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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安拉 ������� �����啊！为我们打开知识和智慧的大门吧！对我们施以仁慈吧！！至尊至贵的主啊！ （Al-Mustatraf经，第 1册，第 40页）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在都阿前后各诵念一遍赞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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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亡人的方法洗亡人的方法洗亡人的方法洗亡人的方法（（（（哈乃斐教法哈乃斐教法哈乃斐教法哈乃斐教法学学学学派派派派）））） 

赞赞赞赞圣的圣的圣的圣的贵贵贵贵重重重重 《板耶纳提•阿塔林业》一书第一卷第 62 页引证了《高鲁•白蒂尔》一书，提到了赞圣的贵重。逊乃大众派的领袖毛拉纳艾布•比俩里•穆罕默德•伊勒雅思•阿塔尔•噶德利•拉兹维说： 

幸福的幸福的幸福的幸福的标标标标志志志志 我们的领袖萨赫勒•本•赛阿德（  � ��	  � ���� ��  ���� ）传述，有一天我们敬爱的先知出来了。当时，我们的领袖艾布•塔勒哈上前恭敬地说：“真主 ������� �����的使者啊！愿我的双亲为你救赎！今天幸福的标志在你的脸上清晰可见。”尊贵的先知说：“哲布莱伊莱刚来见我，他说‘哦，穆罕默德。谁赞了你，真主 ������� �����会在他的功过薄上记下 10个善功，勾销 10个罪过，提升他 10个品级’。” )�لقول �ل�ديع  ص 107(   你们当祝福亲爱的先知  ٖ�� �� 	 ��  ��� �� ��   �!	  ��" �# $��� �%�� 真主 ������� �����已赐福穆罕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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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伊斯伊斯伊斯兰殡兰殡兰殡兰殡葬葬葬葬仪仪仪仪式是什么式是什么式是什么式是什么？（？（？（？（tajheez准准准准备备备备和和和和 takfeen穿穿穿穿

克凡克凡克凡克凡）））） 

Tajheez 的字面意思是准备必要的东西，美化一些东西。
Takfeen的意思是给（亡人）穿克凡（白布）。 克凡指的是给亡人身上裹的白布。伊斯兰殡葬仪式指的是从一个人死去到埋入坟坑中，人们为其进行的一系列仪式。这些仪式包括洗、穿、站、埋。 

教教教教规规规规 给一个穆斯林举行殡葬仪式是大众主命。 

大大大大众众众众主命主命主命主命 大众主命指的是不是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履行的仪式。知道这个大众主命的人，只要其中一部分人做了，其他人都无罪。若无一人做，所有人都有罪。（瓦卡尔·法塔瓦，第二卷，第 57页） 亲爱的教门上的兄弟们！参加殡葬仪式是一个受到赞扬的可得到回赐的行为。一段圣训提到了参加殡葬仪式的贵重。 

殡殡殡殡葬葬葬葬仪仪仪仪式的式的式的式的贵贵贵贵重重重重 信仰者的领袖阿里•穆尔塔达传述，我们的圣人  ٖ�� �� 	 ��  ��� �� ��   �!	  ��" �# 
$��� �%��说：“谁为亡人清洗，给他穿尸衣（白布），给他撒香，抬他的遗体，给他站殡礼，隐藏所看到的亡人的缺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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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个刚出生的时候一样纯洁无罪。（伊本·马贾，第二卷，第 201页，圣训 1462） 赞主清净!多么贵重啊!履行了伊斯兰教殡葬仪式的人获得了大量的回赐。因此，知道有穆斯林归真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带着纯洁的举意去参加殡葬仪式。 

洗亡人的洗亡人的洗亡人的洗亡人的贵贵贵贵重重重重 我们的领袖贾比尔传述，亲爱的先知说：“谁洗了亡人，就好像他母亲生他那一日一样纯洁无罪。”(  ��لمعجم �الوسط للط��� 第 6卷，第 429页，圣训 9292) 

洗亡人的洗亡人的洗亡人的洗亡人的举举举举意意意意 

� 我洗亡人是为了求主喜悦和获得后世的回赐。 

� 我将履行大众主命。 

� 如果必须的话，洗之前，我将把洗亡人的方法和圣行告诉给在一旁帮助洗亡人的人。 

� 我将特别注意遮盖亡人的私密部位。 

� 我将温柔地移动亡人的肢体。 

� 我将避免浪费水。 

� 我将通过观察亡人的无助而提醒自己谨小慎微。 

� 如果遇到任何问题我将向教规部门咨询获得指导。 

www.dawateislami.net



洗亡人的方法（哈乃斐教法学派） 

 

