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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历史故事

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身体力行尚儒学
文 / 刘如

贞观之治，带来的文明，取决于对儒学
教育的重视，这个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原因在于，太宗深
明儒学经史，实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
事”。因此儒学和孔子的地位，在唐朝太宗
时期，达到顶峰。对儒学的正解与活用，也
达到顶峰。因此那时的儒者，见识通达，极
有智慧，为人正气而豁达，与太宗一起开创
了盛世奇观。我们先看《贞观政要》“崇儒学”
一章，对唐太宗大兴儒学的历史记载。

弘文馆儒生日日伴君  
以经论政

“崇儒学”第一段原文 ：太宗初践阼，即
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
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
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
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
为弘文学生。

大意 ：唐太宗刚刚即位不久，就在正殿
左侧设置了弘文馆，精心挑选天下通晓儒学
的人士，下令他们以现任的官职，兼任弘文
馆学士，供给他们五品官员才能享用的高档
膳食，排定当值的日子，并让他们在宫内歇
息留宿。这样一来，唐太宗就方便利用在
正殿上朝听政的间隙时间，把正殿左边的弘
文馆学士引进内殿，讨论古代经典，以此为
据，商议政事，有时到半夜才停歇。后来，
太宗又下诏让三品以上的皇亲贵族、贤臣良
将的子孙入弘文馆学习，成为学生。

解读 ：帝王大兴儒学  
亲身实践

这段话，讲的是太宗刚登帝位，就身体
力行，重视儒学教育。他不但在宫里置办贵
族最高学府弘文馆，还把学府的位置，放在
宫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位置——皇帝每天上朝
与大臣听政议政，处理国家大事的正殿的左
侧。目的就是要抬高儒学教育的地位。让儒
学备受瞩目，得到前所未有的尊敬。

还不止如此，如果太宗仅仅将弘文馆

设在核心位置，给予的仅仅是儒学地位高
的虚名，并不真正明白儒学的实质和智慧，
就不会好学，也不会真正重视，更无法做到
天天都坚持在上朝议政的空隙，招来这些儒
生教官，讨论经典文史，实际运用儒学来治 
国了。

可见太宗是真心明白儒学的本质，是先
祖传下的治国的大学问，非常重要，而非走

形式，仅仅把重视儒学当作获得重视文化教
育的虚名来对待。他重视儒学教育，完全是
发自内心的，这样一来，他自己就可以日日
与天下大儒在一起，精进治国的学问，不断
从这些有见识的儒生身上，学到大家的独到
智慧，把学问灵活掌握，直接就可以实际运
用于每天的政事上，解决治国难题。

太宗越学越用，就越知道儒学是经国大
业，自然就意识到，越是贵族皇亲，高官的
子弟，就越是要领悟儒学的教诲，他们大多
将接替父辈，成为将来的国家管理者，没有
智慧见识，为人的要领，是无法担当大任
的，渐渐的，国家必乱。

从这段话，我们就会明白，唐朝的官
员，大都受过儒学教育，我们之前读过的太
宗与魏征等大臣，只要商议国政，无论涉及
到哪个方面，必然引经据典来讨论和决断，
原因就在这里。引经据典这句话，并非贬
义，后人因有部分学者渐渐学的教条，无法
领悟经典的本质，因此才把这句成语，尤
其是在今天，变成了嘲讽之语。原本不该 
有的。

“坟典” 儒学源头
“坟典”就是《三坟》、《五典》。这个“坟”

字，并非坟墓的意思，古代用做坟墓的意思
时，用的是今天所谓的繁体字“�”，这原本
就是两个不同意义的字。我们重点不是讨论
汉字各家各代的解释，没有必要在此进行学
术的考证，我要说的是，古人造字，是有内
涵的，这个字原本就存在，并非简化而来，
但古代儒生，最崇敬的最古老的书籍，就是

《三坟》《五典》，是记录远古三皇和五帝的
史书，是儒学的源头。因此“坟”必然与文化
有关，与人类文明有关，怎能与坟墓混为一
谈呢 ?

坟，左边为土，右边为文，当然代表传
给人类的文化。什么文化呢，修道、做人与
治国的文化。最核心的就是人类该有的价值
观。土，代表土地，代表人类生存的境界，
同时，古代没有文字前，依靠传说讲了女娲
用土造人的人类起源，而中国叫做神州，又
叫中原，含有人类文明的中心和起源之意，
代表古代学者对人类文化来自神传，以中原

为核心传给人类周边的认识。所以，土地的
文明，就是人的文明，构成了“坟”字，这才
是该字原本真正的含义。造字时定下的。因
此，三坟五典，是人类文明的经典，不懂这
些书的真正含义，就不会懂得儒学的来历和
本质，就会变得教条。所以，古代大儒，首
先要读这些书。即使很多内容已经失传，依
旧被孔子整理出不少。

