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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中华典故

文 / 刘如

作者讲“桃园结义”，必须交
代故事发生的背景，但这个背景的
交代，跟今天的小说不同，它非常
关键，道明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的治乱兴衰的根源与黄巾
造反的来历。对历史的看法毫不含
糊。这部分历史观若弄不清楚，就
不可能真正领会故事的真义。

因此我们先看原文描述的背
景。因为小说涉及的是三国形成
到衰亡的历史过程，因此就要从
汉朝末年开笔，很多人看中国大
陆现代白话文的翻译，往往就只
能看到“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引
发黄巾农民起义”等类似的寥寥几
句。重要的信息不仅被删减掉了，
对黄巾军的认识，也与作者背道而
驰。其实在书中，张角的黄巾军，
被叫做黄巾贼，并非农民起义，这
是作者对历史的看法。无论我们是
否理解，都必须还原作者的本意。
那么为何作者有这样的认识呢？背
景中交代得十分明白。孰是孰非，
必须清清楚楚，否则刘备、关羽和
张飞，就会成为镇压义军的反面
人物，绝对无法受到众多百姓的 
喜爱。

原文首先讲明天下大势分久必
合，合久必分，从周朝末年战国时
代的纷争并入秦朝起头，一直讲到
东汉末年的分裂，形成了三国。这
就是三国的来历。但作者并未停留
在朝代更替、分分合合的表面现
象，而是进一步道明了天下分分合
合的根本原因。

皇帝失德 合久必分
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帝王失德

失义。因此，原文紧接着就写明东
汉衰亡分成三国的根本原因 ：

“推其治乱之由，殆始于桓、
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
官。”这句话是说，推导汉末从太
平走入乱世的原因，首先要追究桓
帝和灵帝，乱政之道，就开始于这
两代帝王。桓帝远离治国贤臣，禁
锢忠良，崇信宦官。也就是让太监
这些服侍帝王后妃起居生活的仆人
档次的人，没有治国见识和才能的

人，代替大臣，进行治国，掌握了
国家大权。他们以权谋私，卖官卖
爵，祸乱了朝政。

到了灵帝，书中交代，大臣虽
然想归正朝纲，铲除宦官，但泄露
机密，参与的大臣反被宦官所害。
从此这些宦官为所欲为，横行霸道。

这些话，就是在讲帝王失德，
违背君道，因而天下才会分裂。君
不信忠臣，远离良善，架空大臣的
权力，让“仆人”治国，就是公私
不分，失信于大臣，失信于天下。
用人不当，不亲近善良，此为帝王
有失本分，未尽帝王的义务，是帝

王最大的不仁与不义。皇家的仆
人，属于皇帝私家的家臣，并非治
国的臣子，国家政治，岂能不乱。

灾异频发 天象示警
我们知道，古人讲君权神授，

帝王是天子，是代天管理和教导百
姓的头领，如果失德，就会出现不
详的异像和天灾，人们相信那是天
在示警，用以劝诫帝王归正自己的
德行。否则江山不保，天下大乱，
上天会惩罚他。因此，我们看到，
作者讲明分合治乱的原因后，接着
详尽地列举了灵帝时候出现的种种

不祥之兆和各种灾难。先是灵帝的
龙座突然降下青蛇，突变雷雨冰
雹，毁坏无数房屋，接着是洛阳都
城地震，沿海海啸，还有雌鸡化为
雄鸡，黑气十几丈飞入宫殿等等接
踵而来的众多异常现象。大臣蔡邕
就因为上疏解释雌鸡变雄鸡，是宦
官干政的警示，从而得罪宦官，被
辞官归田。从此，灵帝更加宠信宦
官，有十个宦官最得势，被称作“十
常侍”，灵帝还将一人尊为“阿父”，
就是敬之如父亲。到了如此地步。

最后作者对桓帝和灵帝失德的
后果，总结了这样一句话 ：“朝政
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
起。”朝政一天天败坏下去，离开正
道，导致天下人心变坏，很多人因
此想要趁机搅乱世间，于是盗贼四
起，百姓受难。这就是张角三兄弟
聚集起黄巾军，敢于造反的根本来
历。同时也表明作者的看法，黄巾
军，并非起义，而是盗贼之流，趁
思乱之机，图谋皇位。用心叵测。

因此，接着就写到黄巾首领张
角三兄弟。交代他们兄弟乱用道
家术类的东西，藉着给人治病有神
效，收徒众多，蛊惑人心，成为一
股强大的势力，获得几十万人的跟
随，于是发动了黄巾之乱。

