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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探索

据宋代王明清所著的《投辖录》记载，北宋徽宗宣和七年
（公元 1125 年）的正月初一，在开封城有外地来求学的太学
生数人，一起到“丰乐楼”上祝贺新年，聚会饮酒。从描述看
这丰乐楼就是当时的一座酒楼，当时开封的酒楼上，有隔开的
小房间，名叫“酒阁子”，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包间。

这几位太学生隔壁的酒阁子里面有位客人，自斟自饮，喝
了数斗酒，还旁若无人的唱起了歌。有位太学生好奇的去看，
只见此人衣冠伟岸，气宇轩昂，觉的此人必定不俗，于是他们
相继过去行礼拜见他。

此人面对太学生的行礼，也不推让，而是和他们一同喝
酒，探讨各种话题，往往能有出人意料的评议。众人问其姓
名，他回复：姓龙，弃家访道，四处漂泊，随遇而安，已经有
一年多了。太学生们听说他弃家访道，就很尊敬他，因为古人
普遍信佛信道啊，所以就尊称他为先生。问他住在何处，龙先
生回答：暂住在景龙门外某人开的小旅店中，你们如要拜访，
请明天早点来，晚了我恐怕就出去了。于是第二天，太学生中
就有个人去了，找到了这家旅店，这位龙先生的房间摆设很简
单，也没什么行李、家具：一张卧榻，一位老仆而已。

龙先生说：我本想要款待你，可惜这儿不合适，我在某日
有空，到时就和大家一起郊游如何，届时还请所有昨日同席共
饮的诸君都要赏光前来参加呀。于是去的那位就通知了其他的
太学生，在某日一起参加郊游。果然龙先生也来了，龙先生还
让老仆拿着钱数千文钱去买酒、水果等各种郊游时要吃的食
物。大家徜徉在郊外美景中，“欢饮终日”，还请教了关于儒
家经典、历史等诸多问题，龙先生的回复，让这些疑问迎刃而
解，大家心中佩服龙先生的博学。有位太学生带着弓箭，恰好
空中有雁群飞过，龙先生取箭射去，一箭射中两只雁，大家更
是钦佩龙先生文武双全。

从此这几位太学生经常来拜访龙先生。一日他们看到当时
开封的新城中那刚刚修建完毕的高大建筑，龙先生忽然对他们
说：“不过一岁，此城当毁，虽外城亦然，地皆瓦砾之场”，
说完了叹息不已。

当时北宋朝廷与金国的关系已经很紧张，街头巷尾都有朝
廷的密探在探查可能的金国间谍。大家听龙先生如此说都有些
惶恐，扫视周围，怕惹祸上身。龙先生知道他们在害怕，于是
带着他们来到近郊一处人群稀少的地方，然后慎重的说：我与
你们交往、游玩很长时间了，有话要对你们说，你们千万不要
忽视。太学生们都说：您请讲。

龙先生便很严肃的说道：“胡骑将犯阙，天子当北狩，城
破日大雪，天下自此遂乱。诸君毋以升斗之计顾惜弗归，宜各
怀亲念家，急出都即可免，不然非某所知，吾亦从此逝矣”。
这句话翻成白话就是：金国胡骑将冒犯天子宫阙（也就是京城
会沦陷），天子当去北方，京城被攻破之日天会降大雪，天下
从此会混乱，各位不要贪念眼前升斗小利，应当各自思念家
人，赶快离京回老家与亲人相聚，现在赶快离开京都开封府的
还可以免祸，否则将会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了，我现在也要
离开了。

龙先生说完这番话，就和大家告别而去。第二天，有几位
太学生还想再问详细，就到龙先生住的旅舍来找他，可是他已
经搬走离开了，旅舍里的人说：他昨日郊游回来立刻就结账走
了。这些太学生觉的很奇特，更加重视龙先生的预言，于是互
相转告，纷纷找理由请长假回老家探亲。

