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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伊斯兰教不仅允许而且要求穆斯林姿态优美，外观

高尚，打扮漂亮，以享受真主所创造的装饰品和华丽的

衣着。 

在伊斯兰教看来，衣服的目的，无非是：第一、遮

盖身体；第二、御寒和装饰。因此，真主给整个人类准

备和安排好各种服饰，以显示对人类施行恩惠。真主说：

〖阿丹的子孙啊！我确已为你们而创造遮盖阴部的衣

服和修饰的衣服，敬畏的衣服尤为优美。这是属于真

主的迹象，以便他们觉悟。〗──《古兰经》七章二六

节) 

所以谁在衣着的上述两个目的方面疏忽和浪费的

话，谁确已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正道而倾向恶魔的邪路

了。这是真主用来面向阿丹的子孙(整个人类)的两句呼

词(前面一句以后，接着又是两句)的妙义。真主在这两

句呼词中，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恶魔的圈套而体，也不要

放弃修饰。真主说：〖阿丹的子孙啊！不要让恶魔考

验你们。犹如把你们的始祖父母的衣服脱下，而揭示

他俩自己的阴部，然后把他俩诱出乐园。〗──(《古

兰经》七章二七节)。真主又昭示说：〖阿丹的子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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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礼拜，你们必须穿着服饰。你们应当吃，应当喝，

但不要过分。真主确是不喜欢过分者的。〗──(《古

兰经》七章三一节) 

伊斯兰教责成穆斯林要遮盖自己的阴部，那是讲究

文明的人，凭其天性，是耻于暴露阴部的，而且遮盖阴

部，以别于赤身体的动物。作为穆斯林，即使是远离人

群，独自居处，教律也要求他遮盖阴部，以便使他的这

种礼貌和羞怯成为一种信仰和美德。 

哈克目之子白赫兹传自其祖父说：“真主的使者啊！

我们该怎样遮盖羞体，我们有何谨防？”穆圣（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应当遮盖你的羞体，除

非是对你的妻子和你所管理的奴婢。”又问：“真主

的使者啊！当一群人彼此相处(例如旅行等)时，怎么

办？”穆圣说：“如果你能做到任何人也看不见你的

阴部的话，那么，你就这样做吧！”又问：“当我们

自己独自在一块时，又怎么样？”穆圣说：“那么，圣

洁崇高的真主，更应该使你感到向表示羞愧呀！”─

─(艾罕默德，艾卜、达伍德，铁尔密则，伊本马哲，

哈康目、伯伊赫格等人所传圣训) 
 

清洁、美观是伊斯兰教的特色 

在重视装饰、姿态的优美之前，伊斯兰教把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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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向着清洁方面。因为清洁是一切优美装饰和一切漂

亮外貌的基础。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们当

爱好清洁吧！因为伊斯兰是清洁的宗教。”──伊本

哈巴尼所传圣训) 

“清洁导人于信仰，而信仰将伴同其主人一块儿

在乐园里。”──(图布拉尼所传圣训)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鼓励人们要衣

服清洁、身体清洁、房屋清洁、道路清洁，特别是牙齿

清洁和双手清洁以及头发清洁。 

宗教把清洁作为它的最要的功修──礼拜的钥匙，

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一个穆斯林的拜功，只有当其身体

是清洁的，衣服是清洁的，礼拜的地方是清洁的情况下，

才蒙受接纳。这是除了对整个身体被规定的清洁以外的

要求，是伊斯兰教里以“大净”和“小净”而着称的规

定。由于阿拉伯的环境，包括它周围的游牧生活和沙漠，

养成它的人民或者说其中大多数人民，对清洁卫生和美

貌问题非常忽视。所以穆圣对他们很关心，向他们提出

醒觉性的指示和自觉性的忠告，直到把他们从流浪生活

提高到文明的水平，由有损人格的肮脏处境纳入到适当

的优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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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蓬头垢面，胡须满腮的人来见穆圣（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穆圣指着他，似乎是在命令

他去理一下头发，修饰一下鬓幅。那人果然去照办了以

后再来。于是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才说：

“这样的仪表难道说不比你们中无论谁带着一副蓬头

垢面，像魔鬼一样的面孔来临漂亮吗？”──(马立克

所传《圣训》)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有一次见到一

个人，蓬头散发，便说：“此人是不是没有整理自己

头发的梳篦吗？！” 

