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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時代迫害基督徒
今生仍在償還業債

患有殘疾和不治之症﹐是人生的
一大不幸。當看見別人健康、充滿活
力﹐而自己卻被病痛折磨得痛不欲生
時﹐人們往往會抱怨上蒼對自己為什
么如此不公？為什么不幸偏偏發生在
自己的身上？原因很多﹐其中因果報
應是非常主要的一項。
吉娜瑟敏納拉博士在她的《生命
多世》一書中﹐記載了美國近代最著
名的預言家愛德加‧凱西通過對患者
前世進行診治的案例。愛德加‧凱西具
有在催眠狀態下﹐於數千里之外給病
人進行“遙診”的特异功能。
在凱西的解讀案例中有多個今世
傷殘案例可追溯到古羅馬時代﹐這些
案例的主人公在那個時代都直接或間
接地參與了對基督徒的迫害。
其中一位是 45 歲的婦女。在她 36
歲時因患脊髓灰質炎而癱瘓﹐以至不
能行走﹐只能靠輪椅代步。在她嘗試
了各種治療方法後﹐找到凱西做前世
解讀﹐解讀後得知﹐她今生癱瘓的起
因是因為她在古羅馬時期造的孽。公
元 37-68 年﹐羅馬暴君尼祿瘋狂迫害
基督徒時﹐她是王室成員。她當時在
競技場中對那些傷殘者不但沒有一絲
同情心﹐反而大聲嘲笑。嘲笑的代价
就是今世的癱瘓。
另一個案例的主人公是一個女孩
子﹐她的前世曾經是尼祿王朝時的一
名貴族﹐常以在競技場中觀看迫害基
督徒為樂﹐特別是她在觀看一個女孩
子的身體被獅子撕爛時竟然大笑。這
個以殉道者的痛苦為樂的貴族﹐今世
得以髖關節結核的病痛來償還她的罪
業。
還有一名是電影制片人﹐17 歲時
得了脊髓灰質炎﹐腳有輕度的瘸拐。

在對他的前世解讀中也涉及到羅馬時
期對基督教的鎮壓事件。他當時是一
名士兵﹐被送去鎮壓沒有做任何抵抗
的基督徒們。他造了業不是因為作為
軍人服從命令﹐而是由於譏笑那些堅
持自己信仰的人們。今世的傷殘是要
讓他從內心覺醒。
最後一位是一個男孩﹐16 歲時因
車禍脊柱被撞傷﹐自第五節脊椎骨以
下完全喪失了知覺﹐不能動﹐只能依
靠輪椅。7 年半後﹐他 23 歲時﹐他母親
請凱西為他做生命解讀﹐追述了他的
前兩世的轉世情況。其中一世﹐他是
基督教早期時的羅馬士兵﹐是個自負
的人﹐對迫害基督徒持幸災樂禍的態
度 ﹐ 並 直 接 參 與 迫害基 督 徒 。 因
此 ﹐ 今 生 的 他 就 得忍受 痛 苦 的 煎
熬。
對以上例子的生命解讀為這些
飽受痛苦的人找到了致病的根
源－－是因為他們曾經嘲笑、迫害
那些堅持自己信仰的人們。同時﹐
生命解讀也顯示在表面的致病原因
之後﹐似有更深層的、不為人知的
緣由﹐冥冥之中有股無形的力量在
操縱著人的命運。這也證實中國千
年古訓：“積善有善報﹐作惡有惡
報”﹐不是一句虛言。前兩例中的主
人公雖未直接參與迫害﹐但善惡不
分 ﹐ 他 們 在 今 生 就要為 前 世 的 無
知、無情的行為付出痛苦的代价。那
些直接參與迫害的人﹐尤其是第四
例﹐在青春年少時就嘗到那生不如
死的痛楚。因果輪回﹐報應不爽﹐
要免報應﹐須把因果牢記在心中。

2002 年 12 月 第二十期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
又叫李聃(音單）
，春秋時宋國苦縣
人，相當於現在河南省鹿邑縣。老
子到底什么時候誕生的，現在已經
無法考證，歷史上記載老子曾在周
朝首都洛陽擔任藏室史，大概是相
當於現在的圖書館館長這類職務。
《史記》上說：“老子修道
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
意思是說，老子修道與德，是
個道家修煉奇人，他的學識特色就
是讓自己默默無聞地隱身在當時
的社會，當個無名小卒，這是他致
力的事。
現在，任何人都會感到非常
奇怪，當一個無名小卒，怎么可能
這么麻煩呢？任何一個歷史時期
要當個無名人士，到處是，隨時可
當，連學都不用學，這怎么能算是
學問呢？
這确實不容易解釋，老子做
了几年圖書管理工作後，西元前
484 年突然辭職，就匆匆往西，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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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雅人歷法預言--

