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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探索

在我们的一生中，有的人与我们萍水相逢，过后便相忘于
江湖；而有的人的一生则与我们缠绕，或成为淡淡如水的友人，
或成为相濡以沫的爱侣。当我们感叹人生的聚散离合时，最常
提起的一个词就是“缘份”。那么“缘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前世回溯疗法在北美颇为流行，该疗法的依据是人们今生
的心理疾病和长期疼痛的根源往往来自于前世。通过让患者在
催眠入定的状态下重历前世的伤痛并解读宿世的因果，今生的
顽疾往往神奇地不治自愈。催眠不是睡眠，这种状态很类似于
《道德经》中所说的“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
有物”，受试者在这种入定状态下体验的前世栩栩如生，逻辑
连贯，绝非想象所能达到的真实。

目前关于前世回溯已经有很多书籍出版，大量的案例被发
表。在这些案例中，一个最常见的现象就是一个人前世的亲朋
好友甚至仇敌，往往也出现在这个人的今生，扮演着各种重要
的角色。也就是说，生命往往群体转生，在漫长的岁月中清偿
彼此的恩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缘”。

魏斯博士的《多次前世、多位大师》是一本关于前世回溯
疗法的畅销书，该书以精彩的文笔记述了作者治疗一位叫凯瑟
琳的患者的过程。凯瑟琳在一个 4000 年前的前世的孩子是她
今生的侄女；而在另外一个前世的部落战争中杀死过她 ( 当时
她是一个男孩 ) 的敌方战士是她今生的男友；在她接下来的前
世中的母亲也是她今生的母亲；她在另一个前世中的父亲在她
的今生是一位年长的友人；魏斯博士则曾经在她的一个古老的
前世中作过她的老师。

魏斯博士的另外一本书《真情永驻》则记述了一个关于
“缘份”的“现在进行时”的案例。素昧平生的一男一女同时
找到魏斯博士进行回溯治疗，两人分别回忆出二千年前在耶
路撒冷的共同的前世，那时他们是对父女，父亲遭到罗马士兵
的折磨，死于女儿的怀里。他们两人在魏斯的诊所有过一面之
交，但魏斯因为职业纪律不能告诉他们对方的回忆。可是在他
们的疗程结束后，命运之手展开了它巧妙的安排 -- 两人“偶

然”地同乘一次班机，得以相识相爱。

牛顿博士对前世的研究则更深入一步，他可以引导受试者
在催眠入定的状态下回到转世之间的彼岸的精神世界，在十几
年的研究中，牛顿博士积累了大量的案例，这些案例被翔实地
记录在他出版于 1994 年的《性灵之旅》和 2000 年的《性灵宿
命》 里。牛顿博士的受试者有着各种各样的信仰 ( 包括无神
论 )，但他们在入定状态下对彼岸世界的描述惊人的一致。

彼岸世界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现象就是生命 ( 或灵魂 ) 分别
属于不同的群体，同一群体的生命在一世又一世中互相扮演着
各种亲近的角色，发生着各种恩怨的纠葛。当然，人们也会和
邻近的群体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牛顿博士以一位受试者为例
画了一张图，描绘了她群体中的生命在她过去的三个世纪的前
世中扮演的各种角色。一个人的来世会被更高精神层次的长者
们安排，在转世前，人们会到一个环形的巨大屏幕前观看或体
验来世的一些片段，对于一些人生中重要的选择，人们甚至会
到一个类似演播厅的地方进行排练和预演。

红尘中最为重要的缘份当然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的夫妻之缘，很多人可能都认为自己与配偶的相逢纯属偶然。
其实俗世是一个巨大的舞台，这出大戏的情节早已被精心地安
排，一切看似偶然的相遇都是剧本中巧妙的构思。一个很常见
的现象是很多现世的夫妻在很多的前世就已经演出过各种类型
的爱情故事。牛顿博士曾给出了一些具有悲剧意味的案例。痛
苦的爱：在石器时代，受试者的伴侣经常被纵欲的酋长夺去侮
辱；被剥夺的爱：受试者是罗马时代的女奴，负责给角斗士做
饭，她深爱着其中的一个人。这个人在角斗被杀前的晚上对这
位女子说：我永远爱你；残酷的爱：在中世纪，受试者爱上了
一个贵族少女，他们“人约黄昏后”，结果被少女的父亲发现，
致使受试者死于地牢的酷刑……这些前世的相思好梦难圆，但
当事人的牵挂促成了今生的姻缘。

关于缘份和群体转生，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法轮
佛法（在美国讲法）》中有很明晰的解释：

“一般人讲的缘哪，大多数是讲的这个亲缘，也就是讲夫
妻之缘。……那么也有的人前一世爱慕他，或者两个人都爱
慕，可是没有那个缘不能够成为一家，那么就能促成来世的夫
妻之缘。”

