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求主赐他幸福与平安)说：“在古尔邦节(宰牲节)这

说：“各人只得享受自己的劳绩。”(《古兰经》53:39)

献牲者应亲临屠宰。根据《哈克姆圣训集》，《白

译：我(的脸)已崇正地转向天地的创造者，我不是以物

天，我们所做的第一件功课是礼拜，即聚礼节日拜，然

如亡人有遗嘱，则可以替亡人献牲、并应施舍全部的肉

亥基圣训集》记载，艾卜·赛尔德胡德里(愿真主喜悦

配主的人。我的礼拜，我的献牲，我的生，我的死，的

后，我们回到家里，宰牲，谁这样做了，谁遵守了圣

而不能自己食用，

他)传述，先知(求主赐他幸福与平安)曾对他的女儿法蒂

确都是为真主——全世界的主。

行，谁在礼尔代拜之前宰牲了，他的宰牲是为其家属准

八、献牲的时间

玛(愿真主喜悦她)说：“亲临你的献牲，当第一滴血淌

备的肉食，并非献牲。”

最好的时间是在古尔邦节当天“尔代”拜之后，也可在

根据《伊本·马哲圣训集》、《铁尔密济圣训集》
、《艾哈迈德圣训集》伊本·苏莱姆(愿真主喜悦他)传

第二天，第三天或第四天宰。
九、所献牲畜的种类

下时，它向真主为你求恕……”

友，一份施舍给穷人。真主说：“你们可以吃它们的

时，要善待牲畜，要把刀具磨锋利，以减轻牲畜的痛

肉，并应当用来款待知足的贫民和乞讨的贫民。”(《

苦。”

古兰经》12:36)又说：“你们可以吃那些牲畜的肉，并

圣(求主赐他幸福与平安)说：“人们啊!你们每一家、每

禽不能做献牲之用，因为真主说：“我为每个民族制定

一户都应献牲，”

一种供献的仪式，以便他们记念真主之名，而屠宰他所

宰牲后，需等候一会儿，待完全静止后，再剥皮。

赐予他们的牲畜。”(《古兰经》22:34)这里真主说，“

温姆·塞莱麦传述，穆圣(求主赐他幸福与平安)说：“

必要参加尔代。”

屠宰他所赐予他们的牲畜。”而未提及家禽。
先知和圣门弟子都不曾用牛、羊、驼以外的家畜、家

六、所献牛、羊、驼的条件
1．所献牲畜没有任何疾病。百拉·本·阿兹布(愿
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求主赐他幸福与平安)
说：“四种牲畜不能做献牲之用，有明显疾病的，独眼
的，瘸的，瘦弱的。”

被剪掉耳朵的、耳朵被穿孔的，以及类似以上情况的

3．一人或一家可献一只羊，七人可共献一牛或一驼，

在古尔邦节(宰牲节)来临之前，做好准备工作，选好牲
可以在牲畜颈项上拴上标记，以表示献牲。以免遭到伤

糊，以致于举伴真主，善功失效，还妄然不知。

诚发出的。”（《古兰经》22:32）应温和对待牲畜，不
可对其强拉硬拽。
不可乘骑所要献的牲畜，也不可剪毛、挤奶。如果

牲，要么是为了食肉。如果没有举意，也不称其为接

所献牲畜下了崽儿，应和母畜一起被献牲，也可卖掉，

近真主的功课．因为穆圣(求主赐他幸福与平安)说：“

施舍所得。

一切善功，全凭立意。每个人将根据其立意，得到报

献牲者自己亲手宰是嘉懿的(穆斯太罕布)。妇女由
他人代宰，《艾哈迈德圣训集》、《穆斯林圣训实录》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给我父亲宰，或给某某亡人

记载，贾比尔传述：先知曾献一百只骆驼，亲手宰了

宰”这样的举意是错误的。应举意为：为真主献牲。未

六十多只，剩下的三十多头，由阿里(愿真主喜悦他)代

经他人许可，或未有亡人遗嘱不可替亡人献牲，真主

宰。

6

为先知曾禁止人们卖献牲的皮，他说：“谁卖了献牲的
皮，他没有献牲。”《哈克姆圣训集》，也不可把皮作

بسم اهلل واهلل اكبر

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求主赐他幸福与平

اللهم هذا منك ولك

安)令我在宰牲处，分配献牲的皮和鞍，不允许给下刀

译：奉真主之名，真主至大，主啊!这是你赐予的，奉

的人任何东西做报酬。” (因有经训文字注意保存)

