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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哭啼中，命

運牽著我們的手，

走進這滾滾紅塵。

在這儿經歷快樂、

痛苦，然後，在無

聲無息中，命運帶

我們离開。世世代

代相傳的轉世輪

回，講述了生命的

生生息息，無止無

終。前世的業債今

世償還，前世的善

舉今世得福報，人

世間的善行惡舉

哪一樣能逃得過

上蒼之眼。如果說

今生的疾病是前

世的業力輪報，修

心重德能治病，你

可相信？那么，讓

我們翻開瑟敏納

拉博士《生命多世》(Many Mansions) 

一書，讀一個真實的故事。 

 書中，預言家愛德加凱西解讀

了這樣一個病人：  

 一位 34歲的電工，被一種叫多

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

的疾病折磨著，3年無法工作。眼睛

的失明使得他無法讀書寫字，行走就

摔跤，被多家醫院診斷為危重病人。

在對生命的絕望中，他請凱西為自己

作生命的解讀。解讀告訴他因為他前

世作坏事造下的業力導致了今生的

疾病。於是，他渴求凱西能告訴他解

脫的辦法。凱西告誡他要從思想意識

中消除所有的憎惡怨恨之情，並開出

了詳細醫囑。 

 一年之後，電工請求再次做解

讀。在給凱西的信中，他敘說了他在

嚴格遵照醫囑後，病情立即好轉，並

持續了 4 個月。但是，後來因他只注

重於藥物和理療方面，未在精神修養

方面下功夫，效果就不好了。第二次

的解讀告訴他：他的身體狀況有所

改善，但應該能作得更好。凱西再三

強調，他的病是因為業力造成的。理

療對身體會有些許改善。但是，如果

他自私自利、不檢點自己的行為；如

果他心裡依然充滿怨恨、忿忿不平；

如果他不能持之以恒地忍受長期的

痛苦，保持心底裡的善良；如果他不

從心裡真正改善自己，他的身體就不

可能康复。只有他在內心裡、言辭和

行動上改變了自己，他的病情才會得

到進一步的改善。  

 這樁對生命的解讀案例，似乎

在告誡我們，中國的古訓：要重德，

積德，並非無根据之談。當年輕的電

工看管好自己的行為，注重精神方面

的修養，擁有一份仁慈、謙和、無私

之心時，他的病情就好轉；當只注重

於物質方面的治療，忽視精神方面的

修養時，則效果甚微。重德修心即能

消業、好病。可見修心在你我生活和

健康中的份量不可低估。 

(轉載自正見网 www.zhengji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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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天文學家最近

提出各種有關宇宙的現

代理論，包括所謂“多

重宇宙”(multiverse)