4 

� 如果看到亡人的脸变黑或者其他不好的迹象，我将遵从教规避而不谈，也会告诫身旁帮忙的人不要向他人提及。 

� 如果观察一些好的迹象比如，看到亡人脸部有笑容或者闻到香味等，我将告诉给其他人。 

洗亡人的方法洗亡人的方法洗亡人的方法洗亡人的方法 点香，围绕尸床转 3 或 5 或 7 圈。让埋体躺在尸床上，就如躺在坟墓中那样。用布遮盖从肚脐到膝盖的部位，包括膝盖。（现在洗亡人的时候都是用白布遮盖亡人。一旦布湿了的时候，亡人的私密部位就显现出来了。因此，应该用棕色或者黑色的布，并且布要厚一些，免得布湿的时候，亡人的私密部位露出来。遮盖私密部位的布最好叠厚一些。）轻轻地脱掉亡人身上的衣服，注意遮盖。现在洗亡人的人应该手上缠一块布或者戴手套，首先清洗亡人的前后窍。（用水洗） 然后给亡人洗小净，恰如去礼拜那样做的小净。包括：洗脸，洗手过肘三次。然后洗头，然后洗双脚三次。小净不包括洗手至腕，漱口、呛鼻。用湿布或者棉球擦拭牙齿、口腔、嘴唇、鼻孔。 如果亡人有胡子或者头发，清洗它们，可以用香皂或者洗发膏。现在让亡人向左侧卧，用枣叶水（应是不热不冷的温水）从头浇到脚趾。如果没有枣叶水，用一般干净的温水即可。然后照此让亡人向右侧卧，清洗亡人的左半部分。
www.dawateislami.net



洗亡人的方法（哈乃斐教法学派） 

 

5 

然后帮亡人坐起来，用手轻轻推亡人的腹部，看是否有污秽流出。如有，清洗即可，无需再做小净和大净。最后，用樟脑水从头冲到脚。然后用干净的布包裹亡人。用水冲一次是主命，三次是圣行。但不要浪费水。记住，后世要为每一滴水负责。( 12ص  مد� وصي� ن�م� ) 

洗女亡人的方法洗女亡人的方法洗女亡人的方法洗女亡人的方法 准备下列东西： 

� 洗尸床 

� 香 

� 火柴 

� 两块厚单子（最好是棕色的） 

� 药棉 

� 两块布（用于擦污秽和其他目的） 

� 两个水桶 

� 两个杯子 

� 香皂 

� 枣叶 

� 两块毛巾 

� 未缝过的宽布，用于包裹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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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子 

� 针线 

� 樟脑 

� 香水 点香，围绕尸床转 3 或 5 或 7 圈。让埋体躺在尸床上，就如躺在坟墓中那样。用布遮盖从胸到膝盖（包括膝盖）的部位。（现在洗亡人的时候都是用白布遮盖亡人。一旦布湿了的时候，亡人的私密部位就显现出来了。因此，应该用棕色或者黑色的布，并且布要厚一些，免得布湿的时候，亡人的私密部位露出来。最好遮盖私密部位的布叠厚一些。）轻轻脱去亡人的衣服，要注意遮盖亡人的羞体。同样，轻轻取掉鼻针、耳环或者其他首饰。现在洗亡人的人应该手上缠一块布或者戴手套，首先清洗亡人的前后窍。（用水洗） 然后洗一个小净。包括：洗脸，洗手过肘三次。然后洗头，然后洗双脚三次。小净不包括洗手至腕，漱口、呛鼻。用湿布或者棉球擦拭牙齿、口腔、嘴唇、鼻孔。 然后洗头，可以用香皂或者洗发膏。（然而用这些东西会使头发缠在一起，因此用枣叶水即可。） 现在让亡人向左侧卧，用枣叶水（应是不热不冷的温水）从头浇到脚趾。如果没有枣叶水，用一般干净的温水即可。然后照此让亡人向右侧卧，清洗亡人的左半部分。让后帮亡人坐起来，用手轻轻推亡人的腹部，看是否有污秽流出。
www.dawateislam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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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清洗即可，无需再做小净和大净。最后，用樟脑水从头冲到脚。然后用干净的布包裹亡人。用水冲一次是主命，三次是圣行。但不要浪费水。记住，后世要为每一滴水负责。( 12ص مد� وصي� ن�م� ) 

麦麦麦麦地那珍地那珍地那珍地那珍宝宝宝宝之洗亡人之洗亡人之洗亡人之洗亡人 

� 洗、穿、埋应该尽快进行，因为圣训格外强调这一点。
( 131ص %�ة �لن ة�لجوهر )  

� 穆夫提艾哈迈德•亚尔•汗说：“应尽快埋葬。无必要原因禁止推延埋葬，因为这有可能导致尸体肿胀、腐朽，这是对亡人的不尊重。(米拉特·乌尔·马纳吉，第二卷，第
447页） 

� 用水从头到脚冲洗一次是主命，三次是圣行。可嘉的是，用布把洗亡人的地方遮起来，免得洗亡人和帮手之外的人看到亡人。洗亡人的时候，埋体的躺姿可以像坟墓里面那样，脚也可以指向天方的方向，或者怎么容易怎么来。(法塔瓦·欣迪耶，第一卷，第 158页) 

麦麦麦麦地那珍地那珍地那珍地那珍宝宝宝宝之洗亡人的人之洗亡人的人之洗亡人的人之洗亡人的人 

� 洗亡人的人应该带大净。一个没有大净的人洗亡

人，是有效的，但是可憎的。(法塔瓦·欣迪耶，第一卷，第 159页) 

� 没带小净而洗亡人，这不是可憎的。(法塔瓦·欣迪耶，第一卷，第 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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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是亡人的亲属洗亡人。如果亡人的亲属不在场或者不知道如何洗亡人，其他可信的虔诚的人可以代替他们洗亡人。(法塔瓦·欣迪耶，第一卷，第 159页) 

