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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际

“凤凰涅槃”麦田怪圈
觉者传递的信息
近期，英国的威尔特郡德维泽
斯附近的亚特斯伯里麦田里又出现
了一个类似“凤凰涅槃”状的麦田
怪圈。麦田怪圈专家认为这个最新
的发现可能和玛雅预言有联系。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09
年6月15日消息,这个麦田怪圈长
约120米, 呈现出带有神话色彩的
“凤凰涅槃”图像。
麦田怪圈专家卡伦·亚历山大
(Karen Alexander)说，“凤凰是
富有神话色彩的，在许多国家都代
表了重生和新时代的到来。”
近期出现的麦田怪圈图案越来
越精致。20世纪全球大约有200个
关于麦田圈产生的报导，十几个证
人看到麦田圈是瞬间成形的。迄今
全球大约29个国家中，有一万多个
麦田圈的记载。
2005年2月份的《命运》
（Fate）刊登了研究麦田圈和神秘
空间的学者西瓦（Freddy Silva） 图：英国特斯伯里麦田里又出现了一个类似“凤凰涅槃”状的麦田怪圈。专家认为这个最新发现可能和玛
的长论，详细记录了麦田圈形成与 雅预言有联系（英国每日电讯网站截图）
科学实验的逻辑分析，并推理出麦
的。美国霍皮族和纳瓦伙族印地安 似乎蕴含着智慧。 1968年，科罗 与声音的关联开始明朗化，麦田圈
田圈为来自宇宙的觉者向人类传达
人传说，古代僧人可以对着土发声 拉多州天普布鲁尔学院（Temple 被发现符合自然音阶规律。
信息的结论。
造出图形。
Buell College）做了音乐如何影
几十年来，科学家们在麦田圈
麦 田 圈 形 成 的 目 击 者 皆 听 到 响植物的实验，发现重金属摇滚乐 内侦测到260-320兆赫的高超音波
一种宇宙力量
颤音。 1989年研究者于英国一麦 使植物向音源反方向倾斜或死亡； 音频，而且随着近年几何图形复杂
田录到听起来像是蝉和瀑布的交杂 古典音乐却吸引植物靠近扩音器； 度的增加，音频也随之增高。超音
「声音造物」可以在所有的
音，美国航空总署（NASA）实验室 若让植物听印度祈祷音乐，其茎杆 波已知可以像雷射光束一样定位，
宗教信仰和传说中得到印证。《圣
分析发现那并非鸟虫之声，声频 弯曲会超过60度，类似真实的麦田 使被锁定的分子产生震动，但邻近
经》说世界是由上帝的一句话开始
5.0到5.2千赫，其循环性和节奏性 圈植物。 1995年，麦田圈的形成 的东西却完全不受影响。