根据《艾卜·达伍德圣训集》记载，伊本·欧麦尔
们放倒时说：

害。因为真主说：“谁尊敬真主的标识，那是心中的虔

没有举意，献牲不能成立。因为屠宰，要么是为了献

偿。”(《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

教法规定，禁止卖献牲的肉、皮、油(脂肪)、毛，因

传述：“先知在古尔邦节那天．献了两只羊，当他把它

畜。

举意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概念模

当用来款待困苦的和贫穷的人”(《古兰经》12:28)

献给你。

十、嘉懿的事项

有理智、有能力、居家的、自由的穆斯林。

且应

为报酬给宰牲者，可以把皮施舍给穷人：大贤阿里（愿

五岁。

2．在规定的时间内献牲。(尔代拜后至第四天止)

七、献牲人的条件

指甲直到宰牲。”

献牲所用绵羊需满6个月，山羊满一岁。牛满二岁，驼

等，用有残牲畜献牲属“买克鲁亥”。（憎恶）

七人的举意均为献牲。

一进入伊历十二月份．举意献牲者不要剪头发，不要剪
十一、宰牲者屠宰时诵念：

禽献牲。

献牲的肉可分三份：一份供自己食用，一份馈赠亲

宰牲的刀具要锋利。圣训：“……当你们屠宰牲畜

众伊玛目一致认为，除牛、羊、驼外，其它牲畜、家

主赐他幸福与平安)说：“有能力而没有献牲的人，没有

于你。

宰牲应面向“卡尔白”（天房）。

述，他说：“我们曾和先知一起站阿拉法特，我听到穆

艾卜·胡莱勒(愿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求

奉真主之名，真主至大，主啊!这是你赐予的，它还属

ض َح ِنيفً ا
َ ي لِلَّ ِذي ف
ِ الس َمأوَا
َّ َ َطر
َ ْ ت وَاألَر
ُ وَ َّج ْه
َ ت وَ ْج ِه
ْ ُ و َ َما أَنَا ِم َن ا مْل
َ ش ِر ِكني
ْ كي وَ َم
ِ صالَتِي وَن ُ ُس
َ َّإن،ِ
َ اي وَ مَمَاتِي لهلِ ِ ر َ ِّب ال َْعا مَلِني
َ ح َي
ك أ ُ ِمر ْ ُت
َ ِيك َل ُه وَبِذَل
َ ال َ َش ِر
ْ ُ وَأَنَا ِم َن ا مْل
َ س ِل ِمني
بسم اهلل واهلل اكبر
اللهم هذا منك ول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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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伊斯兰历十二月前十天的尊贵

经》85：3)能证的日子是指主麻日，所证的日子是指阿

哈迪斯·古都希”)：真主说：“斋戒只属于我，我将报

胡莱勒(愿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求主赐他幸福与平安)

唆，但他们父子无条件地服从真主的命令，拒绝了恶魔

拉法特日。

偿斋戒者，为了我，他放弃了吃、饮和欲望。”

说：“真主憎恶那些冒犯真主禁戒的人。”

的挑唆，当伊卜拉欣下刀宰子时，真主派天使吉卜利勒

5．多做礼拜、封斋、施舍、学习、圣战、劝善戒恶、

根据伊本·阿巴斯(愿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穆圣(

同样，真主在这一日降示了“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了

根据《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记

求主赐他幸福与平安)说：“没有任何一件善功比在这

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了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

载，艾卜·赛尔德-胡德里(愿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

十天内的功课更能博取真主的喜悦。”圣门弟子问：“

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古兰经》5：3)

使者(求主赐他幸福与平安)说：“只要真主的仆人为真

6．这十天内随时诵念赞词直到开始做节日聚礼是教法

主斋戒一天，真主就会使他的脸远离火狱七十年的路

规定的。而在每番主命拜后诵念也是教法规定的。对于

程。

朝觐者应从宰牲节那天晌礼后开始诵念大赞词。对于非

真主的使者啊!难道为主道出征也比不上这十天内的功课

这一天，真主完美了他的宗教，完成了他的恩典，

吗?”真主的使者回答说：“除非为主道出征并献出了生

这一天是恕饶罪过的日子，是拯救仆人脱离火狱的日

命和财产。”