之后发生的事情果然如龙先生所说：不久京城开封就被金
兵包围，宋徽宗吓坏了，于是在当年年底，也就是宣和七年
十二月让位给宋钦宗，第二年改元“靖康”，但是危机并没有
解除。靖康二年（公元 1127 年），金兵攻破开封，许多人被

杀害。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大批的贵族、高官、妇女、工匠、
文人都被金兵作为俘虏带到北方，无数的财富被掠夺，北宋至
此灭亡。天下纷乱了一段时间，直到南宋建立并稳定下来，才
逐步安定。至于城破日是否天降大雪，经查阅记载靖康之变最
详的《三朝北盟会编》，开封最后被攻破的时间里，确实是一
直笼罩在茫茫风雪中的，里面有多处关于大雪的记载，如“是
日大雪，（金国主将）粘罕谓其下曰：雪势如此，如添二十万
新兵。”

这位龙先生是谁？无人知晓。后来有读书人猜测他可能就
是佛经中记载的护法善神“龙主鸠盘荼王”的化身。关于龙
先生我们只能说他是位高人，提前看到了未来，至于其究竟
是谁，对当今的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吸取历史的经验、
教训。这些太学生能听从龙先生的预言，及时离开，避免了一
场大祸，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那就是：要听人劝！

当今的历史大势就是“天要灭中共”，共产红朝在走向灭
亡，许多懂天象的高人均指出现在的天象就是“天灭中共”，
就连许多常人也感觉到了天象异变：多处地方出现火流星、天
空变红、月亮变红、天上同时出现两三个太阳等等。很多修炼
人为什么劝人退党，原因就是他们在修炼中得知了未来必会发
生的大事件：中共因为长期以来作恶太多，天理不容，必将被
上天众神所消灭，所有曾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如不
退出，都会在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中遇难，成为中共的殉葬
品。

当年龙先生只是随缘挽救了一些太学生免遭靖康之变；现
在这些修炼人则是以大慈悲心站出来，普劝广大世人退出一切
中共组织，救人于危难来临之前。他们做了比当年龙先生更
大更慈悲的事情。今天的中国人可一定要记住老祖宗说的“宁
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赶快听从退党的劝告，尽快退党、
退团、退队，未来你必将为此而庆幸。

文／刘晓

文／德惠

宇宙壮丽奇观 NASA 再释“创生之柱” 清晰照
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SA）10 月 19 日表示，3

个月前接替哈伯太空望远镜的韦伯太空望远镜（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拍下新的绝美影像，显示在距离地球约
6500 光年的巨蛇座（Serpens）鹰星云（Eagle Nebula）区域中，
耸立着由稠密气体和尘埃组成的巨大高耸云柱，里面布满正
在形成的年轻恒星。

“创生之柱”（Pillars of Creation）是现代天文学中最
著名且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宇宙奇景之一，哈伯太空望远镜
（Hubble Space Telescope）于 1995 年首度拍到这个恒星诞生
美景后，在全球文化圈掀起一股潮流，从 T 恤到咖啡杯等商
品都印着创生之柱影像。

创生之柱于 1995 年由哈伯发现，2014 年哈伯再度拍摄

到更清晰、更广阔的创生之柱景象，但韦伯的主要成像设备
近红外相机（NIRCam）更加精良，能够穿透厚厚的尘云，显
示更多的恒星。其拍摄到的涵盖约 8 光年区域的创生之柱的
图像已“转化”为可见光，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奇景。

上面的对比图，都向我们展示了创生之柱所在处正在发
生的事情。哈勃突出了更多厚厚的尘埃层，而韦伯则展示了
更多的恒星，但它们都没有向我们呈现深处的宇宙。

2022 年 7 月开始服役的韦伯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太空
望远镜，已释出大量前所未有的数据。韦伯太空望远镜耗资
100 亿美元打造，主要目标之一是研究恒星的生命周期，另
一个主要研究重点是系外行星，即地球太阳系外的行星。

