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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遭受惡報的那一天。

還有一些心惡之人，表面

上沒有具體的體現，而心裡卻惡

念不斷，表面上嘻嘻哈哈，滿腹

的蛇蠍心腸，騙得過人，同樣騙

不過天理。例如世間的奸詐的邪

惡政權，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殺人姦淫，貪汙勒索。無論它怎

樣裝出一副偽善的面孔去欺騙民

眾，無論它怎樣在它控制的媒體

上漂白、美化自己，它的所有惡

行都瞞不過上天的神目，當神要

徹底清算它的罪惡之時，所有的

邪黨黨員都將付出慘重的代價，

絕無可能逃出陪葬的命運。

自有公道

    同樣的道理，善良的人有時

被當成是軟弱的人，常常受到他

人的欺負；願意吃虧的人有時受

到嘲笑；忍讓的人被認為懦弱。

姜子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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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善人欺天不欺。」讀過之後當

時我就感到心靈深處受到了強烈

的震撼。 

    此語道破了天機，它告訴世

間的芸芸眾生：天理昭昭，因果

不爽。長大之後，我居然找到了

這句話的出處，原來它是《增廣

賢文》中的一句話，告誡人們善

良的人雖然可能會被人欺負，但

是善有善報，最終他會有好報

的。惡人惡政普通的民眾可能會

懼怕他，但是因果報應總有一天

會清算他的惡，惡行定會有惡

報。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天理昭昭

    其實對於惡人來說，並不是

所有的人都怕他。不論是真怕，

還是忍讓他，在人群裡他可以胡

作非為、為非作歹。

但是，天理不會容他，他總

此語道破了天機

    對於有信仰的人來講，神靈

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俗語說：

「三尺頭上有神靈。」

所以他們會在沒有人看到的

地方自覺的約束自己的言行，不

做損人利己之事。無神論者則無

法感受到神靈的存在，因此即使

做出了傷天害理的醜事也無所顧

忌，只要沒被人發現，他就難有

悔過之心。

    由此可見，沒有信仰自由的

國家是非常可怕的，那樣的國家

絕不會有真正的和睦。小時候曾

經去過一個縣城的城隍廟，在那

裡我看到了廟檐下掛著一個大算

盤，意思是說神靈總有一天要與

人算他的善惡之帳。那裡的橫匾

寫著：「你又來了」。兩柱有一

副對聯是：「人惡人怕天不怕，

文︱貫明

「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

欺天不欺」這句話出自《增

廣賢文》，它告誡世間的芸

芸眾生：天理昭昭，因果不

爽；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但是時間一久，人們不難發現，

善良的人就會得到大多數人的認

可與幫助，也能博得大多數人的

尊重。

善良的人可能被他人欺負，

但天理必佑之。善良的人心胸坦

蕩，沒有私心雜念，不會欺天瞞

地，也不會耍陰謀詭計，面對被

人欺負時經常一笑了之，不會掛

記在心，身心清淨，心情愉快，

因此也就生活在幸福之中。

    邪惡的人卻正好相反，它每

時每刻都生活在罪惡的陰影之

中。俗話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

敲門」，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

戚。提心弔膽的人生與內心坦蕩

的人生是無法相提並論的。天理

報應，絲毫不差，明白此理的人

就能洞察天機，就能成為真正的

智者，善心常在的人就是人世間

的得道之士啊！

圖片來原：ADOBE STOCK

同八字卻不同命

編輯整理︱黃麗娟

江蘇溧陽相國文靖公史

貽直，官歷康熙、雍正、乾隆

三代，是有名的三朝元老。他

的父親，字冑司，名夔，精於

八字推算。康熙辛酉年（1681

年），冑司帶著家人入京，途

中，船隻停泊在水上的驛道，

生下兒子文靖，推算他的生辰

八字，是大貴之命。

當時風勢強勁，船不得行

駛，冑司登岸閒行，遇到一位

鐵匠家適逢生子，問那個孩子

的出生時日，正好與自己的兒

子相同，便記在心裡。 20 多

年後，兒子文靖在皇宮任職，

編輯整理︱黃麗娟

作牛償債  

湖州府武康縣公差，忘了他

叫什麼名字。一日，走在路上，

有 1 男 2 女跟隨在後，走到鄉

宦駱家前，就見那 3 人直入駱家

大門，他覺得奇怪，就在門外守

著，直到太陽下山了，都沒見那

3 人出來。

