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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文 / 今昭

笔者追看神韵演出已有数年之久，每年
皆有所悟、皆有所得。神韵既为神之韵、神
之旨，则其精妙之处自然不能以人言道尽，
但想来文章亦天成 ：造化普散慈恩露，佛主
赐我五色毫。因此今岁仍谨以手中之笔，试
为诸君道。

作为佛家弟子，今岁之观神韵，感触最
深的，却是“修炼”二字本身。

从一开始大幕拉开，苍宇外，传来圣王
洪亮的召唤 ：“有志者随我下世救度众生！”
宝相庄严直欲令人泪泫。红尘众生，有谁能
知道神佛的怜慈！人本与创世的主心意相
通，谁能不迷苦？则谁又能不感动！

今年的节目，不论是机智幽默的“神
笛”，还是诙谐风趣的“小和尚”，都处处显
露着修炼者的神通超常。

“神笛”中，贪婪的县官妄图抢走修道者
济世救人的法器为己所用，却只变出了更多
河东狮吼的怀孕妻子。用神通满足自己的欲
念，只能是更加陷入烦恼无边的搅扰。“笛”
音同“涤”，原有洗涤、荡涤之意。

“小和尚”的剧情，则不能不令我想到
《水浒传》中的鲁智深。那一出假扮新娘闹
洞房，仿佛就是花和尚在对桃花村的刘太公
说：“洒家在五台山智真长老处学得说因缘，
便是铁石人也劝得他转。”想来古今中外，
不论是降伏蛇妖的方丈，还是驱除邪灵的天
主教父，修行者原负世间除恶之责。故事
最后，有神通的修炼人将一切归于原样，如

“黄庭初写，恰到好处”。
而对修炼中生与死的考验最直接的体

现，则莫过于“道缘”了。“放下执着无生

死，放下生死无执着”，岂是一句大话？那
分明是要在实修中真正割舍了所有名利情后
方能做到的！如同道家师父俯探谷底将剑拾
回，“那时还不知已被您怜惜的拾起”。所有
恒久的幸福与荣耀，无不已被师父安排好，
只等待你舍尽最后的人世执念。在得道后，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不只故事主线，神韵演出的许多细节也

处处凸显出华夏历史中的修炼文化。二胡曲
名为“云游”，展现“一砵千家饭，孤身万里
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的清苦岁月，
怎不令人低回唏嘘！灯笼舞中的道具，也像
极永不熄灭的佛前海灯：“莫道此身沉黑海，
性中自有大光明”。仕女们长裙的颜色沉稳
质朴，配上灯火辉映，有如画龙点睛。

中华文化乃神传文化，其来源铺陈之
久、内涵雕琢之细，“仿佛为一件极恢极宏之
事作备作注”。这里既有“三尺龙泉万卷书，
上天生我意何如”的阳刚正气，又有“太液芙
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的阴柔秀美 ；
既有貂蝉牺牲个人清白以保汉世江山的儒家
忠义，也有太白“天子呼来不上船”、“手把
芙蓉朝玉京”的道家仙姿。荡荡五千载，仿
佛人人皆为演绎自己的角色与使命而来。而
这出世与入世之间，也如同背景天幕中的桃
红柳绿——柳为人世离别，桃为仙界正果。
演员服装的颜色总与背景天幕相同、相衬。
仔细琢磨，这是否意味着人间与天界之间，
本就是相通的呢？

每年的神韵演出，都少不了各式各样的

民族舞。同样令人深思 ：神州大地上汉人民
族和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替出现，是否也是世
间阴阳交互的表现？如同一直相依共存的草
原文化和农耕文明，在神韵舞台上也展现得
格外分明 ：草原上蒙古勇士们的奔腾英姿，
令观众遥思当年成吉思汗的盖世功业 ；“山
东秧歌”中欢快的农家喜乐，喜而不俗、乐
以忘忧，就连“摘一朵小花，与心上人共赏”
的画面，也让人想起“攀条折其荣，将以遗
所思”的古老诗篇来。

中国古籍记载，在西海凤麟洲有一种用
凤嘴加麟角熬制成的黏胶，能把一切断裂的
重行胶合。汉武帝给此胶赐名为“续弦胶”。
这种续合一切破碎事物、使其重新变得完美
如初的渴望，仿佛一直是深藏在我们民族内
心的夙愿。而这种感觉，在我看法轮功学员
反迫害的节目时尤为强烈 ：佛光普照，礼义
圆明。唯神佛的慈悲能聚沙成塔、起死回
生。生命内心深处求永求恒的愿望，原来并
不只存在于宗教中，而为宇宙中任何有性灵
的事物所共有。那么所有今日世界的生灵，
又岂不应尽最大力量圆容主佛的救度，“但
使其成，毋使其灭”？！

又逢庚子年，时局不安、大疫有眼。
“阴霾背后大疫藏人在危难险路上”（《洪吟
五》），神韵歌曲总是最明了直白地道出对世
人的点悟。踟蹰名利、忘返家院，神佛的子
孙，可曾再拾起来世的真愿？有神韵观众曾
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们（神韵）在行神事

