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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他们反对实践圣行，并且妄言圣行使穆斯林四分五裂！ 

 

问：我们清真寺的伊玛目在聚礼日的演讲中说：“不 

应该严厉地坚持先知的圣行，因为圣行使穆斯林 

四分五裂，我们必须要团结统一。”他引证了一段 

圣训：一个乡下游牧人来见真主的使者（愿主福 

安之），他说：“真主的使者啊，请你指示我一件 

工作，我实行了它，就能进乐园。” 使者（愿主 

福安之）说：“你崇拜真主，不要以物配主，履行 

天命拜，完纳天课，封‘莱买丹’月的斋。”那人说 

“以掌握我的生命的真主盟誓，我就谨守这些功修， 

既不增加，也不减少。”那人走了以后，使者（愿 

主福安之）说：“你们谁喜欢欣赏乐园的居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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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就让他看看这个人吧！”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须知我们是遵循圣行的，而他把遵循圣行的人称

之为“过分严厉的人”。请你给予答复、不吝赐教，

愿真主赐你幸福和吉庆！ 

答：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第一：你们的伊玛目所说的是谬论和虚妄的假话，

他必须要敬畏真主，必须要保护自己的口舌，以免因

之而陷入罪恶。 

先知的圣行就是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引导，就

是他的言语和行为，圣行怎么可能使穆斯林四分五裂

呢？！如果圣行使穆斯林四分五裂了，那么还有什么

东西能够使穆斯林团结统一呢？！ 

假如那位伊玛目实话实说，他一定会这样说：“的

确，圣行团结了所有的穆斯林，使一盘散沙的人们重

整旗鼓，团结如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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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玛目艾布·姆祖菲尔·塞姆阿尼（愿主怜悯之）

说：“逊尼派团结一致的原因就是他们通过《古兰经》、

圣训和经典证据接受了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们团结一

致，互相融洽；而异端分子通过理性证据接受了他们

的宗教，所以他们四分五裂、互相分歧。”《逊尼派的

胜利》第 47 页 

伊斯兰的谢赫伊本·泰米业（愿主怜悯之）说：“团

结一致的原因就是既有宗教信仰，又有实践工作，那

就是按照真主命令的方式、表里如一地崇拜独一无二

的真主；四分五裂的原因就是放弃了仆人奉命遵循的

福分，互相党同伐异；团结统一的结果是获得真主的

仁慈、喜悦和祝福，获得今世和后世的幸福，成为面

容洁白的成功和得救的人；四分五裂的结果是招致真

主的惩治和诅咒，成为面容漆黑的罪人，这种人与真

主的使者毫无关系！”《伊本·泰米业法太瓦全集》( 1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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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谢赫伊本·泰米业（愿主怜悯之）说：“ 遵

循使者的圣行就会产生和睦团结，遵循合情合理的事

情就会获得真知灼见，正如马力克（愿主怜悯之）说：

‘如果知识稀少泯灭，粗暴无情就会随即现身增多；如

果圣行销声匿迹，私心欲望就会马上肆无忌惮地盛

行。’”《驳斥相互矛盾》( 1 / 149 ) 

穆斯林本来就奉命要遵循圣行、仿效先知（愿主

福安之）的言行举止，怎么能把遵循圣行的人称之为

“过分严厉的人”？！圣门弟子（愿主喜悦他们）一丝

不苟地遵循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行，这位伊玛目

对他们的行为要怎么说呢？！他对下面这个事件的观

点和断法又是什么呢？！ 

艾布·赛义德·胡德尔（愿主喜悦之）传述：正当

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带领圣门弟子做礼拜的时

候，他脱下了脚上的鞋子，然后把它放在左边；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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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使者这样做，于是都脱掉了他们的鞋子。真主的

使者（愿主福安之）做完礼拜后询问：“你们为什么都

脱掉了你们的鞋子？”他们说：“我们看到你脱掉了你

的鞋子，于是我们也都脱掉了我们的鞋子。” 真主的

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哲百利来天使（愿主使之平

安）来了，他告诉我在鞋子上有污秽物。” 真主的使

者（愿主福安之）说：“如果你们谁走进清真寺，就应

该看一看自己的鞋子，如果看见鞋上有污秽物，就要

把它擦净，然后穿着鞋子做礼拜。”《艾布·达伍德圣

训实录》（650 段）辑录，谢赫艾利巴尼认为这是正

确的圣训。 

这些圣门弟子仅仅因为看到他们的先知（愿主福安

之）脱掉了鞋子，也都在礼拜当中脱掉了他们的鞋子，

如果是先知（愿主福安之）颁发的命令或者禁止，他

们又会怎样做呢！ 



7 

 

