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德惠

大家知道，华山是五岳中的
“西岳”，位于今陕西省渭南市华
阴市，自古以来就有“奇险天下第
一山”的说法。宋代名相寇准游华
山留下了“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
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的
诗句，可见华山之险。然而少有人
知道，北宋时期，华山曾有一次剧
烈的山崩，今天就说说与此相关的
一则记载。

北 宋 神 宗 熙 宁 年 间（公 元
1068 年至 1077 年 )，也就是王安
石变法期间，宋神宗皇帝派遣内侍
高伟作为皇帝使者到蜀地去。高伟
完成任务返回的时候，经过华阴县

（今华阴市），投宿在县驿站中。
刚安顿下来，忽然有个看着象

守关人的老兵上前禀报说 ：我在这
里住了数年，今天傍晚气候非常奇

特，必有大灾异发生，官人您现在
赶快走，或许还能躲开灾难，千万
不要停留在此，否则难免遭灾啊！
虽然老兵语气急切，态度坚决，可
是高伟心中却暗自怀疑他别有用心
或受人指使，因此迟迟不肯动身。
老兵见他犹豫不决，便恳切的说 ：
我如果妄语说假话骗您，改日官人
您回来再惩治我也不迟，我一个人
也跑不了。现在时间已经很紧急
了，您快点离开，前方还有个小马
铺可以投宿。

高伟见他说的真诚急切，便动
身离开了。高伟骑上马带着随从走
了十几里地，等到天色都黑尽了，
终于到了老兵说的小马铺。才住下
来不一会儿，就见狂风暴雨、雷霆
电闪突至，声势非常吓人，巨大无
比的声浪震荡轰鸣，如同天地翻转
一般可怕，高伟一行人恐惧的通宵
惶恐不安，不敢合眼睡觉。

等到第二天早上，雨停天晴
后，高伟派人回去看原来投宿的地
方如何，派去的人回来说 ：昨夜华
山发生了山崩，从此往西十里路，
满是落下的巨石，远望不知有几

里，从前的路都找不到了，完全被
巨石埋没了。

高伟非常害怕，赶忙回去后报
告给了皇帝。皇帝后来也得到了地
方确切的灾情报告 ：华山阜头谷发

生山崩，落下的巨石在风雷震荡的
拖曳下，滑了很远才落地，共有二
十七个村子被完全埋压消失，遇难
者众多，遍及百余里地，有些地方
本是平地现在变成了山，幸存者都
找不到原来的家乡了，邮政与驿道
持续多日不通，官府后来调集人手
疏通、开凿，好不容易才重修了道
路。朝廷派出官员来祭祀神灵与死
难者，并下诏救济灾区。宋神宗

《实录》中也简单的记载了这件事。
提醒内侍高伟快走的那位老

兵，或许是个修炼有成的神人，可
以预知未来 ；或许是个通晓天象的
人，可以从云气的变化预测未来。
记载中虽然没有提及老兵的来历及
下落，可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从中讲了一个重要的道理 ：修
炼人或通晓天象之人的告诫，不可
不信！如果您遇到有人送给您保命
吉言，可别错过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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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游湘西

文 / 新宇

2022 年 5 月游览了湘西的一
个古城与苗寨，了解到了一些苗族
古老的图腾与传统习俗，由于苗族
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一些重要重
大的事件、信息，是通过图腾崇拜
与图案世代口耳相传继承下来的。
这次旅途接触到牛崇拜与银崇拜，
蝴蝶图案、牡丹花图案，还有公鸡
图案。简单了解到它们在苗族代表
的意义后，脑袋里似乎勾画了一个
事件的大致轮廓。

牛崇拜
湘西一带的苗族他们首要的图

腾是牛，据当地苗族的导游说，
一是他们的祖先蚩尤形象是长着角
的，二是苗族是个迁徙比较频繁的
民族，在历史上有五次大迁徙，据
说是在一次迁徙中，是牛救了他们
的族人，所以感恩牛的相救。对于
牛救了苗族先辈这事在《苗族古歌》
也有相关的记载。而在黔西北苗族
传说迁徙过黄河时，小的家畜被水
冲走了，是牛把人载上了岸，才逃
脱敌人的追赶，得以生还。还有其
他关于牛救了苗人的传说故事。

