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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鼎所預言

的全部應驗

事，全部都

應驗了。

文︱呂文

者—隋文帝楊堅來說，他是預言

中的「黑衣人」嗎？歷史就這樣

發展了！楊堅成為笑到最後的那

個人，僅僅比郭璞預言的時間早

了 25年。楊堅繼位後，下了一

道詔，重振佛教。楊堅可謂黑衣

人躲在北周政權中的「內鬼」，

看看他的人生軌跡即可知曉：從

剛出生不久，他就被父母託付

給上述那位叫「智仙」的尼姑撫

養，並一直穿著黑衣在寺廟中生

活，到了十三歲才回到家中，他

的一生更是篤信佛教。最後摘取

果實者，就是楊堅這位不折不扣

的黑衣人。黑衣作天子，在隋文

帝楊堅身上得到應驗！

明代道士的預言

萬曆末年，有道士在京城鬧

市唱歌，唱道：「委鬼當頭坐，

茄花遍地生。」當時人莫名其妙。

後來明熹宗繼位，熹宗是乳

母客氏和太監魏忠賢陪著玩大

的，對兩個利用熹宗感情的奸人

非常信任。結果魏忠賢和客氏趁

機竊權亂政，生出個閹黨出來，

幾歲了？小孩子說：「七歲了。」

量一量小孩子拿著的竹竿，

果然長五尺九節。小孩子是鄰居

元從的兒子。杜悰外甥說的一點

都沒錯，原來真的是事無大小皆

前定啊！

「黑衣作天子」 
終結南北朝亂世

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 220

年∼公元 589年），是中國歷史

上出現的第一次戰亂紛爭的大分

裂時期，歷時三百餘年。「風水

鼻祖」郭璞（公元 276年∼ 324

年），曾預言：江東分王三百

年，復與中國合。自東晉元帝於

公元 314年據江東另立，經宋、

齊、梁、陳四朝，到隋於公元

589年滅陳，統一全國，期間歷

時 275年。而在南北朝後期，曾

流傳過另一條神秘的預言：將有

一位「黑衣人」降臨成為天子，

以終結如今的亂世。「黑衣作天

子」的讖語，打開了一段亂世預

言。那麼，作為自漢末以來達

三百年之久的社會大動亂結束

傳說中，古人能夠根據天象

等推算出千年以後的事情發

展走向，留下準確的預言。

人們當時不信，可事情發生

後，人們卻不得不信。

 文︱史鑒

把大明江山禍亂得烏煙瘴氣。

魏忠賢所到之處，滿朝士大夫黑

壓壓跪成一片，齊聲高呼「九千

歲」，魏閹對他們連正眼瞧都不

瞧。全國各地到處興建魏忠賢

生祠，歌功頌德，廉恥喪盡。據

說，有一座魏忠賢像頭雕得稍大

了一點，戴不上冕旒，工匠情急

之下把頭削了一下，一個閹黨就

抱頭大哭，工匠在魏忠賢像面前

痛哭流涕，足足跪了三天三夜，

才「悔過」合格，保住身家性命。

人們這才恍然大悟：「委鬼

當頭坐」指的是閹黨魔頭姓名

頭一個字「魏」，至於「茄花遍

地生」，有人說是指客氏，當

時「客」又念作「楷」，而「茄」

當時與「楷」音似；又有人說

「客氏」從字腳看寫起來像「加

化」，和「茄花」的字腳形似。

當時閹黨滿朝，遍地生祠，的確

是「委鬼當頭坐，茄花遍地生。」

道士寥寥幾字預言，又預示名

字，又預示時局，可謂巧妙之

極。實在太神奇了！古人的智慧

有很多真是我們所不能及的！

姜子牙的〈乾坤萬年歌〉

在中國的預言中，也許商末

周初姜子牙的〈乾坤萬年歌〉沒

有別的預言那麼著名，也少為人

所知。但它卻是中國最早出現的

一個預言朝代興衰的大預言，全

文 770字，預知其生後一萬年之

事，可謂神奇之作。姜子牙〈乾

坤萬年歌〉預測了從三皇五帝後

的五千年國運變遷。

杜悰外甥的預言

唐代杜悰與李德裕同在中

書省做官。一天，李德裕對杜悰

說：「聽高人說，您家有異人，

怎麼不帶他來給我看看？」杜悰

說：「我家哪有甚麼異人？」李德

裕說：「您再好好想想！」杜悰想

了一會兒說：「我家近日只來了

個外甥，他自稱從遠方來求官。」

李德裕說：「那就是了！」杜悰回

家後，就叫外甥到李德裕那走一

趟，好讓李德裕死心。

李德裕開門見山，問自己

官運如何？杜悰外甥說：「太尉

位極人臣，這還用問嗎？凡人細

微小事尚有定分，何況功勛爵祿

呢？明日午時，有白獸從南屋鑽

進來；又有穿紫衣紮羊角辮的小

孩子，年紀七歲，拿著竹竿，長

五尺九節，把白獸趕跑；白獸依

舊從南屋鑽出去，小孩子不是相

公家裡人。相公若不信，明日午

時請在一邊偷偷觀察。」

第二天中午，李德裕隱身

偷窺，果然有只白貓從南屋鑽進

來，又有個小孩子穿紫衣紮著羊

角辮把貓趕走，貓又從南屋鑽出

去。李德裕就叫小孩子過來，問

看透未來迷霧的預言

化解風水中的頂心煞

假如住宅前有大樹或電線桿

等物阻撓，就會犯頂心煞，

也叫作樹撞煞。

若是住宅犯了頂心煞，就會

使宅主全體運勢下降、身體虛

弱、容易發作不測損傷等；若是

辦公室犯頂心煞，就會招致團隊

分散、業務難以擴展等。出門見

大樹，意味著明堂受阻，影響運

勢。在理想生活中，頂心煞中煞

氣最強的便是高壓電塔或電線

桿，由於高壓電塔磁場極強，會

嚴重攪擾住宅的正常磁場，而大

樹則好一些，由於大樹自身既可

化解煞氣，但同時又可以帶來煞

氣，所以，我們必須對此多加理

