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拉对逊奈的保护（1/7）：圣门弟子对他们重大责任的理解
内容:
本系列文章将讨论历史上穆斯林保护逊奈（圣行）免于篡改的努力与方法。（一）：先知穆罕默德对
伪造圣训者警告及圣门弟子们对保护圣训的理解与实践
由 Jamaal al-Din Zarabozo ( 2012 IslamReligion.com)
发布时间 24 Jul 2017 - 最后修改时间 24 Jul 2017
种类: 文章 >使者穆罕默德 > 关于“圣谕”

导言：“逊奈”及其在伊斯兰中的崇高地位
“逊奈”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语、行为、他所
默许的圣门弟子言行，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它是整个伊
斯兰立法系统的依据。安拉在《古兰经》中命令穆斯林
要效仿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聆听并服从他的命令。它
同时是伊斯兰教诲的最高实践典范，也是《古兰经》的
最权威注释。没有“逊奈”，我们就无法真正全面地理
解和实践伊斯兰。[1]

众所周知，“逊奈”是以圣训文献的方式被保存下来的。“逊奈”的保存问题，实际上就
是对伊斯兰经典之纯洁度的保护问题。如今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许多人对“逊奈”的
保护和传述没有正确的认识，对所传述圣训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

安拉保护“逊奈”的方式
安拉穆斯林承担起保护“逊奈”的责任。保护的方式多种多样，这些方式世代流传下来，
没有时间上的差异，更没有原始材料和圣训的遗失。保护“逊奈”的因素和方法如下：

圣门弟子们对这一重大责任的理解与实践
《古兰经》明确告诉我们，以前的民族因为曲解和篡改明文而未能忠实谨慎地保护降示给
他们的启示[2]
。圣门弟子们知道先知穆罕默德是封印的使者，在他之后没有先知和使者，因此，保护伊斯兰
教义的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们的肩膀上。他们要确保教义被歪曲的历史不再重演。同时先
知也明确要求他们铭记他的教诲，并完整地传达给他人。比如，在辞朝演说中，他告诉他们：
“在场的人要传达给不在场的。或许被转告的人比传达者更能领会。” (《布哈里圣训实录》、
《穆斯林圣训实录》)
类似的指示还有很多，都被圣门弟子铭记并记载下来。比如先知还说：“愿安拉赐悯这样
的人，他听到我的话背记下来并传达给他人。也许被传达者比传达者领会的更好。”[3]
与此同时，先知严厉禁止以讹传讹，严厉禁止假借他的名义而传述：“你们当替我传达，
哪怕是一句经文。你们传述以色列的故事，也无妨害。但是，谁故意借我的名义而伪造传述，
谁就等着进火狱吧。”(《布哈里圣训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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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警告，看来在很多场合都曾提到过，因为类似的话被五十多个圣门弟子记录并传述了下来。
[4]
因此，圣门弟子们意识到，他们必须谨慎地传述圣训。他们深刻理解以讹传讹、借名假造
圣训的危害及罪过之严重。《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记载，当圣门弟子祖拜尔被问起为何没有传
述那么多圣训时，他说，我从未离开过安拉的使者，但我听他说过：“谁替我传达而错传，谁
就准备好火狱的位置。”对此，伊本·哈加尔 [5]
注释：祖拜尔的意思不是说以先知的名义伪造圣训，而是说他担心传述太多，会出现错误，这
些错误会让他处于圣训所警告的讹传者之列。[6]
圣门弟子艾奈斯·本·马利克也说：如果我不担心犯错，我必定告诉你们许多我听到的来
自穆圣的言行。但我听他说过：“谁借我名义错误地传述不属于我的言行，谁就准备好火狱的
位置。”[7]
这再次意味着圣门弟子艾奈斯明白，这段圣训的警告也同样应用于传述圣训时无心犯错而犯错
的人。
事实上，艾布·胡莱勒等许多圣门弟子都致力于学习和背记圣训。他们没有过度地担心犯
错。另一方面，没有致力于学习的人会有更多担心，因为当他们传述穆圣的话时，他们担心自
己糟糕的记忆力或许会让他们力不从心。

Endnotes:

[1] 作者详细讨论了逊奈在伊斯兰中的地位和角色《逊奈的职权与价值》(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
巴希尔公司出版2000)

[2] 《古兰经》提到前人曾篡改经典，隐藏启示。查看（4:46）和（5:14-15）。

[3] See Abdul Muhsin al-Abbaad, Diraasat Hadeeth Nadhara Godu imraan Sama Muqaalati...: Riwaayah wa
Diraayah (no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given), passim.