因为对牛的崇拜，苗族人对牛
的爱惜和尊敬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与
他们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在日常生活中牛不仅仅被当作
是家庭的重要劳作工具，且也被看
成是一个家庭的重要成员，苗族人
有“牛是半个家”的说法。人牛共
屋、人牛共饮在苗人的生活中很常
见。湘西苗族有祭牛的风俗，祭牛
时村民神情虔诚与祭祀祖先一样，
崇敬至极。在苗族中牛有生日，在
牛生日这一天，苗寨村民家家户户
都要牛休息一天，杀鸡鸭、备酒饭
到牛栏前祭牛神，用米洒、糯米饭
和煮熟的稻谷喂牛。湘西南各苗
寨，对牛有很多方面的禁忌。杀牛
祭祖，被认为是对祖宗的大不敬，
为各苗寨所禁止，也禁止将牛肉带
进宗庙。无故宰杀耕牛被认为要败
家等等。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才
可以杀牛。

在游览苗寨的时候，导游也跟
我们讲过一个大概的事件，有一年
有个旅游团的车不小心把当地的居
民的牛撞伤了，当地的村民很生
气，最后经过村长的协调，旅游公
司被要求把牛送去医院作了拍片检
查才了结。

对牛的崇拜，以牛为荣以牛唯
美的理念也融入了他们的传统文化
中，在苗族歌曲、神话传说、房屋
建造、服饰装扮、节日习俗、图腾
运用等方面都有体现。这里篇幅有
限就不举具体例子了。

银崇拜

据当地的苗族导游说，他们的
另外一个图腾是银。导游说，对银
的崇拜，自蚩尤战败之后便有。对
银的崇拜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过
去社会动荡不安，苗族经常要迁
徙，把所有的家当打成银饰带在身
上，就做到了“人走家随”，二是
辟邪消毒，苗族相信银器有驱邪保
平安的作用。因为他们在行途中要
喝山泉水，首先就用手镯浸入山泉

中消毒后才饮 ；银遇到身体有风湿
或有毒时会发灰，这样便于把握自
己的身体状况，及时就医。第三便
是打扮自己，特别是姑娘们，苗族
的盛装上就挂满了银饰。据说苗族
是女人当家的民族。

关于银器消毒的作用，湘西苗
族有“吃银”的习惯，就是用银（银
手镯、银碗、银水壶、等银首饰银
器，据说银器要纯净达到一定的程
度，才可以作为食用银的，纯净度
低的可能会导致中毒）煮水喝。湘
西苗族人一天只吃两顿饭，中餐与
晚餐，早餐便是“吃银”，由他们
的母亲用银器煮水给他们家人喝，
他们的第一顿饭便是吃水饱的，那
样的水当地的苗民称为神仙水。湘
西苗族活在十万大山中，终年饮山
泉水与吃腊肉，大家知道山泉水里
面含有的矿物质很多，吃多了容易
得结石，而腊肉含有的亚硝酸盐很
多，这东西吃多了人容易中毒，而
且还会致癌。但是湘西苗族人他们
身体不长结石，不中毒，也没有被
致癌。也正是这个原因，专家才特
地来到这里考察调研，最后得出的
结论是银离子有极强的杀菌消毒和
辨识毒物的特性，据说银离子溶入
水中可消灭 650 种病菌，银离子还
有净化水质的功能，可以杀灭水中
的有害杂质、有害物质、吸附异
味，净化水质。

导游做了一个实验，用银器放
在锅里烧出来的水，放在银碗里
面，然后往碗里滴几滴蓝色的普通
钢笔用墨水，碗里的水很快就变成
均匀的浅蓝色，然后水中的蓝色逐
渐的变淡，最后变成一碗清水，蓝
色消失的无影踪了。导游说再等稍
长点的时间，就连墨水的异味也会
没有了，那个时候水可以直接饮
用。由于时间有限，我们等不了那
么长的时间去验证那个水是否没有
异味了。这个实验让我们见识了银
的这种强大的净化功能。湘西苗族
人平均寿命大约在 84 岁，而一般
的民族平均寿命在 72 岁，湘西苗
族人的长寿跟他们的“吃银”的习
惯应该是密不可分的。

