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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多次询问关于圣纪、在过圣纪期间的所作

所为，除此之外，以及围绕圣纪的赞圣等裁决。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愿真主赐他的使者幸福

和平安，并赐福使者的家属、众圣门弟子，以及

所有遵循使者引导的人们。 

过圣纪，以及围绕圣纪的事项都是不允许

的，因为那属于在伊斯兰中制造的新生异端；又

因为在尊贵的岁月里，那是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没有做过的，他正统的继承人

与其他所有的圣门弟子（愿主喜悦他们）没有做

过的，是所有以着正义追随他们的再传弟子们也

没有做过的，他们是最了解圣行、最爱戴和遵循

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道路的人们。 

根据正确的《圣训》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做了一件与我

们的教门所不称许的事，那它就是受到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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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在另一段《圣训》中提到：“你们当谨遵

我和我正统继承人的圣行，你们当用大牙紧紧地

咬住它；你们当谨防异端的事物，的确所有的异

端都是迷误的行为。”② 

这两段《圣训》严厉地警告了异端的发生与

行为。 

的确，超绝万物的真主在其尊贵的《古兰经》

中提到： 

وذُوهولُ فَخسالر اكُما آتم واوهفَانت هنع اكُمها نآيةاحلشر  [م :
)٧[( 

【使者命令你们的，当遵守之；使者禁止你

们的，当戒绝之。】P2F

③ 

ذَاب أَو يصيبهم ع فَلْيحذَرِ الَّذين يخالفُونَ عن أَمرِه أَن تصيبهم فتنةٌ
يم٦٣(: آية النور [أَل[( 

【违抗他的命令者，叫他们谨防祸患降临他

们，或痛苦的刑罚降临他们！】 P3F

④ 
                             
①《穆斯林圣训集》 
②《艾布达吾德圣训集》和《提勒秘日圣训集》 
③《放逐章》第 7 节 
④《光明章》第 6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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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ه أُسوةٌ حسنةٌ لِّمن كَانَ يرجو اللَّهقَد كَانَ لَكُم في رسولِ اللَّلَ
وراآلخ موالْي رياًوكَث اللَّه ٢١(: آية األحزاب[ ذَكَر[( 

【希望真主和末日，并且多多记念真主者，

你们有使者可以作你们的优良模范。】P4F

① 

اجِواملُه نلُونَ مابِقُونَ اَألوالسرِين ارِواَألنص م ووهعبات ينالَّذ
مهنع اللَّه يضر انسبِإِح ووا عضرنه و ارها اَألنهتحرِي تجت اتنج ملَه دأَع

يمظالع زالفَو كداً ذَلا أَبيهف يندال١٠٠(: آيةالتوبة [ خ[( 

【迁士和辅士中的先进者，以及跟着他们行

善的人，真主喜爱他们，他们也喜爱他；他已为

他们预备了下临诸河的乐园，他们将永居其中；

这正是伟大的成功。】 P5F

② 

كُميند لَكُم لْتأَكْم موالي وتممي أَتتمنِع كُملَيع و لَكُم يتضر
 )]٣(: آية املائدة[ اِإلسالم ديناً

【今天，我已为你们完美你们的信仰，我已

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

的信仰。】P6F

③ 
 

                             
①《同盟军章》第 21 节 
②《忏悔章》第 100 节 
③《筵席章》第 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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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方面含义的经文很多。 

发生类似圣纪这种事情，让人从中误认为：

超绝万物的真主没有为这个民族完美伊斯兰的

信仰，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也没有

传达这个民族应该做的，直到后来的这伙人，他

们在真主的法律中创新所未许可的事项，并妄言

之：“那是属于他们接近真主的事。”毋庸置疑，

在其中有非常严重的错误——违反了超绝万物

的真主，也违反了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超绝万物的真主确已为自己的仆人完

美了这个信仰，完成了赐予他们的恩典。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确已

传达了他的使命，他向自己的教民阐述了所有通

向天堂、远离火狱的道路，犹如在正确的《圣训》

中传述的那样，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愿主喜

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在我之前的每一位先知，都有义务

教导自己的民族做有利的事物，并告知他们应当



 - 7 - 

谨防做有害的事情。”① 

众所周知，我们的先知（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是最优秀的先知，是他们的封印者，最