第二：诽谤遵循先知（愿主福安之）圣行的人，

诬陷他们是过分严厉和激进的人，这是对他们的伤害

和污蔑，真主已经警告了这样做的人，更何况这种行

为与以前伤害穆斯林的多神教徒的行为如出一辙，真

主说：“以信士们和信女们所未犯的罪恶诽谤他们者，

确已担负诬蔑和明显的罪恶。”（33：58）真主说：“犯

罪的人们常常嘲笑信士们，当信士们从他们的面前走

过的时候，他们以目互相示意；当他们回家的时候，

洋洋得意地回去；当他们遇见信士们的时候，他们说：

‘这等人确是迷误的。’”（83：29—32） 

谢赫伊本·欧赛麦尼（愿主怜悯之）说：“当他们

遇见信士们的时候，”就是违法犯罪的人遇见信士们的

时候，“他们说：‘这等人确是迷误的。’”是迷失了正确

方向的人、落伍和落后的人、一本正经的老古董、过

分严厉的人等许多外号，不一而足，这些古人在我们

的这个时代，以及在此之前和之后，留下了继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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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人；有的人对那些行善的人说：他们是反动的人，

他们是落伍和落后的人；他们对坚持宗教的人说:他是

过分严厉的人、一本正经的老古董、；此外他们还对

使者说：他们是邪术师、或者是疯子。真主说：“他们

以前的各民族也像这样，每有一个使者来临他们，他

们就说：‘他是一个术士，或是一个疯人。’”（51：52）

使者的继承人——宗教学者的遭遇与使者们的遭遇一

模一样，他们也遭到了嘲笑，被冠以各种各样的恶名，

那些宣扬异端邪说的人对坚持圣行的先贤冠以各种恶

名，比如草包、把真主形象化、把真主人性化等，使

一般人的人听到这些恶名之后就对他们产生厌恶之情。 

《敞开门扉的聚会》（第 30 次聚会） 

第三：在宗教中被贬低的严厉就是把可嘉的事

情（穆斯泰汗布）当作必须的事情（瓦直布），或者

把憎恶的事情（麦克如哈）当作被禁止的事情（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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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先知（愿主福安之）警告穆斯林在宗教中不能

过分，也不能严厉，过分和严厉的意思并不是实践圣

行，而是改变圣行的教法律列，把本来不是必须要做

的事情（瓦直布）或者不是非法的事情（哈拉姆），

过分严厉地当作必须要做的事情或者非法的事情。 

伊斯兰的谢赫伊本·泰米业（愿主怜悯之）解释这

段圣训“你们不要对自己过分严厉，否则真主会对你们

严厉；因为一伙人对自己严厉，所以真主对他们也严

厉，那就是他们在教堂和修道院里的遗迹”，他说：“在

这段圣训中先知（愿主福安之）禁止增加法律而过分

严厉；在有的时候，过分严厉就是把宗教功修当中不

是‘瓦直布’和‘穆斯泰汗布’的事情当作‘瓦直布’和‘穆斯

泰汗布’；还有的时候，过分严厉就是把佳美的食物当

中不是‘哈拉姆’和‘麦克如哈’的东西当作‘哈拉姆’和‘麦

克如哈’；其原因就是基督教徒对自己过分严厉，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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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对他们严厉，最后就导致了他们现在所坚持的那

种“自创的出家制”。 

在这段圣训中说明先知（愿主福安之）讨厌基督

教徒所坚持的那种“自创的出家制”，尽管我们当中的

许多人都陷入了那种行为，无论他们怎么解释或者有

没有合法的原因都一样。 

在这段圣训中说明对自己严厉是真主对他严厉的

开端，要么通过立法的方式，要么通过前定的方式；

至于通过立法的方式：比如先知（愿主福安之）在他

的时代看见穆斯林们到清真寺里与他一起集体做间歇

拜，就担心这个宗教功修会被增加为“瓦直布”（必须

的），或者当圣门弟子向先知（愿主福安之）询问一

些没有被禁止的事情时，先知担心某些被询问的事情

被增加为“哈拉姆”（非法的）；又如已经许愿履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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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人，必须要实践自己的许愿，而许愿本来是被禁

止的行为；因某些原因而必须要履行的罚赎也一样。 

至于通过前定的方式：我们经常看到或者听到某人在

一些事情中非常讲究，后来遭遇了某些因素，而被迫

必须要那样做或者禁止那样做，比如在小净中被恶魔

蛊惑而犹豫不决的人：如果他们超越了教法，他们就

受到了考验，必须要做极其困难和麻烦的事情。《遵

循端庄的道路》( 103   ، 104 ) . 