� 可嘉的是，使洗亡人的环境芬芳四溢，这样的话洗亡人的人就不至于闻到亡人身上的气味（如有），否则洗亡人的人可能会产生不适。洗亡人的人非必要不要看亡人的身体部位，因为亡人身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活着的时候就阴藏起来不愿意让别人看到。
(法塔瓦·欣迪耶，第一卷，第 159页) 

� 男人洗男人，女人洗女人。如果亡人是男幼童，女人可以洗。如果亡人是女幼童，男人也可以为其清洗。这里的“幼”指的是亡人未成年，未达到有性欲望的年龄。法塔瓦·欣迪耶，第一卷，第 160页 

� 洗亡人的人，洗完亡人后，自己洗个大净是可嘉的。
(� (د�ر�الف(�ء �'لسن

为为为为亡人穿克凡的亡人穿克凡的亡人穿克凡的亡人穿克凡的贵贵贵贵重重重重 亲爱的穆斯林兄弟们！为亡人穿克凡可获得回赐。许多圣训记载，给亡人穿克凡的人将获得天堂的衣服和精美的丝绸衣服。下面是相关的圣训。 

天堂里面的衣服天堂里面的衣服天堂里面的衣服天堂里面的衣服 我们的领袖欧麦尔传述，亲爱的先知说：“为亡人穿克凡的人，安拉 ������� �����将让他穿上叁杜斯的衣服”（天堂里面极
www.dawateislam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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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华丽的衣服）。(穆贾姆·乌尔·卡比尔，第 8 卷，第 281 页，圣训
8078) 

儿童的克凡儿童的克凡儿童的克凡儿童的克凡 达到有性欲的年龄段的儿童就属于成年人了，习惯上叫做出幼。他们应该像成年人一样穿克凡。未成年的男童可以穿一块布，未成年的女童可以穿两块布。最好给儿童穿两块布，即便他只活了一天。（ر�第三卷，第，رد�لمخ( 117页） 

 

克凡的克凡的克凡的克凡的详细详细详细详细介介介介绍绍绍绍 

1. 一大块布，（立法斐）这块布应该足够大，要比亡人的身高长，把亡人放进入后，能从两端扎紧。 

2. 下装，（伊扎尔）从头到脚。比前述的一大块布要小，没有用来扎口的部分。 

3. 上衣，（格米苏）从脖子到膝盖下。前后一样长，侧边无袖子无开口。 

4. 遮胸，（希纳·班德）这块布遮盖胸到肚脐，最好到大腿。 

5. 盖头，（奥尔尼）应该有 1.5码长。 

( 11ص مد� وصي� ن�م� ;  �01�ر /.ع/ , 第 4部分，第一卷，第 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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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成品的克凡市面上有售。没有必要去寻找一块符合规定又合适亡人 身高的克凡。成品的克凡有可能太长，这样就浪费了。因此，谨慎起见就从一 匹布中裁出所需的量。( 11صمد� وصي� ن�م�  ) 

给给给给亡人穿克凡的亡人穿克凡的亡人穿克凡的亡人穿克凡的举举举举意意意意 

� 我给亡人穿克凡是为了寻求真主 ������� �����的喜悦和获得后世的回赐。 

� 我为了履行社区主命。 

� 在给亡人穿克凡之前，如果需要，我会给助手讲述穿克凡的方法和圣行。 

� 我会轻轻地极度小心地把埋体从尸床上移到克凡上，在此期间，我会特别小心地去遮盖亡人。 

� 我会用食指在亡人额头写“奉普慈特慈安拉 ������� �����之尊名”（不用墨水） 

� 同样地，我还会在亡人的胸前写“万物非主，只有真主
 ������� �����。穆罕默德是真主 ������� �����的使者。”（不用墨水） 

� 我会给亡人用香或者香水。 

� 如果有渗渗泉水，我会用它喷洒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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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在坟坑内挖一个龛，然后把《社杰尔·舍里夫》1和《艾哈德·纳玛》2放在里面。 

给给给给男埋体穿克凡的方法男埋体穿克凡的方法男埋体穿克凡的方法男埋体穿克凡的方法 点香或乳香围绕克凡转三圈或五圈或七圈。现在，首先放下里法菲（一大块布），然后把下衣放在里法菲上面，再把上衣放在上衣上面。现在把埋体平放在克凡上，给他穿上上衣。然后给他胡子上喷洒香水（如果埋体没有胡子，可喷洒在下巴上）接着用香水喷洒全身。在亡人生前叩头的身体部位上放上樟脑，比如额头，鼻子，双手，膝盖和双脚。然后先用下衣从左边裹住埋体，再裹下衣的右边。现在，也是最后，用同样的方法，把里法菲裹在埋体上，先从左边裹，再裹右边，这样的话，右边的部分在上面。从头顶和脚下分别把克凡系紧。(  �13صوصي� ن�م� مد ) 

给给给给女埋体穿克凡的方法女埋体穿克凡的方法女埋体穿克凡的方法女埋体穿克凡的方法 点香或者乳香围绕克凡转三圈或五圈或七圈。现在，首先放下里法菲，（一大块布），然后把下衣放在里法菲上，再把上衣放在上衣上面。在此之后，把埋体平放在克凡上并给她穿上上衣。然后把亡人的头发分成两部分放在上衣上方的胸前。把盖头放在后背的上半部分的下面裹到头，用盖头裹住头并像面纱一样遮住脸，剩下的部分垂在胸前。盖头的长度应该是从亡人的后背的一半到脚，宽度是两个耳垂的间距。一些人给亡人裹盖头就像穆斯林妇女戴头巾
                                                           