谭襄敏公夫妇的奇特姻缘
文/莫求
明朝时江西宜黄出了一个后人
尊称为谭襄敏公的大人物。他本名
叫谭纶，字子理，号二华，是当时
的抗倭名将之一，死后谥号为“襄
敏”，故而后人多尊称他为谭襄敏
公。今天我要讲的不是他的功劳，
而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与他夫人
之间命中注定的奇特姻缘。
话说谭襄敏公的夫人最初是要
嫁给一位李姓青年的。可就在她嫁
到李家的当天，却突然在迎亲的轿
子中失禁了。出了这个丑后，那个
李姓青年觉的脸上无光，就断绝了
这门婚姻，把她送回了娘家。由此
她娘家周围的人们也都知道了这桩
事情，多有耻笑，一时间竟然找不
到一个肯娶她的人。
当时青年时代的谭襄敏公因家
贫付不起聘礼而未娶，正好谭襄敏
公的夫人家愿意不要聘礼而把女儿
赶快嫁出去，这样一对璧人就拜了
天地父母成了亲。婚后谭襄敏公发
觉夫人既贤淑又聪慧，不象是会在
迎亲轿中失禁的人，故而曾向她询
问此事，可夫人就是不说。
后来谭襄敏公在大明嘉靖甲辰
年(公元1544年)高中進士，为国为
民做了很多好事，历任太子少保、
兵部尚书等要职。一次谭襄敏公的
夫人因事被召至宫中，出来后笑着
对丈夫谭襄敏公说：数十年前之
梦，今日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当时我登上到李家的迎亲轿后，中
途突然迷糊着睡了过去，梦见有两
位皇宫中的宫女把我引到宫殿中，
宫阙雄伟壮观，经过了数重宫门
后，忽觉腹胀要上厕所方便一下。
这样两位宫女便把我引至皇宫中的
厕所，让我在一个红色的马桶上方
便。结果醒来时就已经失禁了。心
中虽觉羞愧，然而也知道此梦必然
有缘故，故而隐忍等待再配佳偶。
过去之所以不把此梦告诉别人，是
怕别人说我故意编造出这么一个说
法而为自己遮羞。
然而今天我入皇宫，所见的
一切皆和数十年前的那一个梦中的
景象一模一样，走到中途我也是觉
的要如厕，便被宫女引至厕所，到
了厕所一看啦，竟然也和梦中的景
象完全相符。这样看来，当年没有
那个梦，也就没有今天这样的荣耀
了；然而反过来说没有今天这样的
荣耀，那当年肯定就没有那个梦
啦，神的安排真是奇妙啊。谭襄敏
公听完夫人的述说后大为感叹，觉
的真是万事早有定数，一切都在神
的安排与掌控之中，他与夫人也真
是天作之合，姻缘早定啊。
看来，姻缘真是早有定数啊，
那么人的婚姻如何好或如何不好，
也都是在神的安排中的，都不是无
缘无故的，那么在家庭关系中，我
们也一定要用善心和宽容来对待自
己的配偶、家人、亲友。（资料来
源：《耳食录》）

清代古籍《秋灯丛话》中关于小人的记载
据清代古籍《秋灯丛话》记
载：曾有人在济南的一家旅店里见
到有人拿着一个蒙着布幔的木龛。
只要观众给钱，木龛的主人就揭开
布幔。这时从木龛中就走出一个小
人来。只见这个小人身高六、七
寸，留着白胡须，衣着类似于道
袍，还穿着红色的靴子。这小人出
来在四周走动，还一边说着话，只
是说话的声音太小令人无可分辨。

随后，木龛的主人又挥挥手，那小
人就乖乖的又回去了。
其实这种身高不足一尺的小
人，不仅在《秋灯丛话》中有记
载，在《山海经》以及宋代编写的
《太平广记》等诸多古籍中都有记
载。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小人曾在地
球上生存。这样看来，生命的奥妙
实在是超出了现在科学所知道的那
一点啊！

英国超自然大师京斯敦
（Isabelle Kingston）于1982年
在催眠状态无意间接收到一个信
息：「守护者」对她说，其将在七
天内于斯尔贝瑞山（Silbury）的
农田内做出显示。七天后，5个一
列呈塞尔特式十字架的麦田圈，出
现在五千年历史的斯尔贝瑞山下。
守护者指的是宇宙中的一群觉
者，他们常在历史上动荡变化的时
代中指引人类。这一概念一直贯穿
古埃及的经典，他们被认为是欧洲
最高峰－施尔贝里山的创造者。
守护者说，这些图案是高级生
命的思维过程所创造，这种思维波
因大气层和物质世界阻挡减慢而转
变成光和声音，人们最终会明白这
一原理。光和声音也的确与目前人
类对麦田圈形成机制的研究不谋而
合。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变动的时
代，所做的任何决定都会影响到未
来。事实表明，接触过麦田圈的成
千上万的人因此获得了更积极的世
界观，且这种观念的改变正静静渗
入每一天的生活中。
许多研究麦田怪圈现象的人都
认为麦田怪圈指向了2012年12月21
日及其以后，这可以被解释为人类
或地球经过里程碑事件后重生。

