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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历史故事

中华典故

文 / 明古

晋孝武帝司马曜是东晋开国以
来最有权力的君主，曾在谢安等辅
佐下，击败前秦大军，赢得淝水之
战的胜利。这么有权力的君王却在
三十多岁壮年时就去世了。他是怎
么死的，《晋书》记载他很可能是
酒后被心怀不满的人所杀害。此外

《晋书》还记载，在他生命的最后一
年，天空中出现了一颗“长星”。
一般认为长星就是彗星，也有人认
为可能是留下明显轨迹的大流星。
在天象学中，无论是彗星还是大流
星，都可能预示包括帝王在内的大
人物死亡。此事件也是历史上天象
学应验的实例之一，天象的确和人
间大事件存在着对应关系。另外，
笔者在《殷芸小说》和《幽明录》中
还看到一则记载，可能是在另外空
间导致晋孝武帝死亡的原因之一。

晋孝武帝很爱喝酒，一天他又
喝醉了，在殿中北窗下乘凉避暑。
他半醉半醒之际，忽然见到眼前出
现了一个人，此人身穿黄色单衣，
交叠于胸前的衣领是白色的，全身
湿漉漉的，如同刚从水中出来一
样。此人对晋孝武帝说 ：我是华林
园中的池水之神，名叫“淋涔（cén）
君”，“若能见待，必当相祐”，陛
下您若能善待我，我将会护佑您。
据历史记载晋孝武帝，平时对神佛

还是很敬重的，岂料此时他已经喝
醉了，便对突然出现的水神淋涔君
大发雷霆，竟拔出自己随身的佩刀
朝淋涔君丢了过去。锋利的佩刀飞
向淋涔君现身之处，全是空气没有
一点阻碍的划了过去，可见这水神
是在另外空间里的，所以这个空间
的刀伤不了他。淋涔君见状愤怒
道 ：没想到你不仅没有善待我，还
如此无礼，我要让你知道冒犯神的
后果。不久，孝武帝竟然在酒后死
亡了，据说是被人所杀。

有人可能不理解，怎么一会儿
天象出现长星，一会儿又是被人所
杀，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不是的。
宇宙空间之多无法计量，一件事情
的发生可能在不同的空间与层次中
都有其不同的原因和表现。我想在
安排星体运行与人类历史相对应的
高层神所在的层面，星体运行到了
哪儿，就意味着晋孝武帝要到寿
了，生命要结束了 ；在水神淋涔君
所在的层面（水神的层次可能相
对较低些），表现就是孝武帝冒犯
神了 ；在人间的体现就是他酒后被
杀。当然并不是说晋孝武帝冒犯水
神淋涔君是注定的，冒犯神是他自
己的选择。淋涔君见晋孝武帝时就
说过“若能见待，必当相祐”。如果
他能礼待淋涔君，我想水神淋涔君
就会在天象允许的范围内帮他延长
生命与福报。

通古而观今，晋孝武帝的死亡
在不同层面上都有其体现出来的原
因，当今中共也接近灭亡了，其
灭亡的预兆同样在不同层面，不同
方面都体现了出来。共产党搞无神
论，从天上的高层的佛、道、神到
地上的山神、土地，将从高到低所
有的神灵统统否定其存在。共产党
还妄想要控制信仰，例如庙里面都
要先爱党，才能再敬奉神佛，许多
寺庙里的方丈、主持都是秘密的共
产党员，中共对神的亵渎与冒犯之
大史无前例。因为无神论导致人不
信神，人心失去了信仰的约束，中

共头目接二连三发动血腥的政治运
动整人害人，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华
传统文化，还造成八千万人非正常
死亡 ；中共主导的计划生育运动更
是杀害了几亿胎儿，胎儿就是未
出生的人，在神看来打胎就是杀
人 ；中共干部们疯狂的贪腐纵欲，
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这些都是中
共还不清的罪恶。从因果报应的
角度讲，中共罪大恶极必在恶报中 
毁灭。

当下众多的天象学家、风水学
家也在天象与风水的层面向人预
警，新冠瘟疫还将再来，而且会变

异的更可怕，还有其它的天灾人祸
会发生，现在众多天象对中共而言
都是大凶。“天灭中共”不是口号，
而是确实的天象变化。例如今年 7
月 28 日（六月初八），北京发生了
六月飞雪的奇观，中共专家害怕人
联想到“六月飞雪，天下奇冤”，
赶忙出来说这是霰不是雪。其实在
天象学上，无论是雪还是霰，只要
在夏季出现都是大凶，《天中记 • 
卷三》说 ：“雪霰兆凶”。