[4] Cf., Sulaimaan al-Tabaraani, Turuq Hadeeth Man Kadhaba Alayya Mutamadan (Beirut: al-Maktab al-Islaami,
1990), passim.

[5] 《布哈里圣训实录》最著名的注释者。

[6] Ahmad ibn Hajar, Fath al-Baari Sharh Saheeh al-Bukhaari (Makkah: Maktabah Daar al-Baaz, 1989), vol. 1, p.
201.

[7] 《达拉米圣训集》，可靠圣训。

安拉对逊奈的保护（7/7）：总结

2 of 15

www.IslamReligion.com

安拉对逊奈的保护（2/7）：圣训的记录
内容: 本系列文章将讨论历史上穆斯林保护逊奈（圣行）免于篡改的努力与方法。（
二）：圣训是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记录的吗？
由 Jamaal al-Din Zarabozo ( 2012 IslamReligion.com)
发布时间 17 Jul 2017 - 最后修改时间 24 Jul 2017
种类: 文章 >使者穆罕默德 > 关于“圣谕”

在讨论这个主题之前，我们需要肯定两个事实：那
就是保存某个事件，文字记录并非必要条件，没有文字
记录也并不意味着保存不正确或不完整；某个事件，即
便是用文字记录下来了，但该记录本身也不一定是完全
的或可靠的，记录错误并非没有可能。关于这两点，圣
训学家们都有提及。他们不要求圣训一定要有文字性记
录才接受之，尽管他们深知文字记录的重要性，尽管他
们也肯定书面记录往往要比口传心授更好，但他们同时
认定，文字记录的东西，也需要确定它是否被正确记录。
因此，在确定记录者对自己的书面记录精通无误的情况
下，圣训学家们才会接受或选择他们的记录而非大脑记忆，也就是说当圣训传述者胸中所记与
书面所写完全吻合时，他们才会接受被传述的该段圣训。
许多东方学家喜欢坚持“事实”：圣训只是口头传述了两世纪后才被记录，因此它只是随
意传播多年的口头传说而已。不幸的是，对圣训研究浅尝辄止的学人中，一直流传着这个误解。
事实上，全凭安拉怜悯，这个错误的观点已被穆斯林世界和西方许多大学的学者们的研究驳斥
并否定，比如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阿扎米1967年出版的《早期圣训研究》和伊米提亚兹·艾
哈迈德1974年爱丁堡出版的《逊奈和圣训的价值及它们的早期文献》。
圣训的记载始于先知穆罕默德时期，历史学家巴格达迪的记载表明，先知曾明确允许一些
圣门弟子记录圣训。比如：
1、
《达拉米圣训集》和《艾布达伍德圣训集》记载，阿卜杜拉·本·阿穆尔说，他们习惯记录听自穆圣
的一切。后来，有人禁止他们这样做，理由是穆圣也是人，他有时生气，有时开心。于是，阿卜杜拉
就停止记录圣训，直到后来问穆圣时，穆圣说：“你记录我的话吧，指掌管我灵魂的主发誓，这张嘴
里只说真理。”[1] 这说明无论生气还是高兴，作为先知的他都只说真理。
2、《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艾布·胡莱勒说：除了阿卜杜拉外，没有比我更能记录圣训的圣门弟子，
我还没有着手记录时他就已经开始记录圣训了。[2]
3、《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一个也门人在光复麦加那天来到穆圣跟前问，是否可以为他记录下穆圣
的话，穆圣准许，并说：你们为某某之父记录下来。
4、艾奈斯传述：“知识通过记录方能保护。”这段圣训被许多人传述，但传述系统羸弱。究竟是穆圣
的话，还是圣门弟子的话，有争议。哈肯等圣训学家辑录了这段圣训，阿尔巴尼认为该圣训可靠。
[3]

