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3 年2月 第209期

动态网可透过国外信箱发邮件给 d_ip@dongtaiwang.com 来取得 , 动态网可透过 Skype 加入 dongtaiwang-ip.go 为好友来取得

文化暢遊

文 / 明古

许逊，字“敬之”，南昌人，
生于三国时期东吴赤乌二年（公元
239 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道
家修炼人，为“四大天师”之一。
他曾在瘟疫中救治百姓，大陆的一
些网页上介绍说“当时瘟疫流行，
许逊便用自己学得的药方救治，药
到病除”。现在肺炎瘟疫流行，为
了总结古人防治瘟疫的经验与教
训，我特意查找古籍中的原文。发
现当今这些网页制作者在无神论思
想指导下，掩盖了历史的真实。究
竟许逊是如何平息瘟疫的呢？请听
我介绍。

许逊从小聪颖好学，有一次出
去打猎，射中一只怀孕的母鹿，母
鹿腹中鹿胎堕地，母鹿不顾自己受
伤，舔其幼崽，之后流血而死。许
逊见此情景怆然悔悟，折断猎弩而
归，从此博览群书，阅读天文、地
理、阴阳五行，尤其是道家修炼类
书籍。后来许逊拜当时著名道士吴
猛为师，得其真传，走上修炼道
路。因为品德高尚，声名远播，朝
廷得知后屡次请他为官，万不得
已，在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

（公元 280 年）担任旌阳县令，时
年四十二。

许逊到了旌阳，提倡道德仁
孝，实行了许多利国济民措施，深
受百姓尊敬。有一年旌阳发生了瘟
疫，疫情凶猛，死亡率达到了百分
之七八十。许逊便拿出从吴猛那里
学到的神方救人，使用符咒治病救
人。符咒所到之处，病人顿时痊
愈，甚至平日所患的久治不愈之
疾，也跟着都痊愈了。消息传到了

其他郡，生疫病的百姓相继而来，
一天之内从别处赶来治病的就数以
千计，多的旌阳县城装不下了。许
逊便在城外十里的江边某处用竹子
当标记，把符水倒入江水中，生病
之人在竹下饮江水，病都会好。他
又考虑还有年老、体衰、重疾之人
不能前来，便让人汲取江水带回去
给他们饮用，服用后病也都好了。
蜀地百姓写歌谣赞颂许逊 ：“人无
盗窃，吏无奸欺，我君活人，病无
能为。”后来江左，也就是江对岸
的百姓也来旌阳汲水，许逊便用器

皿盛水，把符咒放入水里，派人把
器皿放置在对岸江滨，同样用竹子
标明位置，方便病人饮符水。江左
染疫百姓也因此都痊愈了。江滨种
竹子的地方现在被称为蜀江，也叫 
锦水。

看了这则记载，可以得知 ：许
逊平息瘟疫用的并不是“药方”而
是符咒“神方”，是与修炼有关的
超常法力。我简单分析下许逊平息
瘟疫的原因，第一 ：他是修炼人，
有他那一法门的法力加持 ；第二 ：
百姓都对他的修炼，对他修的那一

法门持相信、认同的态度。如果百
姓不相信、不认同的话，他们也绝
不会去接受他的符咒、符水。

那么很多人会想，今天有没有
如许逊那样的修炼人在肺炎瘟疫肆
掠中救人呢？有！他们就是法轮功
修炼者们。法轮功又名法轮大法，
是以气功形式传出的佛家极高层次
上的强化修炼功法，拥有超常的法
力，说白了就是佛法。不过与佛教
中的佛法并无关系，更不是一个 
法门。

许逊的事例也告诉我们，除

了救人者是真正的修炼人外，还
需要人们相信、认同他所修的
法。法轮功修炼者是正法修炼
者，是肩负救度众生之使命者，
其使命比过去的许逊还要大。他
们在疫情期间，以大慈大悲之
心，广泛告诉众生 ：只要诚心念
诵“法轮大法好”，就可以在瘟
疫中保平安。许多人选择相信他
们，相信大法，认同大法，念“法
轮大法好”，很快无处医治的瘟疫
病症就立刻好转痊愈了。这些例
子说明 ：法轮大法乃是当今救世
的正法，拥有救度众生的广大法
力。这样的例子很多，只不过共
产党控制的媒体不报导罢了。