又有一次穆圣见到一个穿着污秽衣服的人。穆圣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这个人难道没有

洗涤衣服的用品和器具吗？”──《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有一个身穿劣等衣服的人来见穆圣，穆圣（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问他：“你有没有财产？”他说：

“有！”穆圣说：“那方面的财产？”他说：“各方面

的财产，真主都已经赏赐我了！”穆圣说：“真主既然

已把财产赏赐给你了，你就应该让真主对你的恩惠和

慷慨的影响彰明昭著吧。”──《奈萨伊圣训集》 

穆圣特别强调，在公共集会场所，要讲究清洁卫生

和美观，例如聚礼和开斋节和古尔邦节的集会。穆圣（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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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你们无论谁，如果宽

裕的话，除了工作的衣服以外，应当为聚礼日准备两

套衣服。”──《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禁止男子穿戴金饰和丝织品 

伊斯兰不但允许而且要求人们装饰美观，谴责把合

法当非法者。真主说：〖你说：‘真主为他的臣民而

创造的服饰和佳美的食物，谁能禁止他们去享受

呢’？〗──(《古兰经》七章三二节) 

但是对男性来说，禁止使用以下两种服饰： 

以纯金作装饰品； 

穿戴纯真丝织品； 

这两种服饰只允许女性穿戴。 

据阿里大贤说：“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拿来一件丝织品放在右边，又拿来一件金饰放在

左边。然后说道：‘这两件东西，对于男穆斯林来说，

是非法的’。”──(《艾哈默德圣训集》、《艾布达

吾德圣训集》、《奈萨伊圣训集》、《伊本汉巴尼圣训

集》、《伊本马哲圣训集》等人所传圣训) 

欧麦尔大贤说：“我听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过：‘你们不要穿戴丝织品，因为谁在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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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丝织品，谁在后世就无权穿戴了’。”──(《布

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传自艾奈斯)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对于丝绸之衣

服，有这样的教诲：“这是没有礼貌者的衣服。”─

─(《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看见一个男子

手上戴着一个金戒指，穆圣把它剥去，并且丢了。还

说道：“你们个个要打算去找一个火炭子放在手上。”

当穆圣走了以后，有人告诉那男子：“你该去把你的戒

指拣起来利用呀！”那男子说：“不！以真主为誓，穆

圣抛弃了的东西，我是不会再去拣取来的。”──(《穆

斯林圣训集》) 

像金戒指这类的装饰品，我们还可以在那些豪华奢

侈者身上司空见惯，例如金笔、金表、金打火机、金烟

盒、金烟咀……。 

至于用银戒指，穆圣允许男性可以使用。据布哈里

传自伊本欧麦尔的《圣训》说：“穆圣（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用银币制作了一枚戒指，后来相继传到

艾布、伯克，欧麦尔，奥斯曼三人手上戴过，最后是

掉进艾利斯的一口井里。”──(《布哈里圣训集》衣

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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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它金属，没有经典的明文加以禁止。相反，

在《布哈里圣训集》里还有这样记载，穆圣（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对一个欲与自我介绍的妇女结

婚的男子说：“你去寻找一个戒指作聘礼吧！那怕是

铁戒指也行。”布哈里以此推证：使用铁戒指是合法的。 

为了健康的需要，可以通融男子穿戴丝织品。例如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允许阿布杜·拉赫

曼·布尼·奥弗和祖白尔·布尼·阿瓦目二人穿丝绸

衣服，因为他俩患痒疹。──(《布哈里圣训集》) 

 

禁止男子穿戴丝织品和金饰的哲理 

伊斯兰教禁止男子佩戴纯金装饰品和穿着真丝织

物是有其高尚的教育意义和伦理。作为维护主道而奋斗

的、强有力的伊斯兰教，是喜欢男子要维护自己的刚勇

和其英雄气概，不要有软弱和衰微的表现。真主使男子

生理结构有别于女子的，所以男子不适宜于穿着精美的

服饰，穿戴那些名贵的装饰。 

此外，禁止男子穿丝织品和戴金饰，还有一个社会

意义 

禁止男子使用这两种东西，是伊斯兰教与奢侈、豪

华、耽于逸乐的生活作战斗的部份纲领。在伊斯兰教看



 

