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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问：感赞真主，我已习惯每月封月中的三天圣行斋，但

这个月我没有封，因为当我想封斋时,有人对我说这是不允许

的，是异端。（我确已封了月初星期一的斋和谢阿巴奈十九号

星期四的斋，托靠真主，我想封明天星期四的斋，这样我就

可以封全这个月的三天斋），请问它的断法是什么？谢阿巴奈

月多斋戒的断法为何？ 

答：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第一：真主禁止无知而妄言，把这种人与举伴真主和大

罪列为一类，清高的真主说： 

ًَ َواإِلِثَه َواِلَبِغَي  ): قال تعاىل  ََا َوَما َبَط َََر ِمِي ُقِل ِإىََّنا َحرََّو َربَِّي اِلَفَواِحَش َما َظ

ُِ َما َلِه ُيَيزِّ ٌِ ُتِشِرُكوا ِباللَّ ٌَ ِبَغِيِر اِلَحلِّ َوَأ ُِ َما ال َتِعَلُنو ٌِ َتُكوُلوا َعَلى اللَّ ُِ ُسِلَطاّىا َوَأ  (ِل ِب

 .  33/األعراف

【你说：「我的主只禁止一切明显的和隐微的丑事，和罪

恶，和无理的侵害，以及用真主所未证实的事物配真主，假

借真主的名义而妄言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①
 

                                                        
①
《高处章》第 3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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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每月封三天的斋属于佳行，最好是在圆月之日：

十三、十四、十五。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

说： 

ال أدعًَ حتى ]ِبَجالٍث َخِليِلي  َأِوَصاِىي»: قال رضي اهلل عيُ ٍريرةعً أبي 

ٌِ َأَىـاَو: [أموت ٌِ ُأِوِتـَر َقِبَل َأ َِـٍر، َوَرِكَعَتِي الطَُّحـى، َوَأ ًِ ُكلِّ َش  « ِصَياِو َثالَثـِة َأيَّاٍو ِم

 متفل عليُ

 “我的好友叮嘱我的三件事，我至死都没有放弃它：每

月封三天斋；杜哈拜和睡觉前的威特尔拜。”①
 

据阿布杜拉・本・阿穆尔・本・阿税（愿真主喜悦他俩）

传述：真主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对我说： 

قال لي رسول اهلل صلى اهلل عً عبد اهلل بً عنرو بً العاص رضي اهلل عيَنا 

" عليُ وسله  وإٌ حبشبك أٌ تصوو كل شَر ثالثة أياو ؛ فإٌ لك بكل حشية عشر : 

. أمجاهلا فإٌ ذلك صياو الدٍر كلُ   متفل عليُ" 

“以你的能力可以每月封三天斋，每件好事你可以得到

十倍的回赐，这就等于封了一年的斋。”②
 

据艾布・宰勒传述：真主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981，1178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21 段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7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115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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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平安）对我说： 

إذا صًت شٍئًب : " قبل نً رسىل اهلل صهى اهلل عهٍه وسهى  :أبي ذز قبل  عً

 والنسبئي زواه التسمري. "يٍ انشهز فصى ثالث عشزة وأربع عشزة وخًس عشزة 

“如果你每月封几天斋的话，就选择十三、十四、十五

的斋吧！”①提勒秘日核实了这段圣训的传述系统是优良的；

艾日巴尼在《伊勒瓦伊俄立日》（947）中也是这样记载的。 

有人问学者穆罕默德・本・刷里哈・欧塞敏（愿清高的

真主慈悯他）：“在圣训中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

嘱咐艾布胡莱赖（愿真主喜悦他）每月封三天斋，请问是哪

三天斋？需要连着封吗？” 