1是道统的一本赞圣经。 
2道统的一本祈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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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这有悖于圣行。现在开始给亡人的全身喷洒香水，在亡人生前叩头的身体部位放上樟脑，比如额头，鼻子，双手和膝盖。（洗埋体的人不能看她的羞体部位，也不能直接触摸亡人的这些部位。）然后用下衣先从左边裹住亡人，再裹下衣的右边。接着，用同样的方法把里法菲裹在埋体上，先从左边裹再从右边裹，这样的话，右边的部分就位于上面。从顶部和下部分别系好克凡。最后，给亡人从胸部到大腿穿上裹胸并用带子系紧。（现在都是最后才穿里法菲的，甚至给女埋体也是最后才穿里法菲。如果下衣穿完就穿盖头也是无妨的，但最好是最后再穿盖头。( �مد

13ص وصي� ن�م� ) 

克凡克凡克凡克凡应为应为应为应为怎怎怎怎样样样样的的的的？？？？ 

� 克凡应是好质量的。对于男人来说，它的价值应该等同于该男子在节日和苎麻日所穿衣服的价值。对于女人来说，它的价值应该等同于该女子去父母家所穿衣服的价值。有圣训记载：给亡人穿上好的克凡就像他们生前彼此会面和感觉骄傲或者开心时所穿的一样。（ر�第，رد�لمخ( 3卷，第 112页） 白色的克凡是最好的。先知（求主赐福他）曾说：“给你们的亡人穿上白色的克凡。”（提尔米齐，第二卷，第
301页，圣训 996） 

� 克凡可以是旧布，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该是洗干净的，因为干净是首选。( 135ص �لجو'رة�لن%�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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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亡人来说，如果克凡用渗渗泉水或者麦地那水喷洒过，那是一种恩典。( 4صمد� وصي� ن�م�  ) 

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麦麦麦麦地那珍地那珍地那珍地那珍宝宝宝宝 

� 把亡人的双手放在两边而不是胸前，因为放在胸前是卡菲尔的方式。(杜尔穆赫塔尔马拉德乌尔穆赫塔尔，第 3 卷，第 105 页)在有些地方，双手被放在肚脐之下就像在拜功中站立那样，这样放也是不行的。( ار شریعتہب ，第一卷，第 816页) 

� 如果亡人留有一些钱财，克凡应从这些钱财里支付。
第三卷，第，رد�لمخ(�ر) 114页) 

� 如果某人留有遗嘱说他死后只穿两件克凡，这样的遗嘱是不被认可的，应该给他穿三件克凡。如果他生前留有遗嘱说克凡只能花费 1000 卢币，这个遗嘱也是无效的，克凡的花费应适中。(ر�第三卷，第，رد�لمخ( 112页) 

� 学者和筛海可埋葬的时候可以带缠头巾，普通民众则不可以。（杜尔穆赫塔尔玛拉德乌尔穆赫塔尔，第 3卷，第 112页） 

� 在洗完埋体之后和用克凡遮脸之前，首先用食指在埋体额头写“奉普慈特慈真主 ������� �����之尊名”( 4ص مد� وصي� ن�م�  ) 

� 同样，在胸前写“万物非主，只有真主 ������� �����。穆罕麦德是真主 ������� �����的使者。”( 5صمد� وصي� ن�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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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亡人心脏所在的身体部位写“真主 ������� �����的使者啊！求主福安之！”( 5ص مد� وصي� ن�م� ) 

� 在肚脐和胸部之间写“伊玛目艾哈麦德啊！求主赐福之！伊玛目艾布•哈尼法啊！求主赐福之！奥斯•艾尔杜目•黛斯太克勒啊！求主赐福之！筛海堆雅文•蒂尼啊！求主赐福之！” 这些要用食指写在克凡上。（不用墨水）你也可以写上你导师的名字，比如“安塔勒啊！”。 

� “麦地纳麦地纳”应该写满在从肚脐到头的整个克凡上（除过后背）。切记！这些都只能用食指写，不能用墨水，最好是圣裔或者有知识的人来写。 

� 把圣洁的麦地那之枣放在亡人的双眼上。( 5صمد� وصي� ن�م�  ) 

� 任何在经期或者孕期的穆斯林姐妹来看望亡人都是无妨的。( )�  د�ر�الف(�ء�'لسن

阿塔阿塔阿塔阿塔尔尔尔尔的祈的祈的祈的祈祷祷祷祷 愿真主 ������� �����使你像光辉的麦地那的常青树之花一样笑口常开。愿你永远快乐。愿你能够获得喜悦，在生前死后，在死亡之时，在拜勒载赫（人死后到复生日成立的那段时间），在审判日的艰难时刻。愿真主 ������� �����饶恕你和你的家人。愿真主 ������� �����使你成为先知在菲勒道斯乐园里的邻居。 

