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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际

睡觉时才会作画的“梦游画家”
英国北威尔士亨兰市36
岁男子利·哈德文是一名令
人称奇的“梦游画家”——
从小患有梦游症，他醒时毫
无艺术细胞，只要他在梦游
时作画，每幅作品都充满
艺术灵感。哈德文被誉为
“梦游毕加索”，而他的一
幅“梦游画作”的价格高达
5000英镑。
梦游作画十来年
36岁的利·哈德文是
英国北威尔士亨兰市一名男
护士，从4岁起就患有梦游
症，常在梦游状态下四处走
动和玩耍，二十来岁时，
他开始喜欢上了“梦游作
画”。哈德文回忆说：“大
约15年到17年前，当我在一
个朋友家中过夜时，他母亲
深夜起床后震惊地发现，
我竟在他们的厨房墙壁上画
画。”哈德文称，处于清醒
状态时，自己从来没有任何
艺术细胞，在梦游状态下的
创作却充满艺术灵气。
哈德文梦游时喜欢在家
中的任何地方画画，画画的
主题也多种多样。一次，哈

德文梦游时竟用剪刀剪掉他
最好的一条牛仔裤，然后将
一块布条装饰在画框中。为
查明自己梦游作画的事实，
哈德文还在家中安装一台监
控摄像机，监控录像显示，
每到深更半夜，哈德文就会
起床，拿起笔在家中画画。
哈德文对自己梦中作画毫不
知情，总在第二天早晨醒来
时，才发现家中又多出了一
幅新的画作。他称：“一夜
醒来后发现身边都是画作是
一种让人目瞪口呆的感觉，
但我完全不记得画过它们。
最奇怪的是，当我醒来后拿
起铅笔试图再作画时，我连
一幅最简单的素描也画不出
来。”
一幅画5000英镑
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
一部新纪录片曾披露了他的
故事。片中一段录像显示，
哈德文梦游期间能极快地作
画，却对现场目击者呼唤他
的名字毫无反应。英国许多
大画廊都要求得到哈德文的
“梦游画作”，并预期这些
画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

2007年10月，哈德文的“梦
游画”在英国丹拜市图书馆
进行展出时，一名艺术爱好
者竟以5000英镑的高昂价格
买走了哈德文创作的一幅素
描。
英国爱丁堡睡眠中心的
专家曾对哈德文进行研究。
专家困惑地称，哈德文是一
个非常独特的案例，他们还
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喜欢在梦
游时作画。
哈德文称，他最担心
的是“梦游作画”的能力一
夜间消失。“这是我完全无
法控制的能力，谁也不知道
它来自哪里。每天早上醒来
看到床边又多出来的画作
时，我总是会如释重负地舒
口气，感谢这一天赋仍在身
上。”
解开梦游之谜
长期以来人类对梦游症
既熟悉又陌生。梦游症是人
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病态生
理现象，该病在儿童和青少
年中的发病率是3％，在成
人中占到0.5％，然而，现
代医学界至今没能说明梦游

儿童身心疾病的新疗法

—— 专访《我家小孩的前世》作者卡洛·鲍曼
文/青青
年幼的孩子怕爆炸声、
怕火或者怕水，是很多有小
孩子的父母都有过的经历。
卡洛·鲍曼是有这类经历的
母亲之一。但是与大多数母
亲不同的是，她没有忽视自
己的孩子的恐惧症，而是尝
试以催眠法来探索症状的根
源。她的意外发现，不仅改
变了她的生活轨迹，还引导
她进入了现代科学研究的前
沿领域─ 生命轮回研究。
卡洛和家人住在宾州
费城郊区米迪亚(Media)附
近的一个树木掩映的幽静的
居民区。3月29日，一个春
雨朦朦的早晨，卡洛在她的
书房兼工作室接受了采访。
这位《我家小孩的前世》
[1]畅销书的作者，向采访
者娓娓道来自己是如何发现
子女恐惧症的前世因缘的。
在她小儿子切斯五岁的那年
国庆节，当伴随着巨大爆炸
声的鞭炮和烟火升空时，切
斯没有象往年一样兴高采烈
地观赏，而是开始歇斯底里
地大哭，直到卡洛带他到远
离爆炸声的家中他才渐渐平
静下来。切斯的反常使卡洛
十分不解，因为他一直是个
胆大调皮的孩子。在这之后
切斯的恐惧症再次爆发，那
是在游泳池边听到跳水发出
的巨大声响的时候。在友人
的建议下，卡洛尝试用催眠
法帮助切斯解消恐惧。而切
斯的描述是卡洛万万没有料
到的。切斯一开口就说自己
是个成年军人，躲在岩石后
向敌人射击，四处是硝烟和
火光、轰隆巨响，他的右手
腕被子弹打中，伤口在流血
……他描述了自己身在战场

