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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斬煞的中央，安放一隻

銅馬即可化解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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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神奇了！必為僧乃中

清朝時，無錫有個叫蔡瓊枝

的讀書人，有位算命者對他

預言「子當得科第，然必為

僧乃中耳」。意思就是蔡瓊

枝將會有科舉功名，但必須

當僧人才能考中。這簡直令

人難以置信！

古代科舉考的是儒家經書，

歷來也沒有僧人參加科舉的先例

啊，可最後這預言居然應驗了！

怎麼回事呢？其中事有玄機。

蔡瓊枝因為學習努力，考入

文︱德惠 泮（pan）學，也就是官方開辦

的學校。官方的學校是由相應的

學官，就是教育部門官員管理。

恰好管理這所泮學的學官很貪

婪，向學生們索要禮物，蔡瓊枝

家裡特別窮，實在拿不出學官索

要的禮金。

當時已經臨近科舉考試的日

期了，學生們大多已去省城預備

考試了。

這時，學官居然在自己的外

院中找了間空房子，把蔡瓊枝關

了起來，不給錢就不放他參加科

考。

一天學官出門了，正好學

官的夫人到外庭走動，聽見一間

鎖著的房間裡傳出讀書聲，特別

蔡瓊枝赴京

試，沒有車

馬費只能在

寺廟中借住

一晚。

驚訝，便問：何人在此？蔡瓊枝

據實回答，學官夫人感嘆道：科

舉的日子都快到了，居然還不放

人。於是當即下令放人，讓蔡瓊

枝趕快去考試。

蔡瓊枝立刻趕赴南京參加

考試。他沒有車馬費，只好步行

去，加上出發的時間比較晚，所

以趕至南京時，城門已經關了，

只能在城外寺廟中借住一晚。

這一晚偏偏他又遭了賊，衣

帽全被偷走，無奈之下只得向僧

人借了一套僧衣穿。

第二天一早，穿著僧衣，戴

著僧帽，以僧人的形象入城。入

城後，才在友人的幫助下換了身

衣服進考場。這一次考試，他中

了舉人，第二年又高中進士。

當初算命者說出「必為僧乃

中」的預言時，普通人怎麼想都

認為不可能，結果蔡瓊枝穿戴僧

人的服裝，以僧人的形象入城參

加考試，中了舉人，真的應驗了

算命者說的「必為僧乃中」。

為甚麼算命者能說的那麼

準？就是因為他用術數或超能力

看到了命運的奇特安排；那麼命

運又是誰安排的？命運是神佛安

排的。

很可能神就是要通過此事，

告訴大家：只要是神佛所安排

的，人認為再不可思議也會發

生，人一定要順應上天的安排！

文章來源：《履園叢話》

在手相中，有一種掌紋

被稱為「通天紋」，據

說有此掌紋的人具有溝

通天地的能力。

何謂通天紋？
即從月丘下部開始，延

伸到中指下方的一條曲線掌

紋（如上圖所示）。中指下

方為先天乾卦位，月丘為後

天乾卦位，八卦類象中，乾

為天，故此掌紋被稱為「通

天紋」。手中長有通天紋的

人，不僅第六感強烈，而且

往往能與天地溝通。

通天紋與事業的關係

通天紋又稱穿錢線，手

上長有此紋的人通常財運

很好，一生不缺錢花。古人

云：「手有通天紋，事業不

是大敗就是大成。」

手握通天紋的人，事業

運勢整體較旺。左手有「通

天紋」的人，大多數都是白

手起家，進四方之財，事業

會蒸蒸日上。右手有「通天

紋」的人，父輩基業穩固，

事業會得到長輩的幫助，少

走很多彎路，接手上一輩的

生意居多。雙手都有通天

紋的人，在事業上通常會

有大的作為和成就，事業體

量大，更有貴人扶持幫助，

一生財運不斷。另外，相書

還有云：「通天紋橫貫手掌

者，心硬手辣，必成大事。」

通天紋與事業的區別

有些人容易將事業線與

通天紋混淆在一起，其實兩

者是有差別的。事業線的起

始點通常是在手掌的根部，

又稱為「玉柱紋」，而通天

紋的起點則是在月丘。不

過，也可以將通天紋看作是

一條特別的事業線，因為生

有這條線的人本身就有著很

好的事業運。只是，比單純

擁有事業線的人更多了一分

靈氣，第六感更強一些。而

且擁有通天紋的人，通常對

玄學或神秘事物有著天生的

興趣，天生與神佛有緣，所

以，人們才說這類人有溝通

天地的能力，對一些神秘事

物有一些感應能力。

通天紋

天注定的，三分天注定，七分

靠打拚，冥冥之中自有定論，而

我們能做的，就是奮力向前，順

勢而為，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俗

話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

人。」人生之路雖然只有短短數

十載，但是更努力帶來的，就是

更豐厚的結果。有兩個生肖，去

年非常辛苦，2020 終於苦盡甘

