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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际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二日

神为何允许人世间的苦难存在？(上)
文/陆振岩
有神和无神，在历史上已有
了几千年的争论。对于无神论者来
说，要想直接证明“神不可能存
在”，几乎是徒劳的。因为这宇宙
之浩瀚、天体之穹大、微观世界之
复杂、奇妙，远远超出人的认知范
围。谁也不能保证在人类认识不
到、探测不了的时空、尺度范围之
内没有超越人类的高级生命的存
在。那么退而求其次，便是从逻辑
上的反诘：如果真的存在慈悲、仁
爱而又无所不能的神，他为什么对
这世上的苦难视而不见？为什么人
类还有战争、瘟疫、饥饿、贫穷，
以及种种的不公？难道这不正说明
神是不存在的么？
的确，那种依照人的“理性、
逻辑”进行思考和行为的“神”，
确实不存在。有些事情并不像表面
看上去的那样。
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个旅行中
的天使到一个富有的家庭借宿。这
家人对他们并不友好，并且拒绝让

他们在舒适的客人卧室过夜，而是
在冰冷的地下室给他们找了一个角
落。当他们舖床时，较老的天使发
现墙上有一个洞，就顺手把它修补
好了。年轻的天使问为什么，老天
使答到：“有些事并不像它看上去
那样。”
第二晚，两人又到了一个非常
贫穷的农家借宿。主人夫妇俩对他
们非常热情，把仅有的一点点食物
拿出来款待客人，然后又让出自己
的床舖给两个天使。第二天一早，
两个天使发现农夫和他的妻子在哭
泣，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一头
奶牛死了。年轻的天使非常愤怒，
他质问老天使为什么会这样，第一
个家庭什么都有，老天使还帮助他
们修补墙洞，第二个家庭尽管如此
贫穷还是热情款待客人，而老天使
却没有阻止奶牛的死亡。
“有些事并不像它看上去那
样。”老天使答道，“当我们在地
下室过夜时，我从墙洞看到墙里面
堆满了金块。因为主人被贪欲所迷
惑，不愿意分享他的财富，所以我

把墙洞填上了。昨天晚上，死亡之
神来召唤农夫的妻子，我让奶牛代
替了她。所以有些事并不像它看上
去那样。”
我们常说，高人行事，出人意
表。为什么呢？因为高人站的高，
看得远嘛。他能洞悉你看不见的规
律和因素，这就是智慧。所以他的
行事也是一般人所不能料及的。
在浩瀚的宇宙中，还有许许
多多人类没有接触和认识到的规
律。如果神存在，如果神存在的世
界（或空间）恰恰存在人类没有接
触和认识到的规律，那么人类的经
验、逻辑就可能不适用于他了。就
如故事中的老年天使的行为，在你
看来这样做是好事，可是在更高的
智慧看来反而是坏事。你认为一件
事这么做合理，他认为却不是如
此。庄子的故事“塞翁失马，焉知
非福”，讲的恰恰也是这个道理，
那个塞翁其实也是个大智慧的人，
所以他的思维不同于一般人。
人们往往在自己遇到不幸的
时候埋怨老天爷的不公，好像这个

世界上没有苦难，没有不公才显得
造物主的慈悲、仁爱。比如每个人
小时候大概都曾希望父母对自己有
求必应，什么困难都来帮忙解决才
好，这才是“爱”自己。可是等长
大后自己也为人父母时，才体会到
孩子所希望的那种“爱”，恰恰不
是真正的“爱”。那么人们所希望
的神的“慈悲、仁爱”，是不是神
眼中真正的“慈悲、仁爱”呢？
在有的人看来，这世上好人
活不长，坏人老不死，可见善恶报
应是胡说，神佛是虚妄的。其实，
如果真的有神存在，那么一个人生
命的真正过程，也许就不只是我们
在世上的那么短短几十年；也许死
亡就并不是生命真正的终结，也不
是对一个生命最痛苦的惩罚。比如
我们从计算机的软盘上移动一个文
件到了硬盘，对于软盘来说一个文
件消失了（死），对于硬盘来说那
个文件还存在着（生）。按照现代
量子力学的理论，我们这个宇宙存
在着许许多多的平行世界（另外空
间），而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时空只