今天许多人可能还有疑问，为
什么中共要迫害法轮大法？我建议
大家多看大法学员发的真相资料。
我这里只简单告诉大家 ：法轮功太
正了，而共产党太邪恶了，二者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共产党为了
掩盖自己的丑陋发动了这场迫害，
这也是中共邪恶本性的大暴露。另
外，历史上佛教、道教、基督教都
不止一次经历过法难，发动法难的
迫害者最后无不身败名裂。共产党
的迫害构成了这次法轮功在人间所
经历的魔难，这也是共产党自己选
择成为迫害者，犯下了迫害佛法的
滔天大罪，它的灭亡也是指日可待
的。这肺炎瘟疫就是针对中共及一
切亲共势力而来的劫数之一。世人
真心念颂“法轮大法好”，就是不
认同中共的邪恶，就是在选择善
良，就是选择不在劫数中，就是防
治肺炎瘟疫的灵丹妙药，就是为自
己选择进入没有共产党的未来新 
纪元。Ⓞ

北周异人预见武宗灭佛隋朝建立

修炼人许逊平息瘟疫

看吴起 说因果
文 / 紫穹

先看吴起在魏国谏君方面非凡
的见识。

国君有才 成亡国之忧
据《荀子》记载，战国时，魏

武侯即位后，展现出非常好的理政
才能，处理政事十分得当，大臣中
无人能及。魏武侯因此觉得自己了
不起，内心开始沾沾自喜，一次退
朝后掩饰不住而面露喜色。

吴起见状马上上前，智慧地劝
谏道 ：“是否有人曾把楚庄王的话
告诉过您吗？”武侯好奇地问 ：“楚
庄王是怎么说的？”吴起说 ：“楚
庄王处理政事得当，大臣中没有谁
能比得上他，退朝后他面带忧色。
申公巫臣上前询问其原因，楚庄王
说 ：‘我处理政事得当，大臣中没
有谁能比得上我，我深感忧虑。忧
虑的原因就在仲虺的话中，他说
过 ：诸侯中能得到师傅的可称王得
天下，得到朋友的可称霸诸侯，得
到提出疑问的人的能够保全国家，
自行谋划而没有谁能比得上的会灭
亡。现在凭我这样的本事，大臣中

没有谁能比得上我，我的国家将要
灭亡了！因此我深感忧虑。’楚庄王
因此而忧虑，而您却因此而高兴。”
魏武侯后退了几步，拱手向吴起拜
了两次说 ：“是上天派先生来挽救
寡人的过错啊。”

国君自满，就容易刚愎自用，
关系国家存亡。他的见识可谓 
高明。

霸业不靠山河险
《战国策》记载，一次，魏武

侯和大臣们乘船在西河游玩，魏武
侯赞叹道 ：“河山如此险峻，边防
难道不是很坚固吗！”大臣王错在
旁附和说 ：“这就是晋国强大的原
因。如果再修明政治，那么我们魏
国称霸天下的条件就具备了。”

吴起听罢赶紧直言劝阻 ：“我
们国君的话，是危国之道啊 ；可是
你又来附和，这就更加危险了。”武
侯听罢觉得逆耳，责问道 ：“你这
话是什么道理？”

吴起回答 ：“河山之险是不能
依靠的，霸业从不在河山险要处产
生。过去三苗居住的地方，左有彭
蠡湖，右有洞庭湖，岐山居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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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朝每代都有异人，提前
预知大到社会变迁、朝代更迭，小到
家族、个人命运。因为是天机，所以
他们常常使用隐晦的语言告诉人们，
待事情发生后，人们才意识到其预言
的精准。