概念，指稱宇宙在第一

次“大爆炸”後還在彼

此不斷“大爆炸”，形成

無數宇宙。 

 空間為什么是三度

空間，而不是二度空間、

十度空間或廿五度空

間？光速為什么遠快於

音速？為什么原子遠小

於星球？我們的宇宙為

什麼這么老？是否還有

跟我們宇宙結構不同的

宇宙？ 這些是科學家

們提出和探討的問題。 

 一些天文學家提

出，宇宙是以等比級數

無盡的擴張，像小宇宙

在黑洞中孵化一樣。也

有人認為宇宙在虛無中

漂浮，有時與第五度空

間相撞。美國賓州大學

天文學家泰馬克說，至

少有四種宇宙。圣塔巴

巴拉加州大學理論物理

研究所的博欽斯基教授

最近說，基本弦理論可

能有十的六十次方種的

解釋，人類今天所存在

的宇宙可能是其中一套

比較友善的組合。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古斯根据現代粒子物理

理論指出，宇宙在太初

時因為空間所具有的反

引力發生短暫的超級大

爆炸。古斯和史丹佛大

學的林德、塔虎脫大學

的維倫金、普林斯頓大

學的史坦哈都認為，這

種膨脹只要開始，就會

無限制重复，造成無數

的宇宙。 

 据《南方都市報》報道，11月 1

日凌晨 2時 30 分至 6時許，一個不明

飛行物“懸挂”在新疆伊宁市的東部

夜空，4 名記者在伊宁市不同方位進

行了觀測和拍攝，天文學家初步判定

為空間飛行器。 

 据記者觀測，在伊宁市正東方仰角

約15度的天空中，一顆明亮的米粒般大

小的物體在不停地發出黃、藍、紫等奇

异的光芒。凌晨 4時 10 分，不明飛行物

突然變大，呈暗紅色圓球狀，約有當晚

月亮的四分之一大，表面似有細圈同

心圓圖案，位置略向南移，數秒鐘後又

縮小成米粒大。凌晨 6時 05 分，不明

飛行物再次變大，數十秒鐘後消失。 

 中國科學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研究此類問題的專家在觀看了傳送的

27 幅“UFO”圖片和文字材料後認為，

這一不明飛行物是一個由智慧生命控

制的空間飛行器，不可能是自然天象。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專家在接

受電話采訪時說，經過仔細觀看圖片，

可以肯定地排除是星體、探空气球、飛

机、云彩、導彈發射以及高層建筑警示

燈的可能，也不可能是地球同步衛星。

因為地球同步衛星在赤道上空，只可

能在新疆南部天空發

現，不會出現在西北

部和東部天空。另外

還可以初步判定，這

個飛行器一邊旋轉，

一邊噴射出細小的顆

粒，估計高度在１万

米以上。這個空間飛行器可能是“外

星人”的嗎？得到的回答是“無法判

定”。 

 大約在一周之後，又有不明飛行

物（UFO）“光臨”廣州。据《信息時報》

報導，11月 9日下午 5時 55 分左右，

一不明飛行物出現在五羊新城上空，

大約 30 ～ 50 名市民在廣州大道的天

橋上目睹了這一現象。保安說，當時在

五羊新城的周圍，沒有任何飛机經過。 

 這只是眾多事例中的兩個例子。

實際上，繼今年 6月 30日後，又一次

全國范圍內大面積的 UFO 目擊事件發

生在 8月 28日晚，中間僅隔 2個月。

不明飛行物UFO至少再度“飛臨”7省

市。 

 据華商報報道，8 月 28日晚，包

括陝西的定邊、永壽、三原、臨潼、藍

田、戶縣、西安等地的許多讀者，同時

反映說他們看到了一個“呈圓形光柱

體的東西，從東北向西南緩慢移動，越

來越大，隨後消失。” 其它地區則包

括：山東梁山、內蒙古烏審旗、江蘇徐

州、河北棗強、以及成都、蘭州、河南、

湖南等地。時間都是晚上 9時 10 分左

右。  

 在 9月 25 日晚 8： 00 過，都江

堰市數十名居民在都江堰上空發現不

明飛行物，成千上百的居民在觀看。 

 過去一談到這種超常現象，很多

人不屑一顧，認為不可理解，從而不能

接受。其實人們對任何事物都有一個

認識過程。如果對不了解的事情硬是

“視而不見”，閉著眼睛反對，則很難

擺脫固有觀念對自己的束縛，從而達

到對這個大千世界的真正

認識。 

 2002 年 11 月 21 日出版的《自然》雜志第 420 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題為“古盜鳥(Archaeorapto) -- 這個偽造的不光彩的化石的另一半被證

實是一種食魚的鳥類”。科學家通過測量和形態學研究得出結論：曾被認為

是恐龍和鳥類主要缺失環節的古盜鳥化石主要是由兩種不同物種的兩個不

同標本构成的，是人工拼接的化石。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研究所古鳥類學者周忠和、張福成和美

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古脊椎動物分部

朱利葉?克萊克(JULIA A. CLARKE) 研

究確認“古盜鳥”化石是偽造的，它是由

小盜龍(dromaeosaur) 的尾巴與一個几

乎完整的燕鳥的骨架拼接而成的。在最

近發現的燕鳥標本的胃中保存了魚類的

殘骸，證明這種燕鳥是食魚類的。“古盜

鳥”化石標本据稱是一件從中國內地走

私到美國的化石標本，1999 年的《美國

國家地理雜志》大副篇幅報導發現了一

種特征介於恐龍和鳥類之間的新類型。 

 一百多年來達爾文進化論假說一

直統治著學術界，科學家們盡管發現了

許多進化論解釋不了的現象，但還是在

不停地為進化論辯解著。試圖想通過找

到物種進化過程中的中間環節化石，來

證實進化論假說合乎邏輯。然而直到今

天沒有發現一塊任何物種間的中間環節

化石。“古盜鳥”偽化石的發現再一次表

明所謂物種進化過程中的中間環節化石

根本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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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分析古盜鳥偽化石鳥類的一半與燕

鳥標本形態、比例及其相似。 

a ：古盜鳥化石鳥類的一半 

b ：燕鳥標本 

b 插入圖：新發現的燕鳥標本的胃中保

存了魚類的殘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