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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左宗棠的神奇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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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於左宗棠的事蹟中，有

三個神奇真切的夢境，為大家簡

介如下：

夢見「牽牛星」左宗棠出生

據左宗棠之子左孝同在《先

考事略》中的記載，左宗棠出生

的那天，年近八旬的祖母楊老夫

人在夢中，突然清晰的看到一個

神人從天而降，落在自家的庭院

裡，自稱「牽牛星」。

老太太頓時從夢中驚醒了，

就在此時，隔壁房中傳來嬰兒響

亮的啼哭聲，家中又添了一個男

丁，這個新生的男嬰就是左宗

棠。楊老夫人心中明白這孩子來

歷不凡，慢慢的，左宗棠是「牽

牛星下凡」的傳說便流傳開來。

一生經歷之夢

晚清著名大臣薛福成（公元

1838∼ 1894年）在《庸庵筆記》

中記載，左宗棠年輕時曾做過一

個奇夢。在夢中他參加科舉考

試，自覺文章不錯，卻始終無法

考中進士。

此時，正逢朝廷遭難，起義

干戈，擾亂天下，他便因此棄文

從武，後屢建戰功，獨當一面，

爵列五等。

轉戰數省之後，忽然調赴西

北作戰。在夢境中，左宗棠只覺

得往西北，一路上都是岩關、險

塞。他在西北領兵作戰，縱橫萬

里，長驅直入，擊敗敵寇，收復

疆土，功名日盛，朝廷封賞，榮

歸故里，這時夢就醒了。

左宗棠醒後，知道此夢非

凡。當年幾次科舉，他都沒有

中進士，便決定不再考了。後來

左宗棠（公元 1812～ 1885
年），晚清著名將領、朝廷

重臣，一生親歷了討伐太

平天國、洋務運動、陝甘回

變、新疆之役等重要中國歷

史事件。與曾國藩、李鴻

章、張之洞並稱為「晚清中

興四大名臣」，建立了許多

功勳。

投入湖南巡撫張亮基、駱秉章

門下，成為其幕僚，各種建議都

被採納。後經推薦，成為浙江巡

撫，率領軍隊攻克杭州後，他來

到西湖上，恍然覺得像是到了一

個熟悉的地方，其實這些景象都

是他以前在夢中所見過。他後

來的經歷，全都印證從前的夢，

一一吻合。

當甘肅平定之後，朝廷中許

多人都認為新疆地勢遼闊而且偏

遠，對於進軍新疆抱有疑慮，而

左宗棠卻慷慨激昂地率軍遠征，

沒有任何顧慮，他知道必然會大

獲成功，因為在他以前的夢中就

到過新疆這地方。

記載此事的薛福成最後感歎

道：「凡人一金之獲，一第之榮，

莫非前定，而況奇勳偉業如左公

者乎！」

城隍點化滅狼災

在左宗棠西征路上，經過

甘肅一地時，他聽聞當地野狼

成群，禍害人畜，居民們深受其

害，他決定驅除狼患。由於狼群

行蹤不定，士兵們圍捕狼群無

功而返。有人心生退意，就對左

宗棠說，野狼之患是由城隍神管

的，靠人力無法驅除，意在讓左

宗棠停止捕獵狼群。

左宗棠說，既然這歸城隍神

管，那我就把城隍請出來。

於是，左宗棠帶兵來到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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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顏新整理

指甲上的運勢

及健康   

非常多相書中都說到，從

人的頭髮、面相、手相、甚至是

指甲，都可用來推測一個人的家

庭出身、身體狀況，及運勢的好

壞。一般運勢好的人的指甲下

部，都有白色的月牙形，如果 5

個指頭都有月形，那是最佳的。

如果大拇指上沒有月形，那

就值得注意了。

沒有月形不好，月形過大也

不好。指甲太短，成四角形的女

性，會影響情感、婚姻，並因此

影響生育功能。

如果指甲突然斷裂，甚至

還出血，那麼，你一定要引起注

意，很可能你的霉運即將到來，

趕緊化解命理和位理為宜。

地的城隍廟，把泥塑的城隍像抬

出來，擺在轅門外，左宗棠對神

像說：「狼群猖獗，危害百姓，

理應管束。若任其危害生靈，吾

將對您軍法處置，定不輕饒！」

本來，左宗棠，只是給手下

做做樣子，表示自己誓要驅除

狼患的決心，但沒想到，當天晚

上，他竟夢見了城隍神。

城隍神對他說，狼群為患，

不由我管，我也深受其害，雖然

我管不了，但我知道牠們的巢穴

在何處。

左宗棠醒來之後，按照城隍

神的指點，順利找到了狼窩，依

計而行，果然將群狼聚殲於某山

某洞，當地狼患從此得以消除。

左宗棠把城隍神的塑像，又

奉回原位，並叩頭謝恩不止。這

三個奇夢，對當今的人而言，意

義非凡。

在第一個夢中，左宗棠的祖

母看到他是天上牽牛星下凡而

來。也許當今世上，人的元神大

都是從天上來的，只是在人間輾

轉輪迴。

在第二個夢中，年輕的左宗

棠看見了他一生的大致經歷。誰

能料到，當時一個普通青年能建

立如此大的功勳呢？

可見人生的路都是神安排

的，都有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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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天註定 惡言遭羞辱     

