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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新编[2]：路过大灰狼的教室

作者：Hans Han(大象) 发表于：电子禅论坛

（2002/6/1）

话说大象有一次路过大灰狼的教室，听到大灰狼老

师正在上课。

大灰狼老师问：我们先复习一下昨天学过的知识，

谁是世界上最坏的动物呢？

小灰狼齐声答：是小羊！

老师又问：为什么呢？

小灰狼齐声答：因为它们破坏绿色环境，残害植物

的生命！

老师说：好，回答的很好。既然小羊这么坏，那我

们见到小羊应该怎么办？

小灰狼齐声答：我们应该保护绿色植物，逮捕小羊，

判小羊死刑，立即执行！

大灰狼老师乐呵呵地说：好，同学们学得很好。下

面我们讲新课文：“破坏伦理，兄妹通奸的小兔子”…

http://bbs.dianzichan.com/


【电子禅堂】牛和蚕的桑叶

农家院里，养着蚕和牛，蚕房挨着牛棚。主人每次

采桑叶回来都太多，一大半都给牛吃了，但蚕们并

不知道。

每次加桑叶，蚕们都争先恐后地给自己占几片好桑

叶，为此争吵不休，甚至在自己盘子内划分了各自

的地盘。侵犯别人的桑叶可能会导致撕咬战争。

后来蚕结茧了，有一只侥幸变成了蛾子，飞到了牛

槽，它看到牛一口就吃掉一大把桑叶，非常气愤：

“太不公平了！我一辈子的所得，居然只够你吃一

口！”

牛看了它一眼，慢条斯理的说：“这不奇怪啊，据

主人讲，人类社会也一样啊，大部分人一辈子的工

资，还不够富豪们一秒钟赚的多。”

（大象 20151130 dianzichan.com）



寓言新编[65]：苹果树与大黄牛

作者：Hans Han(大象) 发表于：电子禅论坛

（2003/11/24）

牧童在苹果园放牛，看见苹果树上长满了红彤彤的

大苹果，十分诱人，他想摘一个来吃，又怕苹果树怪罪，

就问：“苹果爷爷，您的苹果长得这么好看，您不怕有

人看见会摘去吃了吗？”

苹果树笑道：“傻孩子，我之所以把苹果长得好看，

怕的就是没有人吃啊，你就放心摘去吃吧！”

牧童高兴坏了，就摘了一个大苹果吃了起来。

吃完苹果，牧童想：苹果长得好看是为人吃的，那

大黄牛的屁股也长得又圆又肥，恐怕也是为了人吃牛排

而长的吧！

于是牧童就问大黄牛：“黄牛伯伯，您的屁股长得

这么好看，您是让我割去吃牛排的吗？”

黄牛怒道：“哞！我怎么没看出你这个忘恩负义的

东西！我一脚揣死你！”

http://bbs.dianzichan.com/


寓言新编[62]：蝉和蜉蝣论“世界末日”

作者：Hans Han(大象) 发表于：电子禅论坛

（2003/11/15）

蝉看见一群蜉蝣集会祈祷且哭声震天，不解地问：“你

们为什么要哭啊？”

蜉蝣们说：“不一会儿太阳就要下山了，世界末日就要

到了！赶紧一起祈祷吧！”

蜉蝣们继续含泪祈祷：“上帝啊，您救救可怜的苍生吧！

万物生长靠太阳，您千万别让它下山啊！”

蝉不屑一顾：“嗤！你们真是见识短浅啊，告诉你们吧：

太阳下山后明天还会升起来的，世界末日还早着呢！”

蜉蝣们停住哭声好奇地问：“真的吗？我们怎么没有一

个蜉蝣看见过太阳再升起来啊？你见过世界末日吗？别骗我

们啊！”

