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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文 / 天来

中共病毒从中国武汉传出后，截止到 4
月 22 日，已蔓延到 185 个国家，二百六十
多万人被感染，近 20 万死亡，死亡率高达
7%。这个病毒的传染性和对人体的损害之
强和不可预测，前所未有。各国都在想办法
来遏制这个病毒的传播和研究治疗措施，这
是从物质的角度想主意。因为物质和精神是
一性的，我们的老祖宗都注重精神方面的修
养，对象中共病毒这样的外邪有很好的见解
和治疗方法，而且不费一份钱财，就能药到
病除，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借鉴一下，从而
找到治中共病毒的良方。

《黄帝内经》中的理解

著名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指出 ：“正
气存内，邪不可干”。古人重德修心，有
仁、义、礼、智、信的“正人君子”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去要求自己做好人，正气会越
来越足，身体自然健康长寿。今天的人如果
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好人，身体内的
正气只会越来越充足、充盈，什么瘟疫能上
身呢？身体同样健康长寿，比吃什么补品都
好使。

陈抟在《心象篇》中的解释

陈抟，是唐末宋初间一代道家宗师，在
他的一篇传世之作《心相篇》论述了瘟疫的缘
由 ：“瘟亡不由运数，骂地咒天。”人死于瘟
疫不在人命运的定数之内，是因为人不敬神
佛，不敬天地带来的灾难。瘟疫是人心不正
招来的。

天降瘟疫 天尊释因
有一次，元始天尊看到下界百姓感染瘟

疫疾病，致使四肢壮热，手脚酸疼，头痛眼
花，五脏盛热，犹如针刺一般，极其痛苦，
难以进食，人们都在想着如何救治。

此时元始天尊说起瘟疫产生的原因，原
来下界的百姓久在人世，不敬神明，或怨天
骂地，全无敬让之心。或者心行曲意奉承，
为非作歹，造下罪业，致使感染疫疾，被疫
毒所伤。因而建议无论男女感染疫病后，应
令全家断绝五辛，说话轻言轻语，让身心柔
软温和，保持仁慈怜悯和欢悦，同时焚香祭
祀天神，恢复与神明的沟通，恳请神明“改
死留生”。当人真的虔心敬神，转诵经卷
时，瘟神会摄毒收瘟，继而瘟疫停止流行。

晋朝名士许逊的理解

据《正统道藏》太平部记载，晋朝时期，
名士许逊曾入仕为官，也立志修行。因其
修行有素，获得大神通，在民间留下不少神
迹。北宋时期，朝廷加封许逊尊号为“九天
高明大使神功妙济真君”。对于瘟疫的产生

和感染疫病的原因，许逊和他的弟子惠文有
一段精彩的对话。

有一年，许逊为众人说法时，看到他的
弟子惠文侍立在前，却面带忧色，神思悲
酸，心情舛乱，一副若有所失的样子。许逊
修行有素，深知惠文心中还有许多牵挂，犹
如住在凡世一般，还未能悟透真理，难以救
护群生。

于是许逊问惠文，因为何事面带忧色？
惠文稽首顿首，一拜再拜，哭着说出原由。
原来，他听说佩戴宝箓符咒之人全都得以脱
离一切灾难，然而他所住的家乡如今疫毒流
行，不论善恶之人全都感染疫毒，他的弟弟
妹妹以及众弟子都因感染疫毒痛苦不堪。惠
文原本有幸得到师父教诲，学习道法，不曾
懈怠。向来人们从善，就是为了免除灾难，
如今看到信道之人也不能免遭灾难，所以为
此忧心。

于是许逊为惠文讲解瘟疫的来由，以及
世人和看似信道之人为何仍遭到疫虐的原因。

许逊说，天地无私，育养万物，本来就
视善恶决定其果报。世人因为自私，因此招
致灾祸，因德行败坏，毁坏为善的天良本
性，因而堕落。为避免世人自私、败德，所
以上天会向世人传道，教导他们长生之法。

而人世间发生的瘟疫疠灾均有鬼神主
掌，为善之人可以平安度过，而为恶之人则
会心生恐惧。譬如有人铺设了一条大路，用
花砖砌结，可以让人坦然行走。然而旁边小
路有人设置器具，挖了陷坑，用来捕捉路过
的野兽猛虎。那些赶路的人不顾大道，却非
走旁边小路，不慎误触机关，于是就说铺路
的人铺的不是正路，这样的说法对吗？

你既然行路，原本大可不必触犯机关，
因为机关原本不是为人所设，是人误触了
它。走大路还是抄小路，这就是善恶的不同。

张天师治瘟疫的妙法

张道陵，东汉天师道（正一道）创始人，
沛国丰人（今徐州）。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
元年（142 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
极经》，命为天师。后人称他为道教三祖之
一，寿达 123 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

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祛病。东汉末
年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治瘟疫的方
法很有效。

他让染疫的人把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
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
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犯这些错，如果再犯
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遵此法去
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
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
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