“神医”的秘密（下）
文/王元甫
根据古代医书与史书的记
载，“神医”扁鹊与华佗都具有
透视人体的能力，扁鹊的透视能
力被称为“洞垣之术”（隔墙看
物），华佗的透视能力被称为
“神目”。两人也都会做外科手
术，扁鹊会做“换心术”，华佗
会做腹部与开脑手术。那么他们
的“神技”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这是大家所亟于想知道的。

是如此；师父要选徒弟，而且只
选一位心性最好的正传，其他的
徒弟只能得皮毛。只有正统“医
道”才能出“神医”，治病有
“神迹”；其实，皮毛的医技已
经相当能治病了。
《黄帝内经》是黄帝所传，
是中医的圣经，有文字医理的部
分；然而“医道”重要的部分是
修炼，就是黄帝告诉雷公说：
“慎之慎之，吾为子言之。”关
键的部分不会写在经书上，都是
师父“口传心授”，秘传给弟
子，外人很难窥其奥秘。所以，
《黄帝内经》不仅古代人难于理
解，现代人更难懂。
古代“神医”为什么会有透
视人体的“特异功能”呢？就是
因为修炼。其实，“特异功能”
是人的先天本能，属于“先天的
我”。人有“先天的我”与“后
天的我”两部分：
（1）“先天的我”是生命
的最根本，也就是“元神”，
“元神”来源于天国，是纯洁、
善良的；
（2）“后天的我”是后天
不好的思想，是自私、不善的。
古代道家修炼是“性命双
修”，既要修心性、重德（重视
道德），也要炼气功修命（长生
之道）。古代“神医”就是经过
修炼，去除后天不好的思想，才
能返回到“先天的我”元神，也
就是“返本归真”，如此人的先
天本能“特异功能”就能自然显
现出来。

“神医”扁鹊、华佗是黄帝
“医道”的传人
王勃是唐朝初年人（有名的
《滕王阁序》是其作品），曹元
是王勃的好友，当时住在长安。
根据《新唐书·王勃传》，王勃
与曹元交友，从曹元学习许多医
学的秘术，所以王勃才在文章中
透露医道传承的谱序：岐伯→黄
图：李时珍采药图
帝→历九师→伊尹→商汤→历六
方·大医精诚》就曾强调医德的
师→姜太公→文王→历九师→医
重要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
和→历六师→扁鹊→历九师→华
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
佗→历六师→黄公→曹元。
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医道”起源于上帝（道
孙思邈认为作为一个伟大
家天界的皇帝），属于“神传文
的医生，必须要在修养上神志坚
化”，后经先师（岐伯的老师）
定，处事上不急不徐，思想上欲
与岐伯，传与黄帝，从此开创中
望少、无所求；先要发慈悲大善
医五千年灿烂的文化（上帝→先
之心，发愿解除病人之苦痛。这
师→岐伯→黄帝）。黄帝将“医
与现代许多医生重视金钱、不顾
道”传给雷公，后传到商朝与周
医德形成鲜明的对比。尤有甚
朝的王室，再传到战国时代的扁
者，有自称所谓“神医”，公然
鹊（距今二千五百年）与东汉
行诈骗之实。嗟乎医德之荡然，
末年的华佗（距今一千八百年
已然几乎无所存！
前）。扁鹊与华佗有神奇医术，
被称为“神医”，就是因为他们
结语
是黄帝“医道”（上帝所神传）
“神医”重“医德”
“神医”扁鹊与华佗神奇
的正传弟子，所以显现出来的就
除了扁鹊与华佗之外，中国 的医术是我们所赞叹的，但“神
是透视人体、开刀做手术的 “ 古代还出了许多“神医”，例如 技”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要
神技”。
唐朝的孙思邈与明朝的李时珍。 经过修炼。经由修炼、重德才能
古代“神医”必须重德，通过修 将后天不好的思想去除，重返先
神医的秘密在于“修炼”
炼才能够达到的，行医自然表现 天善良、纯真的“元神”，也就
那么“神医”的“神技”是
出淡泊名利，济世救人之心。大 是“返本归真”，人的本能“特
从何而来的？古代道家修炼是秘
医学家孙思邈在其钜作《千金要 异功能”就能自然显现出来。
传、单传的，中医的“医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