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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在印尼蘇拉威西島發現了

四萬年前的壁畫。

文︱青蓮

文︱藍月

清朝皇帝帽子上的秘密  

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實際上

是一部敬天重神的歷史。不

但皇帝被稱為天子，從朝堂

到民間，雖方式不同，但敬

天信神的傳統從未改變。

中國古代的皇帝，被視作是

承載上天賦予的使命統領人間一

方土地，也稱真龍天子，所以古

代帝王絕大部分都是信仰神佛

的。各朝各代皇帝有很多敬神信

佛的方式，其中之一，就是頂戴

佛像。

北宋仁宗曾頂戴觀音像，明

朝皇帝的頭盔上有真武大帝和護

法神的金像。到了清朝，皇帝的

朝服冠（日常上朝時所帶的冠

帽）上頂戴佛像，正式成為一種

制度。

據朝鮮人申中一在《建州紀

程圖記》中記載，清太祖努爾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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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身體不會說謊

生機飲食店購買的蔬果，大多測
出正能量。

不會說謊》（Your Body Doesn t́ 

Lie）中，記錄下了眾多實例的測

試過程。在果蔬測試中，他發現

有許多一般的蔬果都測出了負能

量，當受測者面對這些東西時，

肩肌抗力就會減弱。而在生機飲

食店購買的蔬果，大多測出正能

量，因為會使受測者肩肌抗力強

而有力。人每天吃的麵包也有差

別，白吐司會使抗力減弱，全麥

吐司則使抗力增強。另外，運動

後喝冰水，也會使肩肌抵抗力減

弱，會降低人體免疫力。現代人

迷戀所謂意識流的藝術作品，那

麼這類作品帶給人的是甚麼樣的

能量？戴門醫師在對各種畫作進

行能量測試時發現，印象派、抽

象派、現代派的畫作，其實帶有

負能量，包括許多著名的畫作，

它們會使人體肌肉抗力減弱。而

許多文藝復興時代的畫作，具有

很強的正能量。這些正能量作

品，對提升人體免疫力、促進身

體健康有所幫助。

其實在更早的時候，美國

脊骨神經醫師喬治‧古德哈特

（George Goodheart）就進行過

相關研究。 1964 年，古德哈在

測試人體對食品能量的反應時，

將「代糖」放在受測者的胸口

（胸腺位置），發現受測者的肩

關節就會忽然鎖不緊，肩肌抗不

住壓力。通過對非常多的食品的

測試，古德哈特得出研究結論：

只要對身體健康有負面影響的食

品，在接觸人體時，都會讓肩肌

抗力減弱。

臺灣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

系副教授楊碩英多年前也進行過

多次「肌肉抗力學」測試，在進

行測試時，受測者平舉右臂或左

臂，再由施測者按壓。

若受測者接收到正能量的物

體，手臂被用力按壓也會堅挺平

舉；若接收到負能量的東西，手

臂就會馬上鬆軟。

國際預防醫學學會會長約

翰‧戴門（John Diamond）在

上世紀 70 年代研究發現，人體

的肌肉，尤其是手臂與肩膀間的

三角肌，可測出姿勢、聲音、情

緒、穿著、環境、燈光、圖像、

表情等，對人體的免疫力有益或

有害。只要看著想測的東西、或

置身某環境中、或說出事物就可

以測試。

戴門在他的著作《你的身體

天地萬物皆有能量。人的眼

睛無法分辨正能量與負能

量，而身體卻能夠感知並做

出反應。雖然外界的能量可

以影響人的身體健康，但由

心而生的能量，才是改變一

切的強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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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碩英的研究團隊表示，受

