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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基础与原则 ：
在伊斯兰法学中的法律根本与原则 ：
坚信不会因为怀疑而消除……所有事物的根本都是清洁
的，除非是有证据证明它是不干净的……除非是有证据，否
则，根本是清白无辜的……根本是允许的，除非是有证据证
明它是不干净的或是被禁止的……困难带来便利……必要时
被禁止的也会成为许可的……必要的事物根据其程度而评
论……责任与没有能力不会同时存在……必要时没有非法
的……阻止堕落优先于寻求利益……互相拥挤时选择最有利
的，犯最轻的错误……围绕问题，判决是确定的或否认
的……所有的责任都是针对力所能及者……阻止破坏，人人
有责……崇拜原本是禁止的，除非是有证据证明则不然……
习俗和交往原本是允许的，除非有法律依据证明它是非法的
则不然……法令原本是必须的，除非是当有依据证明它是嘉
义的或者是自由的则不然……禁令原本是禁止的，除非是当
有依据证明它是受憎恶则不然……利益原本时允许的，伤害
则是禁止的。

-执行法令的裁决：
伟大尊严的真主的命令是建立在方便、易行和宽恕的基
础上的，通常让人们根据各自的能力去完成命令，远离禁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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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  { | } ~ ﮯz y x w) :ﻗﺎﻝﺍﷲﺗﻌﺎﱃ-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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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你们当量力地敬畏真主，你们当听从他的教训和
命令，你们当施舍，那是有益于你们自己的。能戒除自身的
贪吝者，确是成功的。】 ①
P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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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ﹶﺩ ﹸﻋ ﹺ: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٢
 ﺇﹺﻧ ﹶﱠﲈ ﹶﻫ ﹶﻠ ﹶ،ﻮﲏ ﹶﻣﺎ ﺗ ﹶﹶﺮ ﹾﻛ ﹸﺘﻜ ﹾﹸﻢ
ﻚ ﹶﻣ ﹾﻦ
 ﹶﻓﺈﹺ ﹶﺫﺍ ﻧﹶـﻬﻴ ﹸﺘﻜﹸﻢ ﻋﻦ ﹶ ﹴ،ﺍﺧﺘﹺﻼﻓﹺ ﹺﻬـﻢ ﻋ ﹶﲆ ﺃ ﹾﻧﺒﹺﻴﺎﺋﹺ ﹺﻬـﻢ
ﹺ
 ﹶﻭﺇﹺ ﹶﺫﺍ،ﺎﺟﺘﹶﻨ ﹺ ﹸﺒﻮ ﹸﻩ
ـﻢ ﹶﻭ ﹾ
ﻛ ﹶ
ﳾﺀ ﹶﻓ ﹾ
ﹾ ﹶ
ﹶ ﹾ
ﹶﺎﻥ ﹶﻗ ﹾﺒ ﹶﻠﻜ ﹾﹸﻢ ﺑﹺ ﹸﺴ ﹶﺆﺍﻟ ﹺـﻬ ﹾ
ﹶﹾ ﹾ ﹶ ﹾ ﹾ
ﹺ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ﹸـﻢ
ﹶﺃﻣ ﹾﺮ ﹸﺗﻜ ﹾﹸﻢ ﺑﹺ ﹾﺄﻣ ﹴﺮ ﹶﻓ ﹾﺄﺗﹸﻮﺍ ﻣﻨﹾـ ﹸﻪ ﹶﻣﺎ ﹾﺍﺳ ﹶﺘ ﹶﻄ ﹾﻌﺘ ﹾ
“我让你们放弃的事情，你们不要问我为什么，你们前
面的人就是由于他们过多的问题，以及他们违背自己的先知
而遭到了毁灭；如果我禁止你们做某件事情时，你们当远离
它；如果我命令你们做某件事情时，你们当尽力完成它。
”②
P1F

-善功的不幸：
当某人做了善功时，如：礼拜、封斋、施舍等，让他应
当记起工作的三种不幸：沽名钓誉，寻求补偿，沾沾自喜和
自满。
①

《相欺章》第 16 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728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33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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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他当远离沽名钓誉的工作：他当知道那是真主对他
的恩赐和援助。它是来自于真主，并非来自于仆人的能力。
2.让他当远离寻求补偿：让他知道自己纯粹只是一个仆
人，是主宰的一个奴仆，自己的服务是无权要求补偿的。如
果主人给予他赏赐与报酬，那只是来自于真主的恩典和恩
惠，并非他自己工作的补偿。
3.让他当摆脱沾沾自喜和自满：他当知道自己工作中的
错误和缺陷，以及来自于私欲和恶魔的蛊惑。让他当知道伟
大是真主的权力，而仆人是最无能、最没有能力做到最完美
工作的。我们向真主祈求忠诚、帮助和正直。

-保护工作：
不要因为善功中的某件事情就感到满足，而是应考虑到
可能破坏工作、使工作无效的事情。沽名钓誉即使很少，也
会破坏工作，因为它有数不胜数的途径，再加上工作的本身
不是遵守圣行，其工作就已经无效了；经常向清高的真主夸
耀自己的工作，他的内心已经使工作无效了；再加上伤害众
生，并且故意违反、藐视真主的命令等等，都会使工作无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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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洁
- 清洁： 就是清除和远离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各种污
秽。

-清洁的种类：清洁分为两种
-外在的清洁：就是用水洗小净或大净，以及清洗衣
服，身体或其它不洁净的地方。
-内在的清洁：就是纯洁心灵，远离一切恶劣的品
性，如：举伴真主，否认真主，高傲自大，自负，仇恨，嫉
妒，虚伪、沽名钓誉等等。应让内心充满各种美好的品性，
如：认主独一、伊玛尼，诚实，忠诚，坚信，托靠等等，并
以多多地忏悔，求饶恕和记念伟大尊严的真主来完善这些美
好的品性。

-仆人与养主谈心时的状态：
如果用水清洗了人的外表，同时再用认主独一和伊玛
尼，以及纯洁的灵魂、愉快的心灵和积极地心情来清洗他的
内在，那么，他在与自己的养主谈心时的状态就成为了最佳
的状态：在洁净的地方身体洁净、内心洁净、衣着洁净，这
是礼节的宗旨，实现了对崇拜养育众世界的主的尊重和尊
敬，因此，清洁是信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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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٢٢٢/( ]ﺍﻟﺒﻘﺮﺓ±°¯®¬«ª)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ــﺎﱃ-١
【真主的确喜爱悔罪的人，的确喜爱洁净的人。
】①
P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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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ﻮﺭ ﹶﺷ ﹾﻄ ﹸﺮ
 »ﺍﻟ ﱡﻄ ﹸﻬ ﹸ: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ﻭﻋﻦ ﺃﰊ ﻣﺎﻟﻚ ﺍﻷﺷﻌﺮﻱ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٢
ﹶـﻤ ﹸ
 ﹶ،ﺍﻹ ﹾﻳ ﹶـﲈ ﹺﻥ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ﹶﺍﻥ
ﻸ ﺍﳌﹺﻴﺰ ﹶ
ﻭﺍﳊ ﹾـﻤﺪﹸ ﷲ ﺗ ﹾ

“清洁是信仰的一半，‘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充满天
平……。” ②
P3F

-肉体和灵魂的安康：
真主用肉体和灵魂创造了人类，人类的肉体聚集了来自
于两个方面的不干净的东西：一个是内在的，如汗水；另一
个是外在的，如灰尘。为了肉体的安康，就必须反复地清
洗。灵魂也受到两个方面的感染：一方面是由于心病所致，
如嫉妒、高傲自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的犯罪所致，如不
义与行奸。为了灵魂的安康，就必须向真主多多地忏悔和求
饶。
-清洁属于伊斯兰的美德之一，它就是使用法律规定
的纯洁的水清洗、消除污秽，这就是清洁篇的目的。
①

《黄牛章》第 222 节
《穆斯林圣训集》第 223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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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种类：
水分为两种：
-洁净的水：就是拥有它被创造的原有的属性。就像
雨水，海水，河水，从地下自然流出的泉水，或用机器抽出
来的地下水，无论是甜的或者是咸的，也不论是热的或者是
冷的，这都是允许用来洗大小净的洁净水。
-不洁净的水：就是由于不洁净的东西改变了水的颜
色、或味道、或气味，无论水的多少。其裁决：不允许用之
洗大小净。
-清洁不干净的水：就是以其自身消除改变，或者是
排除不干净的水，或者是增加水，直至消除它的改变。
-如果穆斯林对水的洁净与否感到怀疑时，他应建立
在原始的基础上，它的原始基础是自身纯洁并能洁净其它
的。
-如果洁净的水里混入了不干净的水，但又找不到其
它的水时，根据最大的程度相信它的纯洁性，可以用来洗小
净。
-如果洁净的衣服上污染了不洁净的、或者是被禁止
的东西，但又找不到其它的衣服时，根据最大的程度相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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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洁净的，可以穿着它礼拜，真主意欲，他的拜功是正确
的。
-洗大净或小净，原本是应该用水洗，但是如果没有
找到水，或者是担心使用水会带来伤害，那么，他可以打土
净。
-清洁身体上，或衣服上，或其它地方的污秽，应该
用水或者是用其它的液体来清洗，或者是用其它任何可以消
除污秽的洁净的固体来清除之。
-允许使用所有洁净的容器洗小净与其它的，但抢夺
来的容器，以及金银容器例外，禁止拿取或使用之。如果某
人使用它洗了小净，其小净是正确的，但他同时也确已犯了
错。
-如果在不知道情况，允许使用非穆斯林的容器与服
装，因为其原本是洁净的；如果知道它是肮脏的，必须用水
洗净。

-使用金银容器的裁决：
禁止穆斯林男女使用金银器皿吃喝等一切事项，但金银
首饰对于女人、银子对于男人都是合法的，以及其它必须
的，如金牙等类似的事情，也是许可的。
-侯宰费（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我听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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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ﺣﺬﻳﻔﺔ ﺑﻦ ﺍﻟﻴﲈﻥ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ﺳﻤﻌﺖ ﺍﻟﻨﺒﻲ ﻳﻘﻮﻝ» :ﻻ ﹶﺗ ﹾﻠ ﹶﺒ ﹸﺴﻮﺍ ﹶ
ﺍﳊ ﹺﺮ ﹶﻳﺮ
ﹺ ﹺ
ﺍﻟﺬﻫ ﹺ ﹺ ﹺ
ﹺ ﹺ
ـﻢ ﹺﰲ ﺍﻟﺪﱡ ﹾﻧ ﹶﻴﺎ
ﹶﴩ ﹸﺑﻮﺍ ﹺﰲ ﺁﻧ ﹶﻴﺔ ﱠ ﹶ
ﹶﻭﻻ ﺍﻟﺪﱢ ﻳ ﹶﺒ ﹶ
ﺐ ﹶﻭﺍﻟﻔ ﱠﻀﺔ ،ﹶﻭﻻ ﺗﹶﺄ ﹸﻛ ﹸﻠﻮﺍ ﹺﰲ ﺻ ﹶﺤﺎﻓ ﹶﻬﺎ ،ﹶﻓ ﱠﺈﳖﹶﺎ ﹶﻟ ﹸـﻬ ﹾ
ﺎﺝ ،ﻭﻻ ﺗ ﹾ ﹶ
ﻭ ﹶﻟﻨﹶﺎ ﹺﰲ ﹺ
ﺍﻵﺧ ﹶﺮ ﹺﺓ«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ﹶ
“你们不要穿绫罗绸缎，不要用金银器皿喝水，也不要
用金银盘子吃饭；这是他们（不信者）在今世里的享受，是
① ”。我们在后世里的享用
P4F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妻子温姆塞莱
迈（愿主喜悦她）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ﹺ
ﴩ ﹸﺏ ﹺﰲ
 -٢ﻋﻦ ﺃﻡ ﺳﻠﻤ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ﺯﻭﺝ ﺍﻟﻨﺒﻲ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ﺍ ﱠﻟﺬﻱ ﹶﻳ ﹾ ﹶ
ﹺﹺ
ﹺ ﹺ ﹺ
ﹶﺎﺭ ﹶﺟ ﹶﻬﻨ ﹶﱠﻢ«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ﺇﻧﹶﺎﺀ ﺍﻟﻔ ﱠﻀﺔ ،ﺇﻧ ﹶﱠﲈ ﹸﻳ ﹶ
ـﺠ ﹾﺮ ﹺﺟ ﹸﺮ ﹺﰲ ﹶﺑ ﹾﻄﻨـﻪ ﻧ ﹶ
“用银器皿喝水的人，只是把火狱里的火咕嘟咕嘟地喝
② ”。入自己的腹腔中
P5F