因此，毫无疑问，记录圣训的历史从穆圣时期就开始了，而且这个习惯延续到穆圣归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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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扎米在《早期圣训研究》详述了记录圣训的五十个圣门弟子。[4] 比如：
阿卜杜拉·本·阿巴斯（伊历前3-伊历68年）渴望知识，他常常就一个问题询问30多个圣门
弟子。他似乎记下了他听到的一切，甚至为此雇人工作。通过他传述圣训的人有：阿里·本·
阿卜杜拉·本·阿巴斯、阿穆尔·本·第纳尔、哈肯·本·米格萨姆、伊本·艾布姆莱卡、伊
克里玛、库赖布、穆佳希德、纳智德，赛义德·本·朱柏尔等。[5]
阿卜杜拉·本·欧麦尔（伊历前10-伊历74年）。他传述了大量的圣训，且传述非常严谨，
他甚至不允许字词顺序有所改变，即便字词顺序的改变不影响意思也罢。他有藏书，有一本书
是欧麦尔的，纳菲曾多次为他阅读。通过他传述圣训的人有：哲马勒·本·宰德·塔伊、纳菲
（伊本·欧麦尔的释奴）、赛义德·本·朱柏尔、阿卜杜阿齐兹·本·迈尔旺、阿卜杜马利克
·本·迈尔旺、欧拜杜拉·本·欧麦尔、欧麦尔·本·欧拜杜拉。[6]
阿扎米又列表逐个讨论了伊历第一世纪记录圣训的49人[7]
，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87个记录圣训的学者 ，第二世纪初251个收集并记录圣训的学者。
这几百位学者都记录圣训，并生活在伊历250年前。他们大多生活在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
时代之前。这个哈里发被误认为是开创收集圣训的先河。他的故事实际上被人误解了，早在他
之前就已经有人收集圣训了。[10]
[8]

[9]

“最新研究证实，几乎所有的圣训都是在圣门弟子时代记录的，一直延伸到伊历第一世纪
末。”[11]
这一声明不完全是阿扎米的个人研究，里面提到许多记录圣训的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他还写
道：
“我的博士论文确定，即便是第一世纪也有几百本圣训小册子流传。如果加上另外一百年，
会很难列出流传的小册子和书籍。最保守的估计也有数千本。”[12]

Endnotes:

[1] 圣训学家阿尔巴尼认为这段圣训为可靠。《艾布达伍德可靠圣训集》1989 2卷695页

[2]
伊本哈加尔评论这段圣训，解释艾布·胡莱勒比阿卜杜拉·本·阿穆尔传述的圣训多，查看《法提哈
》卷一206-208页。但一方面，他忘记提到艾布·胡莱勒在阿卜杜拉·本·阿穆尔后16年归真。

[3] 阿尔巴尼《可靠圣训集》2卷816页

[4] 阿扎米《早期圣训研究》(印第安纳波利斯 美国信托出版 1978) 34-60页

[5] 同上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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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45-46.

[7] 同上60-74.

[8] 同上74-106.

[9] 同上106-182.

[10]
《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伊历61-101)致信艾布伯克尔·本·穆罕默德（
卒于伊历100年），萨德·本·易卜拉欣和祖赫里：“寻找圣训知识并记录下来，我担心知识随着学者
的去世而消失。除了穆圣圣训不接受任何东西。”逊迪格等人错误地认为欧麦尔的要求开创圣训记录
的先河，实际上不是。

[11] 阿扎米《方法论》30页

[12] 同上64页

安拉对逊奈的保护（3/7）：传述系统的价值和历史
内容: 本系列文章将讨论历史上穆斯林保护逊奈（圣行）免于篡改的努力与方法。（三）：传述系统
的价值和历史
由 Jamaal al-Din Zarabozo ( 2012
发布时间 10 Jul 2017 - 最后修改时间 24 Jul 2017
种类: 文章 >使者穆罕默德 > 关于“圣谕”

考证圣训的另一个重要工具就是传述系统，它是专
属于穆斯林乌玛的知识。传述系统是指：从被传述信息
（圣训）的最后传述人追溯至其最初来源――穆圣（愿
主福安之）那里的传述经过。

安拉对逊奈的保护（7/7）：总结

5 of 15

www.IslamReligion.com

关于传述系统的价值，阿卜杜拉·本·穆巴拉克意味深长地说：“传述系统是宗教的一部
分。如果没有严密的传述系统，那么，谁都可以自圆其说。”[1]
事实上，传述系统已经成为甄别圣训真伪的重要标准。直至今天，没有人敢于不提供传述系统
就传述圣训。“有这样的人，如果你问他圣训来源，他就沉默。”传述系统一直扮演着保护圣
训，确保圣训真实性的角色。早期圣训学家甚至不去理会没有已知传述系统的圣训。
关于传述系统的价值，苏福阳·扫里（卒于伊历161年）这样说：“传述系统是信士的宝剑。
没有宝剑何以战斗？”穆斯林学者运用传述系统这个利器，能轻而易举地清除人们带进伊斯兰
的旁门左道和歪理邪说。据传述，穆罕默德·本·西林（卒于伊历110年）、艾奈斯·本·西林、
扎哈克和欧格巴·本·纳菲等都说过：“圣训知识即信仰，要注意保护你的信仰。”[2]
圣训是伊斯兰立法的源泉，而接受一个人的传述，就相当于接受来自他的信仰方面的教诲。
因此，只有传述系统能够准确无误地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那里的圣训，才是可接受的。
这个系统比今天的版权系统更有保护措施。哈米杜拉写道：“尽管当今学者在学术工作上
会引用重要来源，但即便是最谨慎的文件，也有这两点缺陷：
1、出版物很少或不会核实是否有错误。如果这项工作依赖作者鉴定或者有机会让其本人审核或授
权人审核，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2、现今只满足直接来源，不考虑来源的来源并追溯至当事人。而圣训传述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3]