中的种种情绪和苦恼。切斯
的叙述栩栩如生，宛如身临
其境，那是一个五岁儿童不
可能有的经历和体验。尤其
使卡洛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切
斯所描述的右手腕受伤部
位，正是他从襁褓起就不断
发疹的地方，他经常把那个
部位抓得流血。为了防止他
把右手腕抓破，卡洛经常在
那里给他缠上绷带。而令卡
洛惊讶的是，切斯在回溯了
他前世的军人经历后几天，
手腕上的疹子完全消失，而
且再没有复发。切斯对巨响
声的恐惧症也痊愈了。
这一亲身经历，使卡
洛开始对儿童轮回研究产生
了兴趣，并在这之后十几年
致力于儿童轮回案例的收集
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
了两本书籍《我家小孩的前
世》 [1]和《天堂归来》
[2]。《我家小孩的前世》
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切斯和其
他儿童的前世记忆案例，其
中一章是“儿童前世记忆实
用指南”，指导父母如何分
辨儿童的前世经历和幻想，
当发现自己的孩子有前世记
忆时如何做。这本书已经被
翻译成中文出版。
在过去的十几年案例收
集和研究中，卡洛说她感到
最受触动的是在北美有很多
儿童能够记忆和描述自己的
前世经历，可是很多时候父
母都把它们当成孩子的幻想
而忽视了。而儿童的一些心
理问题比如恐惧症等是与前
世经历有关而且是能通过回
溯法来治疗的。她写书的目
的就是帮助其他父母怎么更
好地与孩子交流，当孩子们
谈到他们的前世经历时与孩
子交流是有益的，而忽视、

压制孩子的轮回转世记忆往
往会失去治疗孩子疾病的机
缘。
卡洛说她的切身经历和
这十几年的轮回案例研究，
使她对生命和死亡有了更深
层的认识：人不只一生，人
死了以后，灵魂还活着，还
可能再转生成人。人生就象
一个舞台，人的每一生就象
在舞台上扮演的不同角色。
善待别人，就象自己希望被
别人善待一样。她说，“我
不再害怕死亡了，因为转生
后能继续爱你曾爱的人，
重新与他们在一起。……当
我们学习怎样爱，怎样慈悲
地活着，通过行为和思想来
升华自己，我们就会变得越
来越轻，越来越理性，最终
与生命的创造者─神成为一
体。也就是说，通过持续不
断的思想和行为的升华，让
自己离神的境界越来越近，
越来越慈悲，能知道所有生
命间的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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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发的成因，只是含糊的归
咎于遗传、心理压力、睡眠
问题等因素。
从令人难解的梦游症
来看，人的身体的复杂性看
起来远远超出了现代医学的
界定。如果把人的身体比作
为一部小车，那么其中可以
控制这部车的生命就是坐在
车里的人。一般情况下，对
车有驾驶权的司机，是这部
车的主宰。但若司机困乏至
极，身边的坐客也就会乘机
代劳了。交换位置之后，车
的命运则完全交到了这位新
司机手里。
在法轮大法的著作《转
法轮》中，李洪志大师揭示
了“人除了他的主元神（主
意识）之外，还有副元神
（副意识）。”回到前面例
子中的司机与乘客，如果从
这样的认知来全新看待生
命，梦游症的谜底也就不难

