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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天清

汉字作为华夏神传文化的一部分，携带
着庞大的信息、深奥的哲理、博大玄奥的天
意。可惜的是后人没能把他继承下来，继承
的只是他表面最浅白的含义的一部分。而且
汉字有十多万，可现在常用的不过两、三千
个，可以说神传汉字的很多真正的内涵现代
人是茫然不懂的。

每个汉字都是一部天书。每个不同的组
合便会体现出不同的内涵，折射出不同的光
彩。所谓字里乾坤，汉字包罗万象，字字珠
玑，无尽的内涵与神奇尽在汉字之中。在这
些年的修炼当中，是法轮大法开启了我这方
面的智慧。

下面试着解读几个汉字与大家分享。而
我能解读的也只是他博大内涵的一部分，更
多的内涵，有待大家进一步发掘、整理！

试解“冤枉”二字
“冤”上面宝盖“冖”，下面一个“兔”

字。含冤一般是对人而言，为什么要用一个
动物“兔”来描述人的“冤”情。依据传统文
化的特点，此处之“兔”应该是指一个“生肖
属兔的人”。那么，这个属兔的所指何人、
又是何等冤事，需要在造字之时言明，让我
们结合“冤”字最常用的组合“枉”字来顺字
找人 ：

“枉”左“木”右“王”。懂得“五行”的人
都知道 ：“木”是五行（金木水火土）之一，
方位指东方，对应四季的春季。在修炼界历
来有“佛在西，道在东”的说法，那么五行之
一的“木”之中自然就包含有东方、春季和道
家、大法大道等内涵。那么“木”加“王”在
传统文化中的一层含义是指 ：传大法大道的
东方圣人。

在五行与十二地支的对应关系中“寅卯”
属“木”，那么五行之“木”所包含的“寅、
卯”有什么所指呢？让我们接着来看 ：十二
地支与方位的关系中“寅”指东北方向 ；十二
地支与四季、十二月的对应关系中，“寅、
卯”代表正月、二月的“春”季。（十二地
支与五行、方位、四季、十二月的关系见 
[ 注 1]）

传统文化中，中国的方位是以中原地区
为中央来划分的，所以“东北”方向就是指
东北三省了，那么，我们要顺字而找的这个
人，就可以锁定在 ：家住东北的传大法大道
的圣人。但是东北有三个省，要找一个人的
话，这个范围对人来说还是太大，那么具体
来说应该是在何处呢？那就是地名之中带有

“木”和“春”字的地方，东北三省只有吉林省
的名称是带有“木”字的（“林”由两个“木”
组成），木 - 东 -“道在东”，对于众生来说，
此处有道，乃吉祥万福之地，故名“吉林”。
吉林省中带“春”的地方首选应是省会——长
春市。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出生地就是
“东北”的吉“林”省长“春”市公主岭。法轮
功自 1992 年开始传出，至今已洪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师父在他的主要
著作《转法轮》中开篇即讲“真正往高层次上 
带人”……

“往高层次上传功，大家想一想，是什
么问题？那不就是度人吗？度人哪，你就
是真正的修炼了，就不只是祛病健身了。
那么真正修炼，对学员的心性要求也就要高
了。”“我出山的首要目地，就是往高层次上
带人，真正的往高层次上带人。”

十二地支与十二属相的对应关系分别
是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
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那么“枉”字之
中的“木（寅、卯）”，明显包含虎、兔，有
虎吃兔之意。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诞辰日是
1951 年 5 月 13 日，农历四月初八，属兔 ；
而发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出生
于 1926 年 8 月 17 日，属虎。难怪江泽民开
始镇压法轮功时信心满满地叫嚣要 ：“三个
月消灭法轮功”。一来虎吃兔谁都会认为很
容易，二来中共自掌权后一场接一场的运动
中，从国家主席到地主、资本家、知识分
子、爱国学生等，无论整谁、一次性整多少
人，从未失过手。

综上已不难看出“冤枉”二字的所指，就
是 ：出生在“东方”的传“大法大道”救度众
生的“万王之王”的属“兔”的圣人，却反倒
会蒙受世间的“寃枉”。

正如《圣经》《约翰福音》中所说 ：“他
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
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倒不接待
他。”《圣经》还说，救主降世救人时，他的
光要瞬间照亮世界，如闪电从天这边一闪，
直照到天那边，可是世人却并不认为他是救
主，并且他要先受许多苦，遭到不明真相世
人的诋毁。

