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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際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日

天上飛沙，地上走石，天
象來臨，必有石情。奇石異象不
僅歷史上有記載，當今社會也正
在顯現，自古奇石出世、人間必
有大事發生。下面是其中的幾個
例子：

一、秦朝：「始皇死而地分」
秦始皇在臨死前不久，天
上掉下來一塊大隕石，隕石上被
發現寫著幾個字——「始皇死而
地分」。秦始皇查不出來是誰寫
的，就把隕石周圍住著的人全都
殺掉了。然而，這句話就是上天
的預言，很快秦始皇死了後，被
他滅亡的六國紛紛復國，應驗了
「始皇死而地分」。這個事件記
載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

二、元朝：「石人一隻眼，挑
動黃河天下反」
元朝至正年間，黃河氾濫。
丞相脫脫派賈魯調集十三路民夫
治理黃河。修河之前，黃河南北
流傳著這麼一首童謠：「石人一
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修河
道的時候，挖出來一個獨眼的石
頭人像，背後就寫著「石人一隻
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這句話。
接著就是農民起義的總爆發。此
事記載在《元史•志第十七下•
河渠三》中。

三、吉林隕石雨
一九七六年三月八日十五時
一分，吉林地區方圓五百平方公
里範圍內降落一場世界罕見的隕

在2001年9月的《生殖醫
學》（Journal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發表的一篇論文報導
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研究結
果：禱告者的祝願可以使人工授
精懷孕的成功率提高近一倍。
這項研究是由哥倫比亞大學
內外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完成的。
過程中沒有任何宗教組織介入或

石雨。當地上空先出現一個大火
球，很快分裂成三體，落下了三
塊大石頭和無數小隕石塊。民間
流傳說，隕石雨百年不遇，對應
著人間的大人物陽壽要到頭了。
果然，當年周、朱、毛三人都在
一九七六年去世。而無數小隕石
塊，則對應著七月二十八日的唐
山大地震，二十四萬人死亡，
十六萬人重傷。

吉林市隕石雨博物館內展出的隕石

據當地老人們講，這塊石頭
的確像一位道行高深的預言家，
在幾百年的人世滄桑更迭中，每
一件大事發生來臨之前，它都及
早而準確地警示給當地的人們。
比如：明末的李自成起義、滿清
朝廷的屠城、八國聯軍進中國、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華，文化大
革命、非典（也就是薩斯病）等
等，每一件事情的發生，當地人
都因為這塊石頭而提前預知了。
而這塊奇石據當地老人講也是
「金口難開」，每一次事件發生
前也只是叫喚那麼幾次，而這幾
年來「豬叫石」都連續不斷的鳴
叫，使當地的老人們意識到不久
的將來，一定有一件超過歷史上
所有事件的大事將要發生。

四、豬叫石

五、貴州平塘縣的「亡共石」

「豬叫石」位於中國林州市
太行大峽谷風景名勝區內的高家
台輝伏巖自然村旁，豬叫石也稱
「報警石」、「靈通石」、「神
石」，因為它的發音像豬叫，所
以被稱為「豬叫石」。
傳說豬叫石每逢天下有事，
必叫無疑，大事大叫，小事小
叫。叫時手摸有微顫之感，近前
響動，叫聲嘎然而止，待靜後叫
聲復起，其叫聲有動感，像豬在
石頭裡邊跑邊叫，聲音忽高忽
低，但難以錄音。豬叫石被世人
稱之為「太行第一奇觀」、「千
古之謎豬叫石」。由記者報導
過，也有專家前去察看過，但無
人能解釋。

豬叫石為什麼這幾年狂叫，
到底要發生什麼大事呢？也許人
們還在猜測，但是看一看貴州平
塘縣「亡共石」，也許可解此
謎。
在貴州平塘縣掌布風景區發
現了一塊二億七千萬年前的藏字
石，這塊石頭從高崖上墜地後，
一分為二。二零零二年六月被當
地村民發現石頭斷裂面上的藏
字，可以清晰的辨認出藏有六個
大字「中國共產黨亡」，國內多
家媒體包括新華社、中央台等，
都有過報導和專題。當然，它們
都不敢報最後一個「亡」字。平
塘縣邀請多批地質學家、古生物
專家對「亡共石」鑑定。專家結