-污秽的种类：
穆斯林应当避开一切污秽，如果身上溅到了污秽，他应
当洗一遍或多遍，直到它完全消失：
人尿，残尿，流出的血液，经血，产血，前列腺分泌
物，欢水，死物（但鱼和蝗虫除外），猪肉，尿，以及肉不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42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067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布哈里圣训集》第 563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06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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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食用的牲畜的粪便，如骡子和驴，狗的唾液要洗七遍，第
。一遍要用土擦着洗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经过两座坟堆时，他说：
 -١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ﹶﺃ ﱠﻧ ﹸﻪ ﹶﻣ ﱠﺮ ﺑﹺ ﹶﻘ ﹾﱪ ﹾﻳ ﹺﻦ ﹸﻳـ ﹶﻌ ﱠﺬ ﹶﺑ ﹺ
ﺎﻥ ﹶﻓ ﹶﻘ ﹶﺎﻝ » :ﱠﺇﳖﹸ ﹶـﲈ
ﹶ
ﹺ
ﺎﻥ ﹶﻭ ﹶﻣﺎ ﹸﻳـ ﹶﻌ ﱠﺬ ﹶﺑ ﹺ
ﹶﻟ ﹸﻴـ ﹶﻌ ﱠﺬ ﹶﺑ ﹺ
ﹶﺎﻥ ﹶﻳ ﹾـﻤ ﹺﴚ
ﹶﱰ ﹺﻣ ﹶﻦ ﺍﻟ ﹶﺒ ﹾﻮ ﹺﻝ ،ﹶﻭ ﹶﺃ ﱠﻣﺎ ﹶ
ﺍﻵﺧ ﹸﺮ ﹶﻓﻜ ﹶ
ﺎﻥ ﹺ ﹾﰲ ﹶﻛﺒﹺ ﹴﲑ ،ﹶﺃ ﱠﻣﺎ ﹶﺃ ﹶﺣﺪﹸ ﹸﻫ ﹶـﲈ ﹶﻓﻜ ﹶ
ﹶﺎﻥ ﻻ ﹶﻳ ﹾﺴﺘ ﹸ
ﲔ ﹸﺛﻢ ﻏﹶﺮ ﹶﺯ ﹺﰲ ﻛ ﱢﹸﻞ ﹶﻗ ﹴﱪ ﻭ ﹺ
ﹺ
ﺑﹺﺎﻟﻨ ﹺﱠﻤ ﹺ
ﺍﺣﺪﹶ ﹴﺓ ،ﹶﻓ ﹶﻘﺎ ﹸﻟﻮﺍ :ﹶﻳﺎ ﹶﺭ ﹸﺳ ﹶ
ﻮﻝ ﺍﷲ
ﹾ ﹶ
ﻴﻤﺔ« ﹸﺛ ﱠﻢ ﹶﺃ ﹶﺧ ﹶﺬ ﹶﺟ ﹺﺮﻳﺪﹶ ﹰﺓ ﹶﺭ ﹾﻃ ﹶﺒ ﹰﺔ ﹶﻓ ﹶﺸ ﱠﻘ ﹶﻬﺎ ﺑﹺﻨ ﹾﺼ ﹶﻔ ﹾ ﹺ ﱠ ﹶ
ﹶ

ﹺ
ﺖ ﹶﻫ ﹶﺬﺍ؟ ﹶﻓ ﹶﻘ ﹶﺎﻝ » :ﹶﻟ ﹶﻌ ﱠﻠ ﹸﻪ ﹶﺃ ﹾﻥ ﹸﻳـﺨﹶ ﱠﻔ ﹶ
ـﻢ ﹶﻳ ﹾﻴ ﹶﺒ ﹶﺴﺎ«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ـﻢ ﹶﺻﻨﹶ ﹾﻌ ﹶ
ﻒ ﹶﻋﻨ ﹸﹾـﻬ ﹶـﲈ ﹶﻣﺎ ﹶﻟ ﹾ
ﻟ ﹶ

“这两座坟里的亡人正在受刑，他俩不是因为大罪而
受刑。其中的一个人是因为曾经小便不尽，另外一个人是因
为曾经搬弄是非。”然后他让人拿来一根新鲜的枣树枝，并
将其折成两段，在每座坟上各插上一段，然后他说：“但愿
① ”。在这两段枣树枝干之前，他俩所受的惩罚能得到减轻
P6F

这是专归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所有的特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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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ﹸﻃﻬﻮﺭ ﺇﻧ ﹺ
ﹶﺎﺀ ﹶﺃ ﹶﺣ ﹺﺪﻛ ﹾﹸﻢ ﺇ ﹶﺫﺍ ﹶﻭ ﹶﻟﻎﹶ
ﹸ ﹸ
ﹺ ﹺ
ﺐ ﹶﺃ ﹾﻥ ﹶﻳـﻐ ﹺﹾﺴ ﹶﻠـ ﹸﻪ ﹶﺳ ﹾﺒ ﹶﻊ ﹶﻣ ﱠﺮﺍﺕ ﹸﹴﺃ ﹾﻭ ﹸ ﹺ
ﺎﻟﱰ ﹺ
ﺍﺏ«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ﻓﻴﻪ ﺍﻟ ﹶﻜ ﹾﻠ ﹸ
ﻻﻫ ﱠﻦ ﺑ ﱡ ﹶ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6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92 段

13

清洁

“如果狗舔了你们某人的器皿，其清洁的方法是洗七
遍，第一遍用土擦着洗。
”①
-清除鞋子与皮袜上的污秽的方法是在地上摩擦，直
至污秽的痕迹消除。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7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79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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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净下
- （ﺍﻻﺳﺘﻨﺠﺎء便后清洗 ）： 是 指 用 水 清 洗 大 小 便 的 外
部。

- （ﺍﻻﺳﺘﺠﻤﺎﺭ小石块 ）：是指用石块、或纸巾、或类似
的东西清洁大小便的外部。

-进出卫生间时的言行：
-按照圣行，进厕所时应先进左脚。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曾说：
ﺍﳋﺒﺎﺋﹺ ﹺ
ﻚ ﹺﻣﻦ ﹸ ﹺ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ﺚ
ﺍﳋ ﹾﺒﺚ ﹶﻭ ﹶ ﹶ
ـﻢ ﱢﺇﲏ ﹶﺃ ﹸﻋﻮ ﹸﺫ ﺑﹺ ﹶ ﹶ
 »ﺍﻟ ﱠﻠ ﹸﻬ ﱠ: ﻗﺎﻝ
“主啊！我求您保护免遭男女恶魔的伤害。
”①
P8F

-按照圣行，出厕所时应先出右脚。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曾说：
 » ﹸﻏ ﹾﻔ ﹶﺮﺍﻧ ﹶ: ﹶﻗ ﹶﺎﻝ
.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ﻭﺍﻟﱰﻣﺬﻱ.«ﹶﻚ
“主啊！求您饶恕吧！” ②
P9F

-按照圣行，在进清真寺、穿衣服和穿鞋时，应从右
边开始；在出清真寺、脱衣服和脱鞋时，应从左边开始。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4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75 段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0 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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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圣行，谁想在某空地或没有人烟的地方解手，
让他远离人们的视野，遮住羞体，找个松软的地方小便，以
免弄脏了衣服。
-按照圣行，男子要坐（蹲）着小便，如果不担心污
染衣服，也不担心被人看见，允许他站着小便。
-禁止带着《古兰经》进入厕所，如果害怕被盗，允
许他带着进入；如果他发现某人可以替他保管，他应将《古
兰经》拿出来交给那个人保管。
-允许带写有清高的真主尊名的东西进厕所，但是最
好不要带。
-对着裂缝小便，用右手抚摸生殖器，用右手净下，
野外解手时，以及在蹲下之前提起衣服都属于可憎的；另外
在大小便时回答色兰（平安词）也属于可憎的，应该在解完
手并清洁之后出来再回答色兰。

-面对或背对朝向解手时的裁决：
解手时禁止面对或背对朝向，无论是在野外，还是在建
筑内。
艾布安优布·艾勒安刷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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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清洁

 ﹶﻓﻼ،ﹸـﻢ ﺍﻟﻐﹶﺎﺋﹺ ﹶﻂ
 »ﺇ ﹶﺫﺍ ﹶﺃ ﹶﺗ ﹾﻴﺘ ﹸ: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ﰊ ﺃﻳﻮﺏ ﺍﻷﻧﺼﺎﺭﻱ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ﹺ
ﹺ
 ﻓﻘﺪﻣﻨﺎ ﺍﻟﺸﺎﻡ:ﴍ ﹸﻗﻮﺍ ﹶﺃ ﹾﻭ ﻏ ﱢﹶﺮ ﹸﺑﻮﺍ« ﻗﺎﻝ ﺃﺑﻮ ﺃﻳﻮﺏ
 ﹶﻭﻻ ﺗ ﹾﹶﺴﺘﹶﺪﹾ ﺑﹺ ﹸﺮ ﹶ،ﺗ ﹾﹶﺴ ﹶﺘ ﹾﻘﺒﹺ ﹸﻠﻮﺍ ﺍﻟﻘ ﹾﺒ ﹶﻠ ﹶﺔ
 ﹶﻭ ﹶﻟﻜ ﹾﻦ ﹶ ﱢ،ﻭﻫﺎ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ﻨﻴﺖ ﹺﻗ ﹶﺒﻞ ﺍﻟﻘﺒﻠﺔ ﻓﻨﻨﺤﺮﻑ ﻭﻧﺴﺘﻐﻔﺮ ﺍﷲ ﺗﻌﺎﱃ
ﻓﻮﺟﺪﻧﺎ ﻣﺮﺍﺣﻴﺾ ﹸﺑ ﹾ
“当你们大便时，不要面对朝向，也不要背对朝向，但
是你们可以对着东方或西方 ① 。”艾布安优布说：“我们到达
P10F

P

沙姆地区时，发现那里的厕所都是对着朝向而建造的，我们
就侧着大小便，然后祈求清高的真主饶恕。
”②
P1F

-禁止在清真寺内、道路上、有利的遮荫处、果树
下，水源处等等人们需要的地方大小便。
-ﺍﻻﺳﺘﺠﻤﺎﺭ：是用三块干净的石块清洁大小便的外部，
如果没有擦净，可以多用几块；按照圣行，应该使用单数，
三块，或五块等。
-禁止使用骨头、粪便、食物和被尊重的东西清洁大
小便的外部。
-用水、或石块、或纸巾、或手纸清洁大小便的外
部，用水清洁最好，因为水最能清洁污垢。
-必须用水清洗衣服上的污点，如果污点隐匿了，那
么，则应洗整件衣服。

