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

天人之際

二零零七年七月六日

千 年 輪 迴 我 是 誰？
如果我注定要在千年輪迴中
沉淪，那數千年輪迴中的人還是
我嗎？我生生苦苦追求、世世癡
癡等待的真情，為什麼一次又一
次對我造成傷 害？多少個夜深
人靜時我無語問蒼天。我渴望父
母疼愛，卻自幼父母離異，使幼
小的心靈飽受寄人籬下、厭惡多
嫌的傷害，冷箭暗算；我渴望朋
友肝膽相照，最知心的朋友卻對
你背後插刀；我渴望夫妻恩愛，
白頭到老，卻誰知……。我的心
千瘡百孔，我恨自己卻又無能為
力，老天爺，為什麼你慷慨地給
了我一顆多情而又善感的心，卻
又吝嗇地收回了我渴望的真情。
我祈求上蒼告訴我為什麼？
直到有一天我走進大法中修
煉，我才明白了人生的真諦──
吃儘世上萬般苦，只為今天得法
度。

一、紅顏禍水──春秋戰國一
皇妃的悲慘命運
春秋戰國時期，我是一個小
國國王的愛妃，在一次慶功宴上
被當時的護國大將軍看到，宴會
後護國大將軍多次糾纏都被我巧
言拒絕。惱羞成怒的大將軍一氣
之下投敵叛 國，帶領敵國的軍
隊兵臨城下。我和國王站在城牆
上視察軍情，護國大將軍威脅國
王讓出王妃，否則片甲不存、血
洗王城。夫妻情深的國王決不退
讓，下令死守。最 後還是城破、
國亡。國亡後的我，隨著國王的
死亡也心如死水了。我一個人逃

唐朝結緣
到了深山中，開始了我青燈古佛
孤苦伶仃的修煉生涯。

二、唐朝結緣
在太平盛世的貞觀之治期
間，我、丈夫、兒子我們一家三
口從印度來到大唐長安。我的名
字叫輪度，因不能生育過繼了夫
家的侄子為子，當時我的丈夫在
皇宮太醫院任太醫官。若干年
後，丈夫病重，想念當朝的聖
上。我受丈夫囑托，來到皇宮，
拜見了當朝太宗皇帝李世民。當
得知我也是從印度來到東土大唐
時，唐太宗哈哈大笑 說：「我當
皇帝不是目的，我是為了埋線，
埋緣份這根線。」

三、未婚夫落發出家

大概是在宋朝的時候，我出
生江浙一帶。從小訂下娃娃親的
未婚夫因父母雙亡而家道敗落。
員外父親聽說後就把他接回家中
廂房讀書，以備來年應考。
從小喜讀佛經、一心向佛
的未婚夫有一天被窗外木魚聲吸
引，然後打開房門隨著木魚聲進
入寺院落發出家。
得知情由的我穿街過巷，
滿世界的尋找，只要有寺院的地
方，就有我的身影。幾個月過去
了，鞋子破了，頭髮亂了，臉黑
了，終於在杭州城外的一個寺院
附近我看到了做和尚的未婚夫。
我 一路緊跟來到寺院門口，
大門「叭」的一聲關上了。我在
門外拍門大哭，懇求住持開門一
見。半天後一個大和尚打開大

門，告訴我寺中並無此人。我說
我親眼見他進 的這個門，你讓
他出來見見我，他肯定會跟我回
家的。和尚見勸說無效，怒道：
「你一個大姑娘家，滿街亂跑找
男人，你還知不知道羞恥？要不
要臉面？你看看你現在的樣子，
實話告訴你，他是在寺院中，
但是他就是不願見你，你快走
吧。」
滿腹心酸和委屈，又遇上和
尚的一番羞辱，到家後的當天，
我就用三尺白綾結束了自己年輕
的生命。