資助，觀察對象是1982年12月至
1999年3 月間在韓國漢城一家醫
院（Cha Hospital）接受人工授
精的199名婦女。這些婦女被分成
兩組，一組（100人）接受祈禱
者的祝願，另一組（99人）作為
對照。所有參加測試的婦女和他
們的醫生都不知道這個實驗在進
行。參與禱告祝願的人分散在美

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他們沒
有條件接觸身在韓國的受試者。
在看過受試婦女的照片後，祈禱
者開始祝福第一組婦女人工授孕
成功。其結果是令人吃驚的：接
受禱告祝願的婦女授孕成功率為
50%，而對照組僅為26%，幾乎相
差一倍。
由於精神作用是不可視的，

太行「豬叫石」被人稱做「神石」

論是，這些字都是由天然形成
的，這種偶然形成從概率來講是
「不可能事件」。文字圖案上還
有2億年前的海綿、海百合莖、腕
足類動物等古生物化石碎屑，它
們的形態和現代生物截然不同，
在21世紀的今天也是找不到的，
所以人工無法偽造。
倘若「中國共產黨亡」確是
天意，這麼大的事要發生，豬叫

「亡共石」上「中國共產黨亡」六個字清晰可見。圖為貴州平塘縣掌布風景區門票。

所以我們通常在目的成功的時
候，仍然懷疑祈禱的作用的科學
性。然而，科學實驗的結果卻證
明：祈禱的作用與效果是不可否
認的。
在祈禱的瞬間，做祈禱的人
懷著的那種虔誠的態度和善念，
完全充滿了心靈，完全擺脫了人
類後天形成的妄自尊大、目空一
切的壞毛病。也許正是這種虔敬
專一的態度和善心，使表面看來
純粹的精神活動，發揮了作用。

預言和天意
李淳風，唐朝岐州雍縣
人。他自幼博覽群書，通曉天
文、曆法、陰陽學說。曾製造
出在周朝末年已經失傳的渾天
儀，並著《法象書》獻給唐太
宗。歷任太常博士，太史丞等
職，後升任太史令。
當時，唐太宗看到一本
《秘記》，上面記載「唐朝三
世之後，會有女主武王代替唐
室擁有天下。」唐太宗於是秘
召李淳風，向他詢問這件事的
詳情。李淳風回答說：「這件
事的徵兆已經形成。而且這個
人也已經出生，就在陛下的宮
內，三十年後，將擁有天下，
並將唐氏子孫誅殺殆盡。」太
宗問：「如果把疑似此人的人
都殺掉，怎麼樣呢？」李淳風
答道：「這是天意，根本沒有
躲避的方法。況且有王命者不
會被殺掉，恐怕只會枉殺無
辜。況且根據天上的星象顯
示，這件事已成定局，此人就
在宮內，已經是陛下的眷屬。
再過三十年，此人就年老了，

老了就會仁慈了，雖改換朝
代，但對於陛下的子孫，她可
能不會過份傷害。現在如果殺
掉此人，就會結下仇恨，那麼
她必定會重新轉生出世，年輕
時就會心狠手毒。如果這樣，
她殺戮陛下的子孫，必定會一
個不剩。」太宗認為李淳風說
得有理，便沒有再追究此事。
公元690年，武則天廢唐睿
宗李旦，自稱皇帝，改國號為
周。李淳風的預言得以驗證。
李淳風的占卜預測每次
都很靈驗，他還曾將未來一千
多年以後將發生的大事推算
出來，並呈給太宗御覽，這就
是至今仍在廣泛流傳的《推背
圖》。這些預言千百年來被人
們不斷的驗證，其真實可信程
度令人歎為觀止。值得一提的
是，在其的預言中，還有關於
法輪功傳世，以及近幾年來中
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和中
共將因此走向滅亡的預言。
文／清言