谢赫伊本·欧赛麦尼（愿主怜悯之）在解释使者（愿

主福安之）的这段圣训：“你们千万要提防在宗教中过

分的行为，就是在宗教中过分的行为毁灭了你们的先

民。”《奈萨伊圣训实录》（3059 段）和《伊本·马哲

圣训实录》（3029 段）辑录，谢赫艾利巴尼在《奈萨

伊圣训实录》中认为这是正确的圣训，他说：“在这段

圣训中，使者（愿主福安之）提醒他的民族在宗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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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过分，并且举例说明过分就是先民灭亡的因素，

因为它违背了教法，也因为它毁灭了以前的民族，可

以从两个方面体会禁止过分行为的益处： 

第一个方面：先知（愿主福安之）警告要提防过分行

为，警告就是禁止和增加； 

第二个方面：它是毁灭民族的原因，正如它毁灭了我

们之前的民族那样；凡是毁灭的原因，就是被禁止的

事情。 

人们履行宗教功修的情况，就在两个极端和中间，

有的人消极怠慢，有的人积极过分，有的人平稳中和。

真主的宗教在于过分和冷淡之间，人是中正的，不能

偏向这个或者偏向那个：这是应该做的，所以在宗教

中不能过分和严厉，也不能轻视和漠不关心，而应该

介于两者之间。《谢赫伊本·欧赛麦尼法太瓦全集》( 9 

/ 367   ، 3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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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你们的伊玛目引证的那段圣训，是《布哈

里圣训实录》（1333 段）和《穆斯林圣训实录》（14

段）辑录的圣训，其正确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

他错误地理解了这段圣训，假如他知道了这段圣训的

各种传述和学者们的主张，一定不会像他所理解的那

样引证这段圣训；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辑录了这

段圣训的传述：“给他教导了伊斯兰的所有教法”，这

个单词包括所有的主命，也包括所有的各种副功。 

哈菲兹·本·哈哲尔（愿主怜悯之）说：“他向使者

询问伊斯兰”，就是询问伊斯兰的教法，他有可能询问

伊斯兰的实质，之所以没有给他叙述作证词，是因为

使者知道那个人也知道作证词，或者知道那个人只是

想询问行为方面的教法律列，或者使者叙述了作证词，

而传述者因作证词非常著名而没有叙述；至于没有叙

述朝觐，要么是当时尚未被定为主命，或者传述者省

略了它，作者——布哈里——在斋戒篇中辑录的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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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第二种主张，他通过伊斯玛义·本·哲尔法、通过

其父艾布·苏海里在这段圣训中传述：“真主的使者（愿

主福安之）告诉了他伊斯兰的所有教法……”所有的主

命和副功都包括在其中。 

他说：“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提到了天课”，

在伊斯玛义·本·哲尔法的传述中说：“请你告诉我真主

给我规定的天课的主命。”他说：“真主的使者（愿主

福安之）就给他告诉了伊斯兰的教法。”这个故事的这

个传述包括了许多概括的事情，其中阐明了天课的法

定数额（满贯），而在另外的两个传述中没有解释这

一点；五番礼拜的名称也一样，好像其原因就是因为

这些事情在他们的跟前非常著名，不需要解说；或者

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阐明：谨守所有主命的人就是得

救的人，哪怕他没有履行其它的各种副功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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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这样问：他因为没有减少功修而成功，这是

非常明确的；至于他因为没有增加功修而成功，这是

怎么回事？伊玛目脑威（愿主怜悯之）回答：“因为他

完成了主命而肯定他会成功，那么，如果他在此基础

上完成了额外的副功，就不能说他不会成功，既然他

凭借主命而成功了，则主命加上副功，他更应该获得

成功！”《法特哈·巴勒》( 1 / 108 ) 

我们希望那位伊玛目仔细思考这个词汇的意义

“给他教导了伊斯兰的所有教法”；我们也希望他能够

思索我们通过哈菲兹·本·哈哲尔转述的最后的内容，

以及伊玛目脑威所肯定的事实：完成了主命之后又完

成了副功的人更应该获得成功！ 

第五：我们嘱咐你们必须要遵循真主和使者（愿

主福安之）的所有命令，我们也嘱咐你们必须要实践

圣行和各种可嘉的事情（穆斯泰汗布），但是不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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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和严厉，必须要通过富有哲理和优美的方式把它教