①

译者注：因为麦地那是在麦加的北面。
《布哈里圣训集》第 394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6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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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婴儿尿在衣服上洒水即可，女婴儿尿的衣服必须
要洗，这是指会吃饭之前的孩子；至于会吃饭的孩子，无论
是男孩还是女孩，尿到衣服上都必须要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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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众先知的圣行
-牙刷（）ﺍﻟﺴﻮﺍﻙ： 是指来自于牙刷树，或橄榄树，以
及类似的软树枝。
刷牙能清洁口腔，博得养主的喜悦。

-用牙刷刷牙的方式：
用右手或左手抓住牙刷柄刷齿龈和牙齿，并从嘴的右边
开始向左边刷，有时也可以用牙刷刷舌边。

-牙刷的断法：
在任何时间刷牙都属于圣行，在洗小净、礼拜、诵读
《古兰经》、进家、夜间起床、嘴的气味改变时刷牙都属于
受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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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ﹶﺃ ﹾﻭ ﹶﻟ ﹾﻮﻻ ﹶﺃ ﹾﻥ-  » ﹶﻟ ﹾﻮﻻ ﹶﺃ ﹾﻥ ﹶﺃ ﹸﺷ ﱠﻖ ﹶﻋ ﹶﲆ ﹸﺃ ﱠﻣﺘﹺﻲ: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ﻗﺎﻝ
ﺍﻙ ﻣﻊ ﻛ ﱢﹸﻞ ﺻ ﹴ
ﹺ
ﹶﺃ ﹸﺷ ﱠﻖ ﹶﻋ ﹶﲆ ﺍﻟﻨ ﹺ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ﻼﺓ
ﹶ
ﺎﻟﺴ ﹶﻮ ﹶ ﹶ
ـﻢ ﺑﹺ ﱢ
 ﻷﹶ ﹶﻣ ﹾﺮﺗ ﹸﹸـﻬ ﹾ-ﱠﺎﺱ
“假如我不是担心我的民众——或假如我不是担心人们
——感到困难，我一定会命令他们在礼每番拜的时候用牙刷
刷牙。
”①
P12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88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5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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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礼：就是割去包裹龟头的皮，以免在其中滞留污
。垢或小便

-法律裁决：割礼对于男子是必须的，对于女子属于
。圣行

-剪短唇须，留胡须：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传述，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 :ﹶﺧﺎﻟﹺ ﹸﻔﻮﺍ ﺍﳌﹸ ﹾ ﹺ ﹺ
ﲔ ،ﹶﻭ ﹶﻭ ﱢﻓ ﹸﺮﻭﺍ ﺍﻟ ﱢﻠ ﹶﺤﻰ،
ﴩﻛ ﹶ
ﹾ

ﹶﻭ ﹶﺃ ﹾﺣ ﹸﻔﻮﺍ ﱠ
ﺍﻟﺸ ﹶﻮ ﹺﺍﺭ ﹶﺏ«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 你 们 应 有 别 于 多 神 教 徒 ， 当 剪 短 唇 须 ， 当 留 下胡
① ”。须
P13F

-剃阴毛，拔腋毛，剪指甲，洗指节：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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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 :ﹺ
ﺍﻟﻔ ﹾﻄ ﹶﺮ ﹸﺓ ﹶﺧ ﹾـﻤ ﹲﺲ ،ﹶﺃ ﹾﻭ ﹶﺧ ﹾـﻤ ﹲﺲ ﹺﻣ ﹶﻦ
ﹺ
ﹺ
ﹺ
ﺍﻟﻔ ﹾﻄﺮ ﹺﺓ :ﹺ
ﹺ
ﺍﻟﺸ ﹺ
ﻴﻢ ﺍﻷﹶ ﹾﻇ ﹶﻔ ﹺ
ﺎﺭ ﹺ
ﺎﺭ ﹶﻭ ﹶﻗ ﱡﺺ ﹶ
ـﺤﺪﹶ ﺍ ﹸﺩ ،ﹶﻭ ﹶﻧﺘ ﹸ
ﺏ«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ﺍﳋﺘ ﹸ
ﺍﻻﺳﺘ ﹾ
ﹾﻒ ﺍﻹ ﹾﺑﻂ ،ﹶﻭ ﹶﺗ ﹾﻘﻠ ﹸ
ﹶﺎﻥ ،ﹶﻭ ﹾ
ﹶ
“五件事情属于众先知的圣行：割包皮、剃阴毛、拔
② ”。腋毛、剪指甲、剪短唇须
P14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5892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59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588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5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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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٢ﻭ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ﻋ ﹾﴩ ﹺﻣﻦ ﹺ
ﺍﻟﻔ ﹾﻄ ﹶﺮ ﹺﺓ :ﹶﻗ ﱡﺺ
ﹶ ﹲ ﹶ
ﺍﻙ ،ﻭﺍﺳﺘﹺﻨ ﹶﹾﺸ ﹸ ﹺ
ﹺ
ﺍﻟﱪ ﹺ
ﺍﻟﺸ ﹺ
ﹶ ﹺ
ﺎﺭ ﹺ
ﺍﺟـﻢﹺ ،ﹶﻭ ﹶﻧﺘ ﹸ
ﱠ
ﹾﻒ
ﺍﻟﺴ ﹶﻮ ﹸ ﹶ ﹾ
ﺎﺀ ﺍﻟ ﱢﻠ ﹾﺤ ﹶﻴﺔ ،ﹶﻭ ﱢ
ﺏ ،ﹶﻭﺇ ﹾﻋ ﹶﻔ ﹸ
ﺎﻕ ﺍﳌﺎﺀ ،ﹶﻭ ﹶﻗ ﱡﺺ ﺍﻷ ﹾﻇ ﹶﻔﺎﺭ ،ﹶﻭﻏ ﹾﹶﺴ ﹸﻞ ﹶ ﹶ
ﹺ
ﹺ
ﹺ
ﺎﺹ ﺍﳌﺎﺀ« ﻗﺎﻝ ﻣﺼﻌﺐ :ﻭﻧﺴﻴﺖ ﺍﻟﻌﺎﴍﺓ ﺇﻻ ﺃﻥ ﺗﻜﻮﻥ ﺍﳌﻀﻤﻀﺔ.
ﺍﻹﺑﹺﻂ ،ﹶﻭ ﹶﺣ ﹾﻠ ﹸﻖ ﺍﻟ ﹶﻌﺎﻧﹶﺔ ،ﹶﻭﺍﻧﹾﺘ ﹶﻘ ﹸ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十件事情属于众先知的圣行：剪短唇须，留胡须，
刷牙，用水呛鼻，剪指甲，洗指节，拔腋毛，剃阴毛，用水
。净下
”穆苏阿布说：
。“我忘记了第十件，也许是漱口
①”
P15F

3-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ﺍﻟﺸ ﹺ
ﺎﺭ ﹺ
ﺖ ﹶﻟﻨﹶﺎ ﹺﰲ ﹶﻗ ﱢﺺ ﱠ
ﺏ ،ﹶﻭ ﹶﺗ ﹾﻘﻠﹺﻴ ﹺﻢ
 -٣ﻭﻋﻦ ﺃﻧﺲ ﺑﻦ ﻣﺎﻟﻚ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ﹸﻭ ﱢﻗ ﹶ
ﹺ
ﹺ
ﹺ ﹺ ﹺ
ﹶ ﹺ
ﹺ ﹶ
ﹺ
ﲔ ﹶﻟ ﹾﻴ ﹶﻠ ﹰﺔ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ﹶﱰ ﹶﻙ ﹶﺃ ﹾﻛ ﹶﺜ ﹾﺮ ﻣ ﹾﻦ ﹶﺃ ﹾﺭ ﹶﺑـﻌ ﹶ
ﺍﻷ ﹾﻇ ﹶﻔﺎﺭ ،ﹶﻭ ﹶﻧﺘﹾﻒ ﺍﻹﺑﻂ ،ﹶﻭ ﹶﺣ ﹾﻠﻖ ﺍﻟ ﹶﻌﺎﻧﹶﺔ ﺃ ﹾﻥ ﻻ ﻧ ﹾ ﹸ
“我们奉命剪短唇须、剪指甲、拔腋毛和剃阴毛的时间
② ”。不得超过四十天
P16F

。-擦香料
。-保护头发，给头发擦油和梳头
嬉皮士发型是被憎恶：它就是剃一半头发，留一半头
。发。禁止效仿非穆斯林的发型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61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25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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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指甲花与蓼蓝 ①染灰白头发：
贾比尔·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
说：
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ﻋﺒﺪﺍﷲ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ﹸﺃﰐ ﺑﺄﰊ ﹸﻗﺤﺎﻓﺔ ﻳﻮﻡ ﻓﺘﺢ ﻣﻜﺔ ،ﻭﺭﺃﺳﻪ ﻭﳊﻴﺘﻪ
ﻛﺎﻟﺜﻐﺎﻣﺔ ﺑﻴﺎﺿ ﹰﺎ ،ﻓﻘ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ﻏﹶﲑﻭﺍ ﻫ ﹶﺬﺍ ﺑﹺ ﹶﴚ ﹴﺀ ،ﻭ ﹺ
ﺍﻟﺴ ﹶﻮﺍ ﹶﺩ«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ﹾ ﹶ ﹾ
ﱢﹸ ﹾ ﹶ
ﺍﺟﺘﹶﻨ ﹸﺒﻮﺍ ﱠ
艾布古哈法在光复麦加的那天被请来，当时他的须发变
得就像艾草那样苍白，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 ） 说 ：“ 你 们 把 他 的 须 发 染 染 色 吧 ！ 但 不 要 染 成 黑 色
② ”。的
P18F

①

译者注：一种可染发和制作墨水的植物
《穆斯林圣训集》第 210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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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净
-小净： 就是通过特殊的形式、用洁净的水清洗人体
。部分肢节的方式来崇拜真主