於是，他向駱家的守門人詢

問那 3 人的消息，守門人沒見過

任何人進入，認為他胡亂說話，

雙方為此爭執不休。

駱家主人聽聞後，突然悟出

其中關係，馬上傳令下去，清查

各房生產事。

結果查出，今日有一頭母牛

生產了，總共生下 3 頭小牛，1

公 2 母。

駱老爺立即叫喚公差前去看

看，就見 3 頭小牛的毛色與那 3

人的服色相符，這才知道，那 3

人變成了牛。

之後，駱老爺派人追查三人

的底細，竟然都是積欠駱家地租

的人。

後來，3 頭牛長大了，力量

有強有弱，力氣強的牛，欠債

多；力氣弱的牛，欠債少。因果

報應，分毫不差。

《清稗類鈔》

駱家老爺立即叫喚公差前去看看，只見那3
頭剛出生的小牛，毛色與那3人的服色相符
合，一經查明，原來那3人竟是……

冑司告老還鄉。經過兒子出生

的地方，想驗證自己的推算，

於是上門拜訪當初的鐵匠家，

裡頭有一位白皙的少年在辛勤

地打鐵，一問，確認他就是與

兒子同生辰的那位孩子。冑司

晚上想著這件事而睡不著，忽

然悟到：「這個八字火太旺，

少水以制火。兒子生於船上，

得水之氣，彌補了這個缺失，

而鐵匠的兒子生在鎔鑄之地，

火上加火，全無調劑之妙，所

以才有貧賤之分的命運。」

《清稗類鈔》

編輯整理︱史為成

面相  日角偃月

梁妠是誰？
梁妠（西元 106～ 150年），

甘肅平涼人，是東漢大將軍梁商

之女，出生時有祥瑞的光輝顯

現。年少便精通女工，好讀史

書，9 歲能誦讀《論語》，可略

舉書中大義。其父訝異道：「我

們的先人當初保全河西一帶，無

數人活了下來，祖先積德必有後

蔭，將來如果福蔭子孫，大概是

從這個女兒開始吧！」

東漢順帝永建三年（西元

128 年），梁妠被選入內宮，當

時 13 歲，相師茅通一見到她，

大驚，起身拜禮道：「這是所謂

的日角偃月，是極貴之相，臣此

生第一次見到！」

後來經過太史卜卦，得吉

兆，梁妠被封為貴人。

順帝非常寵愛梁妠，梁妠

對順帝說：「『陽』以廣施為德，

『陰』以不佔為義；子孫盛多才

是國家之福，願陛下能思雲雨之

均澤，識貫魚之次序，讓小妾能

東漢順帝永建三年（西元 128年），13歲的梁妠被選
入內宮，相術師一見到她，大驚道：「日角偃月！這

是臣從未見過的相格，是極貴之相。」趕緊起身拜

禮。《後漢書‧皇后紀》

避免遭受誹謗之罪。」順帝聽完

後，更加敬重她了。

梁妠封后 臨朝聽政
順帝第二個年號――陽嘉元

年（西元 132 年）春天，有官

員奏報冊立皇后。乘氏侯梁商是

先帝的外戚，聲勢顯赫，據《春

秋》之義：「明王者必娶大國也。」

又梁商為人謙虛平和，朝廷官員

推舉梁妠為皇后，順帝順從之。

梁妠 17 歲登上后位，母儀

天下，以前代興衰為鑒，以德為

進，不敢有驕矜專制之心，可謂

心性難得。

西元 144 年，順帝駕崩。梁

皇后未生子，由美人虞氏的兒子

劉炳即位，稱漢沖帝。梁妠則成

為皇太后。

劉炳即位時才 2 歲，不到一

年就夭折了。而後立 8 歲的劉纘

為帝，是為漢質帝。

質帝死後，接著立 15 歲的

劉志為帝，是為漢桓帝。如此梁

皇太后前後擁立了三位皇帝，臨

朝聽政長達 19 年。

《太清神鑒》曰：「日角主公

侯之位，充滿、洪直、骨起者，

主御前常座。」天庭即額頭，左

額突出如日狀，稱日角；右額突

出如月牙，稱偃月，是富貴至極

的面相。

編輯整理︱宋伂文

古謠讖
吳國滅矣

吳王闔閭取得禹書，諸

群臣沒人能識得，遂派

使臣去魯國請教孔子。

孔子說起昔日聽聞的一

首童謠，謠云：強取禹

書喪國廬。後來吳國果

然滅亡了。

  唐《甄正論》記載，案吳

楚春秋及越絕書咸云，大禹

治水，至牧德之山，遇見神

人，神人見大禹殫精竭慮以

治洪水，就授予他一部寶書

――《靈寶五符》。

這部寶書可以役使蛟

龍水豹為己所用，大禹有了

它，不久便完成治水功業。

事畢後，依照神人的囑

咐，將寶書封藏於洞庭包山

的洞穴中。

    到了春秋時期，龍威丈

人在洞庭的包山得到此五

符，獻給吳王闔閭。吳王展

示給諸群臣，卻無人能識

得。聽聞魯國的孔子才學

廣博，勤學古典，即派遣使

臣持五符去請教孔子，謊

說：「吳王閑居，有赤鳥銜

書到吳王的處所，沒人識得

其文，故令我來問你。」  孔

子見之回答使者：「我曾聽

聞童謠云：『吳王出遊觀震

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

包山入雲墟，乃入洞庭竊禹

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

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

廬。』。按童謠所云，吳王

得到的莫非就是禹書！至於

赤鳥銜書之事，卻不曾聽

聞過。」 吳王聽了使臣的回

覆，感到害怕，將禹書放回

原來的位置，但到了他的兒

子吳王夫差時吳國就滅了。

人惡人怕天不怕
人善人欺天不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