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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天人之際

人人都能預測未來

圖：2007年7月20日，來自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手捧點燃的蠟燭，在美
國首都的華盛頓紀念碑北廣場悼念為維護「真、善、忍」真理而遭中共
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呼籲立即結束長達八年的殘酷迫害。

歌曲：請與我比鄰而坐
演唱、配器/關貴敏

詞/英國大法弟子

曲/晨光

請與我比鄰而坐，在寂靜之處。
微閉雙目，發出我們心底的呼喚。
為制止酷刑凌辱，為結束瘋狂屠戮。
為停止一切迫害，心慈意猛何懼苦。
於無聲處，讓我們同將歷史改變。
於無聲處，讓我們同將眾生救度。
同將眾生救度。

英文原詞：
Sit by my side, closing your eyes.
Together in silence, we call for
the end of torturing,
the end of killing,
the end of persecution.
Compassion grows in our hearts,
together in silence our wishes can make a difference.

人類大腦之謎
上個世紀的最後十年，被稱
為大腦十年。科學家獲得了前所
未有的經費來針對人腦進行研
究，希望能夠通過對大腦的研
究，對人類意識和智慧的本質有
所認識，然而結果卻並不令人鼓
舞。
2006 年，電腦行業名聲震
天的人物，Palm的發明人霍金
斯（Hawkins），出版了一本他
對智慧和大腦研究及思考的書
《On Intelligence》。在書中
他認定，科學對人腦智慧研究的
失敗，原因在於科學家們以對待
機器的方式來對付大腦，他們認
為大腦智慧的本質，是記憶和預
測。由於人腦中儲存數據的神經
元突觸有三十兆，因此它們可以
儲存人一生中所有面對過的問
題，因此人類在遇到某個事件的
時候，神經元突觸網絡，很快就
調出數據，獲得了經驗的參數，
於是預測了事件的整個過程。這
就是人類的「智慧」。
本質上說，這種智慧仍然是
邏輯智慧，仍然無法解釋許多非
邏輯現象，同樣無法完滿解釋人
類活動本身。比如說，人類科學
重大進步的關鍵點，大多並非是
邏輯的，而是直覺的。比如凱庫
勒對於苯的結構的思想，是來自
於咬尾蛇的夢中啟迪；同樣，牛
頓的萬有引力，也不是首先來自
數學計算的結果，數學僅僅是對
這個學說表達的語言而已。
大腦研究同樣無法為「我是
誰？」這樣的千古問題給出答
案。如果大腦活動就是人類意識
和人類自我的終極原因，那我們
必須找到一個完整的答案，來解
答大腦如何策劃了直覺，藝術和
愛情等問題，而不僅僅是「智
慧」。

科學對人類大腦的研究，大
概只是近百年的事情，但人類對
自我意識的質疑和探索，卻可以
說已經和人類的歷史同樣長久。
文明之初，人類對自我的質疑，
往往和對天地自然的探索質疑同
時進行。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
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
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
之？明明暗暗，惟時何為？陰陽
三合，何本何化？」屈原在《天
問》中提出的問題，在兩千多年
之後的今天，似乎並沒有解決多
少。
詩人的任務，後來交給了神
學家，之後再由哲學家交給了科
學家。
科學的普及，使得生活在今
天的我們必須通過技術和數學的
語言，來思考和探索天地萬物和
我們自身的自我意識。但科學家
同樣也還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根
本。
面對人腦這個千古之謎，法
輪功創始人李先生，在《轉法
輪》裡，用淺白的語言，從人體
科學的角度，圓滿的解釋了人類
大腦的作用。感興趣的讀者，可
以到網上下載《轉法輪》，自己
閱讀。