其实这次六月飞雪不仅是中共
的凶兆，更是上天在为法轮功伸
冤，21 年前的 1999 年 7 月 20 日，
也是六月初八，中共从这天起开始
镇压法轮功，甚至活摘器官后焚尸
灭迹。法轮功是以气功形式传出的
佛法，迫害法轮功就是迫害佛法，
佛法是贯穿宇宙各层空间的永恒真
理，迫害佛法在宇宙各空间中看都
是不可饶恕的罪。因此法轮功被迫
害是当世最大的冤案，也是中共最
大的罪恶。正是因为中共罪恶滔
天，所以出现了天灭中共的天象，
反应在人间就是中共在贸易战中一
败涂地，经济下滑，各国人民纷纷
站出来反对中共，美国即将制裁中
共。在宇宙各层空间都可以看到 ：
中共恶贯满盈，清算在即，末日已
近。作为中共党、团、队成员，最
明智的选择就是赶快退出，以免将
来被中共牵连。◎

阴阳五行自古是普遍知识

晋孝武帝酒后渎神，不久身故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文 / 大陆大法学员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话出
自北宋名臣范仲淹的《灵乌赋》。

范仲淹曾担任北宋京城开封的
知府，他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
构，剔除弊政，仅仅几个月，开封
就“肃然称治”，取得了相当不错
的政绩。只要他不再得罪什么朝廷
的大人物，本可凭此政绩逐渐获得
進一步提升，然而他却生性耿直，
不仅不会阿谀奉承，看到朝政上的
过失不管是不是在他的职责范围之
内，他都要理直气壮的提出批评。

范仲淹发现当时的宰相吕夷简
广开后门，滥用私人，便根据自己
的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
景佑三年 ( 西元 1036 年 ) 呈给宋仁
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
况，对吕夷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不仅如此，范仲淹还连上四章，论

斥吕夷简的狡诈。偏偏吕夷简老谋
深算，蛊惑君主将范仲淹贬为饶州
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在岭南。

饶州在鄱阳湖畔。从开封走水
路到此，至少须经十几个州。除扬

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
仲淹，范仲淹对此毫不介意，反而
作诗道 ：“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
衰翁也自知”。

不久，范仲淹的妻子李氏病死

文 / 胡乃文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自古即和
阴阳五行脱离不了关系。对古时的
中国人来说，阴阳五行本就只是普
通常识。

中国人的生活，一直在阴阳五
行的实践当中 ；无论行、住、坐、
卧，全都和它有关。以住房子来打
比方，几乎人人都讲究“座向”；或
朝东、或朝西、或朝南、或朝北，
可能都会去看看听听问问，甚至还
可能找个算命的或地理师给合一合
八字。多数人都知道为了避风寒，
住“座北朝南”的房子总比较好些。

满清末年，洋人的武器把中国
人打得几乎没有信心了，就认为中
国的传统文化不好使。生硬的将中
国的传统文化说成是既封建、又迷
信、且不科学 ；认为唯有扔了传统
文化才能“救国”。民国初年时期，
革新运动如火如荼展开。

中国固有的优良东西被扔掉
后，就逐渐的在吃苦果。什么意 
思呢？

从生病、治病这个观点看，
以前的认知，生病只不过是“风、
火、暑、湿、燥、寒”，只不过是

“喜、怒、忧、思、悲、恐、惊”，
只不过是饮食劳倦等不慎而已 ；如
果生病，就都在这几个病因当中分
析。例如，当人感冒了，分析它是
风、是寒，只要发个汗就给治好
了 ；如果是湿，就渗湿、利湿，病
情就给治好了。

一百年前，中国广大民众没有
人知道什么是病毒 ；更早期，他们
也不知道什么是细菌 ；觉得有感冒
迹象、无精打采的，大部份民众只
是喝点姜汤，盖了被子，发了汗，

第二天又是生龙活虎了。如果去让
古时的中医看诊，可能就给开个发
汗的桂枝汤、葛根汤或麻黄汤喝，
再嘱咐用被子捂一捂，发了汗就
好。

现在呢，包括台湾和中国大
陆，许多国家都施行健保制度，看
诊变得比以前方便多了。如果感冒
了上医院，见发烧就服用或注射退
烧药剂、或吊点滴瓶，也许真的能
退烧 ；但有的人却三四天不能退
烧，最后就怪罪是以前没有见过的
某某病毒 ；当然，发现了新的、不
同的病毒，也算是功不可磨灭啦。
可是究竟哪个好、哪个有效？就这
么简单的理。

过去的古人，他们懂得这个
理，因此顺四时、顺阴阳、顺着天
之道、顺着天之理，顺着自然的理
生活着。阴阳五行的理，也不过就
是生活的道理而已；也就是“《内经》
治未病”的理。

现在，人们却是，将阴阳五行
要不就是当做学问、当做哲学来研
究，要不就是把它当成郎中算命的
东西，嗤之以鼻了。

其实，阴阳五行并不是哲学也
不是什么学问，它不过就是古代中
国人民的常识，和实际每天都接触
的东西。不必担心它，它不会阻碍
中国的文明发展，它不会阻碍科学
的进步，它反而是中国科学的建树
者。人们知道否，那伟大的都江堰
水利工程是怎么建造的？全是应用
阴阳五行的理所建造的，几千年
来，还照顾着中国人民的生活，现
代有哪个应用物理学知识所建造的
水利工程，能和它相提并论？还有
其它许多的古代伟大建筑，不都是
使用阴阳五行建筑的吗？