 - 10 - 

来，奢侈导致衰落，它预示着一个民族的即将灭亡。这

是社会黑暗和不义的表现，因为少数人的奢侈挥霍，必

然是建立在大多数可怜人的痛苦和血汗上，从而，就构

成了一切正义、福利和改革的公敌。 

真主说：〖当我要毁灭一个市镇的时候，我命令

其中过安乐生活者服从我，但他们放荡不检，所以应

受刑罚的判决。于是，我毁灭他们。〗──(《古兰经》

一七章一六节) 

〖每逢我派遣警告者到一个城市去，其中豪华的

人们总是说：「我们的确不信你的使命。〗──(《古

兰经》三四章三四节) 

为了贯彻《古兰经》的精神，先知穆罕默德禁止在

穆斯林的生活中出现奢侈、豪华、耽于逸乐的现象。正

如禁止男子穿戴丝织品和金饰一样，也禁止男女使用金

银所制器皿，以后我们将要讨论到这个问题。 

 

允许妇女穿戴丝织品和金饰的哲理 

妇女之所以对此判断例外，是照顾女性的吸引力及

其需要，以及妇女喜爱装饰品和爱美的天性。但是，她

们的装饰如何，不得以此去勾引男子，挑逗情欲。穆圣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任何一个打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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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扑鼻的女人，然后走到一群人中去，好让大家嗅

到她的芳香，那么，她就是一个淫妇。每一个眼睛被

她吸引也就有了奸情。”──(《奈萨伊圣训集》、伊

本赫居然、《伊本汉巴尼圣训集》等人所传圣训) 

真主警告妇女们说：〖叫她们不要用力踏足，使得

人知道她们所隐藏的首饰。〗──(《古兰经》二四章

三一节) 

 

穆斯林妇女的衣着 

伊斯兰教禁止女教徒穿着稀薄、透明的衣服，暴露

肉体，或者穿那种只掩盖身体某几个部份的衣服，特别

严禁穿那种有意突出乳房、腰部、臂部等易惹性欲的紧

身衣裤。 

艾布胡赖依勒的传述，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火狱中的两种人，我不愿看他们：一是

不义之官吏，他们手拿鞭子，如牛尾巴，逢人就打。

二是妇女，身穿透明的服装，趾高气扬，自迷而迷人，

头饰如驼峰，东倒西歪。这般人，不得进乐园，连乐

园的气息也嗅不着。尽管乐园的芬芳四溢，很远就可

嗅到。”──(《穆斯林圣训集》) 

圣训描述她们是“身穿透明的服装”，就是说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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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身穿衣服，但是由于衣服的稀薄透明，等于是体，

没有尽到遮盖羞体的职责，反而故意暴露，就像现代妇

女的大多数衣服一样。 

至于“发式如驼峰”，因为妇女们把自己的头发升

得高高的，似乎穆圣在千年前就预见到现在这个时代一

样，妇女们为了自己的发型搞得多样化和美观，通常由

一些理发室里的男人给她们主持理发，而且要收取高昂

的代价。许多妇女还不仅满足真主所赐给她们的天然头

发，她们还要去购买人造头发来加在自己的头上，以表

现柔和、光滑和漂亮，从而更能吸引和诱惑异性。 

在上述这段圣训中，使人感到诧异的是，穆圣把政

治上专制的官吏与道德上堕落的妇女联系在一起相提

并论，这是现实所证实了的。因为专制者，习惯上都是

驱使人民去为他干那些强化情欲的勾当，人们由于个人

的享受，也就忽略去监督公众的事业。 

 

妇女模仿男子，以及男子模仿妇女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宣布：“禁

止妇女在衣着上打扮成男子的装束；禁止男子在衣着

上打扮成妇女的装束。”(见《艾哈默德圣训集》、《艾

布达吾德圣训集》、《奈萨伊圣训集》、《伊本马哲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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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集》、《伊本汉巴尼圣训集》等人所传圣训。哈克目

说：“这是按《穆斯林圣训集》所要求之条件而考证的

圣训”)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愿真主

谴怒那些男子中模仿妇女者，谴怒那些妇女中模仿男

子者。”──(《布哈里圣训集》) 