授给大众，你们不能在比较宽松和有余地的事情中过

分严厉地要求别人，也不能把可嘉的事情（穆斯泰汗

布）当作必须的事情（瓦直布）来对待，或者严厉地

抨击大众，尤其是他们当中的特殊人物，如清真寺的

伊玛目、或者教律说明官（穆夫提）、或者有地位的

人，请你听一下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综合性的忠告： 

谢赫萨利赫·福扎尼（愿主佑护之）说：你必须要

遵循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行，必须要维护

它，不要顾虑别人的非难和谴责；至于你的父母责备

你坚持圣行，想让你敷衍了事的对待圣行，你在这件

事情上绝对不要服从他俩的意愿，尤其是如果这些圣

行是必须要坚持瓦直布（必须的事情），如果事情没

有达到过分严厉的程度，在穆斯泰汗布（可嘉的行为）

当中也不要服从他俩；如果事情达到了过分严厉的程

度，你也不应该服从他俩，但是你必须要适当中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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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圣行、遵循圣行，不要过分和严厉，也不要怠慢

和松懈，过犹不及，这就是你应该所做的。无论如何，

如果真主意欲，你会获得真主的报酬；你必须要遵循

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行，必须要说服责备

你的人，尤其是你的父母；你必须要追随父母，鼓励

他俩遵循圣行，为他俩阐明遵循圣行的益处和报酬，

也许他俩就不会再反对、或者感到惊奇和诧异，也许

这件工作会成为他俩坚持圣行和仿效使者的原因，你

就是召人信仰真主宣教员；毋庸置疑，召人信仰真主

宣教员应该首先召唤自己的亲戚和最亲近的人，而父

母是你最亲近的人。 

无论如何，如果你坚持圣行而没有达到过分和极

端的程度，这就是可嘉的好事，你必须要持之以恒，

要召唤你的父母和别人遵循圣行。真主至知！ 

《谢赫福扎尼法太瓦精选》( 2 / 301   ، 3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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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可耻的严厉就是把穆斯泰汗布（可嘉的行

为）当作瓦直布（必须的事情）、或者把麦克如哈（憎

恶的事情）当作哈拉姆（非法的事情）、或者我们强

迫自己做真主没有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对教法原则的

无知之一就是破坏伟大的总则，就是穆斯林之间必须

要相亲相爱，必须要共同坚持牢固的绳索，保护穆斯

林的名誉不能被剥夺和诋毁，更不用说侵略、伤害和

杀戮；无知的行为之一就是我们破坏了这一切，只是

因为这个人坚持穆斯泰汗布（可嘉的行为），而别人

不认为那是穆斯泰汗布（可嘉的行为），或者没有遵

循它；甚至侵犯穆斯林的名誉或者权利，只是因为他

扰乱了别人所坚持的一件事情，就因为类似的原因而

对穆斯林进行卑鄙的侵略，假如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侨

居之地和异国他乡，那该怎么办？那儿的人都把我们

看作我们宗教的形象。 



19 

 

伊玛目穆斯林在《穆斯林圣训实录》（2812 段）

辑录：扎比尔（愿主喜悦之）传述：他说：我听到先

知（愿主福安之）说：“的确，恶魔对那些做礼拜的人

在阿拉伯半岛崇拜它的事情已经感到绝望了，但是它

对在他们之间进行骚扰的事情仍然满怀希望。” 

伊斯兰的谢赫伊本·泰米业（愿主怜悯之）说：“ 至

于礼拜的形式：其标志之一就是念“泰斯密”的问题，

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有定论，有的人肯定“泰斯密”本身

就是《古兰经》的一节经文，有的人对此持反对态度，

对于诵读“泰斯密”的教法律列各持己见；双方著书立

说，一部分言论纯属无知和不义，但是关于它的训词

轻微；至于对类似的问题固持己见和顽固不化，则是

被禁止的拉帮结派和党同伐异的标志；其原因就是偏

重伊斯兰民族之间四分五裂的各种标志……，如果不

是恶魔煽风点火、让每个派别宣扬各自的标志，那么，

这些问题都是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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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谢赫伊本·泰米业（愿主怜悯之）说：“一

个人为了联络穆斯林大众的心灵而放弃这些穆斯泰汗

布（可嘉的行为），本身就是可嘉的行为，因为在宗

教中团结统一的利益远远胜于履行一件穆斯泰汗布的

利益，正如先知（愿主福安之）放弃重建天房（克尔

白）的想法，因为保存天房的现状有利于团结穆斯林

大众的心灵；正如伊本·麦斯欧德反对欧斯曼在旅途中

全礼（应该短礼），但是他仍然跟在欧斯曼的身后全

礼。他说：“分歧是最坏的事情。” 

《伊本·泰米业法太瓦全集》  ( 22 / 405—4079 ) . 

 真主至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