这样的背景交代，历史观点清
晰，论证详尽，人中的理和天象的
警戒合在一起，就是为了劝善，劝
未来的君臣莫要失德。要懂得兴衰
治乱的根本原因。

那么道家的治病神术，为何被
张角得到，这些道家术类的东西，
本身有问题吗？作者也给出了清晰
的见解。◎

义解三国 ：开笔论帝王失德

文 / 照远

《易经》之道和五行理论是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括的内容很多，涉
及并影响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历朝历
代都有大量的学者、文人以及出家修道者
对其倾心研究并有大量著作传世，尤其在
传统医学、天文地理以及数术预测等学科
中都有过系统而完整的论述。下面笔者就
从不同的角度来大略介绍一下有关五行和
易道的基础知识。文中有许多观点是笔者
个人所悟，也有一些观点跟古人的认识有 
区别。

五行的根源
关于五行，世人也称之为阴阳五行，

但是严格说来，在道家的太极原理中，阴
阳和五行的内涵是有区别的，而且二者所
贯穿和存在的层次也不同。在太极原理
中，阴阳的理贯穿始终，从最高到最低，
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内涵，精深玄妙，
无所不包，是道家最根本的理，所以在

“易传”中说到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家
讲道，其实就是在讲阴阳。我们看到的太
极图也是一阴一阳的结构。而五行理论只
是太极原理中最低层次的理，因为阴阳理
论也贯穿其中，所以称之为阴阳五行也可
以。下面我们就简单的讲解一下。

在太极原理中，关于宇宙的产生，其
基础理论就是“无极生太极”。所谓无极，
也称为“无”，也称为“道”，无极是先天
的存在。生就是产生、创造。太极就是

“有”，就是“阴阳”，是指宇宙时空以及
其中的万物众生，太极就是后天的存在。
无极的“无”字，还有吾、悟、五、物等
含义，“极”就是阴阳，还有极端、极限、
极致、最终的含义。也就是说，无极就是
吾之极、悟之极、五之极和物之极（这里
的“五”和“物”含义不同，同一个世界，
在道家看来就是五行，在佛家看来就是四
大 ：地、水、火、风等等。其具体含义
是 ：对于太极之中的万物众生来说，无极
就是我（吾）的最高体现，是智慧（悟）
的最高体现，是五行（五）的最高体现，
也是物质（物）的最高体现。而对于无极
来说，太极之中的万物众生都是我（吾）
的最低（极端）表现，是智慧（悟）的
最低（极端）表现，是五行（五）的最

低（极端）表现，也是物质（物）的最
低（极端）表现。而这个“无极生太极”
的理，是适用于任何一个宇宙范围的。也
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宇宙层次中，对于那
其中的万物众生来说，宇宙的产生原理都
是无极生太极，那么这些不同层次之中的
生命所认识到的无极，都不是最终的无
极，在更高层的生命看来都是太极。只有
最终最后的无极，才是这个洪大宇宙的最
根本，他就是大道本身，如果用佛家的概
念来说，他就是大法本身，在世间的称呼
就是创世主。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论及的五
行，也是大道的体现和内涵之一，也是创
世主智慧的如意展现，他就是五行的最根
源——五之极。同时，在五行的境界中，
也是符合了“无极生太极”的理，下面我们
就接着讲一下五行的概念。

五行的概念
五行的概念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

“五行”是一个固定的名词，这两个字不能
分开讲，五行是构成我们这个宇宙中时空
万物的物质因素。在传统文化中对于汉字

“五”的解释就是专指五行，所以说“五行”
首先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也就是说，构成
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中包括时间和空间在
内的一切万物众生，其最微观、最原始、
最基础的物质粒子就是五行（五），而五
行在这个境界的存在形式，在传统文化
中，也将他称为“先天一炁”，或者是“元
炁”——原始之气。这个“元炁”就是五行
先天的状态，也是类似于“无极”的状态，
所以无形无相，非阴非阳，他是后天五行

（金、木、水、火、土）的缘起。这个炁
（qì 音气）字，从旡（jì 音既）、从火，
火代表能量，旡通既，既，极也，代表终
结。这个整体宇宙最终、最后、最底层的
物质构成就是五行。在传统文化中这个境
界的五行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自然”。

其二，五行有五种物质形式，分别是
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形式，
也可以说成是五行的五种精神状态，因为
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是同时存在的，所
以这两种说法都可以。