“我们还发现，因为有这样一个关系，就是人在这一生当
中有他的恩恩怨怨，有他的亲朋好友，有他的妻子儿女等等等
等，那么很可能这一个群体就有恩怨存在。对他好，对他不好
啊，他要回报他呀，那么这些东西就会促成下一世的群体转
生。……所以往往转生来的时候都是一个群体，先后不同时间
来的。有当父母的，有当儿女的，有当朋友的，有当仇人的，
有当恩人的。我刚才讲缘就是这个。”

对于“缘”，李洪志大师接下去又讲了修炼的缘，并说：
“普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缘。”读了李洪志大师所著的《北
美巡回讲法》，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个“普度”的“缘”
比群体转生的缘跨越更悠远的时空，具有更高尚的意义，和我
们每个人都有关，正如李洪志大师在一首诗中所写：“悠悠万
世缘 大法一线牵”。

我是山东省烟台地区莱州市人，家住农村。一天，我在赶
集的时候给一个七十来岁的大娘讲大法真相，我说：您看现
在天灾人祸、疾病、瘟疫这么多，这是人心不好、道德不行了，
老天用这些形式在淘汰人啊！我又给她讲为什么现在都在搞
“三退（退党、团、队）” ，我还给她讲善恶有报的天理。
老人听我说后连连点头说：你说的善恶有报的事我是相信的，
这可是千真万确的！我今天就给你讲俺村一个善恶有报的真
事。接着老人就给我娓娓的道来。

这位老人的娘家是山东省高密县人，家住农村。她村里
有这么一对夫妻，膝下有三男两女五个孩子。村外有条河，
夫妻俩为了生计就买了一艘小船，丈夫每天开着船载人过河，
收入还不错。眼见大儿子、二儿子都二十好几了，有不少上
门提亲的人。

因收入日渐丰厚，家庭条件也好了起来，大儿子在供销
社工作，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让人羡慕的，而且两个儿子都
长的是一表人材、相貌堂堂，老俩口乐的成天心里美滋滋的
合不拢嘴。夫妻俩盘算着：家里条件好；俩个儿子长的好；
工作也好，得好好给儿子们挑选长的好、条件好的儿媳妇。

可是盘算归盘算，不知怎么大儿子就在这时得了一场大
病干治也治不好，很快就死了，夫妻俩悲痛欲绝！还没缓过
劲来，谁知笫二年二儿子也得了大病，和大儿子一样，很快
也离世了。真是祸从天降！更离奇的是，三儿子长到大儿子
年龄时也得病死了。三个儿子就这么年纪轻轻的都走了，只
剩下了两个女儿。

眼见两个小女儿也渐渐长大了，夫妻俩既高兴又害怕，
高兴的是女儿长大了，也到了婚嫁的年龄了；害怕的是：三
个儿子都死了，这俩个女儿可别再有什么意外，俩人成天提
心吊胆的过日子。然而不幸的事情终于又发生了：二女儿有

一天出车祸成了残疾。只剩下大女儿还算安然无恙。

但好景不长，又过了一年，有一天丈天出去给人家帮忙
垒院墙，被一块石头砸断了腿，不能下地干活了，在炕上躺
了四十天。终于有一天这个丈夫憋不住了，声泪俱下的喊了
起来：我家遇到这么多灾祸，是老天在惩罚我啊！是我造的
孽，连累了儿女啊，老天在惩罚我！人们都大惊，还以为是
他家出了这么多的事，心理上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压力，可能
精神上出了问题。然而，出乎意外的是，男人终于说出了只
有他自己知道的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那是一九七六年夏天的一个中午，男人出完船要收工回
家，刚到岸，发现河中有个孩子在水里挣扎，他知道那是到
河边玩的孩子落水了，当他看清了这是平日里和自己家有矛
盾人家的孩子时，他不但没出手相救，还出了歹心，看看四
周无人，便用手中的撑竿用力的将孩子的头捅了下去，过一
会看这孩子的头又冒上来，他又往水里捅，直到孩子再也上
不来了。他又看了看四下无人才放心的回家了。

就这样，几年过去了家中相安无事，他以为：“当时没
有人看见，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不说谁也不知道。” 可是
中国有句老话：“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有报，不是不报，
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定全报！” 人生走到了绝境，他才
明白过来，可是为时晚矣！

写出这个真实的故事，意在告诫人们，尤其被中共邪党
几十年洗脑的中国人快快醒悟过来；快快从“无神论”的桎
酷中挣脱出来，找回传统观念，明白天理，相信天理的存在，
人就会有无形的心法约束，就会有明辨是非的眼睛与头脑，
不会轻易的被中共谎言牵着鼻子走，知道怎样做是顺应天理，
怎样做是违背天理，才能活得明白，过得幸福！

