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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是至睿的创造者，他是宽仁

的、至尊大的主，他是至慈的、尊贵的养育者，他没有

用柱子、也没有任何连带升高了七层天，他用巍峨的群

山固定了大地，并以各种明证和事实证明了他的创造，

他负责众生的给养，他用射出的精液创造了的世人，让

其遵循各项互相关联的法律，他原谅不合理的错误和健

忘。 

我以所有沉默者的沉默，发言者的言词赞美他，我

忠诚无伪的作证：除真主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我

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和仆人，他的宣传遍及

君王与平民；愿真主恩赐他和坚持伴随他的艾布白克

尔；征服否认者、开拓伊斯兰疆土的欧麦尔；坚守其禁

忌的欧斯曼；在艰难险阻的道路上展现其雄威的阿里；

以及赐福他的家属，和所有优越于其他人的众圣门弟子

幸福和平安。 

亲爱的兄弟们！以上我们谈到的，除了月经与产血

外，坏斋的事项有性交，拥抱导致遗精，吃喝及其相关

事项，拔罐放血疗法和故意呕吐。每当封斋者具备了



  4 

 

“有知识、没有忘记和有选择的能力”而做了以上的事

情，那么，其斋戒已无效： 

第一个条件：有知识，如果他是无知的，那么，其

斋戒有效，因为在《黄牛章》中清高的真主说： 

ۚ { :رعال تهللاقال  نَا
ۡ
ۡخَط�

َ
ۡو أ

َ
نَآ ِِ  َِّسيَنآ أ ۡۡ خِخ ََ ََ ُؤ َّّنا  ٢٨٦: تلقرة}َ�

【我们的主啊！求您不要惩罚我们，如果我们遗忘

或错误。】 0F

①
真主说：“我确已那样做了。” 1F

②
清高的真

主说： 

نَاحٞ { :قال تهللا رعال ۡم جؤ ِ �ِيَمآ  َولَيَۡس َعلَۡي�ؤ ُؤم ب
ۡ
ۡخَط�

َ
ا أ َّ   �ِ� ََ ِِ  َو

و�ٗ  ؤ َ�فؤ َّ �  َ ََ ۡمۚ َو ۡۡ ُؤلؤوّؤ�ؤ ََ ٥: تألحزتب}٥ِحيًما   �ّ َعَمّم
【你们所误犯的事，对于你们没有罪过，你们所故

犯的事，就不然了。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2F

③
不

论是因为他不懂法律，例如，认为某件事情不坏斋，然

后他去做了；或者是不了解时间，例如，认为黎明还没

有升起，然后他吃了东西，而事实上黎明已经升起了；

                                                 
①《黄牛章》第 286 节 

②《穆斯林圣训集》第 126 段 

③《同盟军章》第 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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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认为太阳已经落山了，然后他开了斋，而事实上

太阳并没有落山。这所有的情况都不坏斋，其根据是阿

迪云·本·哈体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 

مؤ { :لّما نَزرْت هذه ت فة: قال عن َعِدي لن حارم  َ لَ�ؤ َّ ََ ََََ � ّّ َح
ۡسَودِ 

َ
ََِ  �ۡ�َۡيِط �ۡ� ۡ�َيضؤ 

َ
َعمْد   ىل عقار� محدهما  ١٨٧: تلقرة}�ۡ�َۡيطؤ �ۡ�

منرر ىلاما، علما رب�  وجعلتماوي وتر ر مليف علعلماما تت واايت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تهللا  تألليف من تألاوي ممكتت، علما مصبتت ددو  ىل راولل 

ُّ  عر تر  لالي صنعت، ٌ  نن كن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ل ان يب  عرر�ض
َك  ننن   ِ�اا

نن 
َُ يلليل  يبهار� ِاوي

ُُ َُ ِااَ  نّ اا نل  ييا ِيواو  ٌُ ممطق   »يطيُ  يويي
 علي 

当【至黎明时天边的黑线和白线对你们截然划分

】 3F

①
这节经文降示之后，我去找来两根线，一根黑线和

一根白线，我把两根线放在我的枕头下面，然后观察它

俩，当我能辨清黑线和白线时，我就闭斋。到了清晨，

我去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那儿，把这

事告诉了他，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假若你的枕头下能容纳下白线和黑线，那你的枕头确是

                                                 
①《黄牛章》第 18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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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宽的！那指的是白天的亮和夜间的黑。”
①
的确，阿

迪云·本·哈体慕在黎明升起之后吃了饭，他直到黑白

线分明之后才闭的斋，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没有命令他还补，因为他不懂其法律裁决。阿斯玛·

宾图·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她说： 

ّكا« :رض تهللا عناما قارت ل�رعن ماما  لنت مب  طر 
 
ف عهد�  أل

 ُّ روته تلخاري »يوم غيم ثم طلرت يلشاس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يب

