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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问：我在有固定航线的专机上工作，我们将乘客从一个
地方运往另一个地方。在去吉达的航程中，有些乘客是去麦
加的，他们对我说：“到戒关上空时，告诉我们一声。”而我
们却忘记告知他们了。快到吉达时，我才记起他们的要求，
于是我问机长该如何是好？他说：
“给他们讲现在我们在戒关
上空。”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如果有的话，他们该怎么做？在
此事上，我有罪吗？谢谢！
答：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在伊本·阿巴斯（愿真主喜悦
他俩）传述的圣训中提到，先知（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
安）确已确定了戒关的地点：
 اهلل علُٔ ّسلّه حدٓد املْاقٔت امللاىٔٓ٘ يف حدٓث ابً عبٓاس زضٕ اهللّٙإٌٓ اليٓيب صل
، ٘ٔ َ ألٍَِلِ الِنَدٔٓيَ٘ٔ ذَا الِحُلَِٔف-  اهلل علُٔ ّسلّهّٙ صل- َُّٔ َّقَّتَ زَسُْلُ الل: ُعيَنا بقْل
، ًََُٖهَ قَا«لَ فًََُٖ ل.َ َّألٍَِلِ الَِٔنًَِ َٓلَنِل، ِ َّألٍَِلِ ىَجِدٕ قَسٌَِ الِنَيَاشِل، َََّ٘ألٍَِلِ الشٖاوِ الِجُحِف
، ُٔٔ فَنًَِ كَاٌَ دُّىًََُٖ فَنًِٔ أٍَِل، ََٗ عَلًََِِٖٔ مًِٔ غَِٔسِ أٍَِلًَِٖٔ مٔنًِٖ أَزَادَ الِحَجٖ َّالِعُنِسََّٙلٔنًَِ أَت
» أخسجُ البخازٖٓ ّمسله. أٍَِلُ مَلََّ٘ َُِٓلٌَُّْ مٔيََِاَّٖٙكَرَا فَلَرَلٔمَ حَت
真主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为麦地那人
规定的戒关是祖勒候莱法，沙姆人的戒关是茱赫法，纳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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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戒关是盖林·麦纳宰日，也门人的戒关是也莱姆莱姆。
他说：
“这些地方是以上这些地区人的戒关，也是远处经过此
处来做正朝和副朝的人的戒关，除他们之外的人的戒关就是
他们开始出发的地方。同样，麦加人的戒关从麦加受戒。”①学
者们一致公议：这些地方就是当地人与经过它的人们的戒关。
可参照伊本·孟宰勒的《伊世拉夫》
（3/177）、
《公议的层次》
（42 页）、《伊斯题兹卡勒》（11/76）和《穆俄尼》（5/56）。
因此，想做正朝和副朝的人，不允许超过这些限定好的戒关
而不受戒，无论他是由陆路、海陆或是航空而来，因为伊本·欧
麦尔（愿真主喜悦他俩）说：
َ أَتَِْا عُنَس، ٌِلَ ( لَنٖا فُتٔحَ ٍَرَاٌِ الِنٔضِسَا:اللُُ عَيِ َُنَا – قَا
َّ َٕٔزَض

- َابًِِ ُعنَس

ٕجد
ِ َ حَدٖ لٔأٍَِلِ ى- َ اللَُُّ عَلَُِٔٔ َّسَلَّهَّٙ صَل- ُٔالل
َّ َ إٌِٖ زَسُْل، َُْا َٓا أَمٔريَ الِنُؤِمٔئني:فَقَال
ًِٔلَ فَاىِظُسُّا حَرٍََِّا م:شقٖ عَلَِٔيَا ؟ قَا
َ  َّإِىٖا إٌِِ أَزَدِىَا قَسِىّا،  ٍََُّْ جَِْزْ عًَِ طَسِٓقٔيَا، قَسِىّا
ٖٓ ) أخسجُ البخاز.ٍ فَحَدٖ لََُهِ ذَاتَ عٔسِق، ِطَسِٓقٔلُه
“当库法和巴士拉两城解放后，当地人来问欧麦尔：
‘穆
民的长官啊！真主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为
纳吉德人规定的戒关是盖林，可那个地方离我们太远，去那
里较困难。’欧麦尔说：
‘你们可以在与它相平行的地方受戒。’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2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8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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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就为他们规定了在宛特·伊尔戈受戒。”①欧麦尔（愿
真主喜悦他）让不经过戒关的人从与戒关相平行的地方开始
受戒，在空中与戒关相平行的人如陆地上与戒关相平行的人
一样。因此，乘飞机经过戒关的人必须由此受戒，最好是在
临近戒关前受戒，因为飞机的速度太快。可参阅（4635）的
解答至于你问的那些人，他们应该穿戒衣，为正朝或副朝念
响应词。如果他们已穿好戒衣，只要为他们想做的功课（正
朝或副朝）念响应词，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事情。他们没
有故意超越戒关而不受戒，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
已过了戒关，而没有受戒。他们还以为你们告知他们的就是
戒关呢!
至于你们，在戒关前就应该提醒他们，给他们足够的时
间为受戒做准备，这是他们委托你们的责任。原本（到戒关
时）忘记提醒他们，你们是无罪的，因为清高的真主说：
( ال ُٓلَلِّفُ اللَُُّ ىَفِساّ إِلَّا ُّسِعَََا لَََا مَا كَسَبَتِ َّعَلَََِٔا مَا