总之，可以说传述系统是圣训的基本，没有传述系统就无法鉴定圣训的真实性。阿卜杜拉
·本·穆巴拉克道出了真理：没有传述系统，谁都可以说自己传述的是圣训，是信仰的一部分。
[4]
事实上，传述系统的价值非常明显，不用过多讨论。因此，更重要是讨论传述系统开始使用的
时间，如果传述系统真的是在穆圣归真很久后才使用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
欧麦尔·弗拉塔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圣训传述系统的详细历史。篇幅有限不再详引。
关于首次使用传述系统，他的重要结论是：不在场的圣门弟子习惯使用传述系统，但他们习惯
在自己和穆圣之间不设置媒介，提到传述系统的现象不明显。圣门弟子们传述一段圣训时，会
解释清楚是否直接来自穆圣。圣门弟子们传述的大量圣训都是直接来自穆圣的，虽然传述系统
在圣门弟子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了，但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甄别圣训真伪的必要，因此使用传述
系统的频率不是很高。

Endnotes:

[1] 伊玛目穆斯林在圣训实录导言中解释了，传述系统是信仰的一部分。

[2] Quoted in Umar ibn Hasan Uthmaan al-Fullaatah, al-Widha fi al-hadeeth (Damascus: Maktabah al-Ghazzaali,
1981), vol. 2, p. 10.

[3] Muhammad Hamidullah, Sahifah Hammam ibn Munabbih (Paris: Centre Culturel Islamique, 1979), 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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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里要提到保罗和基督教原始教义。保罗没见过耶稣，他不能追溯教义到耶稣，事实上，他反对耶稣
的门徒，他们知道耶稣的话。不幸的是，还原历史真实性和追溯到耶稣的要求并没有在基督教中真正
地发展。因此这个宗教变得歪曲，远离了耶稣的真实教导。

安拉对逊奈的保护（4/7）：对传述系统的保护
内容: 本系列文章将讨论历史上穆斯林保护逊奈（圣行）免于篡改的努力与方法。（四）： 提及
传述系统的习惯及对传述系统的保护。
由 Jamaal al-Din Zarabozo ( 2012 IslamReligion.com)
发布时间 30 Apr 2012 - 最后修改时间 30 Apr 2012
种类: 文章 >使者穆罕默德 > 关于“圣谕”

关于要求传述者叙述确凿传述系统的问题，弗拉塔
说：艾布伯克尔――穆圣归真两年后归真，是首个要求
圣训传述者为自己的传述寻找其他见证人的哈里发――
他不见到见证人，就不接受被传述的圣训。哈里发欧麦
尔也是如此。他们有意地让传述人提到传述系统，只是
想以此方式确定圣训直接还是间接来自穆圣，旨在确定
传述的正确性。因此，就在穆圣刚归真的前几年，传述
人都明白，他们传述圣训时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传述系
统的可靠性。内乱时代的哈里发阿里，有时候会让传述
人发誓他传述的圣训是直接来自穆圣的。显然，在内乱时代之后，同样需要确定传述人的连续
来源。[1]
关于传述人主动提及传述系统的问题，弗拉塔说：当记忆羸弱和带有邪恶目的者开始广为
传述圣训时，很多圣训传述人开始主动提及传述系统，以确定自己传述的可靠性。提及传述系
统的习惯逐渐流行开来。阿玛施习惯传述圣训时先说：“这是首要问题，”接着就会提到传述
系统。沙姆的沃利德·本·穆斯林说：祖赫里有一天说，“我发现你们传述圣训没有关键部分，
怎么回事？”之后我们（沙姆人）每传述圣训时都要提到传述系统
。学者们会严厉责备学生学习传自老师的圣训时忽略系统。
事实上，他们会拒绝没有传述系统的圣训。巴赫兹·本·艾塞德说：不要接受不说“某人告诉
我们”的人传述的圣训，也就是不接受没有传述系统的圣训。穆斯林甚至开始坚决要求使用传
述系统，对于除了圣训之外的学科，还有历史、古兰注解，以及诗歌等都要求传述系统。
[2]

