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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乜帖”一词原为阿拉伯语( )

的音译，其本意是“心愿”和“举意”

的意思。后泛指穆斯林在礼拜、封斋、

施舍、朝觐、宰牲、、设宴待客、举行

纪念亡人等仪式前，从内心发出或口

头表达的意愿。在中国内地穆斯林聚

居地区专指穆斯林的各种施舍和对宗

教的捐赠。

乜帖有主命乜帖、费特雷乜帖、

随心乜帖之分。

主命乜帖就是天课，阿拉伯语“则

卡特”( )的意译，其意是“纯净”

的意思。缴纳天课不仅能够培养穆斯

林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良好品德，而

且还可以使穆斯林的财产更加纯净。

天课是伊斯兰教以真主安拉的名义向

穆斯林征收的一种宗教课赋。缴纳天

课对于有条件的穆斯林来说，是天命。

在穆圣传教初期，缴纳天课是穆斯林

的一种自发的慈悲行为，公元623年缴

纳天课被伊斯兰教确定为穆斯林的主

命功课，成为每个穆斯林必须履行的

义务。天课制度规定，凡穆斯林每年除

正常的开支外，其盈余的财产仍然满

贯者必须按照不同的课率完纳天课

（盈余财产没有达到满贯者没有缴纳天

课的义务）。穆斯林应该缴纳天课的物

品的课率各不相同，金银首饰和现金

的课率是百分之二点五；商品货物按

价折合成现金给付天课；农产品根据

土地灌溉情况课率分别有5%和10%；

矿产品的课率是20%；田园、房产等不

动产如果用来租赁牟利，其牟利所得

比照现金给付天课；驼、牛、羊都有各

自的课率。天课只有最低标准，没有最

高限额，一般每年交付一次。天课的施

济范围《古兰经》有明确规定：“赈款

只归于贫穷者、赤贫者、管理赈务者、

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

者、为主道工作者、途中贫困者；这是

真主的定制。”（9∶60）“心被团结者”

后来被废止。缴纳天课一般在斋月内

进行，伊斯兰教认为，在斋月内用天课

施济穷人效果最佳。接受天课者必须

是穆斯林，必须是活人，施舍时可以按

照先亲后疏、先近后远的原则进行。父

子间、夫妻间、主仆间不能互相施舍。

伊斯兰教不允许把天课施济给异教徒。

我国的穆斯林一般把天课直接交给清

真寺或直接出散给贫苦的穆斯林。清

真寺接收穆斯林的天课必须专款专用，

伊斯兰慈善理念的实践
与诠释—“乜帖”文化

□ 海宝明

【摘  要】“乜帖”是穆斯林了却心愿的一种形式。有主命乜帖、副功乜帖、随心乜帖之分。穆斯

林给阿訇的“海的叶”也属于乜帖的范畴。关于乜帖伊斯兰教的经训有诸多阐述。伊斯兰教认为出散乜

帖是穆斯林的义务，是使穆斯林财产得以纯净的一种形式。我国华北地区的回族穆斯林还有“过乜帖”

和出散乜帖肉的习俗。乜帖与伊斯兰教的传承有着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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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form for a Muslim to fulfill his wish, Niyah can be differentiated as

obligatory Niyah, voluntary Nyah and free Nyah. The money given away to an imam as a gift

also belongs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Niyah. Islamic interpretations to Niyah are many. Generally

speaking, Islam holds giving Niyah is Muslims’ obligation and a form to purify their possessions,

as is the case in North China, where Muslims have the customs of fulfilling Niyah and giving

away Niyah meat. To trace its origin, Niyah is closely with the spread and traditions of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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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施舍给贫困者个人，不能用来购