（Doing God’s work）”。个中深意，恍然已参
透大半。心奉乾坤道，步步踏金莲。然则所
有从亘古轮回中走到当今世上的众生，是否
又已明悟，这来自穹宇深处的浩然慈恩？◎

来自穹宇深处的洪大慈恩

文 / 德惠

西晋散骑侍郎王佑，是当时的名士，为
官也很清廉。据东晋古籍《搜神记》记载，他

曾有一次非常离奇的经历。现在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

有一次，王佑他病的很重，医生都说没
法治了，他便与母亲诀别。诀别后，他听见
有个通报客人姓名的人传话说 ：有客人来拜
访，他是某某郡某某乡的某某人，曾做过别
驾（州刺史的佐官）。王佑过去也听到过他
的姓名、事迹。他正犹豫自己病重将死，能
否会客之时，那位客人自己就進来了。

客人对他说 ：我与您都是读儒家经典
的士人，自然有缘 ；又与您同乡，就更为
融洽了。今年国家有大事，上天派出了三位
将军，分别到各地征集人力。我们一批十几
个人，都是赵公明的部下，仓促来到这里，
看见您有高门大屋，所以来投奔您。一见之
下便觉的你符合条件，好的无可挑剔，我们
与您真是投缘啊！赵公明是民间传说中的瘟
神，而且当时有传闻说上天派遣赵公明等三
位将军，各帅领数万鬼兵下人间收人。所以
王佑一听他的话就知道，这是另外空间的生
命显形到了他的面前。

王佑悟到客人是瘟神赵公明的部下，是
另外空间里的生命，就说 ：我不幸病重，死
期就在旦夕之间。现在碰上您，我以性命相
托，求您救我一命。客人回答说 ：人生终有
一死，这是人逃不脱的必然。而且人死后在
那边的处境，不依靠在世时的贫富贵贱。我
现在带阴兵三千，需要您来管理，如果您答
应，我就把相应的档案簿册都交给您。像这

样的机会实在难得，您不该推辞。王佑说 ：
可我老母亲年寿已高，我又没有兄弟，一旦
我死了，就没人供养我母亲了。说到这儿
便泣不成声了。那人悲哀道 ：您担任朝廷高
官，家里竟没有余财。刚才我听见您与您母
亲诀别，说的话十分哀苦。这样看来，您是
国家的高士，怎么可以让您死呢？我一定帮
忙。说着就起身离去，并告诉王佑 ：我明天
再来。

第二天，王佑看见那人果然又来了。
王佑说 ：“您曾许诺让我活下去，这样的大
恩真能实现吗？”那人回答说 ：大老子已经
同意了您的请求，难道还会欺骗您？“大老
子”可能是那人对老子的尊称，也可能是对
负责此事的更高神的称呼。王佑还看见随从
那人而来的阴兵有几百个，都只有大约二尺
长，穿着黑色的军装，上面有红油漆画的标
记。王佑要家里击鼓祈祷他们，那些阴兵听
见鼓声，都随着节奏翩翩起舞，挥动着衣
袖，发出飒飒的声响。王佑想要给他们置办
酒食，那人拒绝了，接着便起身要走，并对
王佑说 ：“你的病在人体中，使人热的像团
火一样，要用水来消除它。”接着他就拿了一
杯水，掀开被褥浇在上面。又对王佑说 ：给
您留下红笔十几支，放在席子下，可以送给
人，让他们当作簪子用。这样，進出都能
避过恶灾，做事不用担心得病。接着就告辞 
走了。

当时王佑还能安然睡着，夜里忽然醒

来，便招呼身边的人，让他们掀开被头说 ：
神用水来浇灌我，我的被子都快湿透了。
边上的人掀开被一看，果真有水，但这水在
上面一条被子的底下，在下面一条被子的上
面，并没有渗到被里，就像露水在荷叶上一
样。量了一下，共三升七合。于是王佑的病
好了三分之二。又过了几天就痊愈了。凡是
那人说过要带走的人，都死了。按他的说法
而给了笔的人，虽都经历了疾病和战乱，也
都太平无事。

记载中王佑本来命中该亡，死后将被任
命为阴兵的管理者之一，可是负责此事的生
命看见他真的非常孝顺，又很清廉，便向更
高的神汇报，免除了他的死劫，为他治好了
病。这件事说明人的真实生命不在于肉身，
而是元神，人死后元神自有其归宿。中共
的无神论才是荒谬之极的歪理邪说。那客人
还说 ：死后人的生命不与生前的贫富贵贱相
关，而王佑正是有孝顺、廉洁等品行才能免
除死灾，说明神重视的是人的德行。善人自
有好的归宿，恶人、无德者其生命去向必不
会好。善恶报应，天堂、地狱绝非虚构。

更奇妙的是那个客人给了王佑十几支红
笔，凡是得到的人都可以不遭瘟疫，遇难保
平安。说明这红笔就是神的信物，是得救的
标记。当今正流行名为新冠肺炎的瘟疫，很
多人都因此忧虑不已。那么如何保平安呢？
文中记载的瘟疫是由瘟神控制的，要想平安
最根本上讲，是要得到神的保护。◎