北周时也有这样一位异人，人呼
“强练”。起初，人们只知道他姓强，
但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说的话，刚刚
听到人们会不理解，但过后，人们发
现皆得应验。因为北魏有个叫李顺兴
的人，常戴道士冠，他喜欢预言未来
之事，而且多有应验，所以号为“李
练”。“练”在此意思是可靠，值得信
赖。世人认为强某与李练差不多，是
以也称呼他为“练”。

强练相貌堂堂，高大强壮，与常
人不同。他常常精神恍惚，时人莫之
能测。如果他想论及某事，他就会逢
人就说 ；如果他不想说，那么无论他
人怎么恳求，他都不作答。他通常在
各个寺庙轮流居住，有时候住在民
宅，亦曾造访王公府邸。所到之处，
人人皆敬而信之。

晋公宇文护被诛杀之前，强练手
中拿着一个瓠 ( 大葫芦），走到宇文
护府邸大门外，把葫芦在门上挤破，
还大声说道 ：“瓠破子苦。”人们都不
知他这是什么意思。

当时柱国、平高公侯伏侯龙恩早
就追随宇文护，并深得重用。强练又
来到龙恩家，唤其妻子元氏以及姬
妾、婢女、仆人等出来，让他们连席
而坐。诸人因为与夫人过于接近，违

背礼制，都不肯同坐。强练说 ：“你
们都是一样的人，哪有什么贵贱之
分？”遂强迫他们入坐。

不久，宇文护被处死，他的儿子
们也被处死，龙恩亦伏法，家产被没
入官府，家人仆从都被下狱。

人们这才明白强练之前所言所为
是何意思。“瓠”与宇文护的“护”同
音，“瓠破”是说宇文护被杀，“子苦”
是说他的儿子也受牵连被处死。而龙
恩家人仆从都被下狱，可不就是没有
贵贱之分吗？

武帝建德年间 (572 ～ 578 年 )，
强练经常在夜里爬上路边的树，大
哭释迦牟尼佛，有时竟哭到天明，
象这样哭了很多天，声甚哀怜。 574
年，武帝宇文邕下诏灭佛，一时间
佛经和佛像都被毁弃，大批僧人被
要求还俗，各类佛事活动销声匿
迹。而在周武帝下令灭佛的同时，
竟然也连带禁止了道教。不久武帝
宇文邕身患恶疾，全身糜烂而死，
时年 36 岁。

周静帝大象末年（580 年），强
练又拿了一个无底口袋，走遍长安街
市乞讨，人们争着把米麦送给他。然
而，强练张开口袋，把米麦倒进去，
随即又漏到了地上。有人问他这是为
什么，他说 ：“没有别的意思，只是
想让众人看见盛而空罢了。”

581 年，周静帝禅位于丞相杨
坚，北周覆亡。隋文帝杨坚定国号为

“隋”，定都大兴城（今陕西省西安
市），之前的长安城逐渐萧条，后被
废弃。此后，强练不知所终。

关于周武帝的下场，《续高僧传

• 卫元嵩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说隋开皇八年（588），京兆尹杜祈死
了，三天后又醒了过来，说见到了阎
王，又说见到了周武帝。杜祈问周武
帝为什么会呆在地狱里。武帝说是因
为自己曾经灭佛的缘故。武帝请杜祈
传语世间人，并请大臣卫元嵩作福，
早来相救自己脱离苦海。

另据《太平广记》记载，隋朝开
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赵文昌忽然暴
死，唯独心上稍微温暖。家人不敢入
殓，之后又活了。他讲述了自己见到
阎王的经过，因为他常念佛经，所以
被放回人间。到了门口，他看见周武
帝在门侧的房内，被锁着三重钳锁。
周武帝叫住文昌说 ：“你是我本国的
人，暂时来到这里，我要和你说话。”
文昌立即拜见。武帝说 ：“你认识我
吗？”文昌答道 ：“我过去当过陛下的 
侍卫。”