تعاىل
:
قال اهلل

َُُاكِتَسَبَتِ زَبٖيَا ال تُؤَاخٔرِىَا إٌِِ ىَسٔٔيَا أَِّ أَخِطَأِىَا زَبٖيَا َّال تَحِنٔلِ عَلَِٔيَا إِصِساّ كَنَا حَنَلِت
َ الَّرًَٔٓ مًِٔ قَبِلٔيَا زَبٖيَا َّال تُحَنِّلِيَا مَا ال طَاقََ٘ لَيَا بُٔٔ َّاعِفُ عَيٖا َّاغِفٔسِ لَيَا َّازِحَنِيَا أَىِتَٙعَل
. 286/ٗ الِقَِْوِ الِلَافٔسًَِٓ ) البقسَٙمَِْالىَا فَاىِضُسِىَا عَل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3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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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只依各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各人要享受自己所
行善功的奖赏，要遭遇自己所作罪恶的惩罚。”我们的主啊！
求您不要惩罚我们，如果我们遗忘或错误。求您不要使我们
荷负重担，犹如您使古人荷负它一样。我们的主啊！求您不
要使我们担负我们所不能胜任的。求您恕饶我们，求您赦宥
我们，求您怜悯我们。您是我们的保佑者，求您援助我们，
以对抗不信道的民众。”】①古都斯圣训：清高的真主说：
 ) زّاِ مسله.تعاىل ( قد فعلت
:  قال اهلل: ٕيف احلدٓث القدس
“你确已这样做了。”②据艾布·宰勒·俄法力传述：真
主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说：
ٌٖهَ ( ِإ:َّ اللَُُّ عَلَُِٔٔ َّسَلَّٙلَ قَالَ زَسُْلُ اللَُّٔ صَل:ٍّ الِغٔفَازِِّٖ زضٕ اهلل عيُ قَا
عًَِ أَبٕٔ ذَز
٘زّاِ ابً ماج. ) َُِٔٔاللََُّ تَجَاَّشَ عًَِ أُمٖتٕٔ الِخَطَأَ َّاليِّسَِٔاٌَ َّمَا اسِتُلِسٍُِْا عَل
“真主原谅了我的民众的错误、遗忘和被迫所做的事。”
③

艾日巴尼核实了这段圣训的传述系统是优良的。至于你们最

大的麻烦是：你们本应告知他们事实的真相“你们已经过了
戒关”，当时，他们不要受戒了，等飞机降落后，他们再回到
戒关，由那开始受戒；如果他们在飞机上受戒了，应该告知
①

《黄牛章》第 286 节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126 段

③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04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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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你们已经过了戒关了。”让他们为此交付罚赎：宰牲。
你们所犯的错误就是你和机长欺骗了他们，没有告知他们事
实的真相，现在已无法挽回，你和与你一起参与此事的人应
该为你们的欺骗行为向清高的真主忏悔，尤其是这是与宗教
功修有关的！这是真主的法律。向清高的真主忏悔的同时，
你们还应当统计一下当时做副朝人的数目，即便是一个大概
的数目也罢，为每人宰一只罚赎的牲口，由于你们的疏忽他
们没有受戒就过了戒关，而后又由于你们的欺骗，致使他们
丢掉了重返戒关的机会。
有人问尊贵的学者伊本·欧塞敏（愿真主慈悯他）：有一
些人乘长途汽车去朝觐，在超过戒关一百公里后，司机才告
知他们戒关已经过了，当时他们要求返回戒关，但司机拒绝
了，直到把他们带到了吉达，他们该怎么办呢？
答：
“司机应该在戒关停下来，让人们受戒，因为他知道
乘客们要做正朝或副朝。如果他没这样做，人们当时（过了
戒关一百公里处）就受戒了，他们每人都要为此交罚赎，在
麦加宰牲，把其施散给穷人们，因为他们撇弃了朝觐中的一
项当然要素，无论正朝或副朝都一样。像这种情况，如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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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上诉这个司机，法院也许判罚他交付这些人的罚赎，因为
是他的原因导致他们交罚赎，把罚款交给法院。法官可根据
实际情况对司机说：
“他们所有人的宰牲钱应由你来付，因为
你使他们没受戒，首先是你忘记疏忽了此事，而后你又不让
他们返回。”①
真主至知！

①

《教法案例解答全集》，21/368，作者：伊本欧塞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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