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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運動又稱：庚子國變、庚子事變、庚子之亂、庚子拳亂、義和團之亂、義和團事件等，西方則多稱之為「拳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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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軼飛

是金生水 還是刀兵見 說說庚子之年

甚麼是庚子年？

在中國人傳統的干支紀年法

中，第 37個干支就是庚子。其

前一位是己亥，後一位是辛丑。

從陰陽五行的角度上看，天

干之庚屬陽之金，地支之子屬陽

之水，所以庚子就是金生水，是

一種吉祥之徵。但吉祥中卻又蘊

含著不平靜。

這是因為按《三命通會》中所

載，庚金掌天地肅殺之權，主人

間兵革之變。

在天為風霜，在地為金鐵。

回顧歷史上的庚子年，發生過

很多大事，有時政局動盪、有時

爆發戰爭、有時發生饑荒，但有

時，也會有推動和平或文明的大

事發生。

古代歷史上的庚子年

西元 220年的庚子年，中國

發生了改朝換代之事。

這一年的11月，曹操病死，

其子曹丕代漢，迫漢獻帝劉協禪

讓帝位。漢朝正式退出了歷史舞

臺。西元 640年，正值大唐盛世

的貞觀 14年。文成公主奉唐太

宗之命和親吐蕃。

眾所周知，文成公主遠嫁

吐蕃，不只令大唐與吐蕃成為盟

友，為兩地人民帶來和平，更遠

大的意義是促成了文明的融合。

文成公主帶去了釋迦牟尼

像、珍寶、經書、經典 360卷等

作為嫁妝；而松贊干布也派遣貴

族子弟赴長安學習詩書。

然而到了西元 880年，正是

唐僖宗廣明元年，這一次的庚子

年則顯露出刀兵之像。

黃巢大軍渡過淮河，年底

攻下唐朝東都洛陽。這一年的

年底，黃巢進入長安，即位於含

元殿，建立了大齊政權，年號金

統，史稱「黃巢之亂」。

西元 1120年，正值北方金

國步步南下，這一次的庚子年，

遼國上京被金國攻陷。加速的遼

朝的滅亡。

同年的北宋，正值宣和二

年，方臘起兵就在此時。方臘被

寫入小說《水滸傳》中，歷史上確

有方臘之亂，給末年的北宋朝廷

造成重創。

西元 1360年，正值元末至

正年間，這一年的 5月，朱棣出

生，他就是後來讓大明達到頂盛

的明成祖，也就是著名的永樂大

帝。永樂十八年，即西元 1420

年，又值庚子年，明成祖朱棣設

立了東緝事廠，簡稱「東廠」。

北京故宮亦在這一年落成。

近代歷史上的庚子年
從這些歷史上的庚子年看，

的確是戰亂與動盪占多數。特別

是到了近代歷史，中國人對庚子

這個年分，記憶尤為深刻。

三個甲子之前，正值公元

1840年的庚子年。這一年，第一

次鴉片戰爭爆發，大英帝國的堅

船利炮，打開滿清閉關鎖國的大

門，最後，中英雙方簽訂了《南

京條約》。這場戰爭是西方國家

對中國發起的第一次大規模戰

爭，被學界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

端。

兩個甲子之前的1900年（清

光緒二十六年），發生了義和團

之亂。民眾自發組織義和團動用

私刑處死了大量基督教中國信徒

與外來的西方人士，並縱火燒燬

了教堂和教徒房屋。清廷決定利

用義和團勢力來打擊洋人。這件

事直接導至了八國聯軍進北京。

英、法、德、美、日、俄、意、

奧派遣的聯合遠征軍，以保護駐

京使館為名，攻入北京，戰爭以

干支紀年法是中國人傳統的紀年方法，分為六十甲

子。六十甲子中有一個年分很特別，就是庚子年。人

們發現，很多牽動時局的大事常常就在庚子年發生。

2020年正是庚子年。是不是又會有大事發生呢？

清廷失敗結束，清廷拿出 4億 5

千萬兩白銀賠償各國，史稱「庚

子賠款」。

一個甲子前的 1960年再

逢庚子，很多中國人都還有印

象，這一年，中國爆發了「大饑

荒」。這次大饑荒從死亡人數上

講，按通常的說法，達到 3600

萬～ 4500萬人，可以說在世界

歷史上都是死亡人數最多的一

次饑荒。但也有很多學者研究發

現，實際死亡的數字更加驚人。

如長期在四川做農村共產主義運

戚繼光替人誦經  
明朝大將戚繼光是有名的抗

倭名將，出身將門之後有著傑出

的軍事才能。當時明王朝東南沿

海深受倭寇之患，戚繼光臨危受

命，組織訓練新軍。

1561年在台州大敗倭寇，次

年直搗倭寇老巢，徹底解除了東

南沿海倭寇之患。十餘年間，戚

繼光率領戚家軍經歷 80餘場大

小戰爭，皆獲全勝，被譽為「民

族英雄」，戚繼光平日信佛，喜

愛持誦佛經。有一天夜裡，戚繼

光忽然夢到一位已經死去的士