天下最冤枉的事件
一个汉字就是一部天书。神传汉字早已

告诉人们，中共对李洪志大师的迫害，对法
轮功的镇压，这是天下最“冤枉”的。历史上
的多种预言中也都谈到未来下世传法度人的
王中之王将出生在东方，将以“李”姓、生肖
属兔之人下世传法度人。[ 注 2]。

需要说明的是 ：正体字的“冤”字上面有
一个点“丶”，即“寃”。在传统文化和正常
人的理念中，既然是蒙受了寃屈，就应该纠
正，使蒙冤之人有出头“丶”之日。而中共邪
灵简化汉字，去掉“寃”字头上面这一点“丶”
的用意不言而喻，就是要让在它的统治下蒙
受冤屈的人“永无出头之日”，因为党永远
是对的，它要不择手段的维护其党永远“伟
大、光荣、正确”的形象。

另外换一个角度，从现实方面来看，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开始就是直接
针对上亿的修炼人进行迫害，批判、抹黑
的是“真、善、忍”普世价值，难以计数的
炼功人被劳教、判刑、关进洗脑班等各种
方式迫害，直至被迫害致死、甚至被活体
摘取器官，施加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酷刑
达一百多种，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集人类有
史以来所有邪恶之大全。正如加拿大著名
人权律师、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者大卫 • 麦
塔斯（David Matas）和加拿大亚太司司
长大卫 • 乔高（David Kilgour）所说 ：对
法轮功的迫害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 
邪恶”。

自中共上台以来，特别是对“法轮功”的
镇压开始之后，“真、善、忍”遭到批判抹
黑，“假、恶、暴”大行其道，中国社会的
风气急速下滑，曾经万国来朝的礼义之邦，
沦落为……对“法轮功”的迫害，不论从受
冤的人数、受害的对象，还是从对人身、人
心的摧残、对人类文化、道德、社会风气的
伤害、或是从误国害民的程度和范围上等等
诸多方面来讲，都可以说是最为残酷、最为

“冤枉”的事件，何况从修炼界的角度讲，这
又是下世救度众生的觉者和他的弟子一边救

度着世人，一边却要遭受世间恶人的非难。
这也正是“冤枉”二字收录大法受害内涵的原
因之一。

传统文化中讲“人不治天治”，中共这
个邪恶的团体早已恶贯满盈，即将遭到上天
的严厉惩罚，所以大法弟子们要劝那些良知
尚存的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
去给中共做陪葬，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 
未来！
[ 注 1] ：

十二地支与五行的对应关系是 ：寅卯 -
木、巳午 - 火、申酉 - 金、亥子 - 水、辰戌
丑未 - 土。

十二地支与方位的对应关系是：子 -北、
丑寅 - 东北、卯 - 东、辰巳 - 东南、午 - 南、
未申 - 西南、酉 - 西、戌亥 - 西北。

十二地支与月份的对应关系是 ：寅 - 正
月、卯 - 二月、辰 - 三月、巳 - 四月、午 - 五
月、未 - 六月、申 - 七月、酉 - 八月、戌 - 九
月、亥 - 十月、子 - 十一月、丑 - 十二月。

更多、更详细内容大家可上网或到相关
书籍中查看。
[ 注 2] ：

（1）明朝国师刘伯温的《推碑图》预言
就极为明确 ：“而时弥勒佛透虚到南阖浮提
世界中天中国金鸡目奉玉清时年，劫尽，
龙华会虎，兔之年到中天，以木子姓”。就
是说“未来佛”弥勒佛，会在兔之年转生在

“中天中国”，并在中国这只“金鸡”的眼睛

所在的地方（指吉林省）降生，以“木子” 
“李”为姓。

（2）法国著名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诸
世纪》中也明确预言了在人类末世里救度众
生的是一位东方人 ：“一位东方人离开他的
家乡，穿越亚平宁山脉到达法国 ；他将越过
天空、海洋和冰雪，每个人都将被他的神杖
打动。”

（3）《步虚大师预言》最后三节中讲到 ：
“相将玉兔渐东升”