-小净的优越性：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晨礼拜时，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比俩里说：
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ﻟﺒﻼﻝ ﻋﻨﺪ ﺻﻼﺓ ﺍﻟﻔﺠﺮ » :ﹶﻳﺎ ﺑﹺ ﹸ
ﻼﻝ،
ﹺ
ﹺ
ﻱ ﹺﰲ ﹶ
ﻑ ﹶﻧ ﹾﻌ ﹶﻠ ﹾﻴ ﹶ
ﺍﳉﻨ ﹺﱠﺔ« ﹶﻗ ﹶﺎﻝ :ﹶﻣﺎ
ﺖ ﹶﺩ ﱠ
ﺍﻹﺳﻼﻡﹺ ،ﹶﻓ ﱢﺈﲏ ﹶﺳ ﹺﻤ ﹾﻌ ﹸ
ﻚ ﹶﺑ ﹾ ﹶ
ﲔ ﹶﻳﺪﹶ ﱠ
ﹶﺣﺪﱢ ﺛﻨﻲ ﺑﹺ ﹶﺄ ﹾﺭ ﹶﺟﻰ ﹶﻋ ﹶﻤ ﹴﻞ ﹶﻋﻤ ﹾﻠﺘﹶـ ﹸﻪ ﹺﰲ ﹾ
ﹺ ﹺ
ـﻢ ﹶﺃ ﹶﺗ ﹶﻄ ﱠﻬ ﹾﺮ ﹸﻃ ﹸﻬﻮﺭ ﹰﺍ ﹺﰲ ﹶﺳﺎ ﹶﻋ ﹺﺔ ﹶﻟ ﹾﻴ ﹴﻞ ﹶﺃ ﹾﻭ ﻧ ﹶﹶـﻬ ﹴ
ﹶﻋ ﹺﻤ ﹾﻠ ﹸﺖ ﹶﻋ ﹶﻤ ﹰ
ﻴﺖ ﺑﹺ ﹶﺬﻟﹺ ﹶﻚ
ﺎﺭ ،ﱠﺇﻻ ﹶﺻ ﱠﻠ ﹸ
ﻼ ﹶﺃ ﹶﺭ ﹶﺟﻰ ﻋﻨﹾﺪ ﹾﻱ ﹶﺃ ﱢﲏ ﹶﻟ ﹾ
ﹺ
ﺍﻟ ﱡﻄ ﹸﻬ ﹺ
ﺐ ﹺﱄ ﹶﺃ ﹾﻥ ﹸﺃ ﹶﺻ ﱢﲇ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ﻮﺭ ﹶﻣﺎ ﻛﹸﺘ ﹶ
“比俩里啊！告诉我你在伊斯兰中所做的你渴望获得最
多报酬的善功是什么？因为我听见天堂里你的两只鞋子走在
我前面的声音。”他说：“我做的渴望获得最多报酬的善功就
是无论昼夜，每当我洗完大小净时，我就会借此大小净礼我
。应当礼的主命或副功拜
①”
P19F

-举意的重要性：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4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45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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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意是所有的工作正确、被接受、以及获得报酬的条
件，其位置是在内心，它是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具备的条件，
因为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说：
 »ﺇﻧﱠﲈ ﺍﻷﹶﻋﲈ ﹸﻝ ﺑﹺﺎﻟﻨﱢﻴـ ﹺ: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ﻋﻠﻴﻪ ﺍﻟﺼﻼﺓ ﻭﺍﻟﺴﻼﻡ ﻗﺎﻝ
.« ﹶﻭﺇﻧ ﹶﱠﲈ ﻟﹺﻜ ﱢﹸﻞ ﹾﺍﻣ ﹺﺮ ﹴﺉ ﹶﻣﺎ ﻧ ﹶﹶﻮ،ﱠﺎﺕ
ﹼ
ﹾﹶ
ﹶ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 一 切 工 作 全 凭 举 意 ， 每 个 人 都 将 获 得 自 己 所 举意
的。” ①
P20F

-举意在法律中的定义： 它就是决意做接近清高真
主的功修，它分为两类：
- 举意的工作： 例如举意洗小净，或洗大净，或礼
拜。
-举意工作的对象：他是伟大尊严的真主。例如举意
洗小净，或洗大净，或礼拜，或其它的工作是为了接近独一
无二的真主，这个条件比第一个更为重要。

-被接受的工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虔诚地为了
清高的真主；2-效仿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的圣行。

-虔诚的含义：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90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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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意：衡量仆人内外是纯粹为了真主、不是为了其它的
任何被造物而工作的水准。真诚的举意是内在的比外在的更
长久，当仆人虔诚地为了寻求自己的养主而工作时，他就会
内心愉快地倾向于养主，完全喜爱地顺服他，厌恶违背他，
这不同于内心不虔诚的人。因为内心不虔诚的人心中有所
求、渴望和希望，有时他会倾向于掌权者，有时他会倾向于
金银财宝。

-洗小净的各项主命：
-洗脸，其中包含漱口和呛鼻。
-洗两手至肘。
-摸头，其中包含两耳。
-洗两脚至两踝骨。
-按顺序洗以上的各个部位。
-连续不断地洗各个部位。

-洗小净的各项圣行：
在洗小净的各项圣行中有：刷牙；洗两手三次；洗脸之
前，先漱口，然后呛鼻；用手指捋洗稠密的胡须；从右边开
始；洗第二次和第三次；小净之后的祈祷；小净之后的两拜
副功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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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小净用水的限度：
在洗小净的圣行中不允许穆斯林洗肢体超过三遍，洗小
净所需的水是一莫德，不允许浪费水。谁用的超过了一莫
德，那么，他已经浪费、过度和不义了。
-谁在夜间醒来，当他想用容器里的水洗小净时，那
么，他应当先洗三次手，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ﹶﻓﻼ ﻳـﻐ ﹺﹾﻤﺲ ﻳـﺪﹶ ﻩ ﹺﰲ ﺍﻹﻧ ﹺ،ﹶﻮﻣ ﹺﻪ
 »ﺇ ﹶﺫﺍ ﺍﺳ ﹶﺘﻴ ﹶﻘ ﹶﻆ ﹶﺃﺣﺪﹸ ﻛﹸﻢ ﹺﻣﻦ ﻧ ﹺ: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ﹶـﺎﺀ ﹶﺣﺘﱠـﻰ
ﹶ ﹾ ﹶ ﹸ
ﹶ ﹾ ﹾ
ﹾ ﹾ

ﹺ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ﹶﺖ ﹶﻳـﺪﹸ ﹸﻩ
ـﻦ ﹶﺑﺎﺗ ﹾ
 ﹶﻓﺈﻧﱠـ ﹸﻪ ﻻ ﹶﻳـﺪﹾ ﹺﺭﻱ ﹶﺃ ﹾﻳ ﹶ،ﹶﻳـﻐﹾﺴ ﹶﻠ ﹶـﻬـﺎ ﹶﺛﻼﺛـ ﹰﺎ

“你们任何人睡醒之后，都应该先倒水洗三次手，然后
再把手伸进容器里舀水，因为他也不知道睡觉时自己把手放
在何处。” ①
P21F

-允许洗小净的方式：
举意洗小净，然后先漱口，呛鼻，洗脸，洗两手（从指
尖至两肘），摸头连着两耳，洗两脚连着两踝骨，每个部位
洗一遍。

-洗完美小净的方式：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6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78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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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意洗小净，然后洗三遍手，用一只手捧水漱口和呛
鼻，半捧漱口，半捧呛鼻，洗三遍用三捧水；洗三遍脸，然
后洗右手连同右肘三遍，然后再洗左边。
用双手摸头一次，从前发髻到后脑壳，然后再返回到前
发髻，把两个食指放进耳轮廓内，把两个拇指放在耳后摸
耳；然后洗右脚连同着右踝骨，同样再洗左边，完美小净，
搜洗指缝。然后根据《圣训》中提到的祷词向真主祈求。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洗小净的方
式：
奥斯曼的仆人侯慕兰传述，他看见欧斯曼·本·安法努
（愿主喜悦他）让人端来洗小净的水，他把水倒在两手上，
洗双手三遍，然后他用右手从器皿内舀水漱口和呛鼻，然后
他洗脸三遍，他洗两手至肘三遍，然后他摸头，洗两脚至踝
骨三遍。最后他说：我曾看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洗小净就像我洗的这个小净一样，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ﻓﺄﻓﺮﻍ ﻋﲆ ﻛﻔﻴﻪ،ﻋﻦ ﲪﺮﺍﻥ ﻣﻮﱃ ﻋﺜﲈﻥ ﺃﻧﻪ ﺭﺃ ﻋﺜﲈﻥ ﺑﻦ ﻋﻔﺎﻥ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ﺩﻋﺎ ﺑﺈﻧﺎﺀ

، ﺛﻢ ﻏﺴﻞ ﻭﺟﻬﻪ ﺛﻼﺛ ﹰﺎ، ﻓﻤﻀﻤﺾ ﻭﺍﺳﺘﻨﺜﺮ، ﺛﻢ ﺃﺩﺧﻞ ﻳﻤﻴﻨﻪ ﰲ ﺍﻹﻧﺎﺀ،ﺛﻼﺙ ﻣﺮﺍﺭ ﻓﻐﺴﻠﻬﲈ
 ﺛﻢ، ﺛﻢ ﻏﺴﻞ ﺭﺟﻠﻴﻪ ﺛﻼﺙ ﻣﺮﺍﺭ ﺇﱃ ﺍﻟﻜﻌﺒﲔ، ﺛﻢ ﻣﺴﺢ ﺑﺮﺃﺳﻪ،ﻭﻳﺪﻳﻪ ﺇﱃ ﺍﳌﺮﻓﻘﲔ ﺛﻼﺙ ﻣﺮﺍﺭ
 ﹸﺛ ﱠﻢ ﹶﺻ ﱠﲆ ﹶﺭ ﹾﻛ ﹶﻌﺘ ﹾ ﹺ، » ﹶﻣ ﹾﻦ ﺗ ﹶﹶﻮ ﱠﺿ ﹶﺄ ﻧ ﹾﹶﺤ ﹶﻮ ﹸﻭ ﹸﺿﻮﺋﹺﻲ ﹶﻫ ﹶﺬﺍ: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ﻗﺎﻝ
ﺙ ﻓﹺ ﹺ
ـﺤﺪﱢ ﹸ
ﻴﻬ ﹶـﲈ ﹶﻧ ﹾﻔ ﹶﺴ ﹸﻪ
ﹶﲔ ﻻ ﹸﻳ ﹶ
.ﻏ ﹺﹸﻔ ﹶﺮ ﹶﻟـ ﹸﻪ ﹶﻣﺎ ﹶﺗ ﹶﻘﺪﱠ ﹶﻡ ﹺﻣ ﹾﻦ ﹶﺫ ﹾﻧﺒﹺ ﹺـ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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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洗了类似我所洗的这个小净，然后站起来去礼两
拜，礼拜期间他的内心没有忙于今世的任何事情，那么，他
从前的罪恶都已得到了饶恕。
”①
-根据正确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洗小净有时是每处各洗了一次，有时是每处各洗了两
次，每处各洗了三次，这都属于圣行。对于穆斯林最好是多
样化，有时每处各洗了一次，有时每处各洗了两次，有时每
处各洗了三次，以此复兴圣行。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
 ﺃﺧﺮﺟﻪ.ـﻲ ﹶﻣ ﱠـﺮ ﹰﺓ ﹶﻣ ﱠـﺮ ﹰﺓ
 ﺗ ﹶﹶﻮ ﱠﺿ ﹶـﺄ ﺍﻟﻨﱠﺒﹺ ﱡ: ﻋـﻦ ﺍﺑـﻦ ﻋﺒـﺎﺱ ﺭﺿـﻲ ﺍﷲ ﻋﻨﻬﻤـﺎ ﻗـﺎﻝ-١

ﺍﻟﺒﺨﺎﺭﻱ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洗小净时每处各洗
了一次。” ②
P23F

P

-阿布杜拉·本·栽德（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
ﹶﲔ ﹶﻣ ﱠﺮﺗ ﹺ
 ﻭﻋﻦ ﻋﺒﺪ ﺍﷲ ﺑﻦ ﺯﻳﺪ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ﺗ ﹶﹶﻮ ﱠﺿ ﹶﺄ ﹶﻣ ﱠﺮﺗ ﹺ-٢
 ﺃﺧﺮﺟﻪ.ﹶﲔ

.ﺍﻟﺒﺨﺎﺭﻱ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洗小净时每处各洗
了两次。” ③
P24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9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26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7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158 段
②

28

清洁

-先右后左：人类的行为分为两种：
第一种： 左右联合，如果出于尊重，还是应右边优
先。就像洗大小净，穿衣服，穿鞋，进入清真寺，进家等
等。
与此相反左边优先的事情，有如：出清真寺，脱鞋，进
厕所。