冥冥之中有定数 异人“龙先生”预言

大千世界有很多人类无法窥探的神秘。就拿轮回转世来
说，不仅在中国古籍和近代书籍上有所记载，在外国也曾经发
生过。上个世纪初在英国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1904 年 1 月，一个名叫多萝西·伊迪 (Dorothy Eady) 的婴
儿降生在英国伦敦一户富有的家庭中。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
子，眼睛明亮且充满着好奇。然而，在 1906 年的一个冬天的
早晨，年仅三岁的多萝西不小心从楼梯间摔了下来，伤势十分
严重。家庭医生查看后仅仅几分钟，就告诉她的父母，孩子走
了。父母非常伤心。

然而，当家庭医生带着护理人员准备将小多萝西抬走下葬
时，人们却发现她在床上好好的，只是有些坐立不安。女儿的
死而复生，让心存感激的父母毫不犹豫解聘了家庭医生，但他
们不知道，他们未来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多萝西。

这次意外之后，父母发现多萝西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的
脾气秉性、言谈举止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她常常躲在桌子和家
具后边，还经常哭闹着要父母送她“回家”。被她弄的莫名其
妙的父母不知如何是好，便决定带她出去转转。

1908 年，父母带多萝西参观大英博物馆。这一年，她也
不过四岁多。当进入埃及文物陈列室时，父母注意到，与其他
同龄孩子对博物馆的厌倦和无动于衷相比，多萝西的眼睛放射
出炽热的光芒。她毫不犹豫地将手按在玻璃展示架上，还跪下
来亲吻雕像的脚。在一具保存完好的木乃伊的柜子旁边，她更
是抱着柜子，大喊着“把我留在这儿，这些是我的人”。

多萝西的母亲后来回忆道：“她当时喊叫的声音又奇怪又
苍老，把我们都吓到了。”

根据 1981 年英国 BBC 播放的相关纪录片，大英博物馆之
行后，多萝西开始做奇怪的梦，梦中她被带到了一个有着百花
绽放的花园和石灰岩柱的地方。她常常在半夜时分从梦中惊
醒，醒来后泪流满面，伤心欲绝。她告诉父母她的家在另外一
个地方，希望父母可以带她去。父母试图安慰多萝西，但似乎
效果并不明显，她还是不断地做梦、伤心。

几个月后，多萝西偶然看到了一张埃及法老塞提一世建造
的神庙的照片，这座神庙座落在埃及古城阿比多斯（Abydos）。
照片上有蜿蜒的尼罗河岸，有农田和黑色的泥土，有她认识
但不理解的象形文字。“这就是我的家！这是我以前住的地
方！”她激动地告诉父亲。她还说法老塞提对人很和蔼。

补充说一下，维基百科显示，塞提一世（SetiI），是古埃
及第十九王朝法老（约前 1294 年 6 月—约前 1279 年 5 月 13

日在位）。他曾
攻陷推罗城，与
赫梯人交战，后订立和约。在位时大兴土木，修建包括卡纳
克神庙的伊波斯蒂尔大厅在内的许多宏伟建筑。他墓中的壁
画为目前所发现的陵墓中保存最好，也最完整的描述法老王
死后升天的种种过程。

从此，多萝西开始在大英博物馆学习埃及象形文字，而
她的学习能力使老师惊讶。然而多萝西解释说，这对她来说
是很简单的，因为她不是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她只是在回
顾已忘记的语言而已。

多萝西还从图书馆借书回来自学埃及文化，跟着爸爸全
国各地旅行，参观博物馆，还去艺术学校上兴趣班等。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搬到了苏塞克斯的祖母家，在这里她继
续她的研究。

十五岁时，多萝西她梦见了法老塞提一世的木乃伊。 直
到成年早期，她一直致力于埃及学和轮回的研究。她说她的
梦想就是去埃及。“我的人生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去
阿比多斯，住在阿比多斯，然后葬在阿比多斯。”

1931 年，多萝西和一个在英国读书的名叫埃曼 ‧ 梅吉德
（Eman Abdel Meguid）的埃及人结婚，婚后他们搬到了开罗。
在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后，多萝西坚持以塞提一世的名字
为他命名。同时，按照埃及的习俗，她放弃了她出生时的姓
名，改名为乌姆·塞提（Om Seti），意思是塞提的母亲。