置宗教财产、修建清真寺、开办学校、

经商盈利等等。穆圣时期，伊斯兰教推

行天课制度在统一阿拉伯半岛、缓和

社会矛盾、调和贫富对立、维护政教合

一的伊斯兰教政权的稳定和发展等方

面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费特雷”( )乜帖也叫开斋捐，

是穆斯林的副功乜帖。每个人的缴纳

标准是2.5斤小麦（我国内地的一些清

真寺确定的标准是每人7.8斤小麦）。

开斋捐按人头来计算，即使是新出生

的婴儿其父母也应该为他（或她）缴纳

开斋捐。开斋捐一般在开斋节的当天

上午礼拜之前放置在清真寺的乜帖箱

内。开斋捐被称为穆斯林的济贫税。受

益对象主要是贫困穆斯林。

除主命乜帖和费特雷乜帖之外，

在我国内地的回族穆斯林聚居地区还

有红白事乜帖。穆斯林办喜事知感真

主，办丧事为亡人求恕饶都要出散乜

帖给贫困者或清真寺。这种乜帖没有

具体规定，随心而已。为了维护清真

寺的正常运转，清真寺寺管会也敛乜

帖。华北地区的清真寺一般至少每年

敛两次乜帖。一次是为阿訇和海里凡

筹集生活费叫做敛束 ；一次是筹集

清真寺烧煤开支叫做敛煤钱。束 乜

帖和煤钱乜帖没有具体标准，多少随

心。若有清真寺修缮或清真寺翻建工

程，寺管会和阿訇不仅在本地敛乜

帖，还要外出敛乜帖。这种乜帖也是

随心乜帖，多少没有标准。有人认为，

穆斯林个人给阿訇的“海的叶”也属

于乜帖的范畴。

出散乜帖，亦有诸多的注意事

项：其一，穆斯林施舍的财物必须是

纯洁的、干净的。《古兰经》启示穆斯

林：“你们绝不能获得全善，直到你们

分舍自己所爱的事物。你们所施舍

的，无论是什么，确是真主所知道

的。”（3∶92）先知穆圣曾言：“真主

是纯洁的，他只接受纯洁的事物。”

（穆斯林辑录）伊斯兰教的经训要求

穆斯林一定要用合法的财产进行施

舍，那些通过不正当的途径比如偷

盗、贪污受贿、贩毒等获得的财产不

能用于施舍。如果用不义之财进行施

舍，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有罪的。著

名的圣训传述人艾布·胡来赖曾经传

述了这样一段圣训：“一个朝觐者带

着不洁净的费用离开家门时，他说

道：‘主啊！我遵命来报到了。’【一位

天使当即喊道】：‘你没有遵主命来报

道，也没有求主襄助，你的朝觐被拒

绝了。’”其二，提倡隐性施舍。《古兰

经》所：“如果你们公开地施舍，这是

很好的；如果你们秘密地施济贫民，

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这能消除你们

的一部分罪恶。真主是彻知你们的行

为的。”（2∶271）“不分昼夜，不拘隐

显地施舍财物的人们，将在他们的主

的那里享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

惧，也不忧愁。”（2∶274）为了强化

穆斯林的慈善理念，圣门弟子以身作

则为穆斯林群众做出了榜样。穆圣传

教初期，伊斯兰教的众多先哲专门向

失明的穷人施舍，他们把施舍的钱物

悄悄地系在正在睡觉的穷人的衣服

上，以免受施的人知道施舍者是谁。

其三，伊斯兰教强调要尊重施舍对

象。《古兰经》启示穆斯林：“信道的

人们啊！你们不要责备受施的人和损

害他,而使你们的施舍变为无效，犹

如为沽名而施舍财产，并不信真主和

后世的人一样。他譬如一个光滑的石

头，上面铺着一层浮土，一阵大雨过

后，使它变得又硬又滑。他们不能获

得他们所施舍的任何报酬。”（2∶264）

其四，施舍者不能奢求现世回报。伊

斯兰教认为，穆斯林施舍财物是替真

主施舍，受助者感激的对象是真主安

拉。穆斯林乐善好施的行为真主安拉

将给予回报。《古兰经》晓谕穆斯林：

“敬畏者，得免于火刑。他虔诚地施舍

他的财产，他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应报

的恩德，但他施舍只是为了求他的至

尊主的喜悦，他自己将来必定喜悦。”

（92∶17-21）穆圣也曾说过：“你花费

不要算计，真主将为你计算；你不要守

财，否则真主会减少你的福分。”（布哈

里辑录）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施舍之

后不能反悔。《古兰经》晓谕穆斯林：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服从真主，

应当服从使者，你们不要使你们的善

功无效。”（47-33）穆圣曾说：“施舍

后又索要者，犹如狗吣后又重新吃回

口中一样。”（布哈里辑录）其五，伊斯

兰教的经训强调穆斯林施舍要适度，

不能超越自己的承受能力，伊斯兰教

反对裸捐的作法。《古兰经》晓谕穆斯

林：“他们问你他们应该施舍什么，你

说‘你们施舍剩余的吧’。”（2∶219）先

知穆圣告诫穆斯林：“阿丹的子孙啊！

施舍富余的财富，对你是福，吝啬多余

的财富，对你是祸。”