第二种： 专门只能用其中的一个，即使是出于敬重也
罢！使用右手的有如：吃，喝，握手，拿取，给予等等。
与此相反，使用左手的有如：净下，摸羞体，擤鼻涕等
等。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ﹶﺎﻥ ﺍﻟﻨﱠﺒﹺ ﱡﻲ ﹸﻳـ ﹾﻌ ﹺ
 ﹶﻭﺗ ﹶﹶﺮ ﱡﺟﻠﹺ ﹺـﻪ،ﺠ ﹸﺒـ ﹸﻪ ﺍﻟ ﱠﺘ ﹶﻴ ﱡـﻤ ﹸﻦ ﹺﰲ ﹶﺗ ﹶﻨ ﱡﻌﻠﹺ ﹺـﻪ
 ﻛ ﹶ: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ﹶﻭ ﹸﻃ ﹸﻬ ﹺ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ﹶﻭ ﹺﰲ ﹶﺷ ﹾﺄﻧﹺ ﹺـﻪ ﹸﻛ ﱢﻠ ﹺﻪ،ﻮﺭ ﹺﻩ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在穿鞋、梳
头、洗小净，以及所有的事情时都喜欢从右边开始。
”①
P25F

-洗完小净之后祈祷的方式：
-欧麦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6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6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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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١ﻋﻦ ﻋﻤﺮ ﺑﻦ ﺍﳋﻄﺎﺏ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 :ﹶﻣ ﹾﻦ ﺗ ﹶﹶﻮ ﱠﺿ ﹶﺄ ﹶﻓ ﹶﻘ ﹶﺎﻝ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ﹾﻥ ﻻ
ﹺ
ﺇ ﹶﻟـ ﹶﻪ ﱠﺇﻻ ﺍﷲ ﹶﻭ ﹾﺣﺪﹶ ﹸﻩ ﻻ ﹶ ﹺ
ﺍﺏ ﹶ
ﴍ ﹶ
ﺍﳉﻨ ﹺﱠﺔ
ـﺤ ﹾ
ﺖ ﹶﻟـ ﹸﻪ ﹶﺃ ﹾﺑ ﹶﻮ ﹸ
ـﺤ ﱠـﻤﺪ ﹰﺍ ﹶﻋ ﹾﺒﺪﹸ ﹸﻩ ﹶﻭ ﹶﺭ ﹸﺳﻮ ﹸﻟـ ﹸﻪ ﱠﺇﻻ ﹸﻓﺘ ﹶ
ﻳﻚ ﹶﻟـ ﹸﻪ ،ﹶﻭ ﹶﺃ ﹾﺷ ﹶﻬﺪﹸ ﹶﺃ ﱠﻥ ﹸﻣ ﹶ
ﹺ
ﹺ ﹺ
ﺎﺀ«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ﺍﻟ ﱠﺜ ﹶﲈﻧ ﹶﻴﺔ ﹶﻳﺪﹾ ﹸﺧ ﹸﻞ ﻣ ﹾﻦ ﹶﺃ ﱢ ﹶﳞﺎ ﹶﺷ ﹶ
“谁洗了完美的小净，然后说‘我作证：除真主之
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我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
和使者。’那么，天堂的八道门都为他而打开，他可以随意
。地从其中的任何一道门进入
①”
P26F

-艾布赛尔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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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ﰊ ﺳﻌﻴﺪ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  » :ﹶﻣ ﹾﻦ ﺗ ﹶﹶﻮ ﱠﺿ ﹶﺄ ﹸﺛ ﱠﻢ ﹶﻗ ﹶﺎﻝ:
ﹾﺖ ،ﹶﺃﺳ ﹶﺘﻐ ﹺﹾﻔﺮ ﹶﻙ ﻭ ﹶﺃﺗﹸﻮﺏ ﺇ ﹶﻟ ﹶ ﹺ
ﹺ
ـﺤﺎﻧ ﹶ
ﺐ ﰲ ﹶﺭ ﱟﻕ ،ﺛﻢ ﹸﻃﺒﹺ ﹶـﻊ
ﻴﻚ ،ﻛﹸﺘ ﹶ
ـﺤ ﹾـﻤﺪ ﹶﻙ ﻻ ﺇ ﹶﻟـ ﹶﻪ ﱠﺇﻻ ﹶﺃﻧ ﹶ ﹾ ﹸ ﹶ ﹸ
ـﻢ ﹶﻭﺑﹺ ﹶ
ﹸﺳ ﹾﺒ ﹶ
ﹶﻚ ﺍﻟ ﱠﻠ ﹸﻬ ﱠ
ﺑﹺ ﹶﻄﺎﺑـﻊﹴ ،ﻓﻠﻢ ﻳﻜﹾﴪ ﹶﺇﱃ ﻳﻮ ﹺﻡ ﹺ
ﺍﻟﻘ ﹶﻴ ﹶﺎﻣ ﹺﺔ« .ﺃﺧﺮﺟﻪ ﺍﻟﻨﺴﺎﺋﻲ ﰲ ﻋﻤﻞ ﺍﻟﻴﻮﻡ ﻭﺍﻟﻠﻴﻠﺔ ﻭﺍﻟﻄﱪﺍﲏ ﰲ
ﹶ
ﹶ
ﹸ ﹶ
ﺍﻷﻭﺳﻂ.

“谁洗了完美的小净，然后说：‘主啊!赞您超绝万物，
赞颂您，我作证除您之外，绝无真正的主宰；我向您求饶
恕，我向您悔过自新。’它被记录在纸上，然后用打字机打
。出来，直至复生日它都不会破损
②”
P27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4 段
正确的圣训，《奈沙伊圣训集》“昼夜工作篇”第 81 段，《泰白拉尼圣训集》第 1478 段，《正确
丛书》第 2333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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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在洗完小净之后，应当用布，或手巾纸，或
类似的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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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抹皮袜
-抹皮袜： 就是为了崇拜真主而通过特殊的方式去抹
皮袜。

-抹皮袜的有效期限：
抹皮袜对于居家者的有效期限是一个昼夜，对于旅行者
的有效期限是三个昼夜，抹皮袜的期限是从穿后的第一次抹
开始算起。
阿里·本·艾比塔利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ﹶﺟ ﹶﻌ ﹶﻞ ﹶﺭ ﹸﺳ ﹸ:ﻋﻦ ﻋﲇ ﺑﻦ ﺃﰊ ﻃﺎﻟﺐ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ﻮﻝ ﺍﷲ ﹶﺛﻼ ﹶﺛ ﹶﺔ ﹶﺃ ﱠﻳﺎ ﹴﻡ ﹶﻭ ﹶﻟ ﹶﻴﺎﻟﹺ ﹶﻴ ﹸـﻬ ﱠﻦ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ﹶﻭ ﹶﻳ ﹾﻮﻣ ﹰﺎ ﹶﻭ ﹶﻟ ﹾﻴ ﹶﻠ ﹰﺔ ﻟﹺ ﹾﻠ ﹸـﻤ ﹺﻘﻴ ﹺﻢ،ﻟﹺ ﹾﻠ ﹸـﻤ ﹶﺴﺎﻓﹺ ﹺﺮ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规定对于旅行
者是三昼夜，对于居家者是一昼夜。” ①
P28F

-抹皮袜的条件：
所穿的袜子必须是合法的，洁净的，遮盖两踝骨的，带
着小净穿上的；抹皮袜针对的是坏了小净时，在居家者或旅
行者抹皮袜的有效的期限内。

-抹皮袜的形式：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7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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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应该把水放到双手里，然后用右手抹右皮袜背一
次，从右脚趾至右小腿，不要抹脚底和脚跟；同样用左手抹
左边的皮袜。
-谁某天在旅行中抹了皮袜，然后他回到了家乡，那
么，他就应按居家者抹皮袜的断法——一个昼夜；如果居家
者在某天抹了皮袜后旅行了，那么，他就应按旅行者抹皮袜
的断法——三个昼夜。

-导致抹皮袜无效的事项：
-脱下所穿的皮袜。
-必须洗大净，如坏了大净。
-抹皮袜的期限结束。
至于小净，它只会因为任何一件违反小净的事项而破
坏。

-抹头巾与面纱的形式：
允许男子抹缠头巾，在特殊情况没有时间时，也允许女
子抹面纱。
应当抹大部分缠头巾或面纱，最好是在有小净的情况下
穿戴的缠头巾或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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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鲁·本·吴麦耶（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ﺃﺧﺮﺟﻪ.ﺖ ﺍﻟﻨﱠﺒﹺ ﱠﻲ ﹶﻳ ﹾـﻤ ﹶﺴ ﹸﺢ ﹶﻋ ﹶﲆ ﹺﻋ ﹶﲈ ﹶﻣﺘﹺ ﹺـﻪ ﹶﻭ ﹸﺧ ﱠﻔ ﹺﻴﻪ
 ﹶﺭ ﹶﺃ ﹾﻳ ﹸ:ﻋﻦ ﻋﻤﺮﻭ ﺑﻦ ﺃﻣﻴ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ﺍﻟﺒﺨﺎﺭﻱ

“我看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抹他的缠头
巾和两只皮袜。
”①
P29F

-如果是因为坏了小净时，如：大小便，睡觉等，允
许抹皮袜、袜子、鞋子、缠头巾和妇女的面纱。如果是他在
抹皮袜期间坏了大净，那么，就不允许他再抹皮袜了，因为
他必须洗全身。

-抹夹板（绷带）的形式：
必须从各个方面抹夹板和绷带直至解除，即使时间延
长，或者是坏了大净，或者是在没有小净的情况下绑扎的也
罢！如果无法全面抹到，抹其中的一部分也是许可的。
-如果伤口的夹板（绷带）被打开了，那么，必须用
水清洗。如果用水清洗对伤口有受影响，那么，可以用水抹
之。如果伤口也不能用水抹，那么，允许以土净代替。如果
伤口是被遮盖的，那么，他应用水抹之，这种情况不能以土
净代替；这两种情况均可在洗完小净之后以打土净。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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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忙于穿脱鞋袜而感到艰难的人，如消防队员，在
广泛的灾害和灾难中的救援人员，以及为穆斯林大众的利益
而准备的信使等等，均不受旅行抹皮袜期限的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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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坏小净的事项
-坏小净的事项：
坏小净的事有六项：
-所有从前后窍出来的东西。如：大小便，放屁，精
。液，欢水和血液等等
。-因沉睡，或昏迷，或醉，或疯而失去理智
。-用手直接触摸生殖器
-所有必须洗大净的事项，如坏了大净，或月经，或
。产血
。-背叛伊斯兰
。-吃驼肉
贾比尔·本·赛姆莱图（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有个人
来向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请教说：
ﹺ
ﻼ ﹶﺳ ﹶﺄ ﹶﻝ ﹶﺭ ﹸﺳ ﹶ
ﻋﻦ ﺟﺎﺑﺮ ﺑﻦ ﺳﻤ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ﹶﺃ ﱠﻥ ﹶﺭ ﹸﺟ ﹰ
ـﺤﻮ ﹺﻡ
ﻮﻝ ﺍﷲ ﹶﺃ ﹶﺃﺗ ﹶﹶﻮ ﱠﺿ ﹸﺄ ﻣ ﹾﻦ ﹸﻟ ﹸ
ﹺ
ـﺤﻮ ﹺﻡ ﺍﻹ ﹾﺑ ﹺﻞ؟ ﹶﻗ ﹶﺎﻝ:
ﺇﻥ ﹺﺷﺌ ﹶ
ﺍﻟ ﹶﻐﻨﹶ ﹺﻢ؟ ﹶﻗ ﹶﺎﻝ » :ﹶﺇ ﹾﻥ ﹺﺷﺌ ﹶ
ﹾﺖ ﹶﻓﺘ ﹶﹶﻮ ﱠﺿ ﹾﺄ ،ﹶﻭ ﹾ
ﹾﺖ ﹶﻓﻼ ﺗ ﹶﹶﻮ ﱠﺿ ﹾﺄ« ﹶﻗ ﹶﺎﻝ :ﹶﺃﺗ ﹶﹶﻮ ﱠﺿ ﹸﺄ ﻣ ﹾﻦ ﹸﻟ ﹸ
ﹺ
ـﺤﻮ ﹺﻡ ﺍ ﹺ
ﻹ ﹺ
ﺑﻞ«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
» ﹶﻧ ﹶﻌ ﹾﻢ ﹶﻓﺘ ﹶﹶﻮ ﱠﺿﺄ ﻣ ﹾﻦ ﹸﻟ 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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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吃了羊肉需要洗小净吗？”使者说：“如果你想洗
就洗，如果你不想洗就不要洗。”又问：“我吃了骆驼肉需要
洗小净吗？”使者说：“是的，你吃了骆驼肉要洗小净。” ①