[3]

因此，在详细讨论之后，弗拉塔精妙地总结：
1、传述系统首次使用是在圣门弟子时代。
2、艾布伯克尔是要求传述人确定圣训渊源的第一人。
3、基于一二两条，传述人开始主动提及并确定传述系统。[4]

总之，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圣训的传述是完全没有传述系统的。圣门弟子时期，传述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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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尚不明显，因为当时圣训传述通常不需要中介，他们大都是直接听穆圣讲述的。（圣门弟
子时代的正式结束是伊历110年最后一个圣门弟子归真。）艾布伯克尔和欧麦尔非常谨慎验证圣
训的真实性。后来的学者如沙比和祖赫里等的出现，他们让穆斯林意识到提及圣训传述系统的
重要性。尤其是在哈里发奥斯曼归真，对抗出现之后，人们更加意识到圣训是他们的信仰基础，
他们要谨慎地获取信仰的来源。于是，传述系统和传述系统的运用就成了圣训研究的标准，传
述系统学逐渐成为圣训学的一部分。这中状况一直持续到伊历三世纪圣训大辑录时期。[5]
安拉赐福先知穆罕默德的乌玛，用传述系统这一独特的方式保护原初教义。穆罕默德·本
·哈提姆·本·穆扎法尔写道：
“真主确实通过传述系统赐予这个乌玛荣耀、高贵和地位，赐予的这些福祉远胜于其他乌
玛。没有哪个远古或现代民族能有如此完整的传述系统。尽管有些还有远古存片，但内容已被
历史记录混淆，像旧约新约一样不能区分哪些是真正启示，哪些是不可信赖的传述人后来增加
的内容。”[6]

Endnotes:

[1] 弗拉塔 2卷20-22页

[2] 同上28页.

[3] 同上28-29页.

[4] 同上30页.

[5]
事实上，提及传述系统的传统持续到第五世纪。之后书籍的流传大多都有学者给予的允许，虽然至今
仍有许多学者可传述圣训附带可追溯到穆圣本人的完整的传述系统。《圣训学家不同的原因》1985，沙
特吉达2卷77页

[6] Quoted in Abdul Wahaab Abdul Lateef, Al-Mukhtasar fi Ilm Rijaal al-Athar (Dar al-Kutub al-Hadeethiya, no
date), p. 18.

安拉对逊奈的保护（5/7）：对传述人的考证与评价
内容:
本系列文章将讨论历史上穆斯林保护逊奈（圣行）免于篡改的努力与方法。（五）：对传述人的考证
与评价
由 Jamaal al-Din Zarabozo ( 2012 IslamReligion.com)
发布时间 07 May 2012 - 最后修改时间 07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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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文章 >使者穆罕默德 > 关于“圣谕”

保护圣训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圣训传述人的考证与
评价。即便是在穆圣时期，圣门弟子们也常常去穆圣那
里确认他们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圣训。关于伊玛目艾哈迈
德、布哈里、穆斯林、奈萨伊等收集圣训的例子，阿扎
米教授写道：