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
乱之气”。当人真心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
够看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
厉鬼赶走，在这个空间就表现为瘟疫突然不
见了，病好了。

古人重德避瘟故事

故事一 ：据《宋史》记载，国境内突发大
瘟疫，众多百姓受难，宋仁宗不是下令处罚
官吏，也不是照样歌舞升平遮盖灾情，而是
脱下天子的龙袍，“暂离正殿，不受朝贺”，
诚挚地表达愧于奉天行道的天子职责，减少
膳食，诚惧内省，查察自己的掌政是否违反
人道？是否符合天道？

京师发生大瘟疫时，宋仁宗先想到的就
是穷困贫病的人家，就命令太医找来善于把
脉的人，就近在各县衙门为贫民开设了公
诊、给药。

为了帮助百姓抗瘟疫，仁宗命宫中的太
医为百姓研究抗疫的药方，合出药来。他又
命内侍拿出高贵药材，内侍拿来了两个犀
角，让太医鉴定分析药性是否合用。其中有
一个是稀有的“通天犀”，当时仁宗内侍李舜
举知道通天犀是珍稀宝药，就请求留下这个
犀角供皇上御用。

岂知，仁宗皇帝一点都不高兴，说道 ：
“我岂是贵异物而贱百姓的人？”说着就把通
天犀打碎了，让其入药医治百姓。

在宋仁宗宽厚为民的亲政下，许多忠
臣、贤良官吏都得到鼓舞，响应了仁政，最
终瘟疫逐渐退去，京师转危为安。

故事二 ：晋朝时期，有一位隐士叫庾
衮，是晋明帝皇后庾文君的伯父。庾衮年轻
时，就以勤俭、好学、孝友而闻名。

晋武帝司马炎咸宁年间（275 年至 280
年 4 月），西晋爆发大瘟疫。在这场瘟疫
中，庾衮的两个哥哥不幸染病身亡，另一个
哥哥也染上瘟疫。

疫病严重，瘟气正盛。庾衮的父母想带
着他和弟弟到外地躲避瘟疫。但是庾衮不肯
离开哥哥，亲友强行拉他，他也坚持守着生
病的哥哥。他对众人说：“我天生不怕瘟病。”

亲友没有办法，只好留下他和染病的兄
长。亲友离开后，庾衮昼夜不眠，悉心地照
料哥哥。有时他还抚着病亡兄长的棺柩，哀
恸流涕。

时间转眼即逝，就这样过了一百多天，
瘟疫渐渐平息、停止。等家人回到村子里，
惊讶地发现，庾衮和染疫病的哥哥朝夕相
处，竟然没有染上瘟疫，依旧安然无恙 ；而
且在庾衮的照料下，哥哥的病也快痊愈了。

村里的长辈都惊讶不已，感叹道 ：“这
孩子真是奇异！能守护人们不敢守护的人、
做人们不敢做的事。真是岁寒之后，才知道
松柏的坚贞。”

由此，这些父老才知道，凶猛肆虐的瘟
疫并不是传染给所有人。面对大难，不畏生
死、坚守道义、保护他人的人，瘟疫就不敢
靠近他。

故事三 ：赵抃，北宋衢州西安人，仁宗
景祐元年（1034 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
以为人宽厚清正著称。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
的清官，不近声色，乐善好施，苏东城、曾
巩等人都嘉许他的高洁为人。

《宋史》记载，赵抃在白天所做的事情，
每夜一定恭敬地拜告上天，若是不敢禀告的
事情，他就一定不敢去做。赵抃体恤百姓，
简易为政，在他治理的地区出现了“岁丰无
盗、狱冷无冤”的清明景象。

熙宁年间，赵抃在越州为官，吴越一带
发生灾役。在救灾期间，他主持赈济，早晚
操劳，从未稍微懈怠，把灾荒的灾害减到最
低程度。“是时旱疫，他郡民死者殆半，独
抃所抚循，无失所。”当时因旱灾与瘟疫流
行，其他郡的民众死亡者大概有一半，只有
赵抃所救灾的地区，没有流离失所的情形。
对此，曾巩曾有《越州赵公救灾记》，称赞
他 ：“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 ；其事
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古人对瘟疫的理解与做法

文 / 心缘

西周末年厉王当政时，西北连续六年大
旱。持续长时间的大旱，加上厉王的腐朽残
暴，结果是饿殍遍野。旱灾结束后，人民需要
休养生息。可是，身为一国之君的厉王，却变
本加利的剥削和压榨人民。他在灾后進一步实
行“专利”。就是把原来公有的山林川泽霸占
为已有，不许人民樵采渔猎。厉王所为的结果
是引起了众怒。一部份人认为这种做法背离了
周室“王人”的传统，“王而行之，其归鲜矣”

