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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怕瘟疫找上門   

人們普遍認為對抗瘟疫最

簡單，也最有效的方法是將未被

感染者和傳染源隔離，然而總有

奇異的現象出現。據史料記載，

明崇禎十六年「通國奇荒，疫癘

大作」，出現了「疙瘩瘟、羊毛

瘟」，患者吐出西瓜水一樣的血

水，然後立即死亡。江浙等地，

死了數百萬人。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 55 萬

大軍攻入北京城，當時鼠疫早已

肆虐了一年有餘，京城防線上一

個衰兵要守 3個垛口，唱的幾乎

就是「空城計」。

同年，清軍入關，順治登基

稱帝。奇怪的是，北京城的鼠疫

像是與大清朝的軍隊約定好了似

的，全身而退，一下子無影無蹤

了，清兵一個也沒有感染上。

古羅馬帝國教會歷史學家伊

瓦格瑞爾斯，親身親歷了 4次查

士丁尼大瘟疫，寫道：「有的人

逃離了被感染的城市，並且他們

本人也的確非常健康，但是，他

們卻把疾病傳播到了沒有生病的

人群當中。

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

被感染者中間，並且還不僅僅與

被感染者，而且還與死者有所接

觸，但他們完全不被感染。」「還

有人因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親

人而主動擁抱死亡，並且為了達

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緊緊靠在

一起，但是，彷彿疾病不願意讓

他們心想事成似的，盡管如此折

騰，他們依然健康如故。」

據古羅馬人普羅柯比記載，

健康人受到黑死病感染之後，在

突發低燒時，會看到魔鬼、幽靈

一類的東西，。以弗所人約翰的

記載與他大致相同，先是幻覺，

看到黑色無頭的幽靈，淋巴腺腫

大或者出現黑色膿皰，出黑色腫

皰的人都會在當天死亡。

古羅馬人稱之為幽靈的，很

可能就是中國人說的陰間的鬼。

乾隆年間，雲南趙州有一位叫師

道南的人，在鼠疫流行期間寫了

一首詩，叫《鼠死行》，其中有一

段寫著：「人含鬼色，鬼奪人神。

白日逢人多是鬼，黃昏遇鬼反疑

人。」西方文明對瘟疫的解釋是：

上帝降下的懲罰。

文︱古玉文

中國古老的神傳文化中則認

為天人合一，人類君王或臣、民

道德淪喪，背離天意時，必將受

到天懲，瘟疫、地震都是方式之

一。據明人筆記裡記載，明末鼠

疫期間，有兩名小賊貪婪無比，

居然到死者家中去偷東西，一人

在房頂山接應，一人從逝去者家

中偷拿東西出來，往房頂上拋，

就在房頂上的賊人把贓物接到手

從，陷害忠良。

他一手策劃屠殺了投降國民

黨的中共前領導人顧順章 30多

口人，連其救命恩人斯勵也不放

過。

顧順章滅門血案大屠殺

1928 年 11月，中共成立了

特別委員會，由中共政治局主席

向忠發、政治局委員周恩來、政

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負責。

特委會是決策機構，下設特

科是行動機構，由顧順章負責，

特科下設 4個科。

1931年 4月，中共特委會得

文革中，中共國家主席、元

帥都不能倖免被打倒，甚至慘

死，唯有周恩來是個例外。

而周恩來自保的秘訣就是昧

著良心、見風使舵，唯「毛」是

文︱辰君

中共原二號人物、總理周恩

來的偽善曾經欺騙了無數中國

人。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隨著歷史資料的公開，周恩

來的狡詐、奸猾、陰險凶殘

全被攤在陽光下。

知其領導人之一顧順章在武漢被

捕投降後，決定對其家屬秘密處

決，周恩來親自策劃並參與了顧

順章家的滅門血案。

當天共有 30多人被殺，其

中包括顧順章的妻子、兒子、父

母、小舅、保母，小姑等等。

顧順章的小姨子張家寶是鄉

下來上海探親的農婦，根本與顧

順章的叛變毫無關係，但也被殺

手們活活勒死。為了不走漏血案

的風聲，周恩來甚至連其救命恩

人、到顧家打麻將的斯勵也不放

過，殺之滅口。

斯勵是周恩來的黃埔學生。

1927年「四一二」事變時，周恩

來被國民黨二十六軍第二師扣

押，有生命危險，師長正好是斯

勵之兄斯烈，斯勵念師生之誼，

幫周恩來成功出逃。

政敵太多懼被「鞭屍」

周恩來恐懼死後被「鞭屍」，

原定將撒骨灰於大海。

1976 年 1月 11日，周恩來

死後，屍體被拉到北京八寶山火

化，就在這一天，八寶山上百年

泉湧的水井突然乾枯，從此以後

再也沒有流出泉水。

八寶山這口井是明朝永樂年

間建護國寺時打的，深井 18米，

井內有幾個碗口大的泉眼，陪伴

著附近村莊的人們度過了百年，

期間北京曾遭遇多次乾旱災害，

附近的井水都乾枯了，但是這口

井的泉水依然不絕。

附近的民眾都說八寶山風水

好，是皇上賞賜的聖地。

然而，1976年 1月 8日，周

恩來病死後，井裡的泉水突然驟

減；1 月 11日，周恩來的屍體

從醫院拉到八寶山火化的當天下

午，殯葬處的電工肖義聽說水龍

頭不出水，便來到水塔前檢查，

驚奇地發現抽水泵真的一點水也

抽不上來。

從此以後，這口上百年的水

井乾涸了，再沒有甘甜的泉水供

人們飲用。

周恩來葬八寶山
百年湧泉乾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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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問，同年、同