比如孔子整理的《尚书》，就保留了很
多。因此把这本书叫做上古史书。成为儒学
经典，尚就是上，同音同义，是记录上古帝
王的史书，是最值得崇尚和遵循的道理，
因此成为治国和做人的典范。比如大家熟知
的尧典，舜典，就是记录尧帝和舜帝事迹的 
部分。

《三坟》按汉朝孔安国《尚书序》：“伏羲、
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
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

（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八卦
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
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
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这个见解，来自孔子，是对三坟五典与
其它古老书籍的本质认识。孔子既然整理这
本史书，并开创出以德为政，仁义处世的教
育，必然来自整理《尚书》时，对相关的最古
老的史料的解读。并传给了子孙。

也就是说，三坟，讲的是超出了一般人
能理解的高境界的大道，所以，只有少数人
能掌握，真正的修炼人也可以看懂，黄帝不
就因修道而白日飞天，得道成神了吗？所
以，这个学问，是修道的学问，介于人神之
间，属于人中最高的最接近神的大道。也因
此，不能留下实质的东西。很多都失传了。
而五典，就多一些，因为讲的，人容易理解
掌握，属于常道，是人中主要能效仿的文化
和价值观。比如孝道治国，人伦道德的教
化，就来自舜帝的实践。

自古上行下效，太宗身体力行的尚儒
学，把握一个德字用儒学，首先把自身归
正，把高官显贵归正，也就自然百姓效仿，
国家正气十足。从此带来儒学教育古昔未有
的鼎盛时代。我们接着看下一段 ：孔子被太
宗尊为圣人，史上地位最高。◎

文 / 陆文

在北京地区石景山西黄村有座
显应寺始建于明英宗年间，是北京
唯一的皇家尼姑寺院，当地人一般
都称之为“皇姑寺”，这其中涉及
一段真实而不广为人知的历史。今
天就为大家简介一二。

明 正 统 十 四 年（西 元 1449
年），蒙古瓦剌首领也先，率领骑
兵攻打大同，明英宗皇帝在宦官王
振的迷惑、怂恿下不顾群臣劝阻，
亲率大军出征。当皇上的大军走到
紫荆关时，一位尼姑突然出现，拦
住了皇帝的御驾。她自称陕西人，
俗家姓吕，向皇帝劝谏道 ：大军再
往前去，必将出行不利。英宗皇帝
怒叱她妖言惑众，坚持继续進军。
这位尼姑见阻拦不了，便在路边坐
化圆寂了。

不久后，皇上至大同，传来前
线战败消息后，大宦官王振怕了，
决定回师，大军退至土木堡时被也
先率军包围，大军死伤数十万，王
振被杀，英宗皇帝被也先俘虏，兵
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数十
位大臣战死，明朝损失惨重，史称

“土木之变”，也称“土木堡之变”。
英宗皇帝被俘后，常在恍惚

中见到这位尼姑就在身边保护他
度过危机，而且多次显现出来，
为其送水送饭。而此时兵部尚书
于谦已拥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登
基，为明代宗皇帝，不久击退了瓦

剌。一年后，英宗被释放回京，不
得不闲居于南宫之中，实际上就是
被软禁了。此时，他又见到这位吕
姓尼姑显现出来劝谏道“肯闭口，
深藏舌，安身得坚牢”，这次吸取
了上次的教训，听命照做，以静观
其变。直到景泰七年（西元 1456

年），英宗在部份大臣的拥护下，
乘代宗病重之机，重登大宝，改元
天顺，史称“南宫复辟”。

英宗皇帝复辟后，深感这位
神尼的大恩无以为报，便与她结
义为兄妹，封她为御妹，在京西
西黄村敕建寺庙，赐额曰“顺天保
明寺”，从此，神尼被尊为“吕皇
姑”，寺庙也被称为皇姑寺。这段
历史充满了神奇，也被明代多个严
肃的历史文献所记载，其真实性毋
庸置疑。

二百年后，清康熙年间，皇
姑寺毁于大火。康熙五十年（西
元 1711 年）十二月再建寺院。康
熙帝赐名“显应寺”，寺额“敕建显
应寺”，为康熙大帝御笔亲书。但
是，民间仍称该寺为“皇姑寺”。

而且一些历史文献中还记载
了，这位吕姓神尼当年圆寂时留下
了不腐坏的肉身，可见她是一位真
正修炼有成之人。皇姑寺里就曾供
奉过头戴金色五佛冠，身披红色袈
裟的吕皇姑肉身真体。不过随着历
史的变迁，现在肉身早已无存。

这段毋庸置疑的历史证实了佛
法修炼的真实性，证明了真的有神

佛的存在，有神论是对的，证实了
神人预警的真实性。如果有神论是
正确的，那么以无神论为理论基础
的共产党，可想而知就是大错特
错 ；共产党反对乃至迫害信仰，特
别是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就是
犯了无边的大罪，必遭恶报。因为
法轮功是佛家极上乘的修炼功法，
是真正的佛法。