劍橋大學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約瑟森教授說，「到目前為止，
一些證據顯示信息可以從未來傳
過來，物理學並不排除這種可
能。」
美軍曾花多年時間建立一個
名為「星門」的秘密項目，專門
調查研究預感功能（該項目後被
CIA接管）。曾參與該項目的瑞汀
博士被大量案例折服了，他看到
一些士兵在預感的幫助下在看似
無法逃生的戰爭中倖存，這種預
感可能是某種想法、感覺，偶爾
還有人「看到」未來。
在瑞汀做的實驗中，志願者
被連到一台改造過的測謊儀上，
當他們看到一些隨機出現的色
情、暴力或悅目的圖像時，測謊
儀就會記錄下其皮膚表面微弱的
電流變化。瑞汀很快發現，這些
戰士在圖像出現前就預感到了，
因為其皮膚表面已經產生了要出
現的圖片給人帶來的相應微弱電
流變化。英國愛丁堡大學和美國
康奈爾大學的科學家也分別重復
了瑞汀的實驗並得到相似結果。

二十世紀的預言家
前述試驗是采用統計方法對
普通人群的實驗；現實生活中還

有一類人，他們具有超出常人的
預言能力，被人稱作預言家。
珍妮‧狄克遜(1918-1997)是
二十世紀美國著名的占星家和特
異功能者。她對許多重大事件的
準確無誤的預言為她贏得了國際
聲譽。她的很多預言一改古代預
言那樣隱晦，而是以詳盡的形式
直接出現在報紙、電視直播上。
她曾經準確地提前預言了美
國肯尼迪總統被刺、馬丁‧路
德‧金被槍殺、前蘇聯領導人的
更替等重大國際事件。1944年11
月，1945年1月，總統羅斯福兩
次在白宮接見了珍妮‧迪克遜女
士。珍妮那時就作出了預言：
「我看到中國將會變成共產黨國
家。」在已知的著名預言家中，
狄克遜女士是距我們時代最近的
現代人，那個時代的美國人都見
證了她預言的真實性。

古代預言中的今天
可以說，自從有了人類就有
了預言。在我國古代幾乎每個朝
代都留下了準確的預言。周朝姜
太公呂望《乾坤萬年歌》、諸葛
亮的《馬前課》、唐初李淳風、
袁天罡的《推背圖》、隋朝步虛
大師的《禪師詩》、宋朝邵雍的
《梅花詩》、明代劉伯溫的《燒

餅歌》和碑記等等。而且這些預
言都驚人相同的預言了今天已經
發生和將要發生的大事，也就是
共產黨對法輪功的迫害和共產黨
因此將滅亡。《推背圖》中有
「九十九年成大錯」與諾查丹馬
斯《諸世紀》中「1999年7月，恐
怖大王從天而降」相印證，指的
就是中共1999年7月20日開始迫害
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而在
這八年間中共的「假惡暴」不斷
升級，也把自己推到了火山口。
但是從中外預言來看，中共
的滅亡不止是一個政黨的問題，
這件事與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息
息相關。《聖經啟示錄》的預
言中非常明確指出加入其中，
舉起右拳向其宣誓的人都有性
命之憂。劉伯溫碑記預言提到
「貧者一萬留一千，富者一萬留
二三；…十愁難過豬鼠年」。所
以現在海內外都流傳著「天滅中
共、三退保命」這句話。大紀元
發表的《九評共產黨》讓人們都
看清它的邪惡本質，引發了至今
超過二千三百萬人退出中共的黨
團隊組織。面對關乎自己性命的
問題，怎能漠然視之呢？無論從
古代預言的真實性、還是從中國
現實來分析，選擇退出中共都是
為自己生命負責的明智之舉呀！

文/李子健

這是一個老套的話題了，太
陽底下沒有什麼事兒是新鮮的，
不過為了再度證明那些經久古老
的教誨，我願意把這個故事與大
家分享。
人與人之間真的是有鐵定規
律在背後，曾有僧人曰：「古古
怪！怪怪古！孫子娶祖母。女食
母之肉，子打父屁股。豬羊坑上
坐，六親鍋裡煮。眾人來賀喜，
我看真是苦。」講的是人世間的
六道輪迴。一家人就是這樣在生
命的輪迴中變換著角色。遺憾的
是在世時人都在夢中，只有生命
走向終點的那一刻方大夢初醒。
也有的人能知往生往事，甚
至是來生來世，這樣的人多半是
一些不執著世間俗事的人，也正
因為不執著，才讓其知道。我的
朋友A君就是這類人，下面是他講
給我的一件事：
八十年代末，我同妻子一起
到了美國，落腳在德州的一個偏
遠小鎮，那兒有一所大學，中國
人很少。剛來美國，經濟還很拮