在伊斯兰的教义指出，施舍不局

限于出散资财，而导人行善、止人作

恶、说善言、做好事都属于施舍的范

畴。伊斯兰教强调的施舍范围很广。

下列行为都属于施舍的范畴。其一，

经常记念真主是施舍。穆圣说过：“你

们的每一个关节中都有施舍：每一次

赞主清净就是施舍；每一次赞颂真主

就是施舍；每念一次‘清真言’就是

施舍；每念一次‘真主至大’就是施

舍；命人行善就是施舍；制止作恶就

是施舍——从中会得到两拜晌午拜的

回赐。”（穆斯林辑录）其二，教给他

人知识是施舍。伊斯兰教是崇尚知识

的宗教。伊斯兰教认为知识与信仰是

分不开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信仰是理

性的信仰，是坚固而纯洁的信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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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能够帮助人们启迪智慧，陶冶情

操，修正不健康的思想观念。没有知

识的信仰是盲从的信仰，极容易滑向

迷雾的深渊。《古兰经》启示穆斯林：

“有学识的人们，知道从你的主降示

你的经典，确是真理，能指示[世人走

上]万能的、可颂的主的大道。”（34∶

6）伊斯兰教给予了学者很高的地位。

《古兰经》云：“真主的仆人中，只有

学者敬畏他。”（35∶28）“真主将你们

中的信道者升级，并将你们中有学问

的人们提升若干级。真主是彻知你们

的行为的。”（58∶11）先知穆圣则直

言：“学者比修士优越，犹如明月较繁

星光明。学者是先知的继承人，先知

们没有留下金银只留下学问。谁求得

学问，就已获得很多的财富。”（穆斯

林辑录）伊斯兰教在尊崇学者的同时

也把传播知识，答疑解惑列入了施舍

的范畴。先知穆圣曾说：“最好的施舍

就是一个穆斯林将自己所掌握的所有

知识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他的穆斯林兄

弟。”（伊本·马哲辑录）伊斯兰教认

为，有知识的人不能把知识当成私有

财产，应该毫无保留的把知识传授给

穆斯林大众。其三，说善言是施舍。穆

圣曾言：“佳美的语言是施舍，为礼拜

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施舍。”（布哈里辑

录）又说：“你们应当用施舍防止进火

狱，即使半个枣子也要施舍；如果没

有，则说善言。”其四，做善事是施舍。

穆圣说：“在太阳升起的每一天，人们

的每个动作都在进行施舍：在两个人

之间主持公道是施舍；帮助一个人骑

上他的牲口，或者将其行李举上去就

是施舍；一句良言就是施舍；为礼拜

所走的每一步就是施舍；清除道路上

的障碍物就是施舍。”（布哈里辑录）

其五，有益于社会的劳动是施舍。穆

圣说：“一个穆斯林不论种了一棵树，

还是庄稼，然后不管是人还是牲畜吃

到它（的果实）就等于是施舍。”（布

哈里辑录）其六，停止伤害他人也是

一种施舍。伊斯兰教认为行善的方式

是多种多样的，施舍也是多种多样

的，每个人都有施舍的能力，每个人

都能用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做贡献。施

舍不仅使他人受益，也能够净化施舍

者自己的心灵。

伊斯兰教在鼓励施济的同时，要

求穆斯林以积极的生活态度，利用真

主赋予人们的智慧和才能研究自然，

开发自然，耕耘今世，拼搏进取，寻

求真主的恩惠，获取物质财富，满足

人们正当的生活需要，追求今世幸福

美好的生活。《古兰经》启示穆斯林：

“当礼拜完毕的时候，你们当散布在

地方上，寻求主的恩惠，你们应当多

多地记念真主，以便你们成功。”（62∶

10）先知穆圣告戒穆斯林：“正当谋生

是天命之后的又一天命。”（穆斯林辑

录）“最可口之饮食，莫过于亲手之劳

作。”（穆斯林辑录）伊斯兰教提倡自

力更生，自食其力，用脑力和体力的

劳动换取今世的物质条件，鼓励穆斯

林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特别是商业经

营。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学家伊玛目安

萨里在其名著《圣学复苏》中指出：

“先知的一些弟子们不是经商于海陆，

便是劳作于枣树园里，他们都是我们

的榜样，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而不

应该仿效那些背离穆圣的道路，整天

坐在清真寺里，两眼盯着别人的手，

期待施舍的人。其实那些努力生产，

自力更生的人，才会得到主的宽恕和

奖励。”