-怀疑小净坏了的人何时洗小净：
确定自己有小净者，然后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坏了小净，
在这种情况下，应建立在确信的基础上，他是有小净的；确
定自己没有小净者，然后又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小净，在这种
情况下，应建立在确信的基础上，他没有小净的，让他洗小
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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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ﺇ ﹶﺫﺍ ﹶﻭ ﹶﺟﺪﹶ ﹶﺃ ﹶﺣﺪﹸ ﹸﻛ ﹾﻢ ﹺﰲ ﹶﺑ ﹾﻄﻨ ﹺ ﹺـﻪ ﹶﺷ ﹾﻴﺌ ﹰﺎ: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ﺠ ﹺﺪ ﹶﺣﺘﱠﻰ ﹶﻳ ﹾﺴ ﹶﻤ ﹶﻊ ﹶﺻ ﹾﻮﺗ ﹰﺎ ﹶﺃ ﹾﻭ ﹶﻳ ﹺ
 ﹶﻓﻼ ﹶﻳـﺨﹾ ﹸﺮ ﹶﺟ ﱠﻦ ﹺﻣ ﹶﻦ ﺍ ﹶﳌ ﹾﺴ ﹺ، ﹶﺃ ﹶﺧ ﹶﺮ ﹶﺝ ﹺﻣﻨﹾـ ﹸﻪ ﹶﳾ ﹲﺀ ﹶﺃ ﹾﻡ ﻻ،ﹶﻓ ﹶﺄ ﹾﺷﻜ ﹶﹶﻞ ﹶﻋ ﹶﻠ ﹾﻴ ﹺـﻪ
ـﺠﺪﹶ
ﹾ
.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ﹺﺭﳛ ﹰﺎ
“你们谁感觉肚子不舒服而怀疑是否下气，他就不要走
出清真寺，直到他听见声音或闻到气味。” ②
P31F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360 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 362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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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坏小净、以及在每次礼拜时没有坏小净而洗小
净均属于嘉义的行为。如果是到了礼拜的时间没有小净时，
那么，必须洗小净。
-站着、坐着、或侧卧着稍微地睡一下不坏小净。
-不带性欲地亲吻妻子不坏小净，除非是流了欢水等
则不然。
-可以吃的动物的大小便、精液，以及人类的精液，
都是洁净的，猫的口水也是洁净的。

-人体流出的东西分为两种：
-洁净的：眼泪、鼻涕、唾沫、口水、汗水和精液。
-不洁净的：从前后窍中流出的粪便、尿液、黏液、
欢水和血液。

-流血的断法：
从前后窍中流出的血液都是坏小净的。
至于从身体的其它地方流出的血液，如鼻子流血、或牙
齿流血、或伤口流血、或类似的，无论多少都不坏小净。但
是为了清洁和完美性，最好洗小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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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洗大净
-洗大净：就是根据特殊的方式用洁净的水清洗全身
来崇拜真主。

-导致洗大净的事有六项：
1-由于自慰，或性交，或梦遗而兴奋地射精，无论男
女。
2-龟头接触到阴道，即使没有进入也罢！
3-穆斯林去世，但为了主道战斗而杀身成仁者则不然。
4-非穆斯林加入伊斯兰。
5-月经。
6-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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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ﹶﻗ ﹶﺎﻝ ﹶﺭ ﹸﺳ ﹸ: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ﲔ ﹸﺷ ﹶﻌﺒﹺ ﹶـﻬﺎ ﺍﻷﹶ ﹾﺭ ﹶﺑـ ﹺﻊ ﹸﺛ ﱠﻢ
 »ﺇ ﹶﺫﺍ ﹶﺟ ﹶﻠ ﹶﺲ ﹶﺑ ﹾ ﹶ: ﻮﻝ ﺍﷲ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ﺐ ﺍﻟﻐ ﹾﹸﺴ ﹸﻞ
ﹶﺟ ﹶﻬﺪﹶ ﹶﻫﺎ ﹶﻓ ﹶﻘﺪﹾ ﹶﻭ ﹶﺟ ﹶ

“当一个人坐在妻子的四肢之间，然后发生了关系，他
必须洗大净。” ①
P32F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9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4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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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洗大净的形式：
。举意洗大净，然后洗全身一遍

-洗完美大净的形式：
举意洗大净，然后洗双手三遍，再洗羞体和污垢处，然
后洗完美的小净，往头上浇三次水，用手洗头，然后洗身体
。的其余部分一遍，从右边开始，搓着洗，不要浪费水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洗大净的形
式：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说：我的姨母
麦依姆奈（愿主喜悦她）告诉我，她说：
ﹺ
ﹺ
ﹺ
ﴈ ﺍﷲ ﹶﻋﻨ ﹶﹾـﻬﺎ ﹶﻗﺎ ﹶﻟ ﹾﺖ:
ﻋﻦ ﺍﺑﻦ ﻋﺒﺎﺱ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ﲈ ﻗﺎﻝ :ﹶﺣﺪﱠ ﹶﺛﺘﹾﻨﻲ ﹶﺧﺎ ﹶﻟﺘﻲ ﹶﻣ ﹾﻴ ﹸـﻤﻮ ﹶﻧ ﹸﺔ ﹶﺭ ﹶ
ﹶﲔ ﹶﺃﻭ ﹶﺛﻼﺛ ﹰﺎ ،ﹸﺛﻢ ﹶﺃﺩ ﹶﺧ ﹶﻞ ﻳﺪﹶ ﻩ ﹺﰲ ﺍﻹﻧ ﹺ
ﹺ
ﻮﻝ ﺍﷲ ﻏﹸﺴ ﹶﻠـﻪ ﹺﻣﻦ ﹶ ﹺ
ﺖ ﻟﹺﺮﺳ ﹺ
ﹶﺎﺀ،
ﹶ ﹸ
ﱠ ﹾ
ﺍﳉﻨﹶﺎ ﹶﺑﺔ ،ﹶﻓﻐ ﹶﹶﺴ ﹶﻞ ﹶﻛ ﱠﻔ ﹾﻴـﻪ ﹶﻣ ﱠﺮﺗ ﹾ ﹺ ﹾ
ﹾ ﹸ ﹶ
ﹶﺃ ﹾﺩ ﹶﻧ ﹾﻴ ﹸ ﹶ ﹸ
ﹺ ﹺ ﹺ
ﹺ ﹺ
ﹺ
ﹶ
ﴐ ﹶﺏ ﺑﹺ ﹺﺸ ﹶﲈﻟﹺ ﹺـﻪ ﺍﻷﹶ ﹾﺭ ﹶﺽ ،ﹶﻓﺪﹶ ﹶﻟﻜ ﹶﹶﻬﺎ ﹶﺩ ﹾﻟﻜ ﹰﺎ ﹶﺷ ﹺﺪﻳﺪ ﹰﺍ ،ﹸﺛ ﱠﻢ
ﹸﺛ ﱠﻢ ﺃ ﹾﻓ ﹶﺮ ﹶﻍ ﺑﹺـﻪ ﹶﻋ ﹶﲆ ﹶﻓ ﹾﺮﺟﻪ ،ﹶﻭﻏ ﹶﹶﺴ ﹶﻠـ ﹸﻪ ﺑﹺﺸ ﹶﲈﻟـﻪ ،ﹸﺛ ﱠﻢ ﹶ ﹶ
ﹴ ﹺ
ﺗﹶﻮ ﹼﺿ ﹶﺄ ﻭ ﹸﺿﻮﺀﻩ ﻟﹺﻠﺼ ﹺ
ﻼﺓ ،ﹸﺛ ﱠﻢ ﹶﺃ ﹾﻓ ﹶﺮ ﹶﻍ ﹶﻋ ﹶﲆ ﹶﺭ ﹾﺃ ﹺﺳ ﹺﻪ ﹶﺛ ﹶ
ﻞﺀ ﹶﻛ ﱢﻔ ﹺﻪ ،ﹸﺛ ﱠﻢ ﻏ ﹶﹶﺴ ﹶﻞ ﹶﺳﺎﺋﹺ ﹶﺮ ﹶﺟ ﹶﺴ ﹺﺪ ﹺﻩ ،ﹸﺛ ﱠﻢ
ﹶﹸ ﱠ
ﹸ
ﹶ
ﻼﺙ ﹶﺣ ﹶﻔﻨﹶﺎﺕ ﻣ ﹶ

ﻚ ،ﹶﻓﻐ ﹶﹶﺴ ﹶﻞ ﹺﺭ ﹾﺟ ﹶﻠ ﹾﻴ ﹺـﻪ ،ﹸﺛ ﱠﻢ ﹶﺃ ﹶﺗ ﹾﻴﺘﹸـ ﹸﻪ ﺑﹺﺎﳌﹺﻨ ﹺﹾﺪ ﹺ
ﹶﺗﻨ ﱠﹶﺤﻰ ﹶﻋ ﹾﻦ ﹶﻣ ﹶﻘ ﹺﺎﻣ ﹺﻪ ﹶﺫﻟﹺ ﹶ
ﻳﻞ ﹶﻓ ﹶﺮ ﱠﺩ ﹸﻩ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坏了大净，我
为他端来洗大净的水，他洗了双手两遍或三遍，然后他用右
手从容器中舀出水，倒在羞体上用左手洗，并用左手拍地，
反复地搓洗之，然后他就像为礼拜那样洗了小净，又捧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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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的三捧水倒在头上，随后他洗了身体的其它地方，他离开
洗大净的那个地方之后才洗的两脚，我为他拿来了手巾，他
没有要。
”①
-按照圣行，穆斯林在洗大净之前要像为礼拜那样洗
一个小净。如果在洗大净之前没有洗小净，或者是在洗大净
之前没有身带小净，那么，并没有规定他在洗大净之后还要
洗小净。