所谓“模仿”，包括说话、举动、走路、服装等各

方面。 

人生中所遭遇的最大不幸，以及社会所经历的最大

灾害，就是违反天性和对自然规律的侵犯。男人有男人

的自然规律，妇女有妇女的自然规律；两性各有其若干

特点，妇女打扮成男人一样，那就是心理上的混乱和道

德的颓废。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曾经列举了那些

在今生与后世蒙受真主谴怒、天神诅咒的人。其中有真

主把他创造成男人，而他将自己变成妇女的习惯，事事

模仿妇女；另外是真主把她创造成女人，而她将自己变

成男人的习惯，事事模仿男人。──(见图布拉尼所传

圣训) 

因此，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禁止男子

穿有大而明显图案的衣服。据阿里传述，“穆圣禁止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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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戴金戒指，穿丝绸衣服和红色方服。”──(《穆斯

林圣训集》) 

伊本欧麦尔传说：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有一次看见我穿着两件有图案的衣服后，说道：“这

是不信教者的服装，你作为一个男子，不要穿它。” 

 

有名气和矜骄性的衣着 

伊斯兰教允许信徒享受一切佳美的东西，无论是饮

食或衣服，只要来源合法。但是还有一个总原则，就是

不得浪费和趾高气扬。 

浪费就是超越合法享受的限度；趾高气扬就是意念

上思想上的联系与表现上的联系要深刻得多。就是说，

衣食上，有向世人自夸，矜骄的企图。〖真主是不喜爱

一切傲慢者，矜夸者的。〗──(《古兰经》五七章二

三节)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自命不

凡地拉扯自己的衣服，谁在复活日不会蒙受真主的理

睬。”──(《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 

为了使穆斯林避免矜夸的嫌疑。穆圣（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禁止大家不要穿有名气的豪华衣服，因为

这种衣服往往以一些无意义的表象，在群众之间引起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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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争荣、夸耀。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说：“谁在今世穿上有名气的豪华衣服，复生日谁将

穿上屈辱的衣服，并且烈火在衣服里燃烧着。”──

(《伊本马哲圣训集》以优美的传述线索所传圣训) 

有一个人向伊本欧麦尔请教：“我该穿甚么样的衣

服合适？”伊本欧麦尔说：“不要穿那种不雅观而受到

愚者所看不起的衣服；也不要穿那种因其豪华，超过适

度而受到智者所指责的衣服。”──(图布拉尼等权威

圣训学家所传) 

 

不许因过度装饰而改变真主的原造 

伊斯兰教对于过度的装饰、美化而导致改变真主原

造的作法是不允许的。《古兰经》认为这种行为是出自

恶魔的授意。恶魔对其喽棉们说：〖我必定命令他们变

更真主的所造物。〗──(《古兰经》四章一一九节) 

严禁札青(黥墨)(纹身)，限制牙齿美容术，外科整

容术 

纹身和锉牙也属于这个范围，穆圣（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曾经诅咒札青者和要求刮青者；诅咒锉

牙者和要求锉牙者。──《穆斯林圣训集》 

在锉青时，已经用诸如蓝色和丑恶的彩画损伤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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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身体。一部份阿拉伯人，特别是其中的妇女，对此

曾做得太过分，把身体的大部份都纹得光怪陆离。这一

种风气，以致滋长到伊斯兰教里竟有个别人，把他们所

崇拜的对象和口号设想成许多形象刻画在他们的手上

和胸脯上。 

除了这些恶劣的影响以外，纹身者还要经受针刺的

痛苦和折磨。所以这些做法才招致穆圣对札青者和要求

札青者的诅咒。 

至于锉牙，即将牙齿加以限制和锉短，穆圣对从事

这种职业的妇女和要求给自己锉牙的妇女严加谴责。如

果男子从事这一工作，也同样应受谴责。 

正如穆圣禁止锉牙一样，穆圣禁止使牙齿稀稀落

落。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为了求

美而使牙齿稀落，从而变更了真主的造化，这种妇人

该受诅咒！”──(《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

集》) 

所谓“使牙齿稀落”的妇人，就是专稿这种工作的

女性。有的妇人，生来就是有一稀疏的小米牙，而有的

则不然，于是她就去借助于锉磨的办法，把形态上生来

互相紧连在一块的牙齿，经人工锉磨以后，变得稀疏纤

细。这是一种自欺欺人，过分装饰的勾当，是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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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拒绝的。 