兵，向他請求：為自己誦念一遍

佛經，以增加他在冥間的福報。

過去，這位士兵，曾經是戚繼光

的侍衛。

所以，戚繼光早晨起來之

後，就為這位亡故的士兵，誦完

了一遍佛經。但是到了夜裡，戚

繼光卻又再一次的夢到這位士

兵，來向他說：「承蒙將軍您的

大恩大德，為我念了一遍佛經；

然而我卻僅得到您替我誦念半遍

的功德。因為，其中夾雜了『不

用』兩個字啊！」

戚繼光醒來以後，想了半

天，才想出夾雜「不用」兩個字

的原因來：原來是他在誦經的

時候，婢女為他送茶餅來，這時

候，他揮了揮手，表示拒絕，口

裡雖然沒有講出來，但是心中卻

默默的說過「不用」這兩個字。

所以，第二天的上午，戚繼

光就關起門來，再為那位士兵，

靜靜的誦念了一遍佛經。

後來，戚繼光又夢到那位亡

故的士兵，來向他道謝說：「報

告將軍，我現在已經獲得超度了

啊，謝謝您！」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解

若每個人都在自己所在位

置上，做一個為他人著

想、有善心的人，會活得

輕鬆自在而快樂。

我有一個親戚，1950年

的時候從大陸逃到了香港，當

時身無分文，在香港山頂上

蓋茅草房住，當時他還有一個

兒子因為生病沒錢看醫生，死

了。但他並沒有怨天尤人，反

而更盡力去幫助弱者或是有難

的人。

當他成為一個擁有自己工

廠、房產的老闆後，他說：「幫

文︱安吉

積德行善活得自在

助別人就是幫自己，害人就是

害自己，當別人無辜受難的時

候，落井下石是最折福的。」

他認為，做老闆要為下屬著

想，不擺架子，謙虛有禮，也

不浪費東西。

他認為，不管貧富貴賤，

人都躲不過一死。「我只要一

輩子憑良心做人，我就不怕

死。」有一天，他在家裡感到

口渴，去冰箱拿了一杯牛奶

喝，一喝完牛奶就去世了，很

安祥，好像睡著了一樣。

他的兒子對我說：「因為

我父親善念一生，光明磊落的

做人，所以得『好死』。」所

以，要先要行善積德，才會有

福報。

文︱李元

夢見鸚鵡折斷翅 武氏不得已讓位

中國人一直都相信，夢是上

天的啟示，因為很多的夢最

後都應驗了。為甚麼夢會與

現實相符呢？對今天的人來

講，這是一個不解之謎。

武則天曾夢見一隻鸚鵡，羽

毛豐滿，兩隻翅膀卻折斷了。醒

來後，便問宰相和大臣們這是怎

麼回事，眾人沉默不語。後來，

內史狄仁傑出列奏曰：「鸚鵡的

鵡與陛下的姓同音。因此這羽毛

豐滿的鸚鵡象徵著陛下，而兩隻

翅膀折斷，則是指陛下的兩個兒

子廬陵王與相王被放逐出京，若

能召回他們，那就雙翅齊全了。」

當時武則天自立為帝，篡奪

了李唐的江山，放逐兩個兒子完

全是出於現固武家統治的政治需

要，因為他們同時也是唐高宗的

兒子，是帝位的合法繼承人。狄

仁傑借圓夢來進諫，可謂是膽大

至極。準備日後繼承武則天的武

承嗣、武三思在旁聽了恨得直咬

牙。武則天並沒有聽從狄仁傑的

意見，但也沒有加罪於他，這也

許是廬陵王與相王畢竟是自己兒

子的緣故，後來，契丹以「還我

廬陵相王」為名發兵南侵。

這時武則天想起那個夢與狄

仁傑的解釋，便降旨相王李旦，

立為太子。李旦出任大元帥，開

始招兵的時候，沒有幾個應招

的。後來聽說了太子的德行，北

邙山頭站滿了來應招的新兵，再

也容不下了。見狀，敵人自己就

退回去了。

一個國家如果順天意，上

天自然會保護他。武則天順天意

將皇位還給李氏，外敵竟不攻自

破，大概就是神在冥冥之中的護

佑吧！

（摘錄自《朝野僉載》）

文︱陸文

悟到：讀誦佛家的經典，不可夾

雜任何一個雜念，更不可因為不

相信而誹謗神佛！那樣的罪過，

就更加嚴重了！

2020年庚子年到來，民間一

直流傳著庚子預言、庚子之災、

庚子大坎等故事。將影響到每個

人 2020年前後的運勢。如果我

們在生活中盡量與人為善，遇事

多為別人著想，寬容待人，看到

別人有難，多伸出援助之手，持

之以恆，多為自己積累福德，自

然就能遇難呈祥，逢兇化吉了。

（出自《集福消災之道》）

動研究的學者顏智華調查發現，

這場大饑荒餓死人數約 7500萬

到 1億 2500萬之間，遠超過歷

時 8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的

軍、民總人數。

今年的庚子年，是新千年紀

以來的第一個庚子年。眾所周知

自年初起就爆發「武漢肺炎」，

病毒蔓延之下，疫區發生了無數

慘劇，疫區之外，大陸的政治，

經濟方方面面都受到巨大震盪。

希望善良的人們都能平安度過庚

子年。慈
禧
太
后

1840年描
繪虎門銷煙

的中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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