來，時來運轉，發財機會大漲，

運勢越來越強，所以千萬不要放

棄希望，未來富貴等著你呢！

生肖蛇

屬蛇的人在過去幾年，可以

說是霉運不斷，事業發展總是出

現障礙，感情上也不是很順利。

看透了人間的世態炎涼，才變得

奮勇直追，拚命賺錢。要相信，

歷經人生中那麼多波折，最後終

會過上好日子的。

2020屬蛇的人會迎來好運，

有些人出生可能就含著金

湯匙，一生幸福平安；有些人則

是出生寒門，連吃飯都成問題。

但是上天這麼做，必定有他的

道理。因此，人的運勢都是上

文︱蓮心

人一生中的運勢都是上天的

給與，不論是富貴還是貧

困，都會在你一生中輪番展

現，然而每個人是不同的，

所以人與人之間是沒有可比

性的。

自己的時運會開始變好。首先，

就是財運的提高，在 2020屬蛇

的人，事業上需要多努力才會有

更好的發展，但是金錢運勢暴

漲，橫財不斷，不需要多操心，

就會讓自己的荷包越來越鼓。

生肖豬

2020 屬豬的人終於甩開陰

霾，生活順風順水，與此同時，

事業上突飛猛進，萬事大吉，家

業步步興旺，生活越過越富裕！

當然，人的運勢有高有低，

雖然 2020看似這兩個生肖行大

運，但要心存善念，不行惡事，

總有天佑；若不端正自己的言行

舉止，那麼就算看似年年行大

運，也不會有多好運的。

新的一年，祝願大家一帆風

順，心想事成，萬事如意，福壽

綿延，四季平安。讓我們一起祈

福，接好運！

2020苦盡甘來的生肖

通天紋：網絡圖片 ;其他圖片：ADOBE STOCK

文︱應地

 天斬煞    
形煞是風水煞氣中重要

的類別，在選購房屋時

一定要留意，避開這些

煞氣。

天斬煞
天斬煞是風水學中形煞

的一種，存在於人們的日常

生活中。風水學上以為，假

如兩大建築物之間的空隙，

正好對著住宅的後面，猶如

刀從半空斬成兩半，那麼，

這種空隙便會構成天斬煞。

從遠方看過去，兩座大廈之

間的空隙，就像被天公劈斷

一樣，把整個大廈一分為

二，遠遠望去，其結構好像

一個「川」字。

在風水學中考究「山環

水抱必有氣」，但是假如山

不成山，水不成環形，並且

幾條山平行陳列，構成了

所謂的「川」，就會形成風

水的大忌。風水學上以為，

「山川為破敗之地」，空隙

越狹長便越凶，在這種地形

下，很難防止災害。因而，

犯天斬煞的中央，往往有不

測發作。

現實上，天斬煞格式下

的宅地，由於後面有風口直

射，並且窄窄的通道會使風

忽然變得很大。天長日久上

去，會對住宅地域的電磁場

發生影響，使本來有規律的

電磁場變得撲朔迷離，從而

使寓居在此地的人，判別力

削弱，容易發生不測之災。

化解天斬煞最複雜的

辦法就是安放銅馬，在對著

天斬煞的中央，安放一隻銅

馬即可化解天斬煞帶來的危

害；在比較嚴重的狀況下，

可以在對著天斬煞的中央放

一對麒麟；此外，也可以在

對著煞氣的中央擺上大銅

錢、龍龜和兩串銀元錦囊，

還有五帝古錢等物。

文︱行深

歲歲平安  
歲，音諧「碎」。歲歲平安

為新年期間打破陶瓷、玻璃等器

物時所說的吉祥話。

吉祥話，表面上是討得好彩

頭，實際上還蘊藏著各種哲理。

飯碗，本義是用來盛裝食物

的器皿，引申即為「工作」。所

以，摔碎了飯碗被視為不吉利的

表現。不吉利的事件出現之後，

人們自然會想方設法，尤其是

過年期間，「一元復始，萬象更

新」。該怎麼化險為夷？

答案很簡單，就是那句大家

爾孰能詳的「歲歲平安」。在各

地的祭祀儀式中，特別是祈福儀

式中，經常會提到平安二字，尤

看手相 八字算命術其是年末和年初，會將年年歲歲

平平安安的心願放入祈福語中。

我們姑且認為冥冥中有一

些力量在掌握災難或吉利事件的

開始和結局，那麼，當一個人不

小心摔碎碗，就是開啟了「丟飯

碗」不利事業運的災難。那麼念

句「碎碎平安」是不是類似我們

在諸多儀式中常看到的——喝酒

之後故意摔碗並念「歲歲平安」

的祈福，壞運去、好運來。

事實上，在諸多庇佑物品在

不小心摔碎時，更會被認為其擋

了一災的說法，如讓碗碎（碗

死）替主人擋災，而有些地方

做法事或將士出行前會故意摔碗

來開啟吉祥，顧名思義，討個吉

利！若隨身佩戴的玉石、水晶不

小心摔碎了，是替主人擋災的說

法更是亙古通今。一念之間，福

禍事件發生顛覆性的變化。

換個角度思考，不管是誰，

當他不小心摔壞任何易碎物品

時，內心忐忑，懊悔是難免的。

若這個時候再遭到憤怒的批評，

當事人的能量場瞬間就會跌落冰

點；相反的，不但沒怪罪他，還

能說聲：「碎碎平安！」當下的懊

惱很快就能撫平，更重要的是，

當事人從中能學到寬容和善良。

任何人摔碎東西，都是從幼兒時

期開始的，幼兒時期學會的寬容

與善良，將伴隨一生，進而影響

周遭他人。

歲歲平安為新年期間打破器物時，
w所說的吉祥話。

文︱靈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