周武帝于是让他回去替他向隋皇
帝说明，他许多罪过都能辩解明白，
唯独消灭佛法的罪重，不能够赦免，
希望隋帝给他建立小小的功德。希望
通过这些善事保佑，使他能够离开 
地狱。”

赵文昌复活后，将所见之事上奏
给了隋文帝，文帝命令天下的人按人
丁出钱为周武帝抄写《金刚般若经》，
还设立三日的大祭，并记录下了这些
事，写入隋史之中。

周武帝的经历告诉世人，灭佛的
罪过非常大，死后所受惩罚很重，
他虽然业已悔悟，但却已经晚了，
只能等待他人能将其从地狱中拯救 
出来。Ⓞ

衡山处南面。虽然有这些天险倚
仗，可是政事治理不好，结果被大
禹放逐。

夏桀的国家，左面是天门山的
北麓，右边是天溪山的南边，庐山
和峄山在二山北部，伊水、洛水流
经它的南面。有这样的天险，但是
没有治理好国政，结果被商汤讨伐。

殷纣的国家，左边有孟门山，
右边有漳水和滏水，前有黄河环
绕，后有太行遮蔽。虽有这样险阻
的地势，然而国家治理不好，遭到
周武王的讨伐。而且国君曾亲自和
我一道迫使敌方的城邑投降，敌
人的城墙并非不高，人民并非不多
啊，可是我们能够兼并他们，就是
因为他们政治腐败的缘故。由此看

来，靠着地形险峻，怎么能成就霸
业呢？”

武侯说 ：“好啊。我今天终于听
到圣人之言了！西河的政务，就全
托付给你了。”

这段话，用三个远古国君拥有
天险却因失德荒政而亡国的教训和
魏武侯亲见的别国被灭的例子，来
进行有力的劝谏，看得出来，吴起
博古通今，知识广博，见识非凡，
明智的国君没有不被他折服的。

不仅如此，他在前国君魏文侯
时屡败秦国，替魏国立下赫赫战
功，打下兵防的强大根基，展现出
惊人的军事才能。但最终还是像在
鲁国一样，再次遭到国君的猜忌，
被迫投往楚国。

楚国楚悼王也非常赏识他，
用他变法，但他跟商鞅一样，运
用法家来变法富国强兵，却忘了
富贵本身并非罪恶，法律是惩治强
取豪夺，侵犯他人生命和财产等罪
行用的，不能因为贵族有财富就可
以立法强行剥夺别人的财产来均
贫富，救贫民。这样的法律就是 
恶法。

无论贫富，只有有了犯罪行
为，才能治罪。贵族再富有，如没
犯罪，合法所得，也不能强行剥夺
别人的财产，这等于立法者自己犯
法犯罪，在侵犯贵族，强取豪夺。
所以吴起变法有针对贵族的恶法，

跟贵族结下莫大的仇怨，导致君王
死后，被贵族们复仇乱箭射死，还
要车裂肢解，死得很惨。

悲惨结局有因果
人们对他仕途坎坷，屡遭同僚

谗言和君王猜忌，以及变法的惨
死，多有天妒英才之叹，其实一切
皆有因果。

据《史记》，吴起出生在战国
初期卫国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为
了出人头地，曾到处寻找门路，弄
得倾家荡产，也没得到一官半职，
为此遭到乡人的嘲讽。吴起为了泄
愤，竟然杀害了诽谤他的三十多
人。逃走时，他还对母亲发誓说 ：

“不当卿相，决不回卫。”吴起于是
先去孔门弟子曾参之子曾申门下学
习儒术。但母亲去世后，吴起没有
回家奔丧守孝。曾申因他不孝，跟
他断绝了师生关系。

杀人与不孝，不仅是德行犯下
重罪，还看出他出人头地的功利心
太重。日后仕途坎坷，结局悲惨，
岂非恶报？！天道自古公允，何来
天妒英才？

当然，他劝谏魏王的道理本身
是对的，只不过，他本人很可能把
道德也当作了获得个人成功的手
段，本性非真善，才导致了如此坎
坷矛盾的人生。Ⓞ

吴起

隋文帝

历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