎﻥﹶ ﺭﺳﻮﻝﹸ ﺍﷲ × ﺇﺫﹶﺍ ﺍﺳﺘـﺠﺪ ﺛﹶﻮﺑﺎﹰ ﺳﻤﺎ ﻩ ﺑﹺﺎﺳﻤﻪ:
ﺇﻣﺎ ﻗﹶﻤﻴﺼﺎﹰ ﺃﹶﻭ ﻋﻤﺎﻣﺔﹰ ﺛﹸﻢ ﻳـﻘﹸﻮﻝﹸ» :ﺍﻟﻠﱠﻬـﻢ ﻟﹶﻚ ﺍﳊﹶـﻤﺪ ﺃﹶﻧﺖ ﻛﹶﺴﻮﺗﻨﹺﻴﻪ ،ﺃﹶﺳﺄﹶﻟﹸﻚ ﻣﻦ ﺧﻴﺮﹺﻩ ﻭﺧﻴﺮﹺ ﻣﺎ
ﺻﻨﹺﻊ ﻟﹶـﻪ ،ﻭﺃﹶﻋﻮﺫﹸ ﺑﹺﻚ ﻣﻦ ﺷﺮﻩ ﻭﺷﺮ ﻣﺎ ﺻﻨﹺﻊ ﻟﹶـﻪ «ﻗﹶﺎﻝﹶ ﺃﹶﺑﻮ ﻧﻀﺮﺓﹶ :ﻓﹶﻜﹶﺎﻥﹶ ﺃﹶﺻﺤﺎﺏ ﺍﻟﻨﺒﹺﻲ × ﺇﺫﹶﺍ
ﻟﹶﺒﹺﺲ ﺃﹶﺣﺪﻫـﻢ ﺛﹶﻮﺑﺎﹰ ﺟﺪﻳﺪﺍﹰ ﻗﻴﻞﹶ ﻟﹶـﻪ :ﺗﺒﻠﻲ ﻭﻳـﺨﻠﻒ ﺍﷲ ﺗﻌﺎﻟﹶﻰ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ﺘﺮﻣﺬﻱ.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062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奈萨伊
圣训集》第 5236 段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135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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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穿新衣服
时，他就指名那件衣服，如长袍或缠头，接着祈祷说：“主
啊！一切赞颂都归于您，您使我穿上了这件新衣，求您使我
获得它带来的幸福，使我知恩感恩；求您使我免遭它带来的
不幸，不要使我忘恩负义。”
艾布奈杜尔说：“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的某位弟子穿新衣服时，就有人对他说：‘你穿破了
。” ②
它 ①，清高的真主为你更换新衣服’

-为穿新衣服者所做的祈祷：
温姆哈立德•宾图•哈立德的传述，她说：
ﻦ »ﻣ:ﺍﺀُ ﻓﹶﻘﹶﺎﻝﹶﻮﺩﺔﹲ ﺳﺼﻴـﻤﺎ ﺧﻴﻬﺎﺏﹴ ﻓﻴﻮﻝﹸ ﺍﷲ × ﺑﹺﺜﺳ ﺭﻲ ﺃﹸﺗ:ﻋﻦ ﺃﻡ ﺧﺎﻟﺪ ﺑﻨﺖ ﺧﺎﻟﺪ ﻗﺎﻟﺖ
× ﺒﹺﻲ ﺍﻟﻨ ﺑﹺﻲﻲ« ﻓﹶﺄﹸﺗﺪﺎﻟ ﺧﻮﻧﹺﻲ ﺑﹺﺄﹸﻡ »ﺍﺋﹾﺘ: ﻓﹶﻘﹶﺎﻝﹶ. ﺍﻟﻘﹶﻮﻡﺖﻜﺔﹶ؟« ﻓﹶﺄﹸﺳﻴﺼ ﺍﳋﹶـﻤﻩﺬﺎ ﻫﻮﻫﻜﹾﺴﻭﻥﹶ ﻧﺮﺗ
.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ﲔﹺﺗﺮﻲ« ﻣﻘﻠﺃﺧﻲ ﻭﻠ »ﺃﺑ:ﻗﹶﺎﻝﹶ ﻭ،ﻩﺪﺎ ﺑﹺﻴﻨﹺﻴﻬﺴﻓﹶﺄﹶﻟﹾﺒ
有人给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送了一件
黑格子衣服，使者问：“你们看谁最合适穿这件格子衣服
呢？”人们都沉默不语，他说：“你们给我把温姆哈立德喊
来。”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喊来我之后，他亲
手为我穿上那件衣服，并且连说了两遍：“你要穿破它（愿