（《国语 . 周语》）。另一方面，在遭受数年旱灾
之苦后，又断绝了鱼猎薪樵之源，造成“下民
胥怨，财力单竭，手足靡措”（《逸周书 . 商良
夫解》），达到了“民不堪命”的地步。对于厉
王的暴虐无道，放纵骄横，国人纷纷公开议论
他的过失。

为了控制社会的言论，厉王从卫国请来巫
师，借助巫术去侦察人们的窃窃私议。发现了
后就来报告，立即杀掉。这样一来，人们都敢
怒而不敢言，路上相见也只能互递眼色示意而
已。镐京城内，一片恐怖气氛。厉王见此非常
高兴，告诉他的大臣召公说 ：“我能消除人们
对我的议论了，他们都不敢说话了。”

召公见厉王如此倒行逆施，便向他之谏。
召公说 ：“这只是把他们的话堵回去了。堵 
住人们的嘴巴，要比堵住水流更厉害。水蓄积
多了，一旦决口，伤害人一定会多 ；不让民众
说话，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开通 
河道，使水流通畅，治理民众的人，也应该 
放开他们，让他们讲话。民众把话从嘴里说
出来了，政事哪些好哪些坏也就可以从这里
看出来了。好的就实行，坏的就防备这个道
理，就跟大地出财物器用衣服粮食是一样的。
民众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心里考虑好
了就去做。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那能维持

多久呢！”但是厉王根本不听劝阻，继续一意 
弧行。

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折磨下，厉王三十七
年（前 842 年），在小领主共伯和的领导下，
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不可一世的暴君
厉王，被国人暴动吓破了胆，逃奔于彘（今山
西霍县），结束了其残暴的统治。厉王在外住
了十四年而死。

周厉王的被推翻，给后世之人，特别是给
统治者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它告诉人们专
利塞言的危害。可是，历史并不总是能让人
们引以为戒的。就拿当今的中国来说，言论控
制无以伦比。不仅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
媒体充斥着诸多的虚假新闻，而且国家还花费
大量金钱去阻止真实信息的传播，比如对互联
网的监控和屏蔽，比如对异见人士的监视和逮
捕。这种庞大的检查和监视系统让人们生活在
一种无形的恐怖中。如果有人“触犯”了所谓的
法律，那么便会遭到严厉的惩处，无论是媒体
还是个人。李文亮泄露中共病毒疫情一案就是
最典型的例证。于是乎，人们只见得中国的媒
体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只见得对当政者的歌
功颂德，却难见人们的不满和怨气已在民间积
聚得越来越多。

为什么要如此控制言论呢？如同周厉王一
样，当今中国的当政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
做的恶事是罄竹难书，特别是对一群信仰真、
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是罄竹难书。怕
人们知道真相，怕自己的恶行暴露，怕自己丧
失权力，所以，只能是采取恐怖再恐怖的措
施。其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就象周公所言，
如果堵住人们的嘴巴，那能维持多久呢？

水蓄积多了会溢出来伤人，人们不满的情
绪被压抑久了，也会象蓄势待发的火山一样突
然爆发出来。等待当政者的是什么也就不言而
喻了。◎

周厉王防民之口被推翻
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古风悠悠

文 / 郑念行

清代，永清县南门外有个乞丐，
人称张乞人，自从父亲死后，他就依
靠乞讨，来养活母亲。他们没有房屋
居住，就在地上挖个洞穴栖身。

有一天，下着大雪，永清县的知
县魏继齐，经过他的洞穴，听见从地
穴里传出歌声，音调虽然不算美妙，
但歌词和情感，却很动人。魏知县觉
得奇怪。左右的随从说 ：“这是张乞人
唱的。”知县把他叫出来，询问他为什
么歌唱？张乞人出来回答说 ：“今天是
我母亲的生日，我唱支歌祝贺我的母
亲，劝她老人家多吃点饭。”于是知县
命令左右随从，用车子把他母子载到
官府。

在官府里，魏知县的母亲，赠送
给张乞人的母亲一些粗布和粮食。魏
知县又送给张乞人十贯钱。张乞人跪

下叩头道 ：“知县老爷的母亲赏赐我母
亲的东西，我们母子不敢不接受。知
县老爷赏赐我的钱，我不敢接受。”

魏知县说 ：“这不比你天天沿街乞
讨残杯冷炙，强多了吗？”

张乞人讲 ：“不！我母亲吃残杯冷
炙很久了，我们心里很安宁踏实，它
们没有什么不干净。我是个愚昧无知
的百姓，不知道这十贯钱，是知县老
爷从哪里得来的。我母亲已经八十岁
了，我六十一岁了，我们希望当官的
都清清白白，这样，百姓就心满意足
了。”

魏知县听了这番话，非常震撼，
惭愧得流下汗来，不再硬要赏赐他钱
财，但在城内金花巷，为他建造了一
座房屋，要让他和他的母亲居住。张
乞人知道后，背起母亲，悄悄地离开
了永清县，谁也不知道他们母子搬到
什么地方去了。◎

高尚的乞丐
历史是一面镜子

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