“如果考证是为区分正误做努力，我们可以说，它的初步阶段始于穆圣时期。但他们当时
只是去穆圣那里确认一下而已。我们发现这种研究源自阿里、欧拜伊·本·卡布、阿卜杜拉·
本·阿穆尔、伊本·麦斯欧德的妻子宰奈布等圣门弟子。根据这些研究，可以断定，圣训研究
与考证的雏形形成于穆圣时期。”[1]
显然这个让穆圣直接确认圣训的习惯以穆圣归真而结束，之后四大哈里发领导的圣门弟子
们习惯互相确认圣训。欧麦尔对确保正确地传播圣训要求非常严格。《穆斯林圣训实录》中可
以找到艾布穆萨·阿沙力的例子。欧麦尔警告艾布穆萨，如果他传述给欧麦尔的圣训，找不到
见证人的话，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对于这段圣训，阿卜杜·哈米德·逊迪格说：欧麦尔并不
是真正怀疑艾布穆萨，而只是想保持圣训传播的严谨性。[2]
另外，艾布·胡莱勒、阿伊莎、欧麦尔、伊本·欧麦尔也都曾核实圣训。有时候他们像欧
麦尔那样通过参照核实圣训，有时候他们用时间来检验传述人，核实圣训。《穆斯林圣训实录
》辑录：阿伊莎听到传自阿卜杜拉·本·阿穆尔的一段圣训。一年后她让仆人去阿卜杜拉·本
·阿穆尔那里再次听这段圣训，确认他正确地传述。结果就像当初她听到的那样，只字未改，
这样就确定这段圣训是他从穆圣那里传来的。[3]
这种对传述人的研究，引领了最独特具魅力的传述系统考证学的发展，这一学科详细讨论
了数千个传述人的生平、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准。每个传述人都必须达到道德和学术上的要求，
他传述的圣训才能被接受，二者具备，缺一不可。记忆超群，但不够诚实者，传述的圣训再重
要也不接受。虔诚可靠，但学术欠佳者传述的圣训，也不被采纳。
因此，圣训学家们用多种方法来核实圣训传述人的熟练和精准。阿扎米说，有四种基本方
法来核实传述人的熟练程度。[4] 他举出了例子：
1、比较同一学者的不同学生传述的圣训。比如，耶哈雅·本·玛因阅读哈马德·本·撒立
马给十七个学生的书。他说以这种方式，不但能（通过与其他学者比较）发现哈马德的错误，
也能（通过与其他学生比较）发现学生的错误。
2、比较同一学者不同时期的陈述。比如，阿伊莎让人问阿卜杜拉一年前传述的圣训。她发
现此人记忆的圣训没有改变，知道他准确地记忆着听自穆圣的圣训。
3、比较口头传述与书面记录。比如，阿卜杜拉赫曼·本·欧麦尔通过艾布·胡莱勒传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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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关于晌礼的圣训，说夏季晌礼会比其他季节晚些。艾布·祖拉赫说这段圣训不是传自艾布·
胡莱勒的，而是传自艾布·赛义德的。阿卜杜拉赫曼认真记下了这件事，回到家做核对，发现
自己错误后，即写信给艾布·祖拉赫承认错误，烦请他告知某某人纠正这个错误。他说改正错
误，安拉会给予回赐，因为害羞比火狱要好得多。[5]
4、圣训与《古兰经》比较。这一习惯始于圣门弟子。因为《古兰经》是检验圣训的首要工
具。圣门弟子不会接受与《古兰经》抵触的任何圣训，当出现抵触时，他们会认为，要么圣门
弟子记错了，要么他们误解了穆圣的圣训。他们知道《古兰经》和圣训都源自启示，不会互相
冲突。
除了阿扎米提到的上述四种方法外，还有其他方法，比如，一段圣训与其他相关圣训进行
比较，圣训与可知历史事件进行比较等。

Endnotes:

[1]
穆斯塔法·穆罕默德·阿扎米《圣训方法论和文献研究》(印第安纳波利斯，美国致信出版社，1977,48
页)

[2] 阿卜杜·哈米德·逊迪格译解《穆斯林圣训实录》
(拉合尔，穆罕默德·阿什拉夫，1972年3卷1175 6页).

[3] 同上4卷1405页.

[4] 阿扎米《方法论》52

58.

[5] 同上56.

安拉对逊奈的保护（6/7）：搜寻圣训的艰苦旅行
内容:
本系列文章将讨论历史上穆斯林保护逊奈（圣行）免于篡改的努力与方法。（六）：搜寻圣训的艰苦
旅行
由 Jamaal al-Din Zarabozo ( 2012 IslamReligion.com)
发布时间 07 May 2012 - 最后修改时间 07 May 2012
种类: 文章 >使者穆罕默德 > 关于“圣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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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中知识的重要性，让许多穆斯林不远万里去
确认和收集圣训。

伊斯兰历史上，在保护圣训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学者们不惜长途跋涉，不
远万里，去核实他们记录的传述并收集更多的圣训。世界不同宗教团体中，只有伊斯兰乌玛高
度保护了经典的正确性和纯洁性。穆斯林因为两点受到祝福：传述系统和寻找圣训。对信仰知
识的渴求让许多穆斯林自发地远离家乡故土，数月甚至数年，去他乡考证并收集圣训。对教门
的忠诚，对教门基础――圣训的无限重视，促使他们心甘情愿地牺牲今世享受。他们为圣训的
收集和考证工作做出巨大的贡献。祖拜尔·逊迪格提到：
“所有这些不同时代的‘传统主义者’为了寻找圣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表现出了惊人
的毅力。他们对圣训的爱是意义深远的，无止境的，为获得圣训忍受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他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辞辛苦，无私奉献。”[1]
为何早期穆斯林对知识的渴望如此巨大？没有人能够完全答得上来，但可以想象到的原因
如下：
a．这些虔诚的穆斯林深知圣训是引领他们实践信仰、紧随先知穆罕默德的脚步，从而更加接近安拉的
保障。
b．《古兰经》和圣训都强调追求知识的优越和和知识的价值。