①

译者注：这是阿拉伯语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意思是愿真主使你长寿。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020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勒米
日圣训集》第 176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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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使你长寿）。
”①

-穿鞋子的方式：
-贾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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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ﻭﺍﺮـﻜﹾﺜﺘ »ﺍﺳ:ﺎﺎﻫﻧﻭ ﻏﹶﺰﺓﻭﻲ ﻏﹶﺰـﻘﹸﻮﻝﹸ ﻓ ﲰﻌﺖ ﺍﻟﻨﱯ × ﻳ: ﻋﻦ ﺟﺎﺑ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١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ﻞﹶﻌﺘﺎ ﺍﻧﺒﺎﹰ ﻣﺍﻛﺍﻝﹸ ﺭﺰﻞﹶ ﻻ ﻳﺟﺎﻝﹺ؛ ﻓﹶﺈﻥﱠ ﺍﻟﺮﻌ ﺍﻟﻨﻦﻣ
“你们应当多准备鞋子，经常乘骑出征者，最需要鞋
子。” ②
P217F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ﺃﺪﺒ ﻓﹶﻠﹾﻴﻛﹸﻢﺪﻞﹶ ﺃﹶﺣﻌﺘ »ﺇﺫﹶﺍ ﺍﻧ: 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ﻗﺎﻝ-٢
.«ﻉﺰﻨﺎ ﺗـﻤﻫﺧﺮ ﻞﹸ ﻭﺁﻌﻨﺎ ﺗـﻤﻟﹶـﻬﻰ ﺃﹶﻭﻨـﻤـﻜﹸﻦﹺ ﺍﻟﻴﺘ ﻟ،ﺎﻝﹺﻤﺃ ﺑﹺﺎﻟﺸﺪﺒ ﻓﹶﻠﹾﻴﻉﺰﺘﺇﺫﹶﺍ ﺍﻧ ﻭ،ﲔﹺـﻤﺑﹺﺎﻟﻴ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当你们某人穿鞋时，让他先穿右脚；当他脱鞋时，让
他先脱左脚；以便让右脚先穿后脱。” ③
P218F

-有关男士的戒指与所戴的位置：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845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96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585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9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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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 × ﺃﹶﻧﻪ ﻧـﻬﻰ ﻋﻦ ﺧﺎﺗـﻢﹺ ﺍﻟﺬﱠﻫﺐﹺ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戴金戒指
①”
P219F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٢ﻭ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ﹶﻥﹼَ ﺍﻟﻨﺒﹺﻲ × ﻛﹶﺎﻥﹶ ﺧﺎﺗـﻤﻪ ﻣﻦ ﻓﻀﺔ ﻭﻛﹶﺎﻥﹶ ﻓﹶﺼﻪ ﻣﻨـﻪ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戒指是银子的，
。其中镶有宝石
②”
P20F

-艾奈斯·本·马力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٣ﻭ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ﻟﹶﺒﹺﺲ ﺧﺎﺗـﻢ ﻓﻀﺔ ﻓﻲ ﻳـﻤﻴﻨﹺـﻪ،
ﻓﻴﻪ ﻓﹶﺺ ﺣﺒﺸﻲ ،ﻛﹶﺎﻥﹶ ﻳـﺠﻌﻞﹸ ﻓﹶﺼﻪ ﻣـﻤﺎ ﻳﻠﻲ ﻛﹶﻔﱠﻪ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右手戴着银戒
。指，上面镶着埃塞俄比亚产的宝石，他使宝石朝着手里
③”
P21F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٤ﻭ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ﺻﻨﻊ ﺍﻟﻨﱯ × ﺧﺎﲤﺎﹰ ،ﻗﺎﻝ» :ﺇﻧﺎ ﺍﺗـﺨﺬﹾﻧﺎ ﺧﺎﺗـﻤﺎﹰ ﻭﻧﻘﹶﺸﻨﺎ
ﻓﻴﻪ ﻧﻘﹾﺸﺎﹰ ﻓﹶﻼ ﻳﻨﻘﹸﺶ ﻋﻠﹶﻴﻪ ﺃﹶﺣﺪ «ﻗﹶﺎﻝﹶ :ﻓﹶﺈﻧﻲ ﻷَﺭﻯ ﺑﺮﹺﻳﻘﹶﻪ ﻓﻲ ﺧﻨﺼﺮﹺﻩ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制作了一个戒指，然
后他说：“我们使用戒指，并在上面刻字，任何人都没有这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86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89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870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9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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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过。”他（传述人）说：“我看见戒指戴在他的小拇指上
闪着光。” ①