“在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时代，有一

天天阴，我们开了斋，然后太阳又出现了。” 5F

②
她没有

提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他们还补；

因为他们当时不知道时间，假若他命令他们还补了，那

么，必定有传述，因为它的重要性，有充分的理由传述

它。但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伊米耶（愿主怜悯他）在其

《斋戒的实质》一书中说：“圣训传述家之一黑侠

慕·本·欧尔沃引证了其父亲欧尔沃的传述，他们没有

奉命还补。但何时知道白天没有结束，太阳还没有落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450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090 段 

②《布哈里圣训集》第 1858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359 段，《伊本马

哲圣训集》第 1674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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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就应当停止一切开斋的事项，直到太阳完全没

落。” 

例如：假若他认为黎明还没有升起而吃了东西，然

后得知黎明已经升起了，那么，其斋戒是有效的，不需

要还补，因为他不了解时间。真主确已允许他吃喝，直

到他得知黎明升起。法律允许的不要求工作者还补，但

何时知道太阳还没有没落，或黎明已经升起了，即使他

嘴里还有一点食物，这时缘由已经消失。 

第二个条件：记起，如果他忘记了，那么，其斋戒

是正确的，不需要还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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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ك «: أّه قان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يبُ  عن عن مب هر�رة 
ك
�
ك
أ
ك
، ل �م  ائ ِكُهوك صك ك  س�

ك َ  ْ َك

هُ  َك و  ُيت�ّم صك
 
ل
ك
، ل �بك

ِ  شك
ك
اهُ . أ ِكاك ك ُه يهللا  اك رك ط 

ك
ا أ إ�ّ�اك

ك
ممطق علي  »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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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因为忘记了自己是封斋者而吃饮了，那么，让

他完美自己的斋戒，因为那是真主赐予他的吃饮。”
①

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他完美斋

戒，证明了其斋戒的正确性；真主供给忘记者的吃饮证

明了他不承担责任，但无论何时想起或有人提醒了，如

果嘴里还有任何饮食都当吐掉，因为此时已经没有借口

可言了。任何人看到封斋者吃或喝，都应当提醒他。因

为清高的真主说： 

ۖ { :قال تهللا رعال ِ َو�َّۡقَوى� ِ ِِ َ �لۡ ََ  ٢: تطائدة}َوَعَماَونؤوخ  
【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 7F

②
 

第三个条件：有选择的能力，即自愿地选择开斋，

如果是被迫的，其斋戒有效，不需要还补，因为伟大的

安拉消除了对被迫宣称不信，内心却为信仰而坚定者的

裁决，清高的真主说：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183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55 段，《提勒秘日圣

训集》第 721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673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2/491，

《达尔米圣训集》第 1727 段 

②《筵席章》第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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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 {: قال تهللا رعال  ِ َّ ََ بِ� َف ََ َِهَ ََ   َۡ ؤ
ۡ  أ ََ  َّ �نِِِ ٓ ِِ ََ َِِ َِ

 ٗ� َۡ ۡفَِ َص َح بِ�ۡل�ؤ َ�َ  َّ   �ِ� ََ �ِ  َو ََ َ ِ
ۡۡ ۡطَمنِۢ ۢ بِ� َؤ م  ِؤ َؤ   َ�َملَۡيِهۡم َغَضٞب َوَُلۡ

�  َِ خٌب َعِظيمٞ َِ َۡ ۡم َع ِ َولَهؤ ١٠٦: لتلت}١ َّ
【[106]既信真主之后，又表示不信者，除非被迫

宣称不信，内心却为信仰而坚定者例外，但为不信而心

情舒畅者必将遭到真主的恼怒，并受重大的刑罚。】 8F

①

安拉消除了对被迫宣称不信者的裁决，那么，除此之外

的更适合这种裁决。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 

ِيعنسيان َِا ياتكرهوي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قان  ِ� يططأ 
َك كاِ ك عْ أ

ك
نن  يهللا َ

روته تلن ماج  »عليه

“真主宽恕了我族人遗忘的，或错误的，或被迫的

事情。” 9F

②
如果某男子强行与斋戒的妻子性交了，那

么，她的斋戒是有效的，不需要还补。当然，不允许丈

夫强迫与封斋的妻子性交，除非是她在丈夫居家时没有

                                                 
①《蜜蜂章》第 106 节 

②《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04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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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他的同意而封的副功斋。如果突然有灰尘或水不由

自主地进入了腹腔，那么，斋戒有效，不需要还补。 

擦眼影和点眼药都不坏斋，即使是在喉咙中感到了

其味道也罢！因为那不属于吃喝，也不属于吃喝的范

畴。给耳朵滴药与给伤口上药都不坏斋，即使是在喉咙

中感到了药的味道也罢！因为那不属于吃喝，也不属于

吃喝的范畴。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伊米耶（愿主怜悯

他）在其《斋戒的实质》一书中说：“我们都知道在

《古兰经》和《圣训》中都没有证明这些开斋，因此，

我们知道这些不属于开斋的事项。”又说：“伊斯兰的

斋戒需要知道特殊性和广泛性，假若这些事情在封斋期

间都属于安拉及其使者禁止的，斋戒就会以此无效，那

么，这些就是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必定阐

明的事项；假若使者提到的，那么，众圣门弟子一定会

知道并向穆斯林大众传达的，就像他们传达其他的法律

一样。没有任何一位学者从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那儿传来这方面的圣训，不论是正确的，或赢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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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可靠的等，由此可知，他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圣训