牡丹花与蝴蝶
在苗族传统的服饰上最常见有

两种图案，一个是牡丹花，一个是
蝴蝶。牡丹花盛开的地方是苗族祖
先的最初居住的地方，据导游说是
古时中原地带（也有说在大约河
南山东河北交界处），而蝴蝶代表
的是苗族的母亲，也叫蝴蝶妈妈，
是苗族的祖先。个人理解这两个图
案都代表着苗族对故乡、祖先的怀
念，不忘祖先、不忘根本。牡丹花

代表祖先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代表着
最初的家园，蝴蝶妈妈代表着生命
的来源、最初始产生的境界，同样
也是代表着生命最初的家园。

苗族的图腾与 
图案的终极答案

在苗族中奠定如此浓重的牛崇
拜文化，牛的地位很神圣，代表着
祖先，也代表着救度。银崇拜是因
为银给他们带来健康平安、驱邪与
庇护。这两种崇拜的背后内涵是什
么呢？有什么联系呢？

牛与银的相通之处，就是背后
的内涵都与地理方位上的东北方
向有关联。牛是地支丑的一种的体
现，在方位上代表着东北。银字，
去掉金字旁便是艮，艮在后天八卦
中同样是代表着东北方向。也就是
说这东北方向蕴含着苗族的救度、
庇护与祖先的相关信息。那么是东
北的什么呢？要看牡丹花。

据苗族导游说专家对苗族“吃
银”的习俗说是误打误撞的碰上银
离子具有杀菌消毒净化水质的功
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牡丹花
呢？大家知道牡丹花在清朝的时候
被作为国花。同样的在今天，在
2019 年 7 月 15 日，中国花卉协会
发出《投票 ：我心中的国花》，向
公众征求对中国国花的意向。截至
2019 年 7 月 22 日 24 时，投票总
数 362264 票，牡丹胜出，得票高
达 79.71%。苗族的牡丹花难道也
是误打误撞成为代表国花的最多的
得票？不是！都有其内在的深意。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说 ：
“牡丹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谓
‘牡’（意谓可无性繁殖），其花红
故谓‘丹’。这是牡丹名字表面的
一层意思，但牡丹花内涵不限于
此。牡字为牛与土，牛代表东北方

向，在五行学说中，土居中央，代
表中央土，那么其中一层意思可以
理解为中土、中原的意思。即牡字
代表着中原的东北方向。丹字可以
理解为炼丹、丹田，引申为修炼。
花的古字是华，有升华的意思。即
牡丹花内涵是东北的修炼升华方
法。那么东北什么样的修炼升华方
法呢 ?

在苗族的牛崇拜中，牛代表着
祖先也代表着救度。在苗族牛的
生日是农历的四月初八。在《苗族
椎牛古根》中说，大概意思是在三
皇五帝时期，苗族的祖先蚩尤与黄
帝（轩辕）打仗，轩辕兵马多，
把蚩尤打败了，在四月八日将蚩尤
杀了。两个事件都定在了同一个日
子，牛的生日与苗族祖先蚩尤的祭
日都在四月初八，这绝不是偶然，
而是冥冥中一种精确的设计。大家
知道四月初八是佛诞日，所以这牛
的救度代表的救度指的是来自东北
的佛法。

蝴蝶妈妈有什么寓意呢？其
一，人的本质的生命不来源人类社
会这个空间（人的生命构成有肉
身与元神，元神才是人的本质的生
命），按照佛家讲，在六道轮回中
你生生世世的母亲是人类不是人类
的数不清，产生你元神的才是你真
正的母亲。其二，蝴蝶是昆虫，
在神的眼里看人的生命就像虫子一
样，在土里（三界之内）爬来爬去
的。蝴蝶是完全变态昆虫，一生需
要经历卵——幼虫——蛹——蝴蝶
这一过程，在最后一个阶段蛹要经
过羽化才可变成蝴蝶。人要跳出三
界外成为神，也是一个完全变态的
过程，也要经过“羽化”，是一个
由“虫”变成神的过程，也就是说
人要经过得道修炼羽化飞升才可跳
出三界，才可以回到元神产生的地
方——最初始的家园、见到自己的
真正的母亲。其三，蝴蝶一生需要
经历卵——幼虫——蛹——蝴蝶这
一过程称为一个世代或一个周期，
寓意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也象蝴蝶的
完全变态发育过程一样，是周期性
的，在最后的阶段是“羽化飞升”。