子，在《穆斯林圣训实录》中，阿伊莎传述：“先知

抑恶扬善等善功。因为这几日的善功是被加倍报偿的。

朝觐者来说应从阿拉法特之日晨礼后开始诵念赞词直

3．诵念赞主词、大赞词

送来一只羊代替他做献牲。
为了纪念这个有教育意义的事件，感赞真主的恩典，
先知穆圣(求主赐他幸福与平安)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把它
列为朝觐的功课之一。
古尔邦节是伊斯兰的两大节日之一，中国穆斯林把
古尔邦节又称做宰牲节，忠孝节。

到“晒肉日”的最后一天哺礼后止。

另据《艾哈迈德圣训集》记载，伊本·欧麦尔(愿真

说：‘没有任何一天能比得上阿拉法特日，那一天，真

因为真主说：“他们在规定的若干天内记念真主之

主喜悦他)传述：先知穆圣(求主赐他幸福与平安)说：“

主从火狱中拯救的仆人是最多的，真主降临，向天使们

名。”“规定的若干天内”即“前十日内”。学者们认

7．在宰牲节(尔代)当天、“晒肉日”三天内均可宰

没有任何一件善功比在这十天内的功课更能博取真主的

炫耀说：“我的这些仆人他们想要什么．我的天使们你

为在这十日内多多诵念赞主词是嘉懿的。根据《艾哈迈

牲，宰牲是教法规定的，它是我们的先知伊卜拉欣的圣

意为“为了临近真主而献牲”。

喜悦，你们应多诵清真言、大赞词。”

们作证吧!我确已饶恕了他们。”’

德圣训集》伊本·欧麦尔(愿真主喜悦他)传述：先知(求

行，真主曾用一只羊赎了他的儿子……据《布哈里圣训

四、古尔邦节宰牲的教法依据

主赐他幸福与平安)说“……你们应多诵清真言、大赞

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记载穆圣亲手宰了两只带

真主说：“你应当为你的主而礼拜并宰牲。”(《古兰

词。”

犄角的黑头白羊。

另据《伊本·嘿巴尼圣训集》记载，贾比尔(愿真主喜

谁想在阿拉法特日脱离火狱，获得拯救，得到饶恕，

悦他)传述：先知穆圣(求主赐他幸福与平安)说：“最好

那么就让他坚守那些得救的因素，封阿拉法特日的斋

的日子是站阿拉法特的那一天。”包含以下尊贵性：

戒，《穆斯林圣训实录》中先知说：“封阿拉法特日的

为了临近真主而在教法规定的时间内屠宰牛、羊、
驼等牲畜，称为献牲。“古尔邦”系阿拉伯语音译，其

经》108：2)

伊玛目布哈里提到：当时伊本·欧麦尔(愿真主喜悦他)

8．据《穆斯林圣训实录》，乌姆·塞莱麦(愿真主喜

“我为每个民族制定一种供献的仪式，以便他们记念

和艾卜·胡莱勒(愿真主喜悦他)在这十日内走出来，高

悦她)传述：穆圣说：“一进入十二月份，如果谁举意献

真主之名而屠宰他所赐予他们的牲畜。你们的主是独一

保护自己的身心勿陷入非法之中，在《艾哈迈德圣训

诵大赞同，人们也效仿他们高诵赞词，伊斯哈格传述，

牲，那么就不要剪头发、不要剪指甲直到宰牲。”其目

的真主，故你们应当只归顺他，你应当以喜讯传示谦恭

2．真主称这十日为规定的若干日子。

集》先知说：“谁在阿拉法特日管住自己的舌头、耳、

当时再传弟子中的法学家们(愿真主慈悯他们)曾在这十

的是仿效朝觐者。因为真主在阐述朝觐礼仪时说：“你

者。”(《古兰经》22：34)

3．真主的使者作证：这十日是今世最好的日子。

眼，真主恕饶他的罪错。”

日内诵念：

们不要剃发，直到(所献的)牺牲到达其定所。”(《古兰

1．尊大的真主以这十天盟誓，真主说：“誓以黎明与
十夜……”(《古兰经》89：1-2)

斋戒，能罚赎去年和今年的罪错。”