（4）韩国《郑鉴录》预言中的“寄语世间
独觉士，须从白兔走青林”

（5）明朝刘伯温的《金陵塔碑文》的最后
部分是预言未来的，其中说到 ：“能逢木兔
方为寿，泽及群生乐且康。”

（6）明朝国师刘伯温与明太祖朱元璋涉
及当今历史的一段对话，论述更为明了精
彩：《帝师问答歌》中“帝曰：末后道何人传？
温曰 ：有诗为证 ：不相僧来不相道，头戴四
两羊绒帽，真佛不在寺院内，他掌弥勒元头
教。帝曰 ：弥勒降凡在哪里？温曰 ：听臣道
来 ：未来教主临下凡，不落宰府共官员，不
在皇宫为太子，不在僧门与道院，降在寒门
草堂内，燕南赵北把金散。”

（7）《格庵遗录》预言 ：圣人属兔，四
月（指农历）出生在三八级以北，三神山
下（即长白山公主岭）……此圣人是天上
王中之王，即法轮圣王，此次下凡人间称弥 
勒佛。Ⓞ

汉字“冤枉” 藏大天机

文 / 沉思

唐德宗贞元年间，進士李翱，
慕名来拜见药山惟俨禅师，药山禅
师正在念经，没有回头看李翱。李
翱便不愿行礼拜见，反倒轻视地
说 ：“今日所见的药山，实不如那
传颂千里的名声。”这时药山禅师
叫住李翱问 ：“难道你相信你的耳
朵，却反而轻视你的眼睛吗？”李
翱感悟而向药山禅师道歉、礼拜并
请示 ：“请问如何是道？”药山禅师
指指天又指指地，言道 ：“云在青
天，水在瓶。”后来李翱成为药山禅
师的俗家弟子。

人总是容易固执于从西方学来
的一些逻辑模式或思想上的错误观
念，以至于对自己耳朵所听到的消
息、眼睛所见到的事物，骤然间就
下了定论以及偏颇的判断，也因此
失去了体悟真理的契机。

李翱简介
李翱（西元 772-841 年），字

习之，唐朝赵郡人。他是韩愈的弟
子，贞元间進士，由国子博士、史
馆修撰，仕至山南东道节度使，
卒谥文。其文学思想，与韩愈之

“文以载道”说法相同，著有《李文 
公集》。

他有首赠药山高僧惟俨的“问
道诗”是这么写的 ：

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
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
水在瓶。

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
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
啸一声。

无须执着“物”与“形” 
本质真性自然显

从表面观之，其实你无需执着

于是云积聚成水，或是水蒸发成了
云，那是“外因”造成的、影响的
后果。是云，就以云的姿态在天空
逍遥飘荡，那宽阔的苍穹就是我眼
下的栖身处 ；是水，就以水的模样
在瓶中，随物赋形、安然自得 ；成
了水的云，那么，江河湖海、瓶罐
缶瓮，都是我的容身场所 ；成了云
的水，我依然保有我的本质真性，
照样能把广袤长空当成溪涧深泽，
自在悠游。

人心如果也能像瓶中的水，一
直保持着本质的洁净不被污染，就
像水一样清澈无瑕，无论装在什么
容器，都能随方就圆，适应力极
强，而且能拿捏得恰到好处，刚柔
并济，大小无碍，伸屈自如而不动
本质真性，也就能像青天上的白云
一样，自由自在。

你只要领会事物的本质，悟见
自己的本来面目，也就明白什么是

道了 ；惟有看透真正的本质所在，
参透天赋的真性所属，方能不受外
物所拘，不为内心挂碍所动，让自
我超脱方外，了悟真机。

破除无神论的观念
至于他如何破除“无神论”观

念而走入寻佛问道的修行之路呢？
根据唐代高彦休所著《唐阙史》卷
一中，有这么一则《李文公夜醮》

（僧道给人设坛祈祷称“打醮”）的
文章详细记载，可兹证明 ：

李文公，名翱，自文昌宫（古
时官名）出任合淝郡刺史。李文公
性急量窄、率直方正，从未轻信巫
觋（代人祈祷的人，女叫“巫”，
男叫“觋”）之事．恰巧衙门居留的
客人中，有个叫李处士的，他说自
己能通鬼神之言，而且所谈之事，
颇多应验，因此一郡的人，都对他