在婚后，多萝西时常说到自己灵魂出窍的经历，这引起
了其夫家人的不理解。随着多萝西对考古的痴迷，她的婚姻
也逐渐恶化。因为她常常会在夜深人静时，起床写下一页又
一页的象形文字。除了她本人外，没有人可以识别。多萝西
向丈夫解释说，她总在梦中见到前世的事情，所以写了下来。
埃曼 ‧ 梅吉德的父亲曾说起一件事，他亲眼看到一位法老跪
在多萝西床脚下。

而在她下意识写的 70 多页的手稿中，记述了她过去大部
分的生活、记忆和经历。根据手稿，多萝西曾经是一个名叫
本特修特（Bentreshyt）的古埃及女祭司。她出身卑微，母亲
是卖蔬菜的，父亲是一名士兵。三岁时，母亲去世，她的父
亲就把她送进了阿比多斯神庙。十二岁那年，大祭司问她是
否愿意成为一名圣女祭司，在并没有完全理解这意味着什么
的情况下，她同意了，并起誓要保持贞洁和忠诚。她开始学
习如何做圣女祭司。

但是两年后，本特修特在修行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个重大

的考验。当法
老塞提一世来
到神庙，与她

相遇，坠入了爱
河。本特修特于是违背了誓言。不久后，

她怀孕了，遂向大祭司坦白孩子父亲就是当今的法老。因为
违背了对神的誓约，本特修特要在公开审判后被处死。为了
保住塞提一世的名誉，她选择了自杀。塞提一世得知消息赶
来时，为时已晚。这就是今世的多萝西在前世与塞提一世结
下的缘分。

1935 年，多萝西的婚姻解体，这让她可以全身心投入到
她的研究中。之后，她在埃及文物局当了一名绘图员，为吉
萨金字塔的发掘工作服务。在此期间，她经常祈祷，并向古
埃及的众神献祭，还时常在大金字塔中过夜。她也因此成为
当地人议论的话题主角。她还在这里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的
埃及考古学家，和他们成为了朋友。多萝西毫不费力就能对
古埃及象形文字做出精准的解读，英文写作和画图的能力也
相当高超，帮了他们大忙。

1952 年，当多萝西第一次到阿比多斯神庙朝圣时，当火
车在一排石灰岩山岭附近停下时，她马上知道“回家了”，
并立刻飞奔到神庙前。她还向埃及考古学家指出了曾经的花
园的位置、水渠和柱子的高度，而经过挖掘，的确在那个地
方存在过花园。

1956 年，她成为第一位在阿比多斯古物部门工作的女性，
并住在神庙里，每天早上都会去圣殿祷告。她还带领考古学
家前往神殿以北的一条隧道，这条隧道几十年来一直未被注
意到，而这只是因为她曾经在这里生活过。

有一次，当多萝西到达塞提圣殿时，来自古物部的首席
视察员决定对她做个测试，以确定她的故事的真实性。他要
求她在黑暗中站在一幅壁画附近，然后再叫她利用她所记得
的所有记忆来识别地标，而她的答案吓到了这位视察员，因
为这幅画和标记从未向外人公开过，也没有在埃及的任何地
方被出版过，所以理所当然地没有人看过这幅画。但多萝西
不仅知道所有的答案，她还能告诉他们一些还没发现的细节。

1969 年，多萝西正式退休，退休后，她一度在阿比多斯
古物部门担任兼职顾问，指导游客参观神庙，并解释彩绘墙
壁场景的意义，直到 1972 年患上心脏病。

1981 年 4 月 21 日，多萝西去世，而在她身上的谜团仍困
扰着古埃及的考古学家们。她真的是重生的古埃及女祭司吗？

左图为哈伯2014年所拍摄，右图由韦伯拍摄。图
片来源：SCIENCE: NASA, ESA, CSA, STScI, Hubble 
Heritage Project (STScI, AURA)

靖康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