王佑得神救护，免除死劫历史故事

文 / 清竹

知耻近乎勇，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
的一句话。大意就是敢于在众人面前承认自
己错误，敢于揭自己伤疤的人，可以跟英勇
无畏的人相提并论。这是孔子对知耻者的很
高赞赏。

在《左传 • 宣公二年》中也讲道 ：“人谁
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是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作为凡
夫俗子，在我们的一生中，无论你是一个
平民百姓，还是高官、或者是有很多钱的大
老板，你都不可能不犯错。犯错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敢承认自己的错和不改正自己 
的错。

知耻，是一种品德、是一种境界，是超
越他人的精神财富。

在我们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讲天人
感应，推天道以晓人事，灾异即是上天的谴
责警示，施政过失与人心不德是产生灾异的
根本原因。所以当四季不明、陨石地陷、旱
灾洪水频现、瘟疫横行之时，都是在警示世
人、警示那些执政者。

下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看看我们古代
的皇帝面对天降灾难是如何做的。通过比较
让我们进一步辨别善与恶、正与邪。

商王祷雨
商灭夏后，商朝建立后不久就出现了罕

见的大旱，粮食连续五年没有收成，饿死民
众不计其数。臣民惶恐，商汤万分焦急，曾

多次亲自设祭祈雨，都不见成效。占卜之人
说 ：“从占卜的结果上看，要使天降大雨，
必用一活人祭祀，以显真诚。”

商汤不忍牺牲他人性命，决定自己充当
祭品求雨。为表虔诚，他斋戒沐浴，剪去头
发，断掉指甲，换上粗布白衣，身围茅草，
白马素车到了桑林门外。商汤跪在神台上祷
告，自责道 ：“是我没将国家治理好吗？是
我用人不当吗？是修建宫室劳民伤财吗？
是听了妇人的言论太多吗？是官员营私腐败
吗？是进谗言说坏话的人多吗？如果因为这
些，那都是我一人之罪，请不要连累万民。
不要以我一人之不敬伤民之命。”然后他命人
将木柴堆起，毫不犹豫地坐到柴堆上，命人
点火，以祭天。

商汤的诚意终于感动了苍天，瞬间天降
大雨，结束了长达数年的旱灾。

唐太宗 ：我希望老天把灾祸 

降在我一个人身上
贞观二年，长安大旱，蝗虫猖獗。唐

太宗视察灾情，看到很多蝗虫，便抓了几
只蝗虫在手，对它们说起话来 ：百姓靠粮活
命，你们却吃他们的粮食，你们就是百姓的
害虫！百姓有什么问题，也都是我一人的过
错。如果你们这些害虫有灵，就把我的心吃
了，不要再祸害百姓！说完就要吞食蝗虫。
左右近侍马上劝唐太宗不可入口，说蝗虫不
干净，吃了恐怕会生病。唐太宗说 ：“朕要
的就是这效果，我希望老天把灾祸降在我一

人身上，我为什么要害怕得病啊？”然后不
顾侍从的拦阻反对，就吞下了蝗虫。当年，
蝗灾就消除了。

宋太宗 ：为求雨愿焚身而死，

以回应上天责罚
公元 991 年，淳化二年三月己巳日，

大宋皇帝赵光义因为旱灾、蝗灾，多日祈
雨不得，他写亲笔诏书给宰相吕蒙正等人，
称要焚身而死，以回应上天的责罚。手诏大
意是 ：百姓有什么罪过！上天这样惩罚他
们，这是我失德造成的。你们应当在文德殿
前建一座高台，把我放在上面。若三天之内
不下雨，你们就把我烧死，以回应上天的 
惩罚。

第二天奇迹果然出现，皇帝的诚心感动
了上苍，《宋史》有记：“翌日大雨，蝗尽死。”

康熙帝 ：朕躬不德，政治未协，

致兹地震示警
1679 年，北京发生 8 级大地震，面对巨

大天灾，康熙帝发“罪已诏”：朕御极以来，
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
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他布
告群臣 ：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
警。他认为地震之原因，是官吏有六项“弊
端”，于是他指令九卿详议，由吏部立法严
禁，务期尽除积弊。

如果天谴于上而不悟，人怨于下而不自

知，国亡矣。
罪己诏，更多的是帝王的忏悔检讨。古

人对天道的信仰是中华文明的道德基础，也
是帝王治理国家的基础。古代帝王敬天信
神，从小就熟读儒家四书五经，遵从祖训，
敬畏民心。他们深知，如不能奉天之命以遵
循天地运行之法，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就
会有天象示警惩戒。而面对天灾人祸，若还
不知反省归正，就难逃大劫。

以上我们只是举了历史上部分帝王对出
现灾情后，是如何使天灾停止的一些例子。

在这里我们且不谈那些古代帝王的所为
有没有现代的科学依据，但是他们面对苍
天、面对百姓敢于罪责自己、敢于承认自己
执政的过失，敢于担当，为了黎民百姓敢于
舍去自己的性命，那样的胸怀、那无私无畏
的境界，值得我们现在的人去反思。◎

古代帝王让天灾立即停止的灵丹妙药

神韵

明代萬曆水陸畫 瘟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