-禁止没有大净者的事项：
礼拜和环游天房。
-身有异味者，主麻日必须要洗大净，其他的人主麻
日洗大净属于嘉行。

-没有大净者睡觉的方式：
按照圣行，在性交之后，人们要洗完大净再睡；也允许
人们没有大净睡觉，最好是在洗完生殖器和小净之后再睡，
因为阿依莎（愿主喜悦她）说：
،ﹸﺐ ﻏ ﹶﹶﺴ ﹶﻞ ﹶﻓ ﹾﺮ ﹶﺟ ﹸﻪ
 ﻛ ﹶ:ﻗﺎﻟﺖ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ﹶﺎﻥ ﺍﻟﻨﱠﺒﹺ ﱡﻲ ﺇ ﹶﺫﺍ ﹶﺃ ﹶﺭﺍ ﹶﺩ ﹶﺃ ﹾﻥ ﹶﻳﻨﹶﺎ ﹶﻡ ﹶﻭ ﹸﻫ ﹶﻮ ﹸﺟﻨ ﹲ
ﻭﺗﹶﻮ ﱠﺿ ﹶﺄ ﻟﹺﻠﺼ ﹺ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ﻼﺓ
ﱠ
ﹶ ﹶ
“每当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没有大净而想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76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17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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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睡觉时，他就会洗生殖器和像为礼拜那样所洗的一个小
净。
”①
-允许没有大净的夫妻共用一个器皿洗大净，即使他
俩看见相互的羞体也罢！因为阿依莎（愿主喜悦她）曾说：
ﹶﺎﺀ ﻭ ﹺ
ﹴ
ﹺ
ﹺ
 ﻣﺘﻔﻖ.ﺍﺣ ﹴﺪ ﹺﻣ ﹾﻦ ﹶﺟﻨﹶﺎ ﹶﺑ ﹴﺔ
 ﹸﻛﻨ ﹸ:ﻗﺎﻟﺖ ﻋﺎﺋﺸﺔ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ﹾﺖ ﹶﺃ ﹾﻏﺘﹶﺴ ﹸﻞ ﹶﺃﻧﹶﺎ ﹶﻭﺍﻟﻨﱠﺒﹺ ﱡﻲ ﻣ ﹾﻦ ﺇﻧ ﹶ

.ﻋﻠﻴﻪ

“我和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都没有大

净，我们共用一个器皿洗大净。” ②
P35F

-多次性交者洗大净的方式：
与妻子性交者，然后想再次与其性交，或者是想与其他
的妻子性交时，那么，在每两次房事之间洗大净属于嘉义的
行为，如果不方便，他可以洗个小净，这样更能帮助他再次
性交。

-嘉行的大净：
嘉行的大净中有：为正副朝受戒的大净，洗亡人的大
净，疯癫或昏厥醒来之后的大净， 进入麦加的大净，每次
房事时的大净，埋葬多神教徒时的大净。
洗大净时必须要遮挡羞体，如果是一个人单独在旷野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8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05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263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21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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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可以不遮挡。但是遮挡最好，即使是一个人也罢！因为
对真主比对任何人都更应当感到害羞。
-允许性交二次或更多次者洗一个大净，无论是同一
位妻子、还是与多位妻子性交。根据 艾奈斯 （愿主喜悦
他）的传述：
ﻑ ﻋ ﹶﲆ ﻧﹺﺴﺎﺋﹺ ﹺﻪ ﺑﹺـﻐﹸﺴ ﹴﻞ ﻭ ﹺ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ﺍﺣ ﹴﺪ
 ﹶﺃ ﱠﻥ ﺍﻟﻨﱠﺒﹺ ﱠﻲ ﻛ ﹶ:ﻋﻦ ﺃﻧﺲ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ﹾ ﹶ
ﹶﺎﻥ ﹶﻳ ﹸﻄﻮ ﹸ ﹶ ﹶ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与所有妻

子同房而只洗了一个大净。” ①
P36F

-允许因为月经与坏了大净而洗一个大净，也允许因
为坏了大净与主麻日等洗一个大净。
-女子洗大净与男子一样，女子洗大净时并不是必须
要散开头发，月经和产血结束之后散开头发洗大净是嘉行。

-大净的圣行：
大净之前的小净，消除污秽，往头上倒三次水，从右边
开始。

-大净用水的限度：
按照圣行，洗大净要用一个沙阿至五个莫德的水，如果
水不够用的，或因为需要而增加，如果增加三个沙阿等等，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268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٠٩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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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允许的，洗大小净时禁止浪费水。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ﹶﺎﻥ ﻳـ ﹾﻐﺘ ﹺﹶﺴ ﹸﻞ ﺑﹺﺎﻟﺼﺎ ﹺﻉ ﹶﺇﱃ ﹶﺧـﻤﺴ ﹺﺔ ﹶﺃﻣﺪﹶ ﹴ
ﹺ
،ﺍﺩ
ﱠ
ﹾ ﹶ ﹾ
 ﻛﹶﺎﻥ ﺍﻟﻨﱠﺒﹺ ﱡﻲ ﹶﻳـﻐﹾﺴ ﹸﻞ ﹶﺃ ﹾﻭ ﻛ ﹶ ﹶ:ﻋﻦ ﺃﻧﺲ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ﹶﻭ ﹶﻳﺘ ﹶﹶﻮ ﱠﺿﺄ ﺑﹺﺎﳌﹸﺪﱢ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用一个沙阿
至五个莫德的水洗大净，用一个莫德的水洗小净。” ①
P37F

-在厕所洗大净是被憎恶的，因为它是不洁净的地
方；在厕所里洗大净会导致疑惑，不要在尿尿的地方洗大
净，以免沾染污物。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201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25 段

44

清洁

8.土净
-土净： 就是凭着举意用双手拍打洁净的地面来崇拜
真主，允许礼拜及其它的事项。

-土净： 属于伊斯兰民族的特殊之一，就是代替水
净。

-土净的断法：
如果无法使用水：因为失去了水，或使用水会受到影
响，或没有能力使用水，那么，法律允许以土净代替水净，
无论是大净还是小净。
* ) ( ' & % $ # " !)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9 8 7 65 4 3 2 1 0 /. - , +
K J I H G F ED CB A@?> =<; :
XW VUT SR Q P ONML
.[٦/( ]ﺍﳌﺎﺋﺪﺓa`_^]\ [ Z Y
【[6]信道的人们啊!当你们起身去礼拜的时候,你们当
洗脸和手,洗至于两肘,当抹头,当洗脚,洗至两踝。如果你们
是不洁的，你们就当洗周身。如果你们害病或旅行，或从厕
所来，或与妇女交接，而得不到水，你们就当趋向清洁的地
面，而用一部分土抹脸和手。真主不欲使你们烦难，但他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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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们清洁，并完成他所赐你们的恩典，以便你们感谢
①】

-允许打土净的事物：
允许用地面上一切洁净的事物打土净，如：尘土，或沙
。粒，或石块，或湿土，或干土

-土净的形式：
举意，用双手心拍打地面一次，然后吹双手以便减少手
上的灰尘，再用双手抹脸和两手掌，用左手心抹右手背，用
。右手心抹左手背；有时抹手优先于抹脸
-阿布杜莱哈曼·本·艾白瑞通过他父亲的传述，他
说：一个人前去问欧麦尔·本·韩塔布：
 -١ﻋﻦ ﻋﺒﺪﺍﻟﺮﲪﻦ ﺑﻦ ﺃﺑﺰ ﻋﻦ ﺃﺑﻴﻪ ﻗﺎﻝ :ﺟﺎﺀ ﺭﺟﻞ ﺇﱃ ﻋﻤﺮ ﺑﻦ ﺍﳋﻄﺎﺏ ﻓﻘﺎﻝ :ﺇﲏ

ﺃﺟﻨﺒﺖ ﻓﻠﻢ ﺃﺻﺐ ﺍﳌﺎﺀ ،ﻓﻘﺎﻝ ﻋﲈﺭ ﺑﻦ ﻳﺎﴎ ﻟﻌﻤﺮ ﺑﻦ ﺍﳋﻄﺎﺏ :ﺃﻣﺎ ﺗﺬﻛﺮ ﹶﺃﻧﱠﺎ ﻛﻨﺎ ﰲ ﺳﻔﺮ ﺃﻧﺎ

ﹾﺖ ﻓﺼﻠﻴﺖ ﻓﺬﻛﺮﺕ ﺫﻟﻚ ﻟﻠﻨﺒﻲ ﻓﻘﺎﻝ ﺍﻟﻨﺒﻲ :
ﹶـﻤ ﱠﻌﻜ ﹸ
ﻭﺃﻧﺖ ﻓﺄﻣﺎ ﺃﻧﺖ ﻓﻠﻢ ﺗﺼﻞ ،ﻭﺃﻣﺎ ﺃﻧﺎ ﹶﻓﺘ ﹶ
ﹶﺎﻥ ﹶﻳﻜ ﹺﹾﻔ ﹶ
ﻴﻚ ﹶﻫﻜ ﹶﹶﺬﺍ« ،ﻭﴐﺏ ﺍﻟﻨﺒﻲ ﺑﻜﻔﻴﻪ ﺍﻷﺭﺽ ،ﻭﻧﻔﺦ ﻓﻴﻬﲈ ،ﺛﻢ ﻣﺴﺢ ﲠﲈ ﻭﺟﻬﻪ
»ﺇﻧ ﹶﱠﲈ ﻛ ﹶ
ﻭﻛﻔﻴﻪ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我坏了大净，可又没有水，（我该怎么办？）”安玛
尔·本·雅西尔对欧麦尔·本·韩塔布说：“你还记得有一
次我们在旅途中吗？我和你都没有了大净，你因此没有礼

①

《筵席章》第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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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而我则在地上打了一个滚，然后礼了拜。当我向先知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提起这件事时，先知（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这样就可以了。’先知（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用双手拍打了一下地面，然后吹了双手上
的土，接着又用双手抹了脸和两手掌。
”①
-在安玛尔传述的有关土净的形式中提到：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ﹶﺎﻥ ﹶﻳﻜ ﹺﹾﻔ ﹶ
ﻴﻚ ﹶﺃ ﹾﻥ ﺗ ﹾﹶﺼﻨ ﹶﹶﻊ
 »ﺇﻧ ﹶﱠﲈ ﻛ ﹶ:  ﻓﻘﺎﻝ ﺍﻟﻨﺒﻲ:-ﻭﻓﻴﻪ- -ﰲ ﺻﻔﺔ ﺍﻟﺘﻴﻤﻢ-  ﻭﻋﻦ ﻋﲈﺭ-٢

 ﺛﻢ ﻣﺴﺢ ﲠﺎ ﻇﻬﺮ ﻛﻔﻪ ﺑﺸﲈﻟﻪ ﺃﻭ ﻇﻬﺮ،ﹶﻫﻜ ﹶﹶﺬﺍ« ﻓﴬﺏ ﺑﻜﻔﻴﻪ ﴐﺑﺔ ﻋﲆ ﺍﻷﺭﺽ ﺛﻢ ﻧﻔﻀﻬﺎ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ﺛﻢ ﻣﺴﺢ ﲠﺎ ﻭﺟﻬﻪ،ﺷﲈﻟﻪ ﺑﻜﻔﻪ

“你这样做就可以了。”他用双手拍打了地面一次，然
后抖掉手上的土，接着用左手抹了右手背，或用右手抹了左
手背，最后用手抹了脸。 ②
P40F

-土净的裨益：
当他为不同的事情举意打土净时，犹如小便、大便和梦
遗了，那么，就允许他为这一切的而打土净。
-允许打土净者的犹如允许洗小净者的事物一样：礼
拜、环游天房等等。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68 段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7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68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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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土净无效的事项：
出现以下情况时，土净无效：
-有水存在。
-允许打土净的缘故消失，如：病症，需要等类似的。
-出现前面所提到的任何破坏小净的事项。
-对于根本没有水和泥土者，或者是根本没有能力使用
水和泥土者，他可以根据个人的状况去礼拜，即允许他在没
有洗小净，也没有打土净的状况下礼拜，并不需要他重新补
礼。
-法律规定可以因为清洁而打土净，无论是小净或者是
大净。至于清洁严重的污秽时，无论是身上的，还是衣服上
的，都不允许用土净来清洁。而应尽量去消除它，如果实在
无法消除它，那么，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去礼拜。
-身受创伤并且担心使用水有伤害者，他可以用水抹伤
口，其余的地方用水洗。如果担心用水抹伤口也会有伤害，
那么，他的伤口处可以土代净，其余的地方用水洗。