有有有有关殡关殡关殡关殡葬葬葬葬问题问题问题问题的提的提的提的提问问问问与回答与回答与回答与回答 

( � (د�ر�الف(�ء �'لس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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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问问：如果因为车祸，埋体身上有伤口，允许缝合这些伤口吗？ 答答答答：不允许在死后缝合这些伤口，因为没有必要引起埋体的疼痛。然而，可以在伤口处放药棉或者类似的东西，就像规定的在鼻洞和耳洞里放棉花一样。 问问问问：如果从医院里被拉回来的尸体身上有包扎的绷带，在拆掉绷带后有必要用水冲洗吗？ 答答答答：有一些绷带和伤口粘连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拆掉绷带会引起埋体的疼痛，因为身体或者头发会被拉扯。因此，如果用水浇注可以轻松拆掉绷带，可以用水冲洗。相反，则不用管它。反过来说，一些绷带没有和身体粘连，拆除这样的绷带就不会引起埋体的疼痛。 问问问问：接收过这样一个亡人，该亡人从胸到肚脐之间缝合有塑料单，必须拆掉被缝合在埋体身上的塑料单吗？ 答答答答：这个塑料单通常和身体粘连在一起，拆除它会引起亡人的疼痛。因此，可以用温水浇注在上面，这样就可以轻松拆掉它。否则，不用管它。 问问问问：如果亡人一直流血，可以用绷带包裹吗？或者用塑料单裹住是可以吗？ 答答答答：用绷带包裹可以代替塑料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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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问问：给亡人清洗羞体时应戴上手套，该手套可以是塑料的或者是其它材料制成的？ 答答答答：是的，可以用。 问问问问：如果亡人的口甚至在洗过之后都是张着的，可否用绷带从头到下额绑紧？ 答答答答：是的，可以绑紧这些部位。 问问问问：如果亡人的身体由于受到火灾，溺水，或者其它原因而被严重破坏，如果用水浇注，皮肤或者肉绝对会脱落。这种情况下，该埋体还需要洗吗？ 答答答答：即使他的身体被严重破坏过以至于用水浇注后皮肤和肉会脱落下来，该 埋体还是要清洗的。清洗的方法是:让水流过身体而不需要搓洗。 问问问问：一个糖尿病人伤口化脓生蛆，已经渗透到肉里，必须要清理它吗？ 答答答答：应该清理这些伤口，尽可能地不要引起亡人疼痛。 问问问问：如果葬礼被推迟，什么时候洗埋体？埋体是应该在人死后马上洗还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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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前一小会儿洗？ 答答答答: 在死之后尽快洗。 问问问问：在坟墓地墙上可以用指头写字吗？ 答答答答：可以，是允许的。 问问问问：如果在埋葬的时候昏礼的班克已经念了，或者其它拜功的时间已经 进入，是继续埋葬呢？还是先聚众礼拜？ 答答答答：大部分人必须留在那儿来埋葬，其他的人去聚众礼拜。 问问问问：如果亡人的双脚很脏，必须清洗它还是让水流过双脚就可以？ 答答答答：为了完成洗的主命，让水流过双脚就足够了。但是，可以用香皂把脏东西 清洗干净。 问问问问：可以在清真寺里贴告示通知葬礼吗？ 答答答答：是的，可以的。 问问问问：在我们社区里，当一个人归主的时候，在殡礼之后要举行传经仪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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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在殡礼之后，伊玛目和跟拜者站成一个圈。伊玛目手拿一本《古兰经》，在《古兰经》下面放一些钱，然后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传，当伊玛目再次收到钱的时候1，他会做杜阿。就这样重复几次，伊玛目每次接到钱的时候都要做一次杜阿。做这种传经仪式对不对？此外，亡人是否能从这种传经仪式中获得任何益处？即便这个亡人生前的拜功和斋戒都没有计算？请解释。 答答答答：这种传经赎罪的方法并非完全正确。然而，亡人的拜功和斋戒的罚赎是通过 把钱出散给穷人的这种方式来施行的。正确的传经赎罪的方式是这样的：计算亡 人一生当中所缺失的拜功和斋戒。然后罚赎应该从亡人所留下的遗产的三分之一 里出，如果亡人留有遗嘱；如果他没有留遗嘱，那么罚赎应从你的个人财产里出 或者借钱出。如果需要出罚赎的钱多于所拥有的钱，那么通过重复这种出散罚赎 和接受罚赎的动作也许可以采取；这也是允许的。穷人必须明确地陈述它是允许 

                                                           
1
People who have offered Salah led by a particular Im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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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在这种方式下必须确保站在圈子里的人都是教法意义上的穷人；没有 一个是富人。如果任何一个富人站在里面，他所接受到的钱不被认为是出罚赎。 除去那个份额，每一个教法意义上的穷人把它传给下一个人，并应该举意这是亡 人生前所缺的拜功和斋戒的罚赎。按照同样的方式重复直到出散完所有拜功和斋 戒的罚赎。如果钱是和《古兰经》在一起的，钱顶了罚赎的一部分，《古兰经》顶替另一部分。认为《古兰经》顶替了全部罚赎，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问问问问：有时侯，由于炸弹爆炸，尸体散落在四周，肢体残缺不全，对此有什么 规定？ 答答答答：如果一个穆斯林多于一半的身体被找到，应该给他清洗和穿克凡并为他举行 殡礼。如果在殡礼之后找到了残余的身体，不用再举行殡礼。同样的规定也适用 

www.dawateislami.net



洗亡人的方法（哈乃斐教法学派） 

 