根据这些千真万确的圣训来看，我们对于今天以

“美容术”(整容术)之名义而称着装饰，不难做出教律

上的判断。这种所谓“美容术”，就是使现代西方的物

质文明，即健身和性文明，畅销无阻。读者随时可以看

到一个女子或一个男子，花费大量的金钱，去修整自己

的鼻型，或乳房等等。这一种做法，已经流入真主及其

使者所谴责者之列。因为整形，不仅使人受到肉体上的

痛苦，而且没有必要依靠这种人工去变更真主创造的自

然美。真的，这是过度地注重外表和形式，而忽视了精

神和实质。 

“至于生理上存在罕见的缺陷，往往引人注目，例

如疣等附属物，它们在生活起居方面，常常会造成身体

或心理上的痛苦，那么，只要能获得足以消除所受到的

困难和痛苦的话，无妨去延医治疗。因为真主在宗教方

面是不会给我们设置困难的。”──(见白哈·浩拉教

授着《在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女子》第二版一零五页)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所谴责的那种“为

求美而使牙齿稀落，从而变更真主的创造的女人。”也

许证实上述的见解。因为从《圣训》中可以理解到，被

谴责的原因是因其变更真主之创造，其目的是为“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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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虚伪的装修。如果整形是为消除痛苦和危害，那是无

妨可行的，真主全知一切。 

 

拔除部份眉毛 

把眉毛弄稀，以便纤细、整齐，也是过分的矫饰。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也曾谴责过“替人

弄稀眉毛的女人和请求弄稀眉毛的女人。”──(艾卜

达伍德以正确的传述线索所传圣训) 

这种把眉毛弄得纤细而画黑的乔装打扮，被强调是

那些淫佚放荡的妓女和非穆斯林妇女的一种标志。 

而罕伯里教法学派的个别学者主张清除面孔上的

汗毛是可以的。妇女征得丈夫的同意，可用面霜等美容

用品也可以，因为那是一种装饰。圣训学家脑威则强烈

反对清除面部之汗毛，他认为那是属于被禁止的弄稀眉

毛的范畴。可是艾卜达伍德在《圣训大全》中所提到的

“薅眉毛的女人”，是指彩画眉毛，使其纤细的女人，

清除面部的汗毛不在此列。 

图布拉尼传述，艾比伊斯哈格的妻子去见圣妻阿伊

莎，她是一位很倾心于优美的少妇，她说：“妇女为博

取丈夫的欢心，可不可以弄稀她自己的两眉？”阿伊莎

说：“你尽可能地拔除有害的污毛吧！”(见《古兰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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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伊本麦斯欧德对《服饰》篇“除毛妇”一节的注释) 

 

续发，带假发 

妇人用别的头发，不论它是真正的人发或是人造

发，续上自己的头发，以作装饰，也是被禁止的。就如

现在被称之为【巴鲁克】(BAROGUE)──奇形怪状型)

的那种头型一样。 

布哈里及其它圣训学家传自阿伊舍及其姐姐艾斯

玛，和伊本麦斯欧德，伊本欧麦尔，艾布胡莱赖等人说：

“穆圣诅咒过续发者和求人续发者。” 

所谓“续发者”就是指制造“人做发”或用头发结

续在头上的职业女人；“求人续发者”，就是请求别人

给自己做发型的女人。 

如果是理发师或去理发的男子这样做，即如现在所

见留长发的“嬉皮士”装就更应加禁止。 

对这种自欺欺人的骗术，穆圣曾经猛力与之斗争，

甚至因病而造成头发脱落的女人，也不允许续发，即使

她是一位即将去迎接其情人的新娘也好。 

阿依莎说：“有一位辅士妇女已经结婚了，后因生

病，头发脱落，家属要给她续发，便来请教穆圣（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穆圣说：‘愿真主谴怒续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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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和请求续发的女人’。”──(《布哈里圣训集》) 

艾斯玛说：“有一个女人来问穆圣（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真主的使者啊！我的女儿患了麻疹，

所以她的头发脱落变得稀少。我将要让她择婿结婚了。

我可不可以给她续一些头发？’穆圣（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愿真主谴怒续发的女人和请求续发

的女人’。”──(《布哈里圣训集》) 

赛欧底·布尼·哈西比说：“穆阿威耶来到麦地那，

向我们作演说，并且取出一团假头发说：‘除了犹太教

徒以外，我还没有见过有谁干这玩艺。穆圣把它叫做伪

造的’。”另一个传述是穆阿威耶问麦地那人：“你们

的学者那里去了？我听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禁止续发，而且说过：‘以色列人，因为他们