阴阳五行的观念，天地人三才
等等的观念，都只是中国古人一般
的常识。例如《黄帝内经》中的很多
相关道理、《易经》的许多道理，在
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几乎就是常
识 ；现代人都几乎不能理解，因为
现代的“实证科学”没有这些个概
念。

有时，可听闻现代科技“证实
了”古时的经络学说、“证实了”某
个穴道真的存在 ；那些东西，在古
时的医生就只是常识，用现代科技
证实啥？它们的证实，只是告诉人
们，古时的学说早就很发达并且发
展得很好了，现代人只要有心应用
它，就可以马上派上用场。当然，
这里只是告诉人们，现代人的想法
就像是一个瞎子摸到了象的鼻子、
另一个瞎子摸到了象的脚，都想要
拼凑成一个象。至今，半个象都还
没拼凑出来，何况整个象呢？

《黄帝内经》，以前学医的人都
看得懂。可现在学医的人，因为接
受新式教育的关系，反而很难看懂
了。随意举《内经》中的〈阴阳应象
大论〉来说说，“阴阳，……调此二
者……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
早衰之节也。……知之则强，不知
则老”。懂得阴阳、懂得调理，身
体就能强壮，不容易生病，如果不
懂的，就容易衰老、就容易生病。

《内经》中，存在着很多这样
的语言，它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不
过就是阴阳嘛、不过就是五行嘛。
古人不过就是照着这样的阴阳五行
的规律生活着。例如四季，春、
夏、秋、冬，春属木、夏属火、秋
属金、冬属水 ；又例如五脏，肝、
心、脾、肺、肾，肝属木、心属
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不

过就是阴阳五行互相的“生克”而
已，于是春天不可以出现肺金的
脉象、夏天不可以出现肾水的脉
象……。

《内经》告诉我们自然的四季现
象，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
们照着这样生活，就不容易生病。
因为，“知之则强”嘛，如果人的身
体强了，抗病的能力就强了，就不
容易生病了。

现在的人却常说，干嘛研究
《内经》、干嘛要懂那些阴阳五行
的？那不是江湖郎中算命的东西
吗？那不都是糟糠糟粕的吗？

其实，它们不但不是糟糠糟
粕，人本来就应该依循着那种自然方
式生活才对呀。现在的人却相反的生

活着，春不生、夏不长、秋不收、冬
不藏的。例如，夏季主“长”、冬季
主“藏”，长什么？藏什么？夏季尽
量展开、冬季尽量窝藏，不过如此。
可现在因为“科技”发展成为夏季有
冷气、冬季有暖气。夏季必须穿冬
衣、能吃火锅，冬季可以穿单衣、可
以吃冰淇淋。在房间里温度和外界环
境的温差大的状态，人体的适应能力
跟不上，就容易患病；这是人们都知
道的事情。

中国古人，自出生到死亡，都
实实在在的在阴阳五行知识中实
践、都在这种实践的智慧中浸泡
着。今天的我们，都有这个义务去
发掘和拾回这个智慧，让人们可以
生活得更好。◎

在饶州，他自己也得了重病。在附
近做县令的友人梅尧臣，写了一首

《啄木》诗和一首《灵乌赋》给他。
梅尧臣在《啄木》诗中劝他不要象
啄木鸟一样，啄了林中虫，却招来
杀身之祸，面对贪官污吏不要过于
耿直 ；《灵乌赋》中也是说他在朝
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
叫声，劝范仲淹应学报喜之鸟，而
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
于里闾”，希望他从此拴紧舌头，
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外，不要 
多事。

范仲淹立即也回写了一首同样
题目的《灵乌赋》给梅尧臣，他在赋
中斩钉截铁的写道，无论如何他都
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不管人们
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他始终
都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范仲淹的这句名言，和他的另
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
下之乐而乐”一样为世人所千古传
颂，范仲淹的这种精神也成了一
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学习的榜样和 

楷模。
然而到了中共红朝时代，中共

邪党通过对人民進行强制的“唯物
论”、“无神论”、“進化论”灌输，
加上它不断发动人整人的邪恶政治
运动等原因，象范仲淹这样“宁鸣
而死，不默而生”的人，几乎再也
看不到了。我曾经悲观的认为范仲
淹先生的这种精神是不会再有了。

然而，现在我在法轮功学员们
身上又从新看到了这种中华文化的
宝贵传统。法轮功又名法轮大法，
是佛家上乘修炼功法，法轮功学员
们也都在修炼中按“真、善、忍”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正直无私。
可是在 1999 年中共邪党当时的头
子江泽民却出于妒嫉，对法轮功学
员進行了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们
面对邪恶的迫害，为了众生不被诋
毁佛法的谎言蒙骗而失去得救的机
缘，在生死考验面前义无反顾的选
择了真理，选择了站出来讲真相告
诉众生法轮大法好，他们真正做到
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