20 

于那些只有一半身体被找到并且头在身体上面的埋体。如果头没有找到，或者如 果从头到脚，从左到右，只有身体的一个部分被找到，在这两种情况下，不用清 洗，不用克凡，也不用站殡礼；当然，要把这些肢体包裹在一块布里埋葬。（杜尔穆赫塔尔马拉德乌尔穆塔尔，第 3卷，第
107页） 问问问问：在教法中是否允许在埋体完全裸露的情况下给他清洗？ 答答答答：为了穆斯林的尊严，这是不允许的，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允许。 问问问问：如果亡人的亲属在不同的国家，可以为了他们而推迟葬礼吗？ 答答答答：在圣训中提到：“当你们中的任何人归主的时候，不要推迟他的葬礼；迅速地把他运往墓地。”( 米什卡特，第二卷，第 325页，圣训 1717)根本不允许为了等亡人迟到的亲属而推迟葬礼。 问问问问：是否允许加固坟墓？ 答答答答：允许巩固坟墓的外表面；但是，最好不要做。相反地，在非必须的情况下去加固坟墓的里面是受憎的，是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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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记！实际上，坟墓就是与亡人保持联系的一块土地。因此，在非必要情况下去加固坟墓的任何一面是受憎的，是不允许的。然而，如果有必要，也是允许加固坟墓的内部的。 问问问问：在有些地方由于水位增高，一定数量的水会进入在那里挖的坟墓里。亡人的后背会被这些水浸透。在这些地方，亡人可否被埋葬在地面上并在他四周砌四面墙？ 答答答答：把亡人放在地面上，然后在他四周砌四面墙，这在教法中是不允许的。把亡人埋在尽可能深的地下是社区主命。因此，应该挖一个合乎规格的坟墓，把亡人放进里面。 问问问问：在普通民众的坟墓上立带有名字的墓碑，伊斯兰是如何规定的？ 答答答答：为了识别坟墓而竖一个写了名字的碑是被允许的。但是，《古兰经》经文和章节名不应该写在上面，因为经文和章节名出现在坟院中有不被尊重的嫌疑。 问问问问：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风俗就是当一个人死后，人们会在他的坟墓山放一些花，一直持续到埋葬后的数日。同样，人们在拜拉特夜和尔德也会在亡人的坟墓上放一些花和花瓣。在坟墓上放花是允许的吗？对此有任何益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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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答答答：在坟墓上放花是允许的，是嘉行。花的保鲜期越长，亡人会越舒服。这个在圣训中也有证据。 我们的领袖伊本•阿拔斯（  � ��	  � ���� ��  ���� ）传述：亲爱的先知（求主赐福之）曾经过麦加或者麦地那的一个果园，他听到了正在坟墓中受刑的两个人的声音。亲爱的先知说：“他们两个都在受折磨，他们受刑不是因为任何难以避免的大罪。”先知接着说“其中的一个是因为小便之后没有清洁，另一个则是犯了揭露他人隐私，搬弄是非的罪。”然后先知让人拿来一根新鲜的椰枣枝，把它分成两部分并在每个坟墓上放了一部分。圣门弟子谦虚地问“主的使者啊！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回答：“这样的话，直到这些枝条变干他们俩才会再接受惩罚。” 

(布哈里，第一卷，第 95页，圣训 216) 在《密勒格特》上也有记载：人们在坟墓上放芳香的鲜花和新鲜的椰枣枝这一风俗习惯根据这段圣训来说是圣行。（4يح�第二卷，第，مرق�ة �لمف 53页） 问问问问：如果是一个女亡人，可否给她穿裤子作为她克凡的一部分？ 答答答答：对一个女亡人来说，按照圣行，她的克凡是五件：来法菲（一大块布），下衣，上衣，盖头和裹胸。给一个女亡人穿裤子作为她克凡的一部分，这不是圣行，也没有必要。 

www.dawateislami.net



洗亡人的方法（哈乃斐教法学派） 

 