的妇女搞这玩艺而遭灭亡’。”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把这种事称之为

“伪造”，那就暗示着应加禁止。这是一种掺假、粉饰

行为。伊斯兰教谴责掺假、伪造，不论是物质方面或精

神方面，都是与伊斯兰教背道而驰的。穆圣（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欺骗我们，谁不是我们的

教胞。”(一伙圣门弟子所传圣训) 

汉托卜说：“对这些事物，伊斯兰教之所以严厉地



 

 - 21 - 

提出警告，是因其中含有骗人和欺诈。假使对其中任何

一方面稍加宽容，那么，势必就导致其它方面采取欺骗

手段也就同样可行。同时，这些行为还包含着变更真主

的创造物。前面的圣训对此是严加谴责的。”(见《古

兰索引》之“续发篇”) 

但是圣训所表示禁止的续发，只是指头发相续，不

论用来续上的发是别人的天然发，或人造发均在禁止之

列。至于用除了头发以外的其它东西，如织物、纤维、

线带等系在头发上时，不在禁止之列。 

在这方面，有赛阿德·布尼·朱白尔所传圣训为证。

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用发绳互相

连结无妨。”意思就是说，用丝绸带或毛线之类的东西

结成发辫，妇女们把它系在自己的头发上，艾罕默德大

教长认为这种做法是可以的。(见《古兰索引》) 
 

胡须和头发的染色 

给白头发和白胡须染色，也是关于装饰的论题之

一。据史书所载，曾受经典的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拒

绝把白发染黑，因为他们认为装饰和美化是与虔诚和信

仰相抵触的，他们如同在宗教方面过份固执或淡泊的苦

修行者那样。但是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也

禁止盲从附和，不分是非地随俗，从而使穆斯林在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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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内心里始终如一地具备自己突出的独立人格。 

据艾布胡莱赖传述，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真的是不染发的。故

此，你们应与他们相反。”──(《布哈里圣训集》) 

染发是一种可推荐的行为，圣门弟子们的做法已经

表明了这个事实。像艾布伯克和欧麦尔等部分著名弟子

曾经染过头发，像阿里，艾比·布尼·凯尔卜和艾奈斯

等则没有染过。(见《古兰索引》：“染料”篇有关圣

训注) 

但是，用甚么颜色来染呢？黑色呢？又或用其它颜

色？又或要避忌黑色？ 

其头发或胡须已经完全白了的老翁，既然已经到了

风烛残年，就不宜用黑色来染其须发了。所以在光复麦

加那天，艾布白克尔背着他的父亲艾比·古哈福老人来

到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面前，儿子将父亲

从背上一放下来时，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见到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说道：“你们把老人

的白头发改变一下吧！但是不要用黑色。”──(《穆

斯林圣训集》) 

至于年老的须发变白的程度还没有达到像艾比·古

哈福老人这种情况的人，那么，用黑色浸染是不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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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则赫尔说：“当我们容光焕发的时候，我们是用

黑色颜料来染头发的。可是当我们的面孔已经苍老，牙

齿已经脱落时，我们就放弃染黑发了。”──(伊本艾

比·阿绥木所传圣训) 

有一部份先贤是允许用黑色浸染须发的。其中有的

还是圣门弟子，例如赛阿德·布尼、艾比·宛葛斯、阿

格伯、布尼·阿米尔、哈桑、哈赛因、哲利黑等。 

另一部份学者则不允许用黑色来浸染须发，除非在

圣战期间，当敌人看到伊斯兰的全军战士似乎都是方兴

未艾的青年小伙子时，取到威慑敌人的情况人，可以那

样。(见《古兰索引》) 

在艾布赞尔所传述的圣训中，有这样一段《圣训》：

“你们用以改变白发的最好办法，就是用红黑混合的

颜料加以浸染最漂亮。”──(《提勒秘日圣训集》和

五大圣训学家所考证的圣训) 

艾奈斯传述，“艾布白克尔是用指甲花和也门出产

的一种分泌黑颜料的植物混合起来染其须发的，而欧麦

尔，则是用纯指甲花浸染。” 
 

留胡须 

我们的论题中，还有关于男子留胡须的问题。伊本

欧麦尔传述，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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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必须与异教徒有所区别，应该剪髭留须。”─

─《布哈里圣训集》) 