2012 年人類將走向全新的文明
根据瑪雅人的長歷法
(Long Count Calendar)﹐
2012 年 12 月 21 日將是本
次人類文明結束的日子。此
後﹐人類將進入與本次文
明毫無關系的一個全新的
文明。
瑪雅人沒有提到什么
原因使本次文明終結。有一
點看來很明确﹐這個終結
日並不意味著什么大劫難
的到來﹐而是在暗示一種
全人類在精神和意識方面
的覺醒和轉變
(Cosmic

Awareness and Spiritual
Transition)﹐從而進入新
的文明。
瑪雅人不擁有我們現
代的科學技術﹐但他們對
天文及數學的精通令人嘆
為觀止。此外﹐還有很多令
人猜不透的迷。他們有發達
的道路系統但卻不使用輪
子﹐這樣﹐他們也就不需
要役使牛馬。但他們是知道
輪子的﹐因為後人發現了
他們用輪子給孩子做的玩
具。他們信手就可以把月亮

背面的圖像刻在月亮神廟
的門上當作裝飾﹐讓我們
的科學家一開始就捉摸不
透﹐等科學家證實了這是
月亮背面圖像時又百思不
解：他們怎么能看到的？
因為月亮永遠只把一面向
著地球。這也許是因為他們
的宇宙意識曾賦予他們特
殊的智慧﹐瑪雅人曾有他
們自己的修煉體系。瑪雅人
在他們文明的鼎盛之際不
留痕跡地遁去﹐使後人費
盡心机也猜不出其中的原

因。
公元 1521 年﹐入侵的
西班牙人得到的只是被瑪
雅人遺棄的空城。西班牙人
毀去了大多數瑪雅人留下
的文字記載﹐僅存的三本
書使後人無法破譯他們的
文化。
瑪雅人雖然早就消失
了﹐但歷法卻留下了﹐而
且預測了几千年以後本次
文明的終結點--2012 年 12
月 21 日。他們在留給誰看
呢？
◎文/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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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中國本土，臨出函谷
關前，早就被當時預見
“紫气東來”的鎮守關
口司令尹喜硬生生攔
下，在尹喜央求下，老子
寫下短短的五千字卻舉
世聞名的《道德經》。此
後不知去向的老子，似
乎消失於中國舞台，可
是這五千個字對中國卻
起了巨大深遠的影響。
其實不只尹喜預
見紫气，至圣先師孔子
也專程去拜訪、求教過
這位隱士，二位重量級
的歷史人物，短促的交
會後，孔子向學生形容
他見了老子的感受：
“鳥，吾知其能飛；魚，
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為
网，游者可以為綸，飛者
可以為罾。至於龍，吾不
能知其乘風云而上天。
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
邪！”
（綸，音倫，釣魚
的絲繩；罾，音增，射鳥
的箭）
簡直象見了天上
的龍一般的感受，無以
名狀，根本不是人間感受足以形
容。可見老子一身象個超能量體，
即使刻意隱藏，仍包藏不住惊人
“道骨風華”
。這就是太史公司馬
遷所形容的“其學以自隱無名為
務”
。
在人世間表面看起來孔子問
禮於老子，其實這段生命與生命間
無言的心靈交會，反而被後世學者
僅解其表面而忽略了內涵，這是修
煉人能量場的體現，不是普通內心
感受啊！筆者曾近距离聆听李洪
志老師講法，腦子內一片祥和，思
考似乎停止，只有直覺，這種不可
言語的感受，只有身臨其境者能自
知。孔子顯然進入老子的能量場，
也有了自己根本無法形容的感受，
才留了這段讓後人不知所云、莫測
高深的敘述。
因此唯有從修煉的角度，我
們才能看出二千五百年前這場儒
道世紀交會，注定了孔子在世間是
理想的政治家，是卓越教育家、更
是影響中國文化的思想家，骨子裡
他絕對是個修煉人。這也是為什么
孔子對自己一生志向自我評論地
說：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
於我老彭”。
儒家思想根源於道家，即使
加上後來傳入中國的釋迦牟尼佛
法，儒釋道三家构成多采多姿的中
國文化，說穿了，內涵就是修煉二
個字。
懂得修煉，就自然會看到中
國文化裡，文字之外還有熱熱鬧鬧
的種種景象！
◎台灣/鵠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