-允许女性戴黄金首饰：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ﻰ ﻓﹶﺄﹶﺗ،ﻞﹶ ﺍﳋﹸﻄﹾﺒـﺔﻠﱠﻰ ﻗﹶﺒ × ﻓﹶﺼﺒﹺﻲ ﺍﻟﻨﻊ ﻣﻴﺪ ﺍﻟﻌﻬﹺﺪﺕ ﺷ: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١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ﺏﹺ ﺑﹺﻼﻝﹴـﻲ ﺛﹶﻮ ﻓﻴﻢﺍﺗﺍﳋﹶﻮ ﻭـﺦ ﺍﻟﻔﹶﺘـﲔﻠﹾﻘ ﻳﻠﹾﻦﻌﺎﺀَ ﻓﹶﺠﺴﺍﻟﻨ
“我与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一起参加了节
日拜，他在演讲之前礼了节日拜，他来到妇女那里时，她们
把镯子和戒指都放到比俩里的衣服上。
”②
P23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
ﻮﻝﹸ ﺍﷲﺳﺚﹶ ﺭـﻌ ﻓﹶﺒ،ﻠﹶﻜﹶﺖﺓﹰ ﻓﹶﻬﻼﺩﺎﺀَ ﻗﻤ ﺃﹶﺳﻦ ﻣﺕﺎﺭﻌﺘﺎ ﺍﺳﻬ ﻭ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ﺃﹶﻧ-٢
ﻮﻝﹺ ﺍﷲﺳ ﺇﻟﹶﻰ ﺭﻚﺍ ﺫﹶﻟﻜﹶﻮﺍ ﻓﹶﺸﻠﱠﻮ ﻓﹶﺼ،ٌﺎﺀ ﻣـﻢﻬﻌ ﻣﻟﹶﻴﺲﻼﺓﹸ ﻭ ﺍﻟﺼـﻢـﻬﻛﹶﺘﺭ ﻓﹶﺄﹶﺩ،ﺎﻫﺪﺟﻼﹰ ﻓﹶﻮﺟ× ﺭ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ﻢﹺـﻤﻴﺔﹶ ﺍﻟﺘﻝﹶ ﺍﷲ ﺁﻳﺰ× ﻓﹶﺄﹶﻧ
“她向艾斯玛依借了一个项圈，后来丢失了，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派人去寻找，然后找到了；到
了礼拜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带水，他们都在没有洗小净的情
况下礼了拜，当他们回来之后，就把此事告诉了主的使者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874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88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88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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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然后真主降示了有关土净的
经文。
”①

-穿戴与住宿时的谦逊：
-艾布白尔德的传述，他说：
ﺒﹺﻲ ﺍﻟﻨﻭﺡ ﺭ ﻗﹸﺒﹺﺾ: ﻓﹶﻘﹶﺎﻟﹶﺖ،ﻴﻈﺎﹰﺍﺭﺍﹰ ﻏﹶﻠﺇﺯﺎﺀً ﻭﺴﺔﹸ ﻛﺸﺎﺋﺎ ﻋﻨ ﺇﻟﹶﻴﺖﺟﺮ ﺃﺧ: ﻋﻦ ﺃﰊ ﺑﺮﺩﺓ ﻗﺎﻝ-١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ﻦﹺﺬﹶﻳﻲ ﻫ× ﻓ
“阿依莎给我们拿出来一件上衣，一条粗布裤子。她
说：‘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就是穿着这两件衣
服归真的’
。” ②
P25F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ـﻪﻠﹶﻴ ﻋﺎﻡﻨﻱ ﻳ ﺍﻟﱠﺬ،× ﻮﻝﹺ ﺍﷲﺳ ﺭﺮﺍﺵﺎ ﻛﹶﺎﻥﹶ ﻓﻤ ﺇﻧ: ﻭ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٢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ﻴﻒ ﻟﻩﻮﺸﻣﺎﹰ ﺣﺃﹶﺩ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靠背用的褥垫
是用熟皮做的，里面填着枣椰纤维。” ③
P26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67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81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80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082 段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