有人認為，命運是天註定

的，就不約束自己的行為；有人

認為，事在人為，就不相信命運

的安排。其實這兩種說法都是偏

激的。

包誼冒犯朝廷大臣

唐朝有個人叫包誼，很有文

才。因故誤了考期，同宗人唐佶

祭酒很替他惋惜，讓他暫住在自

己家裡。

包誼每天去佛寺遊玩，無意

中冒犯了中書舍人劉太真。劉太

真見他的穿戴舉止是個舉人，便

叫人詢問他。包誼大聲回說：「進

士包誼，素不相識，為甚麼要

問？」劉太真非常生氣。唐佶聽

說包誼的無禮行為，非常生氣，

將他趕到別處去了，包誼一點也

不感到慚愧。

命運天註定

第二年，劉太真主考，便

想報復包誼，使他放棄前程，故

意出了很難的文章，打算等到

考試結束，將包誼貶低一番後

趕出去。一會兒，他反悔了，心

裡想：此人得罪了我，我便報復

他，不是大丈夫所為。況且我能

永遠阻擋他的前程嗎？何必如此

呢！於是放過包誼，使他的試卷

合格。

劉太真在將要張榜公布考中

進士的名單之前，先將名單送給

宰相審閱。榜中有個姓朱的人，

宰相忌諱同朱泚同姓的人，不想

讓姓朱的中榜，要換一個人。劉

太真慌忙去找人，只記住了包誼

的名字，便將包誼換上，等包誼

進來謝恩，這時他才想起來，包

誼正是他所厭惡的人，所以他

說：「功名得失不由人，只是假

借人來完成罷了。」

無禮卻釀小波折

包誼得罪了劉太真，劉太

真最終卻沒有報復包誼，或許這

就是他的胸襟開闊，也為自己的

未來鋪平了路。因為既然相信命

運，坦蕩一點，命運就會好，也

是自然的。包誼雖然最後也進士

及第，卻非常波折。這與自己的

說話尖酸刻薄或許也是有關係

的。每個生命的所為會影響自己

的命運，這時毋庸置疑的，按照

古人的說法，前世決定今生，今

生決定來世。

包誼做官是前世的德行所

致，但受到的屈辱或許與今生也

有些關係了。

（出自《摭言》）

而且不同的手指的指甲也

有不同的含義。比如拇指，一

般代表長輩、父母，可以從這

裡看出他們的健康、事業、出

身情況等。

食指代表同輩中人，比

如：兄弟、朋友、合夥人等情

況。中指一般看自己。

無名指一般看配偶的情

況。小指一般就是代表子女的

情況。

所以，一旦你某個時候發

覺自己的指甲變色了，或是忽

然指甲變白色或乳白色了，要

留意血氣方面的毛病，必須引

起重視。

古籍中詳細

記載著歷史

上大瘟疫發

生的時間和

慘況。

文︱榮川整理

以史為鑒 甚麼樣的人能躲過大瘟疫？     

五千年中華文化的古籍中不僅詳細記載著大瘟疫

發生的時間，也記載著在大瘟疫中甚麼樣的人能

夠倖免。

中國人講「頭上三尺有神

靈」。就是人活在世上，任何事

情都是有神在管的，衣食住行、

吃飯睡覺、升官發財、生老病

死，樣樣都有神的安排。

中國古稱神州，如果還相信

有神佛在看護著的人，面對今天

的大瘟疫，理應反思一下：哪些

人才能躲過大瘟疫？

守德行善不畏生死  
疫區不染疾病

晉武帝司馬炎咸寧年間

（275年∼ 280年 4月），西晉爆

發大瘟疫。

在這場瘟疫中，庾袞的兩個

哥哥不幸染病身亡，另一個哥哥

也染上瘟疫。

疫病嚴重，瘟氣正盛。庾袞

的父母想帶著他和弟弟們到外

地躲避瘟疫，但是庾袞不肯離開

哥哥庾毗，堅持要守著生病的哥

哥。他對眾人說：「我天生不怕

瘟病。」

庾毗不久也病危，庾毗勸庾

袞不要管他，讓他隨同父母和

幾個弟弟到外地躲避瘟疫，可庾

袞就是不肯離開，堅決要照顧二

哥，晝夜不休息，不但如此，他

還看護著兩個亡故哥哥的靈柩。

百日後，流行的瘟疫終於停止

了，家裡人也都紛紛回來了。

令人欣喜的是，庾毗的病竟

然好了，庾袞也沒有被傳染。

村裡的長輩都驚訝不已，感

歎道：「這孩子真是奇異！能守

護人們不敢守護的人，做人們不

敢做的事，真是歲寒之後，才知

道松柏的堅貞。」

由此，這些父老才知道，凶

猛肆虐的瘟疫並不是會傳染給所

有人。

庾袞是皇后的伯父，少年時

的他就很孝敬父母，友愛兄弟。

當時，庾袞的伯父、叔父們都顯

貴有勢，但他依然像他的父親一

樣，獨自過著清貧的生活，親自

種莊稼來養活一家人。碰上荒

年，他家的野菜湯中一點米粒都

沒有，他的門人要給他送飯來，

他總是說已經吃過了。

平日裡守德行善，面對大

難，不畏生死、堅守保護他人的

人，因此瘟疫對他網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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