是其中的一个。这样说来，那么也
许生与死只不过是生命从一个平行
世界转移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像福克斯的《星
际迷航》（Star Trek），算是举
个例子吧。

黄庭坚奇梦识前缘 科学家：宇宙由神秘能量主宰
文/佚名
宋朝的黄庭坚，字山谷，江西
省修水县人。他的诗书画号称「三
绝」，与当时的苏东坡齐名，人称
「苏黄」。黄山谷不止有文名，秉
性也至孝，他常亲自为母洗涤溺
器，就是后来做了官，也不改其孝
行，其孝行被选入二十四孝中。
黄山谷在中进士后，曾任芜湖
地方的知州，就任时才二十六岁。
有一天午睡时，他做了一个梦，梦
见自己走出州衙大门，来到某处村
庄，看见一个老婆婆站在家门外
的供案前，手持清香，口中喃喃
自语，似呼喊什么人的姓名。黄山
谷趋前一看，见供桌上摆着一碗煮
好的芹菜面，香味飘溢。黄山谷不
自觉的端起来便吃，吃完后就走回
衙府，等一觉醒来，梦境仍甚为清
晰，尤感奇怪的是，嘴里还留有芹
菜的香味。他心中虽然纳闷，但并
不以为意，只觉得是做了一场梦。
第二天午睡时，梦中他又来到
了昨天的地方，而口中还留着芹菜
的香味，山谷不禁惊醒，飞快的爬
起来穿好衣服，循着昨日梦中所记
忆的路走去，最后来到一户人家门
前。敲门后一看，出来应门的正是
昨天梦中所见的婆婆。
山谷便问她昨日吃面之事。婆
婆说：「昨天是我女儿的忌日，因
她生前最喜芹菜面，所以每年在她
忌日这天，我都会供一碗芹菜面，
喊她回来吃。」山谷问她女儿去世
多久了，婆婆说：「已经二十六年
了。」山谷心想，自己今年也正是
二十六岁，而昨天也恰好是自己的
生日。诧异之余，就跟婆婆聊起她
女儿在世时的种种情形。
婆婆说，女儿在世时非常喜欢
读书，而且吃素信佛，也很孝顺，
后来在她二十六岁时生病死了。死
前还告诉她，一定会回来看她的。
婆婆并指着屋中一个大木柜说，
她女儿生平所看的书，全都锁在
里面，只是不知道钥匙放到哪里去
了，所以一直无法打开。
奇怪的是，山谷此时突然记
起了以前放钥匙的地方，并找出钥
匙打开木柜，在里面发现了许多文
稿。他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原来
他今生每次参加考试所写的文章，
竟然全在这些文稿中，而且一字不
差。
至此，山谷心中已完全明白
了，这老婆婆就是他前世的母亲

啊！于是将婆婆接回衙府中，奉养
余年，后来他自己也走上了吃素习
禅的路。后来黄山谷在州衙后园，
建造一座亭园，亭中有他自己的刻
像，并且自题石碑像赞曰:「似僧
有发，似俗脱尘，做梦中梦，悟身
外身。」
清代的文学家袁枚，在听到这
个故事后，不禁叹息道：「书到今
生读已迟」，意思是说，一个大文
学家的产生，不只是一生一世的事
情啊！而传诵千古的文学作品，往
往是经过累生累世的反覆酝酿而成
就的！
前世今生，牵牵绊绊，看似玄
奇，未必子虚。在人生中，一些偶
然的相遇，也许其中就包含着许多
不为人知的因缘呢！

