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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六象

己酉 坎下巽上 渙
推背圖第46象
讖曰：

黯黯陰霾　殺不用刀

萬人不死　一人難逃

頌曰：

有一軍人身帶弓

只言我是白頭翁

東邊門裡伏金劍

勇士後門入帝宮

狐狸大白天

的就會和人

對話，還會

扔磚頭瓦塊

的傷人。

文︱榮川整理

邪不侵正

大白天的就會和人對話，甚

至還會扔磚頭瓦塊的傷人，可又

看不見牠的形跡，很是煩人。

董思任知州聽說了這件事，

自告奮勇去為劉家驅逐狐精。到

了書房，董知州在書房中對著空

中大講「人妖殊途，不可亂來、

越界」的道理。

說得正帶勁兒的時候，忽然

聽見房簷那裡有人說話，聲音十

分清亮，說道：「您做官很愛護

百姓，也不貪取錢財，所以我不

行善積德可改變命運

文│泰源

命運雖前定，但如果這人後

天行善積德，也能在某種程

度上使其改變。

清朝時，杭州有位貢生，平

日喜好飲酒，喝醉後就亂打罵

人，變成了習慣。某年元旦，這

位貢生出門，遇到一個乞婦在街

邊討錢，看起來非常可憐，走在

街上的人都視而不見，沒有人理

睬她，只有這位貢生忽發善心，

給了她一文錢就離去了。

後來這位貢生因病重，迷迷

糊糊間進入到冥府，見到閻王。

閻王責命判官查查這貢生一生善

惡的冊子，發現惡跡甚多，而善

事只有一件。於是責令用秤秤

之，卻發現善惡居然相等。閻王

便令判官查明是甚麼善事？原來

他曾給一乞婦一文錢，而這位乞

婦乃是觀世音菩薩化身，當諸人

皆掉頭不顧時，只有這位貢生給

了她一文錢，所以閻王批准令其

還陽。此位貢生再生後，不但戒

了酒，還常做善事幫助人，所以

延續生命了很多年後，才死亡。

《北東園筆錄》

筆者近日無意中閱讀《推背

圖》，發現大家熱議的第 46 象

和今天世界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

非常吻合，故在此與讀者分享。

下面是《推背圖》第 46 象原文和

筆者的解讀。

《推背圖》第 46 象

讖曰：

黯黯陰霾，殺不用刀。

萬人不死，一人難逃。

頌曰：

有一軍人身帶弓，

只言我是白頭翁。

東邊門裡伏金劍，

勇士後門入帝宮。

黯黯陰霾 殺不用刀
中共透支自然環境，曾經的

青山綠水被中共權貴們兌成了帶

血的鈔票，環境遭到巨大破壞，

全國各地霧霾普遍，肺癌成為中

國死亡病例最多的癌種。

這還是從物質層面上看，從

精神層面上，中共的黨文化屬於

外來的變異文化，黨文化對中華

傳統文化的破壞和侵蝕，也是像

陰霾那樣無處不在，籠罩了社會

的方方面面，這更是在精神層面

上殺死中國人，因為被黨文化洗

腦的人不信因果報應，沒有道德

底線，甚麼惡事都敢幹，而這其

實是在傷害自己生命的根本，正

是「殺不用刀」，整個社會欺詐

成風，道德水準在飛速下滑。

萬人不死 一人難逃
這句話，從最表面的字面意

文︱夏聞

思來理解，是一萬個人不死，一

個人卻逃不掉的意思，但藏有

天機的預言往往是透過最表面

字意表達的。在這裡，「萬人不

死」對應著「黯黯陰霾」，同樣

的，「一人難逃」對應著「殺不

用刀」。

「萬人」，是說一個由很多

人構成的集團，這個集團是造成

「黯黯陰霾」的原因。中共號稱

有數千萬黨員，正是造成「黯黯

陰霾」的「萬人」，而「一人」

是指個體的人。「萬人不死，一

人難逃」是說這個「萬人」不解

體、不死的話，那麼作為個體的

個人，就難以逃脫被殺的命運。

「萬人不死，一人難逃」的

句式和涵義都類似那句成語——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這簡

直是來自一千多年前的警告。對

普通個人來說，如果不退出「萬

人」，除掉「萬人」印記的話，

那自己這個「一人」就難逃了。

對中南海高層來說，如果不解體

這個萬人集團，那麼「黨魁」、

「一尊」也是「一人難逃」。

有一軍人身帶弓
此句中的三個字：一、人、

弓，正好合成一個「夷」字，指

外國。軍人，當今外國最高級別

的軍人，無疑是美國總統川普。

按照美國憲法，川普不僅是最高

行政長官，同時也是三軍統帥

（即美軍最高總司令），美軍又

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

同時川普上臺後，一改奧巴

馬時代的做法，加強美國軍事

力量，每年增加 3% ～ 5% 的軍

費，強化美國在導彈、網絡和太

空行動等方面的優勢，所以，說

川普是軍人當之無愧。

只言我是白頭翁
美國的國鳥是白頭海雕

（Bald eagle），它白色的頭部讓

人印象深刻。美國國徽就是以白

頭海雕為主的圖案。

白頭海雕是力量、勇氣、自

由和不朽的象徵。

在美國國徽圖案中，白頭海

雕的雙翅展開，左右雕爪分別抓

著象徵武力與和平的箭枝和橄

欖，雕頭目視右方，象徵著期望

和平。

美國國徽實際上是美國官