測者在觀看德蕾莎修女和愛因斯

坦肖像畫，或雲門舞集表演時，

手臂都會堅硬有力。相反的，當

看到希特勒肖像畫、孟克名畫

〈吶喊〉或聽重金屬音樂時，受測

者的手臂就會瞬間無力。研究者

們由此可以證實，當受測者手臂

肌肉堅挺時，人體所感受到的是

物體發出的正能量，反之，則為

負能量。身體對於外界物體能量

的感知，可以讓人多接觸正能量

的事物，避開負能量的東西，對

增強人的免疫力，促進身體健康

好處多多。

不過佛說相由心生，世間萬

物皆是化相。有甚麼樣的心就有

甚麼樣的相，就結甚麼樣的緣。

美國醫學博士大衛‧霍金斯

（David R.Hawkins）博士的研

究，就從身體表相進入到了心靈

的層面。霍金斯從道德、精神層

面的領域開始進行實驗，將精神

層面內涵的好壞予以數值比較。

以 1-1000 之間的指數值來代表

意識，200 以上的指數值代表正

能量，200 以下的指數值則代表

負能量。

霍金斯在《Power Vs.Force》一

書中做出結論：人的身體會隨著

精神狀況的好壞而有所改變。誠

實、同情、樂觀、自信等情緒為

正能量，會加強身體中粒子的振

動頻率，進而改善身心健康。而

害怕、焦慮、憤怒、自卑等情緒

是負能量，會降低人體的振動頻

率，進而影響人體的健康。霍金

斯在書中說：「提高生命能量最

好的方式，是保持一顆真誠、仁

慈、友善、寬容的心。」

文︱秀秀

4.4萬年前的壁畫     
考古學家在印尼蘇拉威西島

（Sulawesi）上發現了近4.4
萬年前的壁畫，是迄今發現

年代最早的與精神信仰相關

的壁畫。

這幅壁畫位於名為 Liang  

Bulu'Sipong  4 山洞內一個高地

勢洞室的頂壁上，整幅畫在頂壁

上橫跨 4.5 米，離地 3 米。

壁畫上面的礦物質中含少

量鈾，由於年代久遠已經衰變為

釷 230。與鈾不同，釷不溶解於

水，因此只可能是衰變後留在岩

石中的物質。

研究人員通過計算岩石中鈾

234 和釷 230 的比例，推知這些

石頭已有至少 4.39 萬年的歷史。

考古學家推測，這幅壁畫的時間

比石頭還要早，至少是 4.4 萬年

前的產物。畫中表現的是一些野

豬、一種矮水牛和獵人的場景。

奇怪的是，這種矮水牛高約 100

釐米，印尼的野豬高約60釐米，

而在這幅畫中，站在牠們面前的

獵人卻比牠們的身形小得多。

考古學家們對此也無法解

釋，他們猜測了許多種可能，但

沒有一種能夠自圓其說。創作這

幅壁畫的人，生活在一個甚麼

樣的時代？作者到底想要表達甚

麼？是想以這樣的手法，展現人

類和動物，或者捕獵者和獵物之

間的特殊關係，以向人類傳達某

種信息？

赤「頭戴貂皮，上防耳掩，防上

釘像毛如拳許，又以人造蓮花

臺，臺上作人形，亦飾於像毛

前」，可見努爾哈赤所戴冠冕上

就有一尊坐於蓮花臺上的神佛像

了。清朝入關後，編訂的《大清

會典》、《皇朝禮器圖式》中，明

確規定皇帝御用的夏朝冠「上綴

朱緯，前綴金佛，飾東珠十五」

（東珠是產自東北的野生淡水珍

珠）。皇帝的冠有朝冠、吉服

冠、常服冠和行服冠。朝冠是皇

帝在朝會、祭祀時戴的禮帽，有

冬、夏之分，夏朝冠呈覆缽形，

用玉草、籐、竹橋編製。在冠簷

上，前輟金佛，嵌十五顆東珠。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中有

一頂清高宗夏朝冠，這尊皇冠上

輟有一尊金佛，有人說是阿彌陀

佛，也有人說是釋迦牟尼佛或大

日如來。到底是哪一尊佛其實並

不重要，就像宋仁宗信奉觀音，

明朝皇帝敬仰道教之神，這些帽

子頂上的神佛像，都是歷代王朝

敬神信佛的見證。

頂戴佛像，是過去佛教中表

達對佛敬意的方式之一。中國人

供奉最多的觀音像，頭戴天冠，

天冠中就有一尊阿彌陀佛的像。

龍樹菩薩《十二禮》曰：「觀

音頂戴冠中住，種種妙相寶莊

嚴，能伏外道魔憍慢，故我頂禮

研究人員認為，這幅畫中講

述的故事可能是與信仰有關的內

容，如果是真的，那麼這也是迄

今發現最早的與人類信仰有關的

壁畫。雖然考古學家無法給出真

實答案，但這項發現，再一次顛

覆了進化論觀點。達爾文認為，

人類最早是在距今一萬多年前才

完全從「猴子」變成「直立行走

的人類」。而這幅畫的存在，證

明了在 4.4 萬年前就已經存在有

信仰、有藝術能力的人類。

彌陀尊。」表示觀音對阿彌陀佛

的虔誠信仰與無比尊重。

清
世
宗

文︱天羽

人為何不能
活過天年？     

人類終極追求的目標就

是長生不老，但可悲的是，

千萬年來，這個目標始終無

法實現。就連最基本的自然

壽命，大多數的人也無法走

到終點。有研究認為，人的

壽命應為 110 歲到 140 歲。

另有觀點認為人的壽命應該

在 125 歲到 175 歲之間。

無論怎麼算，絕大部

分人都無法活到自然壽命。

但有人可以，他們不但活過

了天年，甚至真的實現了長

生。有史料記載，唐朝的孫

思邈活了 160 多歲；明朝的

張三豐活了 130 多歲；彭祖

活了八百多歲，與普通人不

同的是，他們都是修道人。

修道人淡泊名利，而名

利卻是現代人追逐的至高

目標。修道人遠離喧囂，而

現代人卻夜夜笙歌，修道人

杜絕情色，現代人卻聲色犬

馬。修道人秉承天地規律生

活，現代人卻在電腦、手機

的藍光下熬夜刷屏，消耗生

命。傳統的修行法門最為常

見的是佛道兩家，佛家講放

下對七情六欲的過分追求，

才能神清氣爽，開發人的潛

能和智慧。而道家講究天人

合一，從自然中總結出養生

的規律，使人順應天時，才

能頤養天年。

孫
思
邈

劍橋大學的研究人員，近日

發表其最新研究結果稱，母親與

嬰兒的大腦可以通過腦電波形成

網絡，協同工作。

研究人員使用了一種稱為雙

重腦電圖（EEG）的方法，觀察

母親和嬰兒在相互作用時的大腦

信號。

研究人員表示，母親和嬰兒

如果在積極的情緒狀態下共同度

過很多時光，在這種狀態下他們

的大腦間有緊密的聯繫。

他們發現，母親和嬰兒之間

積極的互動以及大量的眼神交

流，可以增強母親大腦和嬰兒大

腦形成網絡的能力，可以促進母

嬰之間的有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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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嬰腦波可形成網絡 
這種交流促使他們的腦電

波同步，尤其是在 6 至 9 赫茲

的頻率上。

通過使用網絡分析的數

學方法，研究人員可以看到信

息在每個單獨的大腦中如何流

動，以及兩個大腦如何連成一

個網絡共同協作。這項研究成

果被發表在最新一期的《神經

影像》雜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