23 

问问问问：在人死的那天，给从远方来到亡人家的那些亲属安排饭并且给亡人守夜，这在教法中有什么说法吗？如果不安排食物，那么在农村的大部分旅馆也不给这些亲属提供食物，他们自己也无法安排自己的食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答答答答：人死的第一天，亲属或者邻居给亡人的家人送一些食物，足够两顿饭的量，这是圣行。事实上，一顿饭可吃两次。同样，从远处来的亡人的直系亲属也可以吃这些食物。对于其他的那些来帮忙的人，亡人的家属为他们这些人准备吃的喝的会落入在丧亲之痛的场合下摆宴席的嫌疑，这是不好的传统。如果亡人的任何家属用他自己的钱财或者亡人的财产来做这些安排，这甚至也是不允许的。事实上，如果亡人的遗产中有不到青春期的孩子的份额，那么从他的份额中来做这些安排，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非法的。（法塔瓦·拉扎维耶，第 9卷，第 666页） 问问问问：如果两个人因为一些世俗的矛盾而互相生气，在这种情况下，其中的一个归主了，活着的那个人因为这些世俗的矛盾而不给那个亡人站殡礼，在伊斯兰中对此有什么规定吗？ 答答答答：谁和一个穆斯林兄弟生气超过三天不说话，在没有任何教法原因的情况下，这是在干罪。在圣训中提到了穆斯林彼此之间的权力。他有义务为那个亡人站殡礼。所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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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不要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拒绝为他的穆斯林兄弟站殡礼，更不要因为一些世俗的矛盾而拒绝为他的穆斯林兄弟站殡礼。 问问问问：如果一个人在洗埋体的时候发现亡人有假牙，金牙，假眼或者隐形眼镜等等，对此伊斯兰有什么规定吗？ 答答答答：关于这个问题，伊斯兰的规定是：可以取下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可以轻松取下这些东西不会引起亡人的疼痛的话，但是如果它会引起疼痛，则是不允的。 问：有时候挖新坟的时候发现了骨头，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答答答答：如果确定有亡人埋在那个地方，再把那个地方挖开去埋另一个亡人，这是不允许的，是非法的，甚至许多年前归主的亡人也不行。如果不确定那个地方埋过人，当挖坟的时候发现了骨头，那么埋葬这些骨头，在其它地方再挖一个新坟。 问问问问：有时候因为下雨坟墓会裂缝，所以人们能窥视到坟墓里面。对此，伊斯兰有什么规定？ 答答答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该通过这个事实思考：当一个人被埋在坟墓之后，他就进入了拜勒宰赫那个世界，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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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 ������� �����和亡人之间的幽玄事情。因此，不允许任何人尝试着去发掘他们或者窥视他们。 问问问问：如果一个新生儿出生后还没取名字就归主了，有没有必要随后再给他取个名字？请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答答答答：如果一个婴儿出生时是活着的，随后就归主了，要给他站殡礼，也要给他穿克凡并埋葬他，并且还要给他取名字。同样，一个出生时就没生命特征的婴儿，也要给他取名字。如果由于匆忙和悲伤，忘了给他取名字，随后也要给他取名。 问问问问：在给亡人洗埋体的时候，是否可以用一块布缠在手上给亡人清洗羞体？ 答答答答：可以用一块布缠在手上给亡人清洗羞体。 问问问问：如今很多地方，在大多数坟墓里都砌有水泥板，水泥板通常从顶部靠近亡人。用这种方式埋葬亡人是否正确？ 答答答答：因为水泥是由火制成的，用火制成的水泥墙或水泥板不可以砌在坟墓中。如果有人担心坟墓里的土会塌下来，在砌完这些水泥板之后再用泥覆盖。同样，水泥板的里侧也应该用泥覆盖，这样的话，亡人的四周就只有土和泥了。如果有些人不按照这种方法，他也不算干罪。 问问问问：殡礼可否在受憎的时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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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答答答：如果埋体在受憎的时间里被抬出来了，这种情况下，殡礼可以进行，尽管是在受憎的时间里。如果殡礼已经准备就绪，恰好受憎的时间进入，那么则不允许在受憎的时间里举行殡礼。 问问问问：亡人已经被清洗但还没有穿克凡，在这个时候，某一个亡人的亲属想参与洗埋体，他可以参与清洗吗？请回答这个问题。 答答答答：虔诚的人应该参与洗埋体，但只允许有必要的那么多人留在亡人跟前参与清洗。一旦清洗完毕，不允许任何人再参与（或者用水浇淋亡人）。 问问问问: 如果亡人的羞体部位有伤口，是否允许看羞体部位，以便可以仔细地清洗？ 答答答答：清洗时不可以看有伤口的羞体部位，然而，当用水浇淋时要小心点儿，不要搓洗身体的那个部位。 问问问问：当宣礼的召唤在坟墓附近响起时，有人要求人们离开那个地方, 通过这来声明:接下来任何人都不允许再呆在那儿。关于这件事，请结合教法规定给我们做一些指示。 答答答答：在坟墓附近念宣礼的目的是让恶魔离开那个地方。在一些传述中提到：当人们埋葬完亡人离开坟墓四十步的时候，孟克勒-奈克勒就来了。因此，剩余的人们被要求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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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宣礼会响起。然而，当宣礼响起时，如果仍然有人留在原地，教法对此也并没有做出限制。 问问问问：一些穆斯林兄弟在埋葬亡人之前进入坟墓并诵读国权章，伊斯兰对此如何规定？ 答答答答：为给亡人试坟的舒适度而进入坟墓并诵读《古兰经》，这是允许的。其中没有伤害。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亡人被送到墓地，人们进入坟墓为他试坑并在里面诵读《古兰经》会延长埋葬的时间，与其这样，不如在亡人送到之前就诵读。 问问问问：由于大雨和雨水的聚集，有些坟墓会从一边下沉，令人害怕的是许多坟墓可能会坍塌。关于修缮这些坟墓，请给我们一点麦地那珍宝。 答答答答：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打开坟墓。取而代之的是，应该利用任何途径从坟墓的外面对它做一些修缮的工作。同样，如果一块水泥板塌落，放一块布或者其它东西在顶部并让任何正直的，虔诚的，修道的人把这块板子放好，只能让手伸进坟墓里面来放，不能窥看坟墓里面。然后，把其余的板子快速放好。在这个时侯绝不允许窥看坟墓里面。 问问问问：是否允许妇女去游坟并诵读法提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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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答答答：妇女是不允许去游坟的；事实上，甚至不允许妇女去探望圣陵。只允许她们探望先知在今世的花园，（事实上，这是被强调的圣行，接近瓦直布）。除了先知在今世的花园，妇女是不被允许为诵读法提哈去探望任何圣陵或者坟墓的。她们可以在家诵读法提哈并获得回赐。 问：有时候，一个亡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临时埋葬。伊斯兰对此有什么规定？ 答答答答：打算日后要把亡人迁到另外的地方而把他临时埋葬，这在伊斯兰中是不允许的。尸体被埋葬一次就行；把尸体从一个地方抬出来再送到另一个地方，这是不合法的。 