解，不能混為一談。

關於那些危害人們、有煞氣

的大樹，可以將其砍伐掉，來化

解煞氣；針對不能砍伐掉的樹煞

和頂心煞，可以在正對或斜對頂

心煞的屋宅及辦公室裡面，安頓

山海鎮，應用山和海的力氣鎮宅

辟邪、化解煞氣；還可以用八卦

凸鏡對準頂心煞，以此化煞。

對於店鋪、酒店來說，關於

頂心煞，也有一種擋財變招財的

方法，就是將門前的大樹或電線

桿，裡面包上一層自家商鋪的裝

飾，使其成為商鋪的一個組成局

部，這樣反而會招來顧客。

 文︱雅雯整理

「嘉靖我邦國」 
王陽明石刻 

王
陽
明

 冥冥之中有定數

明代最著名的大儒王

陽 明（西 元 1472—1529

年），名「守仁」，自號「陽

明子」，故後人多稱其王陽

明。他是儒家的修行人，是

通過打坐修煉而擁有超能力

的神人，歷史上留下了不少

這方面的記載。

例如，正德十四年（西

元 1519 年）， 寧 王 朱 宸

濠在南昌發動叛亂，僅過

四十三天就被王陽明帶兵平

定。朱宸濠被俘後沒有被立

刻處死，而是被押至南京，

獻給明武宗。第二年（正德

十五年，西元 1520年）正

月，王陽明親筆寫了一篇題

詞，並刻於廬山石壁之上。

題詞全文如下：「正德

己卯（西元 1519年）六月

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

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

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

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

南昌，宸濠還救，大戰鄱

陽湖。丁巳，宸濠擒，餘黨

悉定。當是時，天子聞變赫

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

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

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

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式昭

皇靈，天下已定，嘉靖我邦

國。」最初人們看到這篇石

刻，只以為是王陽明以這種

方式自述此事件始末。然

而，當年（西元 1520年）

九月，明武宗不小心翻船落

水，從此生病，於次年（西

元 1521年）三月駕崩。明

武宗沒有兒子，經朝廷大臣

商議，迎立興獻王之子為新

君，第二年（西元 1522年）

改年號為嘉靖。此時人們才

恍然大悟，原來王陽明用石

刻的形式，提前兩年暗示了

明朝將要發生的變化，他在

石刻中的最後一句「嘉靖我

邦國」，早已預示大明下一

位天子的年號。

資料來源：《碧里雜存》

文︱李春和

相面大師——韋鼎

韋鼎，京兆杜陵人，通曉陰

陽，尤善相術。曾先後在

梁、陳、周、隋四朝為官，

是個非常神奇的人物。

韋鼎最初入仕梁朝。陳霸

先在南徐州時，韋鼎通過望氣知

道他應該會君臨天下。韋鼎對他

說：「我觀察明公，天縱神武，

才智超群，當繼大統。」他預言

陳霸先將取代當時梁朝實際掌權

的王僧辯，並建立新王朝。

陳霸先聞言大喜，因而定策

建立陳朝。

陳霸先即位後，拜他為黃門

侍郎，後來一路升到廷尉卿。

韋鼎曾作為陳朝的使者，聘

問北周，在長安與執掌北周政權

的楊堅結交。他對楊堅說：「您

的相貌貴不可言，希望您珍重

自愛。」認為楊堅將取代北周而

興。楊堅後來果然取代北周，建

立隋朝，史稱隋文帝。

陳後主繼位，荒淫無道。韋

鼎看出陳朝滅亡在即，於是變賣

了全部家產，客居寺院。友人毛

彪問其緣故，他說：「江東王氣

已盡，我當葬身長安。」

等到陳朝滅亡，隋文帝楊堅

馬上召他，授他上儀同三司，待

遇很優厚。

當時蘭陵公主（楊阿五）

守寡，楊堅為她求夫，選了重臣

柳機之子柳述及晉王楊廣的妻弟

蕭瑒，讓韋鼎來定奪。

韋鼎說：「蕭瑒會封侯，但

無貴妻之相；柳述也會通達顯

耀，但最終卻不能保住自己的職

位。」隋文帝非常自信的說：「職

位是由我來決定的。」於是把公

主嫁給了柳述。隋文帝又問他：

「我的五個兒子誰適合繼位？」

他答：「皇上、皇后最喜愛誰，

就當傳位給他，不是臣敢預知

的。」於是隋文帝不再勉強他了。

後來駙馬柳述與重臣楊素結

怨，又捲入仁壽宮變風波。

隋煬帝楊廣登基後，把柳

述流放到嶺南，並令蘭陵公主改

嫁。公主以死相拒，並上書要求

免去公主封號，願與夫一起離

開。隋煬帝大怒不從，蘭陵公主

終憂憤而死，時年三十二歲。

韋鼎所預言的全部應驗，

真的神奇啊！開皇十二年（西

元 592年），韋鼎任光州刺史。

他以仁義教民，地方大治，路

不拾遺。後召還，卒於長安，年

七十九歲。

事見《隋書‧韋鼎傳》、《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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