伊斯兰教视游手好闲，坐享其成

为可耻行为。当代著名的伊斯兰教学

者穆罕默德.穆特瓦里.什尔拉维长

老撰文强调：“懒惰不应以专事善功

为口实。”他认为，无论是力行善功，

还是努力工作，耕耘今世，都是为了

得到真主的恩赐，都对后世的归宿有

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古兰

经》启示穆斯林：“谁为主道而迁移，

谁在大地上发现许多出路，和丰富的

财源。”（4∶100）“凭自己的财产和生

命而奋斗的人，真主使他们超过安坐

家中的人一级。”（4∶95）“他的劳绩

将被看见，然后他将受最完全的报

酬。”（53∶40-41）为了支持穆斯林参

与各种经济活动，伊斯兰教在宗教礼

仪方面为生产者和经营者提供了许多

方便。比如允许远行经商者和重体力

劳动者斋月可以不封斋，远行经商者

可以缩短拜功等等。

伊斯兰教重视慈善事业与穆圣传

道初期阿拉伯半岛的社会环境有着很

大的关系。蒙昧时期（穆圣传教之前）

整个阿拉伯半岛瘟疫流行，战乱不

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贫

民生活艰辛，卖儿卖女。在这种社会

条件下，提倡施济，对于发展伊斯兰

教无疑有着积极地推动作用。

在我国的回族穆斯林群众中流传

着许多有关乜帖的传说故事。其中有

两个故事非常有名。一个是哈里发阿

里无私助人的故事，另一个是“人变

虫的传说”。阿里是伊斯兰教的先知

穆圣的堂弟，也是穆圣的女婿，是四

大哈里发之一。传说，穆圣传教初期，

阿里的生活很窘迫，经常发生断炊的

现象。一天，十分饥饿的阿里问他的

妻子法图麦：“有食物吗？”法图麦告

诉阿里，家里什么食物都没有了，只

有6个第纳尔钱币。于是，阿里拿着

6个第纳尔去市场买粮食。途中，阿里

看到一个富人对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

大声呵斥，皮鞭相待。穷人跪地苦苦

哀求。阿里上前询问缘由，得知穷人

欠富人6个第纳尔的债务。阿里毫不

犹豫地把手中的 6 个第纳尔交给富

人。替穷人还清了债务，而自己两手

学术文化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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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回到了家中，他把这件事如实的