當生病的時候，人人都想找
個好醫生。下面這個故事告訴我
們，醫生的好壞不僅取決於醫生的
醫術，還取決於醫生對生命形式的
理解，後者可能更重要。
這個故事節選自病理醫生
Janis Amatuzio的書《永遠的我
們——一個法醫見證靈魂不死》
（Forever ours- real stories
of immortality and living from
a forensic pathologiest）。
書中寫到一個叫Art的人在他
妻子死後，告訴Amatuzio一個有關
他母親（Mary）的秘密。
Mary二十幾歲時因甲狀腺問
題需要開刀，Owen Wangenstein是
她的主治醫生。Wangenstein是明
尼蘇達大學外科部主任，Amatuzio
大夫的父親是個退休的內科醫生，
當年是Wangenstein大夫的學生，
非常尊重和佩服他。
Wangenstein 大夫決定給
Mary開刀，Mary對此感覺也不錯。
但在手術期間發生了意外，Art說
他母親突然發現自己懸在空中，
從天花板向下看。Mary的醫生和

石能不狂叫嗎？其實大家多少都
有感應。人們當前的熱門話題，
議論最多的是貪官、人心敗壞和
退黨大潮（截止二零零七年七
月，上網聲明退出黨團隊的已經
有二千三百萬人）。黨之將亡，
怪異叢生，石頭異象警示世人：
逃脫陪葬的厄運，趕快退黨保
命。

護理人員們忙得不可開交，但一點
用也沒有。Mary自己覺得挺舒服
的，覺得身體很輕，很快樂。但手
術人員，特別是Wangenstein大夫
非常震驚和傷心，想盡一切努力挽
救Mary。Wangenstein大夫的助手
說，看來是不行了，我們救不了她
了。手術人員很不情願地放棄了搶
救，一個個地離開了手術室。
Art 的母親看到了全過程，
雖然替醫生感到難過，但自我感覺
卻挺好，不想回去「編者註：她可
能也不太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她
看到Wangenstein大夫最後一個離
開手術室，只見他用手抱著頭，喊
道：不，不，不，我不能讓這件事
發生！他轉身一個人回到手術室，
Mary的身體躺在無菌手術單下紋
絲不動。漂在空中的 Mary 只見
Wangenstein 大夫朝著天花板叫
道，「瑪莉，瑪莉，回來，回到我
這裡來！」然後，他又開始為她作
人工復甦。
Art回憶說，他母親對這一切
都記得非常清楚。她記得她被各種
各樣顏色的光包裹著，然後下意識

這也說明人類的精神活動並不是
完全虛無 縹緲 的，它也和我們能
感受得到的物質世界發生著相互
作用，或者說它也具有某種形式
的物質存在，只不過我們平時的
善念不夠純、心態不夠誠，那麼
其作用也就小，從而無法被察覺
到罷了。修煉的人可以使自己的
心靈不斷純淨，思想越來越專
一，從而具備更大的力量，甚至
可以出現「特異功能」。
文 / 貫明

地知道了，她如果回來，將會有
一個兒子。Art說到這裡指了指自
己，「那就是我啊。」
這時，Mary決定回到自己的
身體裡，然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Wangenstein大夫興奮地大叫了起
來，招呼手術室人員回來。後來
Wangenstein 大夫守護他的母親整
整一天，寸步未離。
當Amatuzio大夫問Art，
他母親有沒有把這件事告訴
Wangenstein大夫，Art說他不知
道。但過不久，他母親和他父親結
婚了，生了他和兩個姐妹。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如果醫
生片面地理解生命，不僅不是一個
好醫生，對病人也是很危險的。現
在的人迷信實證科學，對生命的認
識非常簡單。在很多情況下，靈魂
離體的現象使當事者困惑，有時甚
至會因為脫離肉體的快感而選擇讓
肉身死亡，放棄人間的責任。
像Wangenstein這樣對生命有
整體觀的好醫生，豈止一次就是拯
救一個病人。在這裡他一下子救了
四條命。其實還不止，因為Art和
他的姐妹都有後代。 文／華一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