四、道台府中的二夫人
明朝年間，我出生在一個清
貧的秀才家中。十七、八歲的時
候被當地道台大人看中美貌，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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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中作了二房夫人。
嫁入道台府後得知，大夫
人婚後二十年來未育，又生性刁
鑽、毒辣。僕人們做錯事時，輕
者破口大罵，重者棍棒毒打，所
以我在府中也如履薄冰，謹小慎
微，一時倒也相安無事。但看到
身邊的僕人遭受委屈、生活有困
難時，我總是私下好言寬慰、拿
出私房錢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一 年多後，我懷上身孕，老
年無子的道台驚喜萬分，對我倍
加寵愛。使得大夫人記恨在心，
無後為大的古訓為我遭來了殺身
之禍。懷孕七個多月時，道台大
人到外地辦案，害怕母以子貴的
大夫人就命令僕人下毒藥害死
我。手捧藥碗的僕人看到我沉重
的身子想起了我對他重病母親的
多次幫助，一時心軟，告訴了我
實情。
大驚失聲的我雙腿跪地，淚
流滿面地苦苦哀求讓他想方設法
放我一條生路，並承諾遠離道台
府，奔走他鄉，保證不讓道台大
人和大夫人知道我的蹤跡。經過
再三苦苦哀求，好心的僕人用蒙
汗藥換下了毒藥。我喝下了蒙汗
藥裝死被僕人送出了道台府。
不知過了多久，一陣震耳欲
聾的雷聲和巨痛使昏迷中的我醒
了過來。九死一生的我在城外亂
草墳中早產了。在電閃雷鳴、風
雨交加中，我懷抱一個多月的早
產兒離開了家鄉。[未完待續]◇

文／大陸大法弟子

奇妙的人體光暈
8 0多年前的一天，漢堡大學
醫院的理療暗室裡漆黑一團，醫
生正在給病人進行治療。突然，
一個驚人的奇蹟發生了：裸體病
人的外圍出現了一圈光暈，它像
飄渺的雲霧，又如凝聚的氣體，
色彩瑰麗，忽隱忽現。以後，美
國著名神經生理學家托尼安模擬
了這所理療室的實際環境，成功
地將這種光暈拍攝成了照片。這
一發現轟動一時，許多科學家對
此進行研究，證明人、動物、植
物等各種生物只有在活著的時
候，身體才能發射出這種超微弱
光。
不同機體有不同的發光強

度。身體愈強壯的人，發光愈
強；體力勞動者或喜好運動的人
比腦力勞動者發光強；青壯年發
光強度比老年人強一倍多。
人體光暈的分佈有一定的規
律。就同一人而言，一般手指尖
的光最強，臂、腿和軀幹較弱。
上肢發光又往往比下肢強。人體
的不同部位雖然緊密相鄰，但它
們發的光強度竟可相差一倍、兩
倍，甚至十幾倍。同一個部位，
發光強度始終維持在某一發光水
平，直到生命狀態發生了特殊變
化。
體表發光與人的生理狀態及
體內器官有著內在聯繫。試驗證

明，人體在某些疾病發生之前，
身體會顯示出一種干擾的「白
冕」。此外，癌細胞生長也會放
出一種奇異的暈光。精神病人、
酗酒者和吸煙者手指上有時出現
光暈缺口。有人還拍攝到了男女
指尖相接觸時的「光暈照片」，
其中女性的光圈會神奇地向前伸
去，男性的光圈則略微縮小以順
應和適合女性的光圈。人的思維
的變化，也會引起光暈的變化，
如一個人想用刀子刺殺另一個人
時，他的指尖光暈就變成紅色旋
光，而有預感的受害者指尖的光
暈則會變成橘紅色的一團。
科學家在研究中發現，人
體所發出的微弱光，對醫學上臨
床診斷作用非淺。健康人的體表
左右兩側相應部位的超微弱光的
強度是一一對稱的，即處於平衡

夢中救人之謎
這是發生在波蘭捷爾那克的
一個真實而感人的故事。
少女梅娜與青年勞斯相愛，
可是世界大戰的爆發拆散了這對
相愛的人兒，勞斯當兵上了戰
場。從此，梅娜每天都來到村口
等待心愛的人兒回來。就在戰爭
結束前一個月，梅娜突然做了一
個怪夢，夢見勞斯被一塊大石阻
隔在一個無法脫身的山洞中，再
怎樣費力也推不開巨石。
梅娜對這個夢感到奇怪，但
也說不清為什麼，仍只是每天到
村口等待……誰知 第二年夏天她