告诉了法图麦。法图麦没有责怪他，

法图麦说：“感谢安拉，这是高尚的行

为，你把一个穆斯林从牢狱之苦解救

出来，我们拥有安拉就足够了。”听了

妻子的话，阿里轻松了许多，但是看

到因饥饿哭泣的孩子，愁云又浮上了

心头。阿里决定去找先知穆圣寻求解

决办法。路上，一个人牵着一头骆驼

向他走来，这个人告诉阿里：“我想卖

掉这头骆驼，你能买吗？”阿里告诉

他，自己没有钱。这个人却坚持以100

第纳尔的价格赊账把骆驼卖给阿里。

这个人走后，另一个人来到阿里跟

前，出了300第纳尔的价钱，把骆驼

买走。阿里用卖骆驼的钱购买了食物

回到家中。事后，阿里把这件事告诉

了先知穆圣，穆圣说这是安拉对阿里

的报酬。“人变虫故事”讲述的是：一

个贫困的穆斯林，接受主的恩典以

后，财富不断积累，富甲一方。此人

吝啬守财，自食其言，不缴纳天课，不

施济穷人。最终得到报应变成了一个

虫子。回族穆斯林群众认为，出散乜

帖是为自己、为老人、为子女、为亲

朋、为一坊穆斯林所作的善功。

在我国的回族穆斯林群众中还有

“过乜帖”和出散“乜帖肉”的习俗。

“过乜帖”一词是伴随着回族形成而

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回族语言词汇，是

阿汉结合体。乜帖是阿语的音译，过

是汉语的动词。过乜帖指回族穆斯林

通过请阿訇诵经来祭奠先人或了却自

己的心愿的一种仪式。在这种仪式上

阿訇诵读《古兰经》选段（我国华北

地区称之为十八个苏勒），仪式上置

办的宴席称之为乜帖席。乜帖席由一

碗炖牛（羊）肉、一碗炖鸡肉、一碗

牛（羊）肉丸子、一碗炖海带、一碗

炸豆腐、一碗炖黄花菜、一碗炖胡萝

卜（或者炖白菜、炖土豆）、一碗炖杂

碎等八碗菜组成，在我国华北地区回

族群众吃乜帖席又称之为吃八大碗。

乜帖席是流水席，上一拨客人吃完

了，下一拨客人入席，客人随吃随走。

办乜帖席施舍饭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

环节，施舍对象可以是主人的亲朋、

邻里，也可以是本地的穷人或过路的

乞讨者。过乜帖也是阿訇“传教、授

业、解惑”的讲台，一些阿訇利用过

乜帖的机会向回族群众宣讲教义，传

播宗教知识。出散“乜帖肉”的习俗

源于先知易卜拉欣宰子奉献。相传，

古代先知易卜拉欣晚年得子伊斯玛

仪，当其子13岁时，安拉启示易卜拉

欣宰子奉献。易卜拉欣和其子欣然从

命，正当易卜拉欣父子在米那山谷执

行启示时，安拉有感于易卜拉欣父子

的忠诚，派天仙送来一只绵羊作为伊

斯玛仪的替身。据说这一天是阿拉伯

太阴历的12月10日，阿拉伯人为纪

念易卜拉欣父子的牺牲精神，便在此

日宰牲。迁徙第二年，穆圣将此日定

为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忠孝节）我

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少数民族也遵

行古尔邦节宰牲的传统。古尔邦节宰

牲的牛羊肉不能独享，要分而食之。

古尔邦节宰牲的牛羊皮多捐献给清真

寺，牛羊肉分成若干小份称之为乜帖

肉出散给亲朋和生活有困难的人。在

我国华北地区回族群众祭奠先人也有

出散乜帖肉的习俗。亡人（回族称去

世的人为亡人）去世后40天或周年，

其家属炸油香、宰牲，把乜帖肉和油

香出散给帮助料理丧事的人、亲朋、

邻里。亡人去世后，其家属还要为亡

人出散资财。

乜帖是穆斯林极为贵重的举意，

是信仰虔诚的一种体现。所以，穆斯林

不分贫富贵贱都有出散乜帖的传统。

中国的绝大多数清真寺，“乜帖”是其

最基本的经济来源。 乜帖与伊斯兰教

的传承有着很大的关系。不仅如此，乜

帖文化所传承的慈善理念在当今社会

仍然有着许多积极的现实意义。

吝啬守财，为富不仁，坑蒙拐骗，

贪赃枉法者，必将受到整个社会的谴

责和良心的拷问。关于贪吝的危害，

《古兰经》和“圣训”同样有许多精辟

的阐述。《古兰经》警示穆斯林：“吝

惜真主所赐的恩惠的人，绝不要认为

他们的吝惜，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其

实，那对于他们是有害的；复活日他

们所吝惜的〔财产〕，要像一个项圈一

样，套在他们的颈项上。天地间的遗

产，只是真主的。真主是彻知你们的

行为的。”（3∶180）“能戒除自身的贪

吝者，才是成功的。“（59∶9）先知穆

圣说：“今世富甲天下者，是后世福分

最少的人，除非他广施博济，然而这

种人太少了。”（穆斯林辑录）伊斯兰

教认为，吝啬守财与挥霍浪费同样是

真主所贬责的恶行。经训鼓励穆斯

林，要用真主恩赐的财富服务于主

道，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力所能及，

扶危济困，急公好义是伊斯兰教慈善

理念与当今社会慈善理念共同的内

涵。笔者认为，广大穆斯林应该积极

投身到社会爱心活动中去，做“帮一

点”精神，“微尘”精神，从我做起，

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为党和政府分

忧，为困难群众解愁，让爱心和奉献

成为唱响祖国大地的主旋律，共同塑

造“交大党员”，“帮一点”，“微尘”这

些新时代的爱心品牌。明中施舍，暗

中天还。予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

在向他人传递爱心的同时，自身同样

会感受到幸福与快乐。
（作者单位：河北省大厂县宗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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