肃然起敬，视他如神明。
李文公到郡任职一个多月后，

李处士就投了名片至衙门進谒。瞅
着他那甚为倨傲的礼数与面容，李
文公心中极为不满，满脑子寻思要
加以抑制，给予挫折才甘心，于是
大声告诉他说 ：“仲尼（孔子）是
大圣人，尚且说 ：未知生，焉知
死（人的一生是咋过的，尚未弄清
楚，哪有可能知道死后的事），你
这小子，能贤过宣父（孔子死后，
历代皇帝对他都有追赐封号，这是
其中之一）吗？”

李答：“不是这么回事。您没读
过阮生（阮瞻）所著的《无鬼论》，
那立论之精辟，据理辨识、高瞻宏
大，读者没有不屈服于他的论说之
下的，可这却导致鬼神出现与他据
理力争。再说啦，您的骨肉之间，
迟早难免有生病、困顿的机遇降
临，倘若只是宴饮逸乐造成的慢性
危害也就算了，假如子女五常（又
称“五典”，即五种行为规则，谓 ：
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都略为具备，可却无知的过度沉浸
于七情六欲之中，谁能忍心坐视不
救，让其继续沉溺深渊而不加以援
助呢！”李文公一听这些不顺耳的
比喻，更加愤怒，立即命人将他逮
捕系狱，打算痛鞭其背加以惩罚。

李妻得病 医药罔效
果不出所料，没几天，李文

公妻每顿饭后即呃逆、干呕，日夜
昏睡，连稀粥都无法進食，召遍医
生、寻遍药物，并无一丝见效。几
个爱女，都年已及笄尚未婚嫁，围
绕着母亲的病床四周，呱呱而泣，
而且众口一辞，全都归罪于李文公
的不分青红皂白拘禁李生这档子事。

李文公以伉俪俩情深义重，为
了息事宁人，也为了儿女情长，不
得已解开李生绳索，诚心叩问并祈

求解救。李则回答 ：“请亲手写一
纸状子，等到夜里虔诚向天祈祷
之，同时我也留一张道符墨篆，和
您的一齐焚烧，夫人当可脱灾免
祸。”但是仍然告诫李文公说 ：“千
万注意，那状子别弄污、涂抹或字
迹潦草，其它就不讲究了。”公敬谢
受教，即刻亲自起草祝祷词句，洁
净双手后恭敬书写。

性急误事误时  

见证神灵道术
因他个性急躁，所以状札写

了好几张纸，总有漏句或错字，可
这事儿是不能爽约的，所以又重
写。此时，烛火渐弱、夜半已至、
更漏深沉，他实在疲于再次挥毫研
墨了，于是打起精神，刻意集中精
力完成一幅。如此一来，写出的状
札，字迹稍微严整，而内容表白自
己的官位之中，竟然漏缺一字。然
而此时早已超过既定时刻，所以只
好从旁匆匆补上作罢，并取出李生
画好的道符，同时焚烧，立刻听到
内室里，病痛的呻吟声，顿时减
轻、依次减少，于是阖府相互庆贺。

天亮之后，李处士到府恭候、
進谒，李文公深深感佩。李处士说：

“告诉您灾祸是可避免了，可还是拖
延时辰，告诫过您不可有所疏漏与
忽略，为何仍从旁又加注一字？”李
文公答：“哪有此事。原本写了数
张，全都有所涂改，这点绝不忍自
欺欺人。可就是那张最后焚烧的书
状，写来颇为精谨，老夫未曾忘却
哪。”生说：“张口扯谎谈何容易？三
尺头上有神灵呢，看吧，您所焚烧
的祝词状札，在这儿哪。”于是，伸
手从怀中取出，示意公阅读，果真
是昨夜最终所烧毁的文章呢。

李文公既惊愕又惭愧羞赧，接
着起身离席，再拜谢罪，并酬劳李
处士丰厚的钱币，可他竟然一分钱
也不拿。十几日之后告别而去，不
知所终，而李文公妻的病，也渐次
康复。Ⓞ

（明慧网）

云在青天水在瓶 李翱见证神灵道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