《古兰经》云：
“你说：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古兰经》39:9)
“真主的仆人中，只有学者敬畏他。” (《古兰经》35:28)
圣训云：
“谁踏上了求知的道路，安拉就为他开通了一条通往天堂的路。”[2]
“人死后，一切善功即告终止，只有三件除外：永久性的施舍、裨益人的知识，以及清廉子女的祈祷。
”[3]

早期学者认识到知识的价值，知道没有比认识造物主的知识更有益的知识，于是竭尽全力
学习穆圣的教导。先贤们寻求知识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清晰的画面。穆斯林为追求知识
而长途跋涉，可以说始于穆圣时期。那时麦地那以外的人常会远道而来，来找穆圣询问一些问
题，或者来穆圣跟前确认他所派出的特使的传述。从两大圣训集中，我们可以看出部分圣门弟
子很期盼有人来问穆圣一些问题。艾奈斯说，他们被禁止询问穆圣太多的问题，于是，他们总
希望有聪明的游牧人来麦地那向穆圣询问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圣门弟子旅行确认圣训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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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4]
《布哈里圣训实录》辑录，贾比尔·本·阿卜杜拉旅行一个月，只为获得阿卜杜拉·本·
欧奈思传述的一段圣训。塔巴拉尼辑录，贾比尔说，“关于报偿的圣训，我听说埃及有人直接
听穆圣说过这段圣训，于是我就骑骆驼去埃及”。[5]
圣门弟子艾布·安尤布费劲心机，想方设法到了埃及，目的就是为了询问欧格巴·本·阿
穆尔传述的一段圣训。他告诉欧格巴，直接从穆圣那里听到的该段圣训的人就只剩下他俩了。
听到这段圣训后，他就离开埃及回到麦地那。
一个圣门弟子长途旅行拜访法扎拉·本·欧拜德，只是为了询问两人一起直接听到的某段圣训，
希望法扎拉有完整的内容。[6]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寻找圣训的旅行基本上有两个原因：
1、亲密的圣门弟子传述一段圣训，他们没有机会直接听到，因而不惜长途旅行去增加圣训知识。
2、确认一起听到的圣训的内容和意思。即便是圣门弟子也会经常检查，复查和保护他们传述的圣训的
纯真度。

再传弟子时代，聆听或确认圣训的热情和意愿并没有减少。穆圣生活多年，逊奈的故乡，
许多圣门弟子在穆圣归真后居住的城市――麦地那，是旅行的魅力中心。事实上，任何一个城
市，只要有某段著名圣训，都会吸引搜集圣训者旅行前往。
哈提布·巴格达迪关于寻找圣训有一部专著――《寻找圣训的旅行》，本书的看点不只是
为学习圣训而旅行的学者，而是它几乎涉及伊斯兰历史上的每个学者。作为学者而不旅行，在
人们看了似乎就成了怪事，旅行似乎成了衡量学者的标准了。就像本书编者努勒丁指出的那样，
很多旅行往往只是为了一段圣训，而不是所有圣训！[7]

Endnotes:

[1] 祖拜尔·逊迪格，《圣训文献：起源，发展，特色和考证》 (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出版社 1961年 48页)

[2] 《穆斯林圣训实录》

[3] 《穆斯林圣训实录》

[4] 艾克拉姆·兹亚·欧玛利《圣训史研究》 (贝鲁特，1975年203页)

[5] 伊本·哈加尔认为传述系统良好。《法提哈》1卷174页

[6] 《艾布·达伍德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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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寻找圣训的旅行》简介，贝鲁特知识书局 1975年10页.