这段历史更告诉我们神人预言
不可不信，不信则凶，信则吉 ：明
英宗最初不信吕姓神尼的预言，结
果惨遭土木堡之变，以大明皇帝之
身当了俘虏，更连累了广大的将士
与众大臣一起遭难 ；后来他被软
禁时，则听了劝告静观其变，结
果顺利恢复帝位，大吉大利。今
天全世界都在流传“天灭中共，退
党团队保命”的预言，此预言是众
多的真正修炼人在佛法修炼中知道
了未来必会发生的大劫，以及脱离
劫难的方法，从而以大慈悲心劝善
世人而来，绝对不可不信。神看人
心，退党、团、队时完全可以用化
名、小名，而且不是让你到中共组
织那儿退，而是要你到海外退党网
站、到法轮功学员那儿退，并不会
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宁可信
其有，不可信其无，归根结底一句
话，赶快退出党、团、队，何乐而 
不为呢？◎

明代皇姑寺的来历

文 / 德惠

北宋靖康元年（公元 1126
年）冬，金兵第二次南下威胁
北宋首都开封。因为金兵第一
次南下时，康王赵构，就是未
来的南宋高宗，曾以亲王身份
在金营中短期为人质。所以这
次，康王赵构不得不奉命出使
金营求和。

赵构的随行人员中，有一
位裨（pí）将（注 ：裨将就是副
将的意思），此人很善于看相。
他悄悄的对别人说 ：康王赵构

“神观甚佳，此行必成大事”，
中书舍人耿延禧、观察使高世
则也都是善终之相，唯有资政
殿学士王云“气貌甚恶，祸只在
旦夕”。

赵构一行人到达磁州（今河
北省邯郸市磁县），磁州的守臣
宗泽力劝赵构 ：金人野心极大，
千万不要赴金营求和。王云的态
度则与宗泽完全相反，他主张赵
构一定要去金营求和，并用性命
担保金兵绝不会扣留康王赵构。
赵构偏向王云，依然对出使金营
求和抱有幻想。

磁州百姓反对求和，群情
激愤，拦路截下赵构一行。人
们认出了王云，激愤中王云竟
被群众打死，赵构因此留了下
来。不久金兵俘徽、钦二宗北
去，北宋灭亡，赵构成了侥幸
未被俘虏的皇子，因此竟成为
南宋第一位皇帝。《宋史》中对
磁州事变评价道 ：“云不死，王
必北行，议者以是验天命云”，
至于中书舍人耿延禧、观察使
高世则二位，一个病死，一个
活到了南宋时期，都算善终。
这个裨将为什么能说中几人未
来的命运，就是因为命运是有
神在安排，他只是通过看相术
提前得知了一点神的安排罢了。

如果就王云之死思考的
更深入一点，王云坚持求和
主张，他不死，康王赵构必定
被其劝说，北去金营求和，在
当时北宋被金国灭亡的大势下
那必然被扣留回不来了。赵构
建立南宋的天命安排也会被破
坏，所以王云的坚持就成了逆
天而行，成了实现天意安排的
绊脚石，从这个角度讲他的死
的确是“验天命”。也许正是因

为他的逆天，才导致其“气貌甚
恶，祸只在旦夕”的面相。命运
之中有定数也会有变数，如果
王云改变观念，和宗泽一起劝
赵构留下，不去金营求和，他
就是在顺应天意，那么就可能
改变将死的命运。

历 史 中 的 教 训， 是 为 给
后人留下启迪。当前中国同
样面临历史剧变，统治大陆的
中共不仅自身极度腐败，而且
几十年来发动各种运动，迫害
人民，迫害信仰，已经罪大恶
极，即将被上天所淘汰。当前
的中美贸易战、香港人民对中
共的抵制，正是这种天象变化
在人间的部分表现。天意要中
共灭亡，所有加入中共并拒绝
退出，紧跟中共的那些人就是
在逆天而行 ；选择退出中共组
织，不相信中共蛊惑，不为中
共站台，就是在顺应天意。逆
天而行的悲剧结局，九百年前
的北宋王云已经亲身为我们演
绎了一遍，不要让历史悲剧在
自己身上再现。赶快顺天而
行，退出中共组织才是最明智
的选择。◎

善于看相的副将

文 / 天缘

一提到老子，我们往往都想到
“消极”。其实，这是对老子的曲
解，而且给“消极”这个词注入了
不好的内涵。

就“消极”本身而言，也未必
是坏事。历来中国都流传着“物极
必反”“盛极必衰”“否极泰来”“剥
极必复”的道理。老子之所以消

“极”，也蕴涵着中庸之理，是为
了永远保持不败。因为老子深知

“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道德经》第五十五章）。相反，
如果一个人过于积“极”，往往会
造成“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道
德经》第七十六章）。

因而，对于老子我们要正确
认识。“重为轻根，静为燥君”

（《道德经》第五十五章），一定
要静下心来，理智思考，才能究
其因、洞其意、明得失、“不出
户，知天下”矣（《道德经》第四十 
七章）。◎

老子的“消极”

历史故事

 皇姑寺吕祖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