-如果打土净者礼了拜，然后他在该拜功的时间内
又发现了水，他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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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赛尔德·艾勒胡德利（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ﻋﻦ ﺃﰊ ﺳﻌﻴﺪ ﺍﳋﺪﺭﻱ ﺭﴈ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ﺧﺮﺝ ﺭﺟﻼﻥ ﰲ ﺳﻔﺮ ﻓﺤﴬﺕ ﺍﻟﺼﻼﺓ،

ﻭﻟﻴﺲ ﻣﻌﻬﲈ ﻣﺎﺀ ،ﻓﺘﻴﻤﲈ ﺻﻌﻴﺪ ﹰﺍ ﻃﻴﺒ ﹰﺎ ،ﻓﺼﻠﻴﺎ ،ﺛﻢ ﻭﺟﺪﺍ ﺍﳌﺎﺀ ﰲ ﺍﻟﻮﻗﺖ ،ﻓﺄﻋﺎﺩ ﺃﺣﺪﳘﺎ ﺍﻟﺼﻼﺓ

ﺖ
ﻭﺍﻟﻮﺿﻮﺀ ،ﻭﱂ ﻳﻌﺪ ﺍﻵﺧﺮ ،ﺛﻢ ﺃﺗﻴﺎ ﺭﺳﻮﻝ ﺍﷲ ﻓﺬﻛﺮﺍ ﺫﻟﻚ ﻟﻪ ،ﻓﻘﺎﻝ ﻟﻠﺬﻱ ﱂ ﻳﻌﺪ » :ﹶﺃ ﹶﺻ ﹾﺒ ﹶ

ﻚ ﺍﻷﹶ ﹾﺟ ﹸﺮ ﹶﻣ ﱠﺮﺗ ﹾ ﹺ
ﹸﻚ« ،ﻭﻗﺎﻝ ﻟﻠﺬﻱ ﺗﻮﺿﺄ ﻭﺃﻋﺎﺩ » :ﹶﻟ ﹶ
ﹾﻚ ﹶﺻ ﹶﻼﺗ ﹶ
ﺍﻟﺴ ﱠﻨ ﹶﺔ ﹶﻭ ﹶﺃ ﹾﺟﺰ ﹶﹶﺃﺗ ﹶ
ﹶﲔ«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
ﱡ

ﻭﺍﻟﻨﺴﺎﺋﻲ.

有两个人结伴旅行，礼拜时间到了，两个人都没有带
水，于是他俩就打土净礼了拜。然后他俩在该拜功的时间内
又发现了水，于是其中的一位洗了小净又重新礼了拜，而另
一位没有重新礼。然后他俩来见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并向他提及此事，使者对没有重新礼拜者说：
“你遵循了圣行，你的拜功已经全美了。”然后他又对洗小
① ”。净重礼者说：“你有双倍的报酬
P41F

①

正确的圣训，《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38 段，原文出自《艾布达吾德圣训集》，《奈沙伊圣训
集》第 43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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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经和产血
-月经：是指生殖细胞发育成熟的女子子宫内膜周期
性地脱落并出血的生理现象，大多数是六天，或七天。

-月经血的根本：
为了胎儿在其母腹中摄取营养的哲理，真主创造了月经
血，因此，孕妇通常不会来月经。当孕妇生产之后，真主就
会使其转变为她双乳中的奶汁。因此，哺乳期间的妇女也很
少会来月经。当妇女的怀孕期或哺乳期结束之后，月经血没
有其它的去处了，就会呆在子宫内，然后在每个月流出六天
或七天。

-月经血的期限：
月经血没有最少的期限，也没有最多的期限；没有固定
的开始，也没有固定的结束；两次月经期间没有最少的期
限，也没有最多的期限。
-产血：就是在妇女生产时，或生产期间，或生产前
从女子的前窍中流出的血。
-产血通常为四十天，如果产妇在四十天之前就洁净
了，她应该在洗大净之后礼拜和封斋，也可以与她丈夫性
交，即使多达六十天也罢！那也属于产血，但如果超过了
六十天还继续流血，那就属于病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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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流血的断法：
如果孕妇没有流产而流了很多的血，那么，让她不要
为此而放弃礼拜，因为那是病血，但是让她在礼每番拜时
都要洗小净。如果她在来月经的时间、月份和情况下看见
了正常的月经血，那就是月经，她应为此而放弃礼拜，封
斋等等。

-禁止月经期的妇女和产妇的事项：
禁止月经期的妇女和产妇礼拜，封斋，环游天房，直
至她洁净。

-吃药阻止月经的断法：
-每当女子来了月经时，她就应该停止礼拜，无论月
经是否符合惯例，或超过惯例，或少于惯例。当她洁净
时，她就应洗大净，并当礼拜；月经期的妇女应当还补斋
戒，而不需要还补拜功。
-如果因为特殊需要，身体也不会受到伤害时，那
么，允许妇女吃药阻止月经，洁净时她应封斋和礼拜。

-月经结束的标志：
当月经停了之后，她会看到白色的液体流出来。没有
看到这种液体者，其洁净的标志就是把白色的棉花塞进流
月经的地方，如果拿出来棉花的颜色没有改变，那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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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洁净的标志。

-黄色与褐色的断法：
通常情况下，黄色与褐色都属于月经。如果是在惯例
之前或之后，那就不属于月经，她应该礼拜和封斋，也可
以与她丈夫性交。如果黄色与褐色都超过了女人通常的惯
例，那么，她应当像洁净的女子一样洗大净，然后礼拜。
-如果女子在某番拜功的时间进入之后来了月经，或
者是在礼拜的时间结束之前月经结束了，那么，她必须礼
那番拜功，产妇也是如此。

-与月经期的妇女拥抱的断法：
允许男子隔着衣服拥抱来月经的妻子。麦依姆奈的传
述，她说：
ﻮﻝ ﺍﷲ ﻳﺒ ﹺ ﹺ
ﻮﻕ ﺍﻹﺯ ﹺ
ﹶﺎﻥ ﹶﺭ ﹸﺳ ﹸ
ﺎﺀ ﹸﻩ ﹶﻓ ﹶ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ﹶﺍﺭ ﹶﻭ ﹸﻫ ﱠﻦ ﹸﺣ ﱠﻴﺾ
 ﻛ ﹶ:ﻋﻦ ﻣﻴﻤﻮﻧﺔ ﻗﺎﻟﺖ
ﺎﴍ ﻧ ﹶﺴ ﹶ
ﹸﹶ ﹸ
当圣妻们来月经时，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隔
着衣服与她们拥抱。 ①
P42F

-与月经期的妇女性交的断法：
禁止与月经期的妇女通过阴道性交。
| { z y x w v u t s r q p)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03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94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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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他们问你月经的（律例），你说：“月经是有害
的，故在经期中你们应当离开妻子，不要与她们交接，直到
她们清洁。当她们洗净的时候，你们可以在真主所命你们的
部位与她们交接。”真主的确喜爱悔罪的人，的确喜爱洁净
的人。
】①
P43F

-不允许与月经期间的妻子性交，直到她的经血中
止，并且洗大净之后。谁在她洗大净之前与其性交，谁确已
犯罪。
-如果某个男子明知故犯地选择与来月经的妻子性
交，那么，他确已犯罪，他应当向真主忏悔，并求真主饶
恕，女人也是一样。
-病血：就是不规则地从妇女阴道内绵绵不断地流出
的血。

-月经与病血的区别：
-月经：是由子宫底部的血管流出的血液，这种血管
被称为“阿瑞尔” ② ，这种血液的颜色是浓黑的，粘腻的，
P4F

①

《黄牛章》第 222 节
子宫内膜下的小血管

②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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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恶臭气味，流出来后并不会凝固。
-病血：是由子宫最低处的血管流出的血液，这种血
管被称为“阿瑞鲁”，这种血液的颜色是红色的，稀薄的，
没有腐臭气味，流出来后就会凝固的，因为它属于普通血管
里的血。

-有病血的妇女清洁的方式：
有病血的妇女在月经结束之后洗一次大净即可。她可以
用布等类似的堵住阴道，如果病血没有流出来，她不必每次
礼拜时都因为这种血而洗小净。

-妇女的病血分为四种情况：
-她知道自己的月经期，在此期间她当休息，然后她
洗大净并且礼拜。
-她不知道自己的月经期，她应休息六天或七天，因
为那是大多数妇女的惯例，然后她洗大净并且礼拜。
-她没有惯例，但是她可以分辨出黑色的月经血，当
这种可以分辨的月经血中止时，她洗大净并且礼拜，这种血
被称为“初血”
。
-她没有惯例，也无法用血的颜色去辨别它，她应休
息六天或七天，然后她洗大净并且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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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女人流产的断法：
如果女人产下的是一滴精子，这绝不是月经，也非是产
血。如果她产下的是一个四个月的胎儿，那么，她所流出的
就属于产血，如果她产下的是一凝血，或者是一个不完整的
肉团，那么，它绝不是产血，即使她看见血也罢！如果她产
下的是一个圆满三个月的完整的肉团，并且能肯定他是一个
孩子，那么，它就属于产血。
-允许有病血的妇女礼拜，封斋，坐静等各项功修。
阿依莎的传述，法图麦·宾图·艾比侯柏西（愿主喜悦
她）请教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ﺇﲏ: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ﺃﻥ ﻓﺎﻃﻤﺔ ﺑﻨﺖ ﺃﰊ ﺣﺒﻴﺶ ﺭﴈ ﺍﷲ ﻋﻨﻬﺎ ﺳﺄﻟﺖ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ﻟﺖ
ﹺ ﹺ
ﺇﻥ ﹶﺫﻟﹺ ﹶ ﹺ
ﺍﻟﺼﻼ ﹶﺓ ﹶﻗﺪﹾ ﹶﺭ ﺍﻷﹶ ﱠﻳﺎ ﹺﻡ
 ﱠ، »ﻻ: ﺃﻓﺄﺩﻉ ﺍﻟﺼﻼﺓ؟ ﻓﻘﺎﻝ،ﺃﺳﺘﺤﺎﺽ ﻓﻼ ﺃﻃﻬﺮ
 ﹶﻭ ﹶﻟﻜﻦ ﹶﺩﻋﻲ ﱠ،ﻚ ﻋ ﹾﺮ ﹲﻕ
ﹺ ﹺ ﹺ
ﹺ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ﹸﺛ ﱠﻢ ﺍ ﹾﻏﺘ ﹺﹶﺴ ﹺﲇ ﹶﻭ ﹶﺻ ﱢﲇ،ﲔ ﻓﹺ ﹶﻴﻬﺎ
ﺍ ﱠﻟﺘﻲ ﹸﻛﻨﹾﺖ ﺗﹶـﺤﻴﻀ ﹶ
“我是一个有病血的妇女，总是不干净，我可以不礼拜
吗？”先知说：“你不要放弃礼拜，那是血管里的血（不是
经血），不过，你可估量在你来月经的日子里不要礼拜；然
后你当洗大净并当礼拜。
”①
P45F

P

-允许男人和女人诵读《古兰经》，即使男人当时没有
大净，或女人是在月经期，或是产妇，或者是没有大净也
罢！但最好是带有大小净诵读。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325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333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