浩瀚苍穹有数不尽的星系，随
着科技的进步，天文学家设计并建
造了直径8-10米的地基望远镜。他
们更加仔细地观测到银河系和邻近
星系中的几百个亮点。这些星系中
的亮点被命名为球聚体（Globular
Clusters），由十万到一百万个恒
星密集组成。
2003年第一期的科学杂志对球
聚体的观察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
（Science，299卷5603号，2003年
1月3日）。美国天文学家Krauss和
Chaboyer论证宇宙和第一批恒星的
年龄至少为112亿年。他们推测宇
宙是由一种抗拒重力的神秘能量所
主宰的。
这张图片描绘了银河系存在，
演化的四个阶段，代表现代天文学
家对星系的认识。那些分布在银河
系中的闪亮光点就是球聚体，每一
个球聚体包含有几十万颗星星。
1976年，当天文物理学家Ivan
科学进步时，人们今天的知识将会
King为学生Francois Schweizer签 已经成为研究球聚体的专家。
Ivan King的鼓励确实反映了 变得陈旧过时，支离破碎，甚至有
注他的著作“展现宇宙”时，他写
道：“Francois，尽量使这（课 这种科学的精神。现今的科学家们 缺陷。
本）过时”。Francois秉承师志， 努力在寻找突破，发现新理论。当

新闻周刊：百分之九十一的美国人信仰上帝
根据美国新闻周刊二零零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刊登的最新的一次调
查显示，百分之九十一的美国成人
受访者相信上帝的存在，近一半的
美国人拒绝接受进化论。
这项由普林斯顿民意调查机构
进行的调查认为，信仰上帝或有组
织的信仰活动在美国非常普遍。百

分之九十一的美国成年人受访者说
他们信仰上帝，大约有同样数量的
人（百分之八十七）说他们属于某
一宗教组织。信仰基督的人远超过
有其它信仰的人，百分之八十二的
受访者说他们是基督徒。大约有一
半的美国人拒绝接受进化论理论。
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接受圣经中

的创世论。
虽然有十分之一的美国人说他
们不信仰宗教，但只有百分之六的
人表示他们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只有百分之三的人自认为是无神论
者。百分之六十二的登记选民说他
们不会投票给无神论者。

善心，就想救他。和尚对富人
说：“我在外面化缘，也结交了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流传在 一些朋友，你明天把你所有的布
民国时期，湖南省泸溪县浦市镇 匹全部搬到河边码头上去，我叫
对面有个江东寺，有个和尚在那 我 朋 友 和 你 来 谈 生 意 ， 用 船 来
个寺院修成了。他预知浦市镇有
一场大灾难，就用事物的谐音来
启悟世人，他拿一个盘子，拿一
双筷子，天天在街上叫“筷盘” 装，切莫耽误时间。”
（快搬），叫了三个月，人们都
第二天富人按和尚的话做
说这个和尚疯了，没有一个人领 了，可和尚走了。当晚，浦市镇
悟。
起了大火，那时没有消防车，有
一直到腊月三九严寒的一个 的 人 被 烧 死 了 ， 有 的 猪 被 烧 死
傍晚，和尚躺在一户富户人家门 了，有的人财产被烧光了。这个
边。那家富人起了善心，对和尚 富人才明白了：是和尚救了他一
说：“老者，天气这么冷，躺在 家。
外边不冷么？快到我家来住。”
还有一个故事，是在西方
和尚进去了，看到这个富人还有 社会所熟悉的。在五千年以前，

一个老人在沙漠里造一条巨大的
船，年复一年，没有任何一个人
帮助他。在造船的同时，老人苦
口婆心地劝说人们不要再做恶，
也没有人听他的。大船造好后，

在大陆的法轮大法弟子冒着
坐牢，甚至生命危险去发送《九
评共产党》和劝同胞三退（退
党、团、队）的传单，海外法轮
大法弟子忍受着不解、嘲讽，坚
持不懈用自己节省的钱印制真相
材料，为的是什么呢？“筷盘”
的故事和诺亚方舟的故事也许能
给您一些启示。
天要灭中共邪灵，大法弟
子劝三退是为了救人，希望您不
要做中共的陪葬。今天已经有两
千万中国人声明三退，对那些还
没有声明的人来说，已经没有什
么时间再犹豫和等待。也许您心
中还有疑问，但千万不要拿自己
的生命开玩笑。

文／辰州翁

民间故事：筷盘
接着就是大洪水的到来，四十昼
夜的暴雨将地球上的高山都淹没
了，老人在造好的船中躲过了劫
难。读过《圣经》的人知道这是
诺亚方舟的故事。试想今天，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沙漠里造
船，会不会嘲笑他？我们会不会
不听他的劝告？很可能。那么结
局是什么呢？这个就不用再说，
今天大家都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