群体转生和缘份

为什么美满的日子突降大祸为什么美满的日子突降大祸  

宠物鼠
报恩？
扑灭香烟救
女主人一命

中国古人说：“知恩图报。”通常是指人的行为。可
是万物皆有灵，有很多动物也知道感恩。最近在英国剑桥
郡就发生了一起宠物鼠报恩的事件。当地一名女子的宠物
鼠在她打瞌觉时及时扑灭了掉在她衣服上的香烟，避免她
的身体与房屋起火燃烧。而这只宠物鼠也因此被她称为英
雄。

据英国《每日星报》12 月 12 日报导，这名 61 岁女
子戴维斯（Caroline Davis）住在彼得堡（Peterborough）。
她饲养了一只名叫拉蒂（Ratty）的老鼠和一只名叫帕迪
（Paddy）的小猫。

戴维斯表示，拉蒂并不是她买来的宠物，而是帕迪在
18 个月前叼回来的。当时拉蒂身上受伤。

戴维斯把拉蒂放进笼子里，并给它食物和水，但她不
知道它能不能撑过当天晚上。没想到它活了下来，而且身
体越来越强壮，所以她就继续照顾它。

时间一久，拉蒂习惯了每天被喂食。戴维斯担心把它
野放之后，它可能无法存活，所以就决定把它当作宠物来
饲养。而它在本月稍早也回报了她的救命之恩。

戴维斯说，她先前被诊断出罹患晚期肺癌，她服用的
药物会让她出现猝睡症（Narcolepsy）的症状，也就是突
然睡着。

有一天晚上，她坐在沙发上抽烟，但睡着了。她手中
的香烟掉在她的睡袍上，而且让睡袍烧了起来。拉蒂显然
察觉到异状，赶紧把香烟咬到一旁不容易燃烧的磁砖上，
接着回来叫醒她。

戴维斯说：“它接着爬到我的腿上，用爪子抓我来叫
醒我，当时火焰正要烧到我的皮肤。”

她提到，她在醒来后很快地脱掉睡袍，但她的大腿已
经有轻微烧伤了，而且牛仔裤和睡袍都烧出了一个大洞。
但如果不是拉蒂的话，她的整栋房屋可能已经全部烧毁
了。

她说：“我突然想到，那只小野鼠可能是在报答我一
开始救它的恩情。它是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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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勃望远镜捕捉到壮观的棒状螺旋星系 
编者按：古往今来，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是孜孜不倦，那

深邃的天空里的点点繁星，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结构？它
和我们人体是什么样的关系？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天文学
家穷其一生也难窥探其一点。宇宙之奥秘，非人类的技术所
能及。不过中国的道家早已告诉我们，人体是一个小宇宙。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则在他的一系列著作里对宇宙的起
源和结构及宇宙与人类的关系有详细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
可以去 www.falundafa.org 网站阅读相关的书籍。我们这里为开
拓读者的思路，为大家呈现现代天文学家用最先进的太空望
远镜（可以观测被大气层吸收殆尽的红外线和紫外线）窥探
到的一点点壮观的宇宙景象。

据 2022 年 12 月 16 日美国宇航局（NASA）报导，科学
家们使用美国宇航局（NASA）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对旋涡星系 
NGC 6956 进行成像。在漆黑的背景下，旋涡星系 NGC 6956
的蓝色漩涡显得格外耀眼。

NGC 6956 是一个棒旋星系，是一种常见的中心有棒状恒
星结构的旋涡星系。这个星系位于距离我们 2.14 亿光年的海
豚座。

棒旋星系是宇宙的后来者。 许多旋涡星系的中心都有横
条。棒星系很容易区分，因为它有明确的中央棒和长臂，它
们松散地围绕着它的核心盘旋。 调查显示，大约三分之二的
旋涡星系，包括我们自己的银河系，都包含一个棒状结构。
最近的研究表明，现在星系中的棒状结构比过去更常见，这
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星系形成和演化的重要线索。

科学家们对 NGC 6956 进行成像，以研究它的造父变星，
这些变星是定期变亮和变暗的恒星。 由于造父变星的周期是
它们亮度的函数，科学家们可以测量这些恒星从地球上看起
来有多亮，并将其与它们的实际亮度进行比较，以计算它们
的距离。 因此，这些恒星在确定宇宙物体的距离方面非常有
用，这是测量银河系外物体最难的信息之一。

这个星系还包含一颗 Ia 型超新星，它是一颗逐渐从伴星
吸积物质的白矮星爆炸。 像造父变星一样，这些类型的超新
星的亮度以及它们随时间变暗的速度使科学家能够计算它们
的距离。 科学家们可以利用从造父变星和 Ia 型超新星收集到
的测量结果来完善我们对宇宙膨胀率（也称为哈勃常数）的
理解。

图像来源：NASA, ESA, and D. Jon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Santa 
Cruz); 处理 : Gladys Kober (NASA/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