据，希望能與人合租一套房子。
找來找去，都不合適。有一天妻
子去附近的一家小店買東西，碰
到收銀的韓國姑娘，兩人一見如
故，正好這個姑娘也想找人分租
房間，我妻子一聽，地點價格都
非常適宜，當即就決定下來了。
一搬進去，很快那位韓國姑
娘就與我妻子十分要好，每天嘰
嘰咕咕不停，總是嘮不完。生活
上對我妻子十分關心。有時我們
兩個不免為生活瑣事爭執，每每
此時，那位姑娘就會出來打抱不
平，處處表現出維護我妻子。我
開始還不太注意，漸漸發現她們
倆的關係還真有點不一般。那時
候我開始修煉了，常常有一些超
常的狀態出現。
有一天在打坐。定中，一幅
畫面展現在面前，漸漸看到，是
一位躺在床上的女人，正病入膏
肓，床邊有位小姑娘，看上去是
那個女人的孩子，女人還很年
輕，再看，女人過世了，小女孩
被一個瘦高的男人抱著，那個男

在《紅樓夢》第五回中，賈
寶玉遊歷太虛幻境，見一幅對
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
有還無。以前，每讀到此處總覺
得不甚理解。現在想來，作者大
有深意。
寶玉原是神瑛侍者，「下凡
造歷幻緣」，但是一入塵世，也
就迷在俗中，迷在俗中就難免造
業，甚至還有可能業大下地獄。
寶玉是上界天人下世，根基大，
神不想讓他毀在人中，故而讓其
遊歷幻境，啟發其悟性，提醒其
不要忘記人生根本。這幅對聯就
是告訴寶玉：世人認為的「真」
並不一定是真正的真，人認為的
「假」並不一定是真正的假，不
要迷在常人之中，忘了自己真正

的家，「反認他鄉是故鄉」。
好的文學作品能提煉和反映
出人生要旨，現實生活中，人們
用肉眼看到的「現實」往往也不
是真正的現實。比如，當前中共
還在繼續迫害法輪功，可許多人
看到的只是燈紅酒綠，以為這件
事早就過去了，其實，這不正是
中共掩蓋術所要達到的效果嗎？
如果不掩蓋，大家都盯著迫害來
譴責，迫害是難以繼續維持的。
另外，修煉界的人都知道，
人們肉眼所能看到的「現實」，
其實都是不同程度的假相，現代
科學也間接證實了這一點。比如
肉眼直接看一個桌面很幹淨，可
藉助顯微鏡看時，卻發現桌面上
活躍著很多細菌和微生物；肉眼

人正在掉淚，是那女人的丈夫。
小孩似懂非懂，鏡頭再一轉，漸
漸看清那個過世的女人正是那個
韓國姑娘的前世。而那個小女孩
就是我現在的妻子。
太太曾經告訴我，她五歲
時，母親病故離開了人世，死前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二十多年
以後，她們母女竟然以這種方式
相見了。
那個韓國姑娘當時還正是待
嫁之年，常常跑來讓我們為她拿
主意，「我到底嫁哪個男朋友好
呢？」我心裡就在笑，你在問你
的姑爺和姑娘呢。當然我從來沒
有告訴我妻子，因為人世間人與
人的關係就是這樣，有個深層的
緣分在裡面。
既然人與人就是一個緣，那
麼善緣惡緣都有，碰到什麼都不
必怨天尤人。古人還說：欲知前
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
果，今生做者是。可見把握今世
很重要，結善緣，得善果嘛。

看一杯水是細密、靜止的，可如
果藉助儀器來看，卻會發現杯子
裡的水是由無數水分子組成的，
分子之間有間隙，單個的分子也
都在快速的移動著、振動著，根
本不是靜止的。
如此說來，「眼見為實」的
說法，在一定前提下有道理，可
在更高的境界中看，不反而是一
種謬誤嗎？把「見則信、不見即
不信」作為信條的人，和修煉人
看世界截然不同，其實也是觀察
的層面不同、境界不同造成的，
而宇宙中真正的客觀現實，卻不
會因為人們主觀上能否認識得到
而有所改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