也就是说来自东北的佛法是可
以让人回到自己元神产生的地方，
见到自己真正的母亲，回归天上的
家园。大致的概括的时间是在人类
历史的最后时刻，也就是佛家讲的
末法时期，西方宗教中讲的末世最
后的大审判。那么佛法救度的机缘
具体点的时间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
的呢？

在苗族的图案中有一种吉祥物
图案，是公鸡。因为公鸡可以报
时，天快亮的时候打鸣把人叫醒，

所以苗人把它作为吉祥物。那么佛
法开传可能与这个报时的公鸡有
关。现在中国的版图恰好就是公鸡
版图，这会不会就是那个报时的公
鸡 ? 大家知道中原这地方过去一直
都是以建立朝代的概念建政统治天
下，清朝之后才开始出现了中国的
国家形式，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而中国最早的词义指的
是成周（周朝都城），寓意一周之
成，一个周期最后的阶段。所以现
在的公鸡版图的中国便是人类历史
一个周期的最后时刻佛法开传救度
众生的时期。蝴蝶的整个发育过程
的最后阶段是蛹羽化成蝴蝶，蛹，
去掉虫的偏旁，便是甬，甬字是古
代大钟的一个象形字，上象钟悬，
下象钟形。钟代表着报时，同样是
寓意时间到了，在这里寓意最后的
时刻到了。

大家知道在公鸡版图的中国
（中原也指中国）的东北恰好就是
有佛法洪传，即法轮佛法，也叫法
轮大法，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法轮
功。 1951 年的阴历四月初八是 5
月 13 日，大家知道 5 月 13 日便是
世界法轮大法日，因为大法师父李
先生的生日便是 1951 年的四月初
八的这一天。

也就是说法轮大法便是苗族的
图腾与图案的终极答案，即苗族人
民千万年来一直等待的便是法轮大
法的救度。

回过头来看苗族的银崇拜，银
可以驱邪、辨识毒物、有消毒净化
功能等等的，这是来自东北的法轮
大法的特性的体现。背后寓意的深
意是来自东北的法轮大法可以提升
人们的道德水平净化社会的环境、
净化人的心灵，是衡量善恶的心法
标准、能够驱邪除恶 ；大法弟子可
以帮助人们识别善恶正邪，大法子
弟明确指出笃信无神论、进化论、
唯物论、斗争哲学的共产党便是害
人的毒药、污蔑造谣抹黑大法与大
法弟子的中共宣传是毁人的剧毒。

蝴蝶在羽化过程中，蝴蝶腹部
会排出暗红色的排泄物，称为蛹
便。这暗红色指的阴性的红色，大
家知道共产党是崇拜红色血腥的无
神论邪教，这里寓意人要清理干净
体内共产党灌输的毒素才可以羽化
成功，得到救度。说白了就是抹去
共产幽灵给人的体内下上的兽印，
也就是大法弟子劝世人退党退团退
队便是给世人抹去体内共产幽灵的
兽印。这是世人得救的途径、是世
人从人走向神回归天国家园的必要
的一步。

结束语
法轮大法的洪传是普度众生

的，是要救度全世界善良的人的。
共产党是毁灭人类的恶魔，是阻挡
人得救的。我想也许是这样 ：苗族
祖先很久很久以前便预见到（或者
是得到神的指示）将来会有这样重
大的事件，他们通过给族人留下这
样的图腾崇拜与一些吉祥图案背后
的故事传说的文化继承，以这样的
方式点悟苗族子孙，直到大法开传
的时候能够明白这些，以便那时得
到大法的救度而不被淘汰。Ⓞ

华山山崩 内侍高伟听劝保命

华山

 看苗族图腾崇拜
与图案之间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