殡殡殡殡葬部葬部葬部葬部门简门简门简门简介介介介 达瓦•伊斯俩米，热爱先知的人的麦达尼运动已经开设了
79 个部门，它专注于宣扬正义和复苏圣行。其中的一个部门叫做“麦及里斯•太及黑兹•太克菲”，它根据圣行和教法针对热爱先知的人们执行殡葬仪式的步骤，并通过安慰亡人亲属而获得回赐;与此同时它还热衷于传授穆斯林兄弟姐妹们殡葬的方法。因此，为了鼓励人们参与殡葬仪式和传授它的方法，殡葬部门组织了家庭视频会议和海外视频会议来给热爱先知的人们传授知识，所传授的这些知识都是根据教法规定的，范围是从人死一直到埋葬。它还安排了一些关于殡葬仪式的实践性聚会，并且在聚会中现场展示了给亡人清洗，修剪指甲和穿克凡的方法。除此之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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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提供一个殡葬仪式的居民区实地演示课程和一个线上殡葬仪式的短课程。 知感真主 ������� �����，我们在穆斯林姐妹们当中也开设了殡葬部门，这个部门的穆斯林姐妹们也一直在持续地做一些慰问亡人家属，学习和教授殡葬仪式的事情。此外，麦达尼运动业已引领卡塔巴•法鲁士，卡凡兜售者，鲜花市场和挖墓人根据教法和圣训来从事他们的行业。为了进一步发展，我们推出了一个名为‘穆斯林殡葬’的手机应用软件，许多与殡葬仪式有关的话题以动画视频形式依次在这个应用软件上播放。要想获得进一步的信息并持续跟进，可以访问网站‘tajheezotakfeen.dawateislami.net’。我们还会在亡人的头三，头七，四十天和周年的时候举行座谈会，宣传使命，获得回赐。为确保这些事务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我们根据达瓦•伊斯俩米在不同层面上的组织安排选拔出了一些有责任心的兄弟，他们用最好的态度通过相互协商的方式尝试着去执行这些工作。求真主 ������� �����使达瓦•伊斯俩米的殡葬部门以及其它部门越办越好。 

修剪亡人的修剪亡人的修剪亡人的修剪亡人的头发头发头发头发和指甲和指甲和指甲和指甲 梳亡人的头发和胡须是不允许的，是受憎和禁止的。修剪他的指甲，剃光，修剪，拔掉亡人身体任何部位的毛发也是不允许的。事实上，教法规定亡人应保持他生前的状态而被埋掉。但是，如果有一个指甲已经破了，可以把它修剪掉；如果指甲或者头法已经被剪掉，那么把它们放进克凡里。(ر�第三卷，第，رد�لمخ( 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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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双给双给双给双性亡人清洗和穿克凡的方法性亡人清洗和穿克凡的方法性亡人清洗和穿克凡的方法性亡人清洗和穿克凡的方法 一个双性人（具有男人和女人两种特征并且分不出是男还是女），应该给其穿五件克凡，像女亡人那样，用藏红花染过色的克凡或者丝绸克凡是不允许的。 (وی 'ندي��第ف( 1卷，第 161页） 
用水的重要用水的重要用水的重要用水的重要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如果一个洗了小净的人的手或者手指头或者身体的任何部分有意无意地伸进了水里（这些水不少于 10x10，比如说一桶或者一壶水），那么这些水就被看作是用过的，不再适合用来洗大小净。同样，如果一个没有大净的人的身体的任何部位伸进水里，那么这些水也不再适合用来洗大小净，如果洗过的手或者洗过的身体的任何部分伸入水中则无妨。(�01�ر /.ع，第一卷，第 333 页)（想学习更多关于用水和大小净的详细规定，可以翻阅《教规大全》第 2部分） 

两两两两种方法可以种方法可以种方法可以种方法可以让让让让用用用用过过过过的水适合再用的水适合再用的水适合再用的水适合再用 

1. 一只没有洁净过的手伸进水里，或者水是已经用过的，一个人要想让这水再适合使用，用多于这些用过的水的量的洁净的水混合其中，那么混合之后的水就变得可用了。 

2. 此外，另一种方法是：从一边浇灌这些水，让它从另一边流走，这时，所有的水就变得可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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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人日常生活中人日常生活中人日常生活中人们们们们所犯的几所犯的几所犯的几所犯的几个个个个常常常常见见见见的的的的错误错误错误错误 

� 给亡人修剪指甲和头发。 

� 把亡人曾经穿过的衣服扔掉。 

� 在洗埋体之前洗没有必要清洗的尸床。 

� 用光照亮洗亡人的那个地方四十天。 

� 抬尸床的人要把尸床再抬回来，以免灾祸反击。 

� 在亡人的克凡上缠腰布。 

� 在坟墓里扔一些熏香棍。 

� 洗亡人用过的香皂被认为是非法的。 

� 把亡人穿过的衣服留在坟墓里，以免亡人的灵魂抓住他们。 

� 洗亡人的水流入水沟里被认为是非法的。 

� 让一个年龄大的妇女绕着丈夫埋体的尸床走四十步，认为这样该亡人妻子的守制期就会结束。 

� 如果归主的是一个孩子，认为必须把他埋在坟院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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