传述。”关于擦眼影的圣训，意思是： 

ع عَدك يب وم ِقان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يبُ  أن    ِ ثاد يلُارك �مُ «: أمر يام� روته  »تت  ه� يلصائ
 ويملو يت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睡觉时使用

芬芳的皓矾，他说：“斋戒的人当避免。” 10F

①
这是一段

赢弱的圣训，只有艾布达吾德引述了这段圣训。艾布达

吾德说：“叶哈雅·本·穆阿奴告诉我这是一段无效的

圣训。”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伊米耶（愿主怜悯他）还

说：“伊斯兰民族必须要知道的法律裁决，先知（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都确已全部阐明，那么，这个民

族也必定传达了它，如果没有这样，那么，由此可知，

那就不属于伊斯兰的裁决。” 伊本泰伊米耶（愿主怜

悯他）谨慎的话是根据明确的证据和坚固的基础为原则

的。 

                                                 
①《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377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3/500，《达尔米圣

训集》第 1733 段。译者注：皓矾是阿拉伯人用作眼药或用以涂眼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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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食物，只要没有吞咽下去，都不坏斋；闻到香

水和熏香也不坏斋，但不要把熏香的烟吸入，因为它有

部分成分也许会到达胃里。漱口和呛鼻不坏斋，但不要

过度地漱口和呛鼻，避免水进入胃里。莱给图·本·帅

柏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ة  عن ِِ لن َصَتَ ُ   رَِقيْ ل  ي�ك «: قان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أن يب
ّ
ل َك ِ� يلووو  ِ غ أا 

 
ً
 أن  ت�ون صائاا

 
ِ  ف يَاتنشا  نَ �  كائروته ملو يتوي وترن »يوصايو ِلاع

“你当完美小净，搜寻指缝，用力呛鼻，除非你封

斋的人。” 11F

①
 

使用刷牙棒不坏斋，并且还属于圣行。斋戒者可以

像没有封斋的人一样，从早到晚使用刷牙棒刷牙，因为

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说： 

ِّ صالةٍ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يبُ  قان تُهم يالسوي � عَدك  مر 
ك
ِ� و

 َ  »لوَ أن  أش   َ أ
روته تلماعة

                                                 
①《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788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87 段，《艾布达吾德圣

训集》第 142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407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4/211，

《达尔米圣训集》第 7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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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不是担心我的民众感到困难，我一定会命

令他们在礼每番拜的时候用牙刷刷牙。”
①
这是针对封

斋的人与没有封斋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阿米尔

·本·莱碧阿（愿主喜悦他）说： 

ُ  « :َعِمر  لن  ر�يعَة  قال ِ� يسسو   ِهو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رأيُت يب َا َ أي 
  روته محد وملو يتوي وترتمذي»صائم  

“我看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封着斋

数不胜数地刷牙。” 13F

②
 

封斋的人不要用牙膏刷牙，因为它有很强的渗透

力，担心它会与唾液一起渗入他的胃里，但用刷牙棒刷

牙无妨。 

酷热的时候，允许封斋的人降温，如用水冲洗降温

等，有位圣门弟子传述说， 

                                                 
①《布哈里圣训集》第 84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52 段，《提勒秘日圣训

集》第 22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7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6 段，《伊

本马哲圣训集》第 287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1/120，《马立克圣训集》第

147 段，《达尔米圣训集》第 1484 段 

②《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725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36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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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ملسو هيلع هللا ىلص رأيُت يب ركطش�
 
ْك يع �َ ا ك َ رأاه� ِهو صائم  ي� يصّ  يلاك ياعُررك

كر
 
ِ  َْ يل يتويروته مالك وملو  »أ

“我看见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封着斋

在欧尔基 14F

①
因为干渴或酷热而把水倒在他的头上。” 15F

②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曾把一件衣服弄湿，

然后披在身上。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有

一个用石头凿的池子，每当他封着斋感到热的时候，他

就进入其中，安拉至知，他仿佛充满了水。哈桑说：

“封斋的人用水漱口或冲洗降温无妨。” 

亲爱的兄弟们！你们当理解真主的教门——伊斯

兰，以便你们根据明证去崇拜真主，有知识的人与无知

的人绝不相等，真主欲使谁幸福，就使其理解伊斯兰。 

主啊！求您使我们理解伊斯兰吧！求您恩赐我们遵

循伊斯兰的给养吧！求您使我们坚守伊斯兰吧！求您使

我们成为信士地归真吧！求您使我们加入清廉者的行列

吧！求您以您的仁慈饶恕我们、我们的父母和所有的穆

                                                 
① 译者注：欧尔基地名，位于麦加与麦地那之间。 
②《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2365 段，《艾哈默德圣训集》3/475，《马立克圣

训集》第 65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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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吧！最仁慈的至慈主啊！愿真主赐予我们的先知穆

罕默德和他的家属，以及众圣门弟子幸福与平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