又做了同樣一個夢，只是這次夢
中出現了一個城堡，城堡的出口
讓崩塌的巨石堵住，勞斯的呼救
聲就是從那城堡中傳出來的。
這次的夢給了梅娜一種預
感，她覺得勞斯真的會在城堡
中，就踏上了尋找城堡的路。由
於說不出城堡的名字，只能漫無
目的地在全國尋找，所有人都認
為梅娜是瘋了，可梅娜堅信自己
的預感。
1920年4月的一天，梅娜來
到熱窩的一小村莊外，她突然發
現山頂上有一個城堡，就像夢中
的城堡。她不顧一切的向城堡奔
去。村民對梅娜的表現十分驚
訝，也 跟著來到山頂城堡廢墟

外。聽了梅娜的敘說，大家都來
幫忙。誰知這樣幹了一天，奇蹟
出現了，石頭下果真傳出一個男
人的呼救聲。大家很快搬動石頭
救出了這個人，而這個人果真就
是勞斯！
原來，勞斯在戰爭中以城堡
為掩體，可是炮火擊中城堡，把
他埋在了山洞中。好在洞中有水
和食物，他就這樣在山洞中活了
兩年。
按照現代科學的觀點來看，
人的意識是由於大腦皮層內的分
子、電子發生了一系列複雜的物
理、化學變化，從而產生了神經
信號引起的，和外部真實的世界
應該 沒 有聯繫。可現實生活中確

狀態；而不同的疾病患者會出現
一個至幾個和疾病相關的、特有
的發光不對稱點，稱為病理發光
信息點。這些有特殊診斷意義的
病理發光信息往往出現在經穴
上，它與左右兩側的發光強度相
差約一倍。這樣，客觀地測量被
檢查者體表各個發光信息點的發
光是否左右對稱，就可診斷他有
没 有病。再根據這發光不對稱信
息點，即病理發光信息點出現的
部位，可以分析得了什麼病。例
如，腎炎患者，他的發光不對稱
點出現在腳心湧泉穴的部位；肝
病患者的病理發光信息點往往出
現在足趾的大敦穴上或是在足竅
陰穴上。病情愈重，病理發光信
息點上發光不對稱狀態愈顯著；
如果經治療病情好轉，這種不對
稱狀態又會向對稱狀態轉化。

人體體表有12條高發光線，
其發光強度比別處要高得多。這
12條高發光線就是中醫理論描述
的12條經絡線的循行路線。人體
體表發光規律，證明瞭中醫理論
的經絡學說、陰陽學說等都是正
確的。◇

實有許多人也遇到過夢中的事
情最後竟和真實情況如此「巧
合」。那麼為什麼會有這種奇特
的現象存在呢？用簡單的「巧
合」顯然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釋這
種現象。這裡涉及一個根本問
題，人的思維到底是完全由大腦
產生的，還是如修煉界所認為的
由獨立於大腦、存在於另外空間
的元神產生後再反映到大腦中？
如果是後者，那麼又涉及到一個
更大的問題，即人的生命其本質
是我們的肉體，還是真正產生意
識、獨立於大腦的元神？
《轉法輪》中有這樣一段
話，也許讀者可以從中找到自己
疑問的答案：「你做夢時一會兒
這樣，一會兒那樣，到底是從哪
來的呢？在醫學上，說是我們的
大腦皮層發生了變化。這是表現

在這個物質形式上的反應，其實
它是受了另外空間那種信息的作
用。所以你做夢的時候你感到稀
裡糊塗的，這都與你毫無關係，
你也不用管它。有一種夢和你有
直接關係，這種夢我們不能把它
說成是夢。你的主意識，也就是
主元神，在夢中夢到親人到了跟
前；或者確確實實感受到一件事
情；看到什麼東西或者做了什麼
事情。那麼就是你的主元神真正
地在另外空間裡做了什麼事情，
看到了什麼事情，也做了，意識
清楚、真切，而這種事情確確實
實是存在的，只不過是在另外的
物質空間中，另外的時空當中去
做的。你能把它說成是夢嗎？不
是。你這邊的物質身體確實在睡
覺，也只好說它是夢了，只有這
種夢對你是有直接關係的。」◇

雙手的光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