方 大 紋 章（Great Seal of the 

United States）上的圖案。印

章存放在美國國務院，第一次用

於 1782 年，距今已經有 237 年

的歷史。

美國的當今制度 200 多年

未變，比起中共的不到 70 年，

年齡大很多，可稱得上一個

「翁」字，這裡的「白頭翁」喻

指美國。

川普的競選口號是：讓美

國 再 次 偉 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上臺後，他的施

政方針是：美國優先 (America 

First)，而且川普很推崇美國傳

統的價值觀，多次公開擁抱美國

國旗。

川普說最多的兩句話就是：

「讓美國再次偉大」和「美國優

先」，他幾乎在每一次演說中，

都口口聲聲的說是為了美國。用

「只言我是白頭翁」來描寫川普

的上臺和施政方針，是非常傳神

貼切的。

也正是川普的「讓美國再次

偉大」和「美國優先」，讓他下

定決心要解決中美不公平的貿易

問題，從而開啟了這場貿易戰。

東邊門裡伏金劍
在現代武器系統中，導彈發

射的那一刻，拖拽著後面的火

光，正像是金劍出鞘。

8 月 2 日，美國退出《中導

條約》，美蘇 1987 年簽署的《中

導條約》全面禁止生產、部署和

使用射程在 500 至 5500 公里之

間的陸基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

美國退出的原因是俄羅斯多年來

違反規定，同時該條約並沒有包

括中共在內，該條約束縛住了美

國的手腳，卻讓中共多年來在陸

基導彈領域快速發展。

在美國退出《中導條約》的

第二天（8 月 3 日），美國防部

長埃斯珀說，華盛頓希望盡快在

亞洲部署中程導彈。他說希望在

數月內部署，但沒有說具體的部

署地點，分析說，最可能的部署

地點是美國重要的軍事基地——

關島，關島就在上海東南 3000

公里。

中程導彈比遠程洲際導彈抵

達目標速度要快得多，從而大大

縮短被攻擊方的預警時間，讓其

難以反制。美國準備在亞洲部署

中程導彈，是對中共強有效的威

懾。另據臺灣「上報」8 月 4 日

報導，臺灣已啟動研發多年、射

程可達 2000 公里的「雲峰導彈」

量產計畫。第一階段將生產 10

《推背圖》是中國著名的預言

書。它是唐初貞觀年間（公

元627～ 649年）由司天
監李淳風和隱士袁天罡共同

撰寫的圖讖，因為書中預言

的很多事情已經應驗，所以

影響很大。

《推背圖》中預言的
  川普、貿易戰和臺灣

敢冒犯您。但您愛護百姓是圖

好名聲，不貪取錢財是怕有後

患，所以我也不會怕您。您就

不要再多說了，以免自找麻

煩！」這個董知州一時面紅語

塞，說不出話來，狼狽的走

了，回家後好幾天悶悶不樂。

這劉士玉先生家裡有個女

僕，沒有讀過書，也不識字，

人們都認為她是個粗人，可偏

偏這些狐狸從來不攻擊她，不

給她搗亂，人們覺得奇怪。有

套發射系統，配置 20 枚的雲峰

中程導彈。該導彈 2000 公里的

射程已經可以打到北京。雲峰中

程導彈在馬英九任內就完成了作

戰評測，但後因顧忌當時奧巴馬

政府以及北京的反應，而沒有開

啟量產計畫。

美國退出有 32年歷史的《中

導條約》，並正在將中程導彈部

署到亞洲，以及臺灣首次量產中

程導彈，都是從東面反制中共的

擴張，這對中南海來說，正是

「東邊門裡伏金劍」。

勇士後門入帝宮
這一句就是之後會發生的事

情，「後門」是指內部，同時也

有出乎意料之意，「入帝宮」意

味著原有體制被推翻，意味著改

朝換代。

中共的經濟是在沙灘上蓋起

的樓房，沒有基礎，是依附於西

方資金、技術起家，同時也是依

靠對外不公平貿易去獲取大量外

匯才能維持的，不斷升級的貿易

戰，讓中共過去 40 年的經濟模

式走到了盡頭。

同時「逢九必亂」的預言成

真，勇敢的香港人民堅決的捍衛

自由、抵制暴政，已經獲得了世

界的尊重和支持。

中共面臨著經濟崩潰，同時

軍事上又打不過美國，已經無路

可走。「勇士後門入帝宮」預示

著，在強大外部壓力和重重危機

下，一群勇士們發起了一場突然

的、出乎意料的事變，導致了中

南海從內部失守，紅朝瓦解，歷

史進入新的一頁。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滄州舉人劉士玉先生，發現

家園中的書房被狐狸精給占

據了。

 美國的國鳥是白頭海雕。

一次和狐狸對話時，就問狐狸

為甚麼對那個女僕不同？狐

狸說：「別看她是個下人、奴

僕，可是她是個真正的孝順媳

婦，對公婆真心孝敬。她的身

上正陽之氣很足，我們避之還

唯恐不及，還怎麼敢去冒犯

呢？」劉舉人知道了，就讓這

個僕婦住到這間書房裡，那些

狐精當天就離開了。

《閱微草堂筆記》

《推背圖》第46象 :《看中國》;川普 :GETTYIMAGES;其他來源：FOTOLIA

書。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