学者答道：“这三天可以连续封，也可以分开封；可以在

月初封，也可以在月中封，亦可在月末封。这件事是很灵活

的——感赞真主，真主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

没有固定这三天。有人问阿依莎（愿真主喜悦她）： 

أكبٌ رسىل اهلل صهى اهلل عهٍه وسهى ٌصىو :  -زضي اهلل عنهب  -سئلت عبئشة 

: يٍ أي انشهز كبٌ ٌصىو ؟ قبنت : ، فقٍم " َعى : " يٍ كم شهز ثالثت أٌبو ؟ قبنت 

 زواه مسلم   "نى ٌكٍ ٌببنً يٍ أي انشهز ٌصىو " 

                                                        
①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761 段，《奈萨伊圣训集》第 24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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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在每个月

都封三天斋吗？’她回答道：‘是的’。又问：‘他从哪一个月

开始封斋？’阿依莎说：‘他封斋不考虑从哪一个月开始。’①

但十三、十四、十五最好，因为这几天是圆月之日。②也许阻

止你封这几天斋的人，他指的是谢阿巴奈月；也许他这样说

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禁

止封谢阿巴奈后半月的斋。 

我们在前面（49884）中曾解释过，这个禁令只是针对在

谢阿巴奈后半月开始封斋的人，而他们这些人平时又不经常

封这些天的斋。 

至于，从谢阿巴奈上旬就开始封斋，并且持续到月中或

习惯每月封这几天的人，现在封谢阿巴奈月中的斋也是无妨

大碍的，如习惯每月封三天斋的人，或习惯封星期一和星期

四斋的人一样的。 

综上所述，你封谢阿巴奈的三天斋是没关系的，即便恰

巧碰上后半月也无妨。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1160 段 

②
摘自学者伊本・欧塞敏的《教法案例解答全集》2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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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谢阿巴奈月多封斋是没关系的，更何况这是圣行，

先知（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曾在这个月多多封斋。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ا ا اهَّللا َع ْن َع ا َع اَع ْن
ا َع ِئ  َع َع
ا َع اِئ َيُصوُم َحتَّى َنُقوَل ََل ُيْفطُِر، ^ َكاَن َرُسوُل اهلل »:ا َع ْن

ِصَياَم َشْهٍر إَِلَّ َرَمَضاَن، َوَما  اْسَتْكَ َ  ^ َوُيْفطُِر َحتَّى َنُقوَل ََل َيُصوُم، َفََم َرَأْيُت َرُسوَل اهلل 

ا ِم ُْ  ِ  َشْ َ انَ   متفقا ليها.«َرَأْيُتُ  َأْكَ َر ِصَيامًم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封斋的时

候，甚至我们说他不会开斋了，他开斋的时候，我们甚至又

会说他不封斋了，除‘赖麦丹’月之外，我没有看见他封完

过任何月的斋戒，我没有看过他封任何月的斋戒超过伊历八

月的斋。”① 

据艾布塞莱麦传述：阿依莎（愿真主喜悦她）曾对我们

说：“真主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在谢阿巴奈

月封斋最多，谢阿巴奈月大部分日子他都封着斋。使者（愿

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还曾说： 

نى ٌكٍ انُبً صهى اهلل  :عه أبي سلمة أن عبئشة زضي اهلل عنهب حدثتو قبلت 

عهٍه وسهى ٌصىو شهزًا أكثز يٍ شعببٌ فإَه كبٌ ٌصىو شعببٌ كهه وكبٌ ٌقىل خذوا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6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15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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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بً صهى اهلل يٍ انعًم يب تطٍقىٌ فإٌ اهلل ال ًٌم حتى تًهىا وأحب انصالة إنى ا

زواه . عهٍه وسهى يب دووو عهٍه وإٌ قهَّت ، وكبٌ إذا صهى صالة داوو عهٍهب 

 ومسلم البخبزي

‘你们应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的确，真主不会放弃你们

的报酬，直到你们放弃工作。”他（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还说“最受真主喜爱的是持之以恒的工作。’使者（愿真主祝

福他，并使他平安）最喜欢的拜功就是持之以恒的拜功，尽

管（每次)礼拜的数量很少，他总是持之以恒坚持礼。”① 

可参照（49884）了解更多的有关知识。 

真主至知！ 

 

                                                        
①
《布哈里圣训集》第 186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782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