五行的这五种物质形式金、木、水、
火、土都是五行的极端体现，所以在金、
木、水、火、土之中，在其各自的微观
构成中分别都含有金、木、水、火、

土，表面空间的金、木、水、火、土只是
极端表现了五行某一方面的特征，所以人
世间的万物众生其存在形式和生命特征也
都是极端的、不圆融的。

在《周易 • 系辞上》中有句话 ：“形而
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五
行的原始状态，也就是他先天一炁的“自
然”状态，就是最符合道的状态，也是圆
满无漏的状态，他就是大道在这个境界的
最真实表现。在人类社会的空间中，先天
一炁的极端表现分别是金、木、水、火、
土五行之气，古人认为，五行之气聚则成
形散则为气，一切有形有象的万物众生都
叫做“器”，器就是五行的“现象”，又叫
做“自然现象”——“自然”展现的形象。
器与“气”同音，所以“器”就是“气”，世
间的一切存在都是气。人在世间的争争斗
斗，追名逐利，说白了也不过就是为了争 
口“气”。

在太极原理中，只要有对比，有不
同，那就是有形象，有阴阳。所以由五行
所构成的万物众生都是有身体有精神，有
阴有阳，对人来说，就是有男有女。

现代有不少人对于五行的认识，存在
着一个思维方面的误区。比如说有人认
为，五行的分类不科学，就拿木来说吧，
我们的桌椅是木头做的，应该是五行属
木，但是中医认为，人体的肝胆也是五行
属木，但是这两者根本就不是一种物质，
它们的属性怎么能是一样的呢？觉得不好
理解。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只是现代科
学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他们走的是从
表面现象到深层本质的认识过程。但是
因为人的思维方式都是极端的，这个空

间的所有物质现象也都是五行的极端表
现，所以现代科学也只能得出极端的结论
来。要想认识到本质，那就要转变观念，
不能像学习现代科学一样的思维方式来 
对待。

就拿金、木、水、火、土之中的木来
说，相对于表面的物质现象，这个木气是
属于微观中的存在形式，当他要在我们这
个物质空间中表现出来时，他可以如意而
又极端的表现为任何形象，比如各种各样
的花草树木、蔬菜庄稼以及水中的植物
等，那要在人身之中表现出来就是肝胆和
毛发等。除此之外，木气还可以表现为与
其对应的颜色、味道、音律、性情以及空
间方位和时间季节等等，甚至于每个汉字
也都有所属的五行，如果用研究现代科学
的思维方式来看待的话，这些道理都是不
可思议的。

在《道德经》中有句话 ：天下万物生于
有，有生于无。如果把这句话放到五行之
中来理解，有，就是指金、木、水、火、
土五行之气，无，就是五，就是指元炁，
也就是先天一炁、原始之气。无通五，无
并非什么都没有。有许多人把这句话当成
了玄学来认识，所以解释的玄之又玄的，
其实道家的所有经典都是在讲道理，道理
是什么呢？道家是修真的，所谓道理，就
是真理，就是关于天地宇宙最客观实在的
理，没有任何虚假玄幻的成分，它比现代
科学还要精密和严谨，而且圆满无漏。我
们对于五行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也是同理。
那些故弄玄虚又没有实质内涵的东西才是

“玄学”，这都是常人搞出来的东西，在高
境界中没有实质的对应。◎

历史故事 敬神灵 疟疾痊愈
文 / 吕文

现在许多人担心新冠瘟疫再来或出
现新的瘟疫。笔者偶尔发现南北朝时，
南朝刘宋时期的古籍《录异传》中有一则
记载，可能对大家有帮助，在此与大家 
共享。

嘉兴县令吴士季染上了疟疾，在古代
疟疾是一种危险的传染病。他经过武昌
一座神庙时，派人代他敬神祭拜，并虔
诚的祈求神灵帮他祛除导致他得病的“疟
鬼”。古人相信瘟疫、传染病是由高层空
间的瘟神所掌控 ；而在低层空间直接导致
人得瘟疫的生命被称为瘟鬼或疫鬼，其中
让人得疟疾的叫疟鬼。

祭拜完成后，他又接着上路，二十多

里地后，他便休息睡觉了。正睡着，他做
了一个梦 ：梦中塘上有个人乘马追赶并呼
喊他，追赶的非常急迫。终于追上了吴士
季乘坐的船，他和一名官吏上了船，将一
个小孩形象的生命捆绑带走了。吴士季梦
醒了，他的疟疾就好了。看来这个梦中被
带走的小孩就是疟鬼，那边空间的疟鬼走
了，人间这儿吴士季的病就好了。

故事中吴士季因为敬神，神便为他除
去了疟鬼。可见瘟疫其实是另外空间的生
命引起的。要想真正不得瘟疫，唯有得到
神的认可与保护。在历史的今天，鼓吹无
神论，迫害修炼人且又贪腐至极的中共已
经被神所厌恶。因此远离中共，退出中共
的党、团、队组织，是获得神保护的前提
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