揭示了。
平时一个人的身体是由
主元神主宰的，而睡梦中在
主元神迷糊过去了，身体就
可能被副元神甚至另外空间
的其他信息控制，就是我们
所说的梦游。
以上只是笔者个人根
据自己对法轮大法著作的理
解，对梦游现象的思考。法
轮大法有着更深的内涵，感
兴趣的读者，请上网免费
下载阅读法轮大法原著：
http://falundafa.org

帝王与相国生死皆有定数
文/莫求
北宋仁宗在位时期（西
元1023年—1063年），有
一位著名的大臣名叫庞籍，
字醇之，被誉为 “天子御
史”，封为“颍国公”，以
太子太保退休回家。按世人
的习惯，人们多称呼他为
“庞相国”。在一些小说中
将他描写成反面人物，实际
上他对国家立过很多功劳。
当然这都与本文无关。
嘉祐八年（西元1063
年），也就是宋仁宗在位的
最后一年。那时宋仁宗已经
得病了，久治不愈。恰好在
那年的三月份庞相国也身染
重病，病情日渐沉重，到
了三月下旬的一天昏迷了过
去，奄奄一息，然而不久庞
相国又苏醒了过来，病情有
所好转。第二天，庞相国便
命家人取来纸笔，屏退左右
人等，亲自给仁宗写了一封
奏疏并密封好让其子代他上
呈皇帝。
家人都认为他刚刚苏
醒精力不济，奏疏内容恐怕
有些不太妥当，便自作主张
没有上奏。又过了几日，到
了三月二十七日时，没曾想
庞相国竟突然病情加重去世
了。此时庞相国的家人想起
前几日的奏疏，便将其作为
遗物拆开来检视。
一看，奏疏大致内容
如下：禀报陛下，臣昨日昏
迷初死之时，便有人引导我
的元神上天去朝见玉皇，进
入一个天上的大殿之中，有
人安排我站在下面行礼叩拜
玉皇。之后便有人传玉皇诏
书说：先让庞某暂返人间，
日后让他与南岳真人一同归
来。这样，我的元神又出了
殿门，又有人在前引导我来
到另一处殿宇中，让我上前
礼拜南岳真人。礼毕，臣抬
头一看发觉南岳真人竟然正
是陛下您啊。然后我的元神
便被送了回来，臣的肉身就
苏醒了，感觉病好了很多，
臣立刻派人询问您的病情，

得知陛下您的病情也大有起
色。臣大为欣慰窃喜，认为
上天还是要让我们在人间继
续做君臣啊，故而特此上
奏，请陛下不要为病情担
忧。
家人看后大为吃惊，因
为按此奏疏所言，宋仁宗皇
帝乃南岳真人下世，是要与
庞相国一起上天的。果然又
过了一天，三月二十九日便
传来了宋仁宗驾崩归天的消
息。
看了这篇历史记载，真
是太神奇了，仁宗与庞相国
都是天上的生命下世，上天
也安排了他们如何回去。仁
宗与庞相国想来肯定都是得
到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医疗救
护，无论庞相国多么想与仁
宗在人间继续做君臣，俩人
到了该去世的时候谁也留不
住。可见，生死皆有天注定
而不遂人愿。
其实不仅帝王与相国
之生死有定数，人间万事也
都有上天安排。目前就有一
件与中国人民生死相关的上
天安排。2002年贵州平塘县
发现了一块“藏字奇石”，
该奇石上有六个排列整齐的
大字“中国共产党亡”，
其中那个“亡”字还特别的
大。经中国各地权威地质专
家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该
“藏字石”未发现任何人工
加工的痕迹，是自然形成
的。上天有好生之德，石头
上出现“中国共产党亡”六
个大字，正是上天在提醒中
国人民赶快声明退出中共的
党、团、队组织啊。中共要
灭亡，这是天意，这一历史
必然无论任何人出于任何动
机都阻止不了。目前法轮功
学员之所以劝人退党，完全
是因为他们知道了天意的安
排，不愿看到曾加入过中共
党、团、队的人们成为中共
灭亡的殉葬品啊！想清楚了
这一点，声明退党退团退队
的人们那才是真的明白人。
（资料来源：《括异
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