4．使者鼓励人们在这十日内多做善功。

虔诚敬意多诵作证言，它是伊斯兰的根本。

5．使者命令人们在这十日内多诵清真言．大赞词。

二、伊斯兰历十二月前十天内的功课

6．第八天的饮驼日，是尊贵的日子。
7．第八天的阿拉法特日，封阿拉法特日的斋戒， 可
以罚赎两年的罪错。

1．做副朝和正朝是这十天内最优美的功课。真主
说：“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
的义务。不信道的人，无损于真主，因为真主确是无求

8．这十日内包含尊贵的穆兹代里法之夜晚，是宰牲
节之夜。

于全世界的。”（《古兰经》3:97)穆圣(求主赐他幸福与
平安)说：“伊斯兰建立在五项基础之上：念(作证除真

9．包含大朝的日子，它是伊斯兰的五功之一。
10．是献牲的日子，它是纯正的伊卜拉欣宗教的标志．
是穆圣的教法规定。

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礼、
斋、课、朝(有能力者朝觐天房“卡尔白”)。”穆圣(求
主赐他幸福与平安)义说：“一次副朝到另一次副朝是对

真主已把阿拉法特日定为重大的日子，提高它的尊
贵，真主以此盟誓说：“以偶数和奇数盟誓”(《古兰
经》89:3)先知曾说：“奇数是指阿拉法特日，偶数时指
宰牲节之日，”

两次副朝期间的罪错的罚赎：顺服的朝觐，其报酬就是
天堂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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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2：196)

到他。他为你们这样制服它们。以便你们赞颂真主引导

9．做为穆斯林应参加节日拜聚礼，倾听伊玛目演讲，

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 اهلل أكبر اهلل أكبر وهلل احلمد

了解“尔代”（节日）的意义，这一天是感赞真主，履

译：真主至大，真主至大，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行善功的日子。不能仿效其他民众在节日弹唱、歌舞、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狂欢等破坏善功的行为。

你们的恩德，你应当向行善者报喜。”(《古兰经》22
：37)
根据《伊本·马哲圣训集》、《铁尔密济圣训集》、
《哈克姆圣训实录》记载，阿依莎(愿真主喜悦她)传述

可以在大街小巷、清真寺内高诵以上赞词。因为真

总之，穆斯林应利用宰牲节多做善功、记念真主、履

主说：“以便你们赞颂真主引导你们的恩德。”(《古兰

穆圣(求主赐他幸福与平安)说：“宰牲节这一天．最优

行义务、远离真主的禁戒。真主是赐予成功的主，是引

经》2:185)

美、最能博取真主喜悦的功课就是献牲。”艾奈斯(愿真

导正道的主。祈求真主赐予至圣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家眷

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曾亲手宰了两只带犄角的

和圣门弟子平安。

黑头白羊……”

集体齐声诵念赞词是清廉的先贤们不曾做过的，符合
圣行的做法是各人单独诵念。同样，集体诵念祷词也不
可以。

三、古尔邦节的来历

五、宰牲的教法规定

伊斯兰教历十二月十日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宰牲节，

4．从自己所干的一切罪过上向真主悔罪，做忏悔，并

阿拉伯语“尔杜勒阿杜哈”。

伊玛目艾卜·哈尼法认为：献牲对于有能力者是瓦直
布(有能力者必须献牲)。他的两位学生及其他三位伊玛

痛改前非，以便得到真主的恕饶和怜悯。罪恶是遭真主

这个节日是纪念先知伊卜拉欣对真主无比忠诚的行

弃绝的因素；善功是博取真主喜悦、接近真主的标志。

为，真主为了考验他的忠诚，默示他将自己的儿子伊斯

主专为自己而挑选的。真主的使者传自真主的话(称做“

根据《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艾卜·

根据《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记

玛尔勒用来做牺牲，为真主献牲。虽然伊卜劣斯再三挑

载，百拉·本·阿兹布(愿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

2

3

4

5

2．封十天的斋戒或根据自己的能力尽力而为，尤其是
站阿拉法特之日，毫无疑问斋戒也属优美的功课，是真

真主说：“誓以能证的和所证的日子。”(《古兰

اهلل أكبر اهلل أكبر اهلل أكبر

“它们的肉和血都不能达到真主，但你们的虔诚能达

目认为，献牲是被强调的圣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