安拉对逊奈的保护（7/7）：总结
内容:
本系列文章将讨论历史上穆斯林保护逊奈（圣行）免于篡改的努力与方法。（七）：逊奈的保护措施
和时序，与旧约新约等其他宗教经典的保护之比较
由 Jamaal al-Din Zarabozo ( 2012 IslamReligion.com)
发布时间 14 May 2012 - 最后修改时间 14 May 2012
种类: 文章 >使者穆罕默德 > 关于“圣谕”

前文描述了安拉保护逊奈的重要方法。事实上，这些保护措施在穆圣时期就已经有了。中
间没有时滞，没有信息流失，也没有任何人为地扭曲和篡改。对于早期逊奈的保护，逊迪格有
精彩的总结：
“圣训至今是全球穆斯林热盼了解和学习的主题。穆圣时期，许多圣门弟子细心观察穆圣
的言行，并积极把这些言行传达给他人。有的人记录下来用来教导学生，有的人保存下来留给
家人。穆圣归真后，圣门弟子们分散到世界各地，这就使得许多追求知识的人长途跋涉，历尽
千辛万苦搜集圣训。这些活动在全球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流传下来的学科――圣训学
业是空前绝后的。”[1]
这些方法和过程最终让圣训学逐渐达到了顶峰，传述的圣训详细地逐级追溯到穆圣那里。
一般而言，学者们不会轻易接受一段圣训，除非它具有可考的、可以追溯至穆圣那里的完整的
传述系统。任何一方面的欠缺都会影响圣训的等级，甚至被拒绝而成为为羸弱圣训或伪造圣训。
对圣训学的研究越深入，就越能充分地体会到穆圣教导的完美保存，一如安拉在《古兰经
》中的承诺。圣训学家作为研究圣训学的专家，为此奋斗终生，他们一致确认的圣训，就没有
任何疑问。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相信并竭尽全力实践到生活中。

比较其他手稿
提到圣训，西方人习惯称之为传统，给人一种随意性和非学术性传说的印象。实际上，这
完全不同。传统一词的使用，给人一种圣训没有被保存的假象。西方人另一个普遍的描述就是，
圣训的保存跟福音书的保存是一样的。这是一个相当巧妙的描述，其“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否
定了许多内涵。事实上，许多人研究过福音书，知道它的不可靠性，他们开始寻找基督教之外
的其它宗教。而对圣训的如此陈述无疑会先入为主地左右他们对圣训的看法。
圣训精密和科学的保存，与其他早期宗教经典的保存，有着天壤之别。我们简要描述一下，
以资对比。在大篇幅讨论旧约的历史后，德克斯总结：
“标准《旧约》不是简单的单一文献，它经过了增删编辑处理。尽管穆萨接受的启示不应
该迟于公元前13世纪，更应该是公元前15世纪左右，那么，标准《旧约》就应该往后推迟一些。
辨认研究最古老的土层发现，标准旧约不早于公元前10世纪。这些不同的土层直到公元前400年
才与标准旧约相融合，也就是在穆萨去世后1000年左右。此外，标准旧约从未完全标准，公元1
世纪也就是在穆萨1500年后，至少有四个不同版本存在。而且，如果采纳马所拉学士版本为官
安拉对逊奈的保护（7/7）：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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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式标准旧约的话，现在最古老的手稿约成文于公元895年，距离穆萨就有约2300年左右。简
而言之，尽管标准旧约有原初内容，但源泉破坏，内容不明，就不可能再追溯到穆萨那里了。
”[2]
虽然先知尔萨（耶稣）在先知穆萨后许多世纪才到来，但他接受的启示的保存处境也不好。
作为耶稣研究会的成员，许多著名的基督教学者试着确定哪些话真的可以归于耶稣：“《福音
》中归于耶稣的82%的话，其实并不是他说的。”[3]
对于福音的历史，他们说：“事实是，希腊福音书的历史，从一世纪到三世纪初发现首部副
本，存在大量空白和未知。”[4]
《正统手稿讹化》作者巴特·埃尔曼确定了手稿是如何随时间而改变的。他在论文开始详细
说明：“我的论文说的很简单：抄写员偶尔把神圣经典的字词改得更正统，是为了防止支持异
见的基督徒滥用。”[5] 这有点本末倒置了，因为信仰基于经典，而非经典基于信仰。

《古兰经》的一致
《古兰经》的本质不同于圣训。因为圣训内容浩繁，而《古兰经》篇幅有限。《古兰经》
内容不多，记忆和书写都是在穆圣时期完成的。许多圣门弟子背记整部《古兰经》于心。担心
出现在其他宗教中发生的篡改经典的事件，有必要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古兰经》免于篡改。穆
圣归真后不久，《古兰经》官方定本立即被发往各地，确保了《古兰经》内容的纯洁。直到今
天，无论走到哪里，随便翻一本《古兰经》，都能发现它全球一致。《古兰经》的保存跟逊奈
的保存不同，当时穆斯林为保存《古兰经》采取的态度更是无需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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