完美地传达和忠告者，假若过圣纪属于伊斯兰中

超绝万物的真主喜悦的工作，那么，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一定会为自己的教民阐

明它，并将在他有生之年付诸行动，或者是他的

众圣门弟子（愿主喜悦他们）会那样做。当穆圣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及其圣门弟子都没

有那样做时，那么，可以证实它绝不属于伊斯兰

的功修之一，相反，它属于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让自己的教民当谨防的异端邪

说，犹如在前面的两段《圣训》中所提到的那样，

的确，另外还有许多也都谈到了类似它俩意义的

《圣训》，例如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曾经在主麻日的演讲中说：“的确，最好

的言词就是真主的经典，最完美的引导就是穆罕

                             
①《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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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引导，最恶

劣的事物就是新生的异端，所有的异端都是迷

误。”① 

关于这篇幅的经训有很多。 

真正的穆斯林学者们禁止并警告人们当远

离之，遵循以上所提到的等等证据。部分后来者

与之相反，他们主张：如果没有涉及到非法的事

情是许可的，如：过分地抬高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男女混杂、使用娱乐工具

等等纯洁的法律所禁止的事项，他们认为它属于

好的异端。 

法律原则：用真主的经典及其使者的《圣训》

对人们所争执的事情进行裁决。犹如伟大尊严的

真主所说： 

يوا اللَّهيعوا أَطنآم ينا الَّذها أَي ولَوسوا الريعأَط و نكُمرِ مي اَألملأُو
إِلَى اللَّه وهدٍء فَريي شف متعازنفَإِن ت ومولِ إِن كُنتسالر ونَ بِاللَّهنمؤت مِ ووالْي

ريخ كرِ ذَلاآلخ أْوِيالًوت نس٥٩(: النساء آية [أَح[( 

                             
①《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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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

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如果你们为一件事而

争执，你们使那件事归真主和使者（判决），如

果你们确信真主和末日的话。这对于你们是裨益

更多的，是结果更美的。】① 

وإِلَى اللَّه هكْمٍء فَحين شم يهف ملَفْتتا اخآية الشورى [م :
)١٠[( 

【无论你们争论什么事，都要归真主判

决。】P10F

② 

我们确已用真主的经典来裁决这个问题（圣

纪），我们发现他命令我们追随使者穆罕默德（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警告我当远离穆圣所

禁止的事，告知我们超绝万物的真主确已为这个

民族完美了它的信仰，这个“圣纪”决不是穆圣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所带来的节日，它

不属于真主为我们完美的信仰和命令追随穆圣

的事项。然后我们又把查阅使者（愿主赐福之，

                             
①《妇女章》第 59 节 
②《协商章》第١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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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其平安）的圣行，我们没有发现使者那样做

过，更没有发现他命令别人那样做，他的众圣门

弟子（愿主喜悦他们）也没有那样做过，因此我

们知道它不是来自于伊斯兰，反之，它属于新生

的异端，属于效仿有经典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

的节日。 

这为每一个稍微有点见识、渴望并追随真理

的人都阐明了庆祝生日决不是来源于伊斯兰，反

之，它是真主及其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命令远离与谨防的新生异端。 

智者不应受其它地方许多人的行为所引诱，

真理不是根据行者之多，而是根据法律明证，犹

如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阐述的犹太教徒与

基督教徒那样： 

و مهانِيأَم لْكى تارصن وداً أَون كَانَ هةَ إِالَّ ملَ اجلَنخدقَالُوا لَن ي
 )]١١١(: آية البقرة[نكُم إِن كُنتم صادقنيقُلْ هاتوا برها