《圣训》已经明确地说明留胡须的原因，是以此与

异教徒有所不同。这里所指的异教徒，是拜火的袄教徒，

他们将子剪短，有的则完全剃光。因此穆圣（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命令穆斯林要与他们相反，以培养穆

斯林有独特的人格和作风。区别不仅表现在内容和形

式，而且言行上也须相符，何况对于剃光胡须，是背叛

男性的禀赋，而比拟成女性，因为胡须是完整的男性气

概和突出标志。 

所谓“留胡须”，只是原则上留下一部份。不应留

得过长过多，否则会使人感到讨厌，所以应像《提勒秘

日圣训集》所传圣训所指示那样，以及部份前贤们所留

的那样，留适当长度和宽度的胡须为好。阿雅子说：“把

胡须剃光是可憎恶的事。剪短或修得整整齐齐是可嘉

的。至于长度与宽度长得稠密最好。” 

艾布沙默说：“曾经有一个民放，一向不留胡须，

人人刮得清光，他们比传说的袄教徒还出名。袄教徒只

是把胡须剪短。”──(《古兰索引》之《留胡须篇》) 

但是著者认为，现在大部份的男性穆斯林群众已经

剃光他们的胡须，以效尤他们宗教的敌人，那些占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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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国家的殖民主义者，正如被征服者酷爱模仿征服者那

样，他们完全疏忽了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关于穆斯林要区别于异教徒的命令。以及禁止模仿他们

的昭示：“谁模仿任何一群人，谁便是该群人的一份

子。”──(《艾布达吾德圣训集》传自伊本欧麦尔圣

训) 

许多教法学者援引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的命令为证，他们以明文规定剃光胡须是非法的。因为

执行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命令原则上是义

务，特别是命令中还说明穆斯林要与异教徒当然有别。

不同于他们，这是穆斯林应该遵守的。 

我们也没有听闻到任何传闻，说早期的穆斯林有谁

放弃这一项义务。可是现代的学者们，受到现实的影响，

以及屈服于普遍性的共同要求这一灾害，也随声附和，

认为留胡须是一种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

个人行为，并不是大家所崇奉的教法的内容。事实上，

留胡须不仅是依照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

嘉言懿行所肯定，而且是根据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的明确命令所判决说明以此作为区别于异教徒

之标志。伊本泰易米耶根据事实肯定：“穆斯林与异教

徒应有区别的标志，这是宗教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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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上的相似，必然会招致内心的好感、友爱以及相互

支持，正如内心的友爱，必然会招致外表的雷同，这是

现实和经验所证实了的事实。” 

伊本泰易米耶还说：“《古兰经》、《圣训》和众

议都一致表明，教法命令穆斯林与异教徒有所区别，禁

止与他们相似，应该是表现在各个方面，以免成为一种

隐蔽的、不受约束的堕落的迹象，从而使非法的判决成

为难定的悬案。因为穆斯林在外表上模仿异教徒，没有

自己的任何特征，那就在性格上和一些可耻的行为方

面，成为一丘之貉，甚至在信仰上也是相差无几。这种

影响，是难以受到约束。而且由模仿异教徒，亦步亦趋

而产生的这种腐化，有时不会表现出来。但也不易消除。

凡是造成穆斯林腐化堕落的任何因素，都是教律所视为

非法的，应加严禁。”──(见《当獶的需要》) 

由此看来，我们认为关于剃胡须的问题，有三种见

解： 

一种见解是，剃胡须是非法的行为。那就是伊本泰

易米耶等人提的理由。 

另一种见解是，剃胡须是可憎的行为，就是《古兰

索引》中据阿雅则所陈述的理由，其它人没有说到；还

是有一种见解是，剃胡须是许可的行为，那就是现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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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学者的主张。 

作为可憎的行为来看待，也许是三种见解中较中

庸，较近乎情理，和较公正的见解。因为穆圣（愿主赐

福之，并使其平安）的命令，并不表示是断义的义务，

尽管命令中说明穆斯林应与异教徒有所区别，而且命令

将斑白的须发染色，就是与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所区

别，这是比较贴切的例子。因为一部份圣门弟子，也未

曾浸染须发，那就表明穆圣（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的命令是属于可嘉的性质。 

同样地，留须被认为可嘉的，但非必要的，所以剃

须是可憎恶的，不是禁止的。 

真正说来，没有谁能引证出有那一位先贤曾剃过胡

须为例。也许那是他们因为没有须要剃须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