月、同日、同時出生的人，

為何具體的命運會不同？

記載於《清稗類鈔》中

的真實案例：

清朝時，禮部尚書汪廷

珍與盛京人（瀋陽人）成

書就是同年、同月、同日、

同時生。汪廷珍中進士，成

書考中舉人；汪廷珍官居六

品，成書官居五品；汪官居

五品，成書則是四品；成書

任侍郎，汪廷珍則官居三

品；後來汪廷珍任尚書，而

成書還是侍郎。二人的爵位

總是相差不遠，真是巧合？

兩人的面貌非常相似，二人

丁內外艱之年歲亦略相同。

此文作者認為是他們兩人出

生的地點不同，因而有此差

異，但一生的經歷，功名成

就都很相似。

反對算命的人的就會認

為，一個官到尚書，而另一

個是侍郎，這就明顯不同，

所以算命不準，命運是不存

在的。但有些頭腦靈活的人

就會發現，雖具體的頭銜和

官職不同，但抽開這些具體

經歷來看，兩者的生命曲線

是十分相似的。八字算命就

是用五行生克制化的辨證關

係來算出這條生命曲線，至

於這條生命曲線在甚麼地方

展開，這就受到後天天時、

地利、人和的影響，從而造

成有所差異，這就是同年、

月、日、時出生的人，為何

日後具體的命運會有所不同

的原因之一。

記載於《閱微草堂筆記》

中的類似案例：

有兩位夫人的時辰八

字全然相同，而且她們的先

生爵位也很相似，可見，同

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

人，具體的經歷和事情雖不

同，但很相似，亦足夠佐證

用年、月、日、時四柱算命

的理論根據是成立的。如果

非得要官職品級完全一樣才

算相信，這也未免太苛求於

八字算命了，世界上還有那

個國家能夠這樣僅僅根據區

區八個字，就能看出一個生

命如此多的信息呢？絕對沒

有，只有中國的神傳文化才

有這樣的奇蹟。而人們的生

死禍福、貧富貴賤、窮通得

失、乃至科場中舉、貨殖營

利、婚姻等等，世間發生的

每一件事如果不是註定的，

不是神（上帝、上天）定下

來的，又怎能推算呢？

八字相同 
人命各異

文︱泰源

的那一霎那間，兩賊同時倒斃，

死於鼠疫。

清末那場鼠疫，據伍連德博

士調研，病源居然來自土撥鼠，

因土撥鼠的皮毛膚色和紫貂很接

近，很多不良商人就用土撥鼠充

當紫貂來賣。

1910年，東北鼠疫生發時，

市場上的土撥鼠皮居然高達 250

萬件，誰說善惡無報呢？

公元 541年
到591年期
間，古羅馬

帝國發生了

四次可怕的

瘟疫。

文︱泰源

八字算命術的確立及歷代流傳

八字算命術就是以年、月、

日、時推人一生吉凶的一種算

命法，始於漢魏之際，唐代李虛

中正式確立體系。李虛中，字常

容，唐德宗貞元年間高中進士，

後來一路做到殿中侍御史。平

時，李虛中精究陰陽五行，能根

據一個人出生的天干地支，來推

定他一生中的貴賤壽夭、吉凶禍

福，百不失一二。

據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寫

的〈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中記

載：「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

字常容。年少長，喜學；學無所

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

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

相生，盛衰死亡相斟酌，推人壽

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

時，百不失一二。」

八字算命術經宋初徐子平進

步一發展完善，為後來的命理學

家所廣泛取法。從唐朝李虛中正

式確立體系以來，至今已有 1200

多年的歷史，歷經宋、元、明、

清、民國五個時期，期間有不少

文人學士，達官貴人為算命術的

理論體系完善添磚加瓦，使得此

門術數更加發揚光大。從未聽說

過因為它是「封建迷信」而被朝

廷或國家禁止過，更不會動用整

個國家機器將它罵倒；反而許多

高層的官員都相信算命，甚至連

皇帝也愛算命，雍正皇帝更是本

身就會算命，常將手下大臣的八

字拿來批算。

民國時期，相術命理之風

更是盛行，軍政界大員很多都愛

卜卦問命。曾任湖南都督府軍務

廳廳長、廣西省長及十四省討賊

聯軍司令部祕書長等職的張其

鍠，對命理、星相之類術數有很

深的造詣，吳佩孚也會算命，他

們兩人就曾經互相交流過彼此的

命造。民國時期的命理學家袁樹

珊曾給何應欽算過命，何應欽將

他推薦給蔣中正總統，很得蔣總

統欣賞，於是政界顯要、富商巨

賈，都以手持袁先生所批命單為

榮。如果人的命運不是前定的，

八字算命術早就沒有了市場，更

不會經歷了 1200多年而流傳至

今，因為八字算命術最能體現出

命定論的主要內容。

韓
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