【他们说：“除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外，别

的人绝不得入乐园。”这是他们的妄想。你说：



 - 11 -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那么，你们拿出证据来

吧！”】① 

ن وع لُّوكضضِ يي اَألرن فم أَكْثَر عطإِن تساألنعام [بِيلِ اللَّه  
 )]١١٦(: آية

【如果你顺从大地上的大多数人，那么，他

们会使你叛离主道。】 P12F

② 

除此之外，这些过圣纪的庆祝本身就是异端

行为，涉及到其它被禁止的事情，如男女混杂、

使用歌声、饮酒、毒品及其它弊病。也许在其中

还会发生比此更严重的——举伴真主的行为，那

就是过度地夸耀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或其他的贤哲之士，向他祈祷，向他求救，

求他延长寿数，相信他知道幽玄的知识等等许多

人在过圣纪、以及纪念被他们称之为“卧力”的

周年冥及时的昧恩行为。 

的确，在正确的《圣训》中提到，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对于教门，

                             
①《黄牛章》第١١١节 
②《牲畜章》第١١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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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当谨防过度，你们前面的人就是因为过度而

遭毁灭。”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又

说：“你们不要像基督教徒推崇麦尔彦之子尔萨

那样推崇我，我只是真主的仆人，你们应当说：

真主的仆人，真主的使者。” ① 

更奇怪的是：许多人积极踊跃地去参加和支

持这些异端行为，而退后于真主命令他参加的各

种集体活动，对此他头都不抬，他也不认为自己

是去参加严重的罪行，毋庸置疑，那是由于信仰

薄弱与弱智的因素，许多人的心灵受到罪恶的折

磨。我们祈求真主宽恕我们与其他所有的穆斯

林。 

其中有些人认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会去参加圣纪活动，因此他们举行欢

迎的庆祝活动，这是最大的妄言、最丑陋的愚昧。

复生日立起之前，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是不会从他的坟墓中出来的，他不会与

                             
①
《布哈里圣训集》欧麦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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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联系，也不会参加他们的集会，他居住在

坟墓里直至复生日，在真主的御前，在尊贵者的

居所中他的灵魂处于善者之峰，犹如在《信士章》

中清高的真主所说： 

م إِنكُم يوم القيامة تبعثُونَثُم إِنكُم بعد ذَلك لَميتونَثُ
 )]١٥-١٦( :آية املؤمنون[

【此后，你们必定死亡，然后，你们在复生

日必定要复活。】P14F

①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复生日，我是第一个从坟墓里出来的人，

我是第一个说情者，我是第一个获得说情的。” 

这节尊贵的《古兰经》文和《圣训》以及其

它的经训都证实了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等所有死去的人，只是在复生日时

才能从坟墓里出来，这是穆斯林学者们一致公认

的，他们对此并无分歧，每一位穆斯林都应注意

这些事情，警惕真主并未加以证实的愚昧者的创

                             
①《信士章》第 15-1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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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以及类似他们者的异端邪说和迷信。真主是

援助者，是应受托靠者。无能为力，全凭真主。 

至于祝福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则属于最大地顺从真主、属于善功。

犹如清高的真主所说： 

 مالئكَته يصلُّونَ علَى النبِي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صلُّوا علَيهو نَّ اللَّهإِ
يماًولسوا تلِّم٥٦(: آية األحزاب[س[( 

【真主的确怜悯先知，他的天使们的确为他

祝福。信士们啊！你们应当为他祝福，应当祝他

平安！】 P15F

①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谁祝福我一次，真主赐福他十次。” P16F

② 

在任何时候赞颂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都是有法律依据的，特别是在

每番拜之后，有知识者在每番拜之后赞颂穆圣是

义不容辞的职责，在许多地方赞圣是受叮嘱的圣

行，其中有：宣礼之后，提到穆圣时赞颂他；在

                             
①《同盟军章》第 56 节 
②《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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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麻日的昼夜赞颂他，关于这方面的《圣训》有

很多。 

真主负责援助我们和其他的穆斯林理解伊

斯兰、遵守伊斯兰，恩赐我们所有的人遵循圣行，

谨防异端，他确是慷慨的、伟大的。 

愿真主赐福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家

属，以及众圣门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