蝉得意地说：“世界末日要等几十天呢，那时候花草树

木枯黄而落了，有时候还会有一场白粉，之后什么生命都没

有了，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末日！懂了吗？！”

http://bbs.dianzichan.com/


寓言新编[64]：小鸟评人

作者：Hans Han(大象) 发表于：电子禅论坛

（2003/11/18）

两只小鸟在枝头讨论人有无意识，小鸟甲说：“唧唧喳喳唧喳喳

（你说人有意识吗？）”

小鸟乙：“唧唧喳，喳唧喳喳，唧喳喳（不可能有吧，他们连羽毛

都没有进化出来，怎会有意识呢？！）”

小鸟甲：“唧喳唧喳喳唧唧喳喳（可他们怎么会造楼房汽车

啊？）”

小鸟乙：“唧，喳唧喳喳，唧喳喳唧喳喳，喳唧喳（傻瓜，那是他

们的本能。他们都不知自己干什么，不信你问问他们。）”

小鸟甲对下面的人喊：“喳，喳唧，唧唧喳喳（喂，人啊，叫你呢！

听见了吗？）”

没有人吭声，小鸟乙笑道：“唧喳，喳唧喳喳（看吧，他们连说话

都不会啊！）”

小鸟甲不服：“唧喳，喳唧唧喳喳（不会吧，我听见他们的声音

的。）”

小鸟乙：“唧喳唧喳唧喳喳（那我们试试骂骂他们，看他们能听出

来不能。）”

于是小鸟甲乙在枝头大声用最难听的话骂啊骂，嗓子都骂哑了，还

是没有人反应，小鸟甲失望地说：“唧唧，喳唧喳唧喳喳（天啊，看来

人真不会说话啊！）”

http://bbs.dianzichan.com/


寓言新编[63]：瑶池写生

作者：Hans Han(大象) 发表于：电子禅论坛

（2003/11/16）

话说王母娘娘开蟠桃盛会，邀请各路神仙在瑶池赴会。年年如

此，王母觉着有些无趣。这年她突发奇想，命天蓬元帅到下界随便

找些生灵同来参加，也增加点热闹奇趣。天蓬元帅下界转了一圈，

找来了一个人、一条鱼、一个蜜蜂、一只蚂蚁、一个细菌。

蟠桃会上，飞天奏乐，嫦娥跳舞，天女散花，好不热闹。恰逢

宝池莲花盛开，王母让对着莲池赋诗做画。不一会，作品交上来了。

大家齐来点评:

天人写的是：“琉璃宝池，金沙铺地，曼佗罗花，放七彩

光…”

人写的是：“蓝天白云，莲花泥塘，水清见底，恰似故乡…”

鱼写的是：“空气稀薄，食物难尝，光线太亮，无处躲藏…”

蜜蜂写的是：“紫色天空，蓝色花朵，赶紧过去，搞点蜜

糖…”

蚂蚁写的是：“迷宫一座，岔路太多，一不小心，掉海中

央...”

细菌写的是：“污血大池，处处恶魔，同类相残，哪有花

香？...”

大家一看都笑了。

http://bbs.dianzichan.com/


寓言新编[57]：胡子、眉毛与汗毛

作者：Hans Han(大象) 发表于：电子禅论坛

（2003/10/23）

眉毛看着车辆不停地给胡子送营养品，很是不

满意，就向大脑总指挥部反映：“太不公平了！大

家都是在门面部门工作，凭什么给我吃得少！我也

要象胡子一样长高！”

大脑无奈地摇摇头说：“我只能按计划给大家

分食品，你的供货计划单上列的就很少啊。”

眉毛不服，偷偷借来剃须刀将自己剃掉，然后

高叫“救救我！”，第二天果然就收到红细胞送来

大车的营养品，眉毛一天一天长长了。

不久汗毛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它也借来剃须刀

将自己剃掉。

结果人就是这样进化成猴子了。

http://bbs.dianzichan.com/


寓言新编[47]：芳香帝国

作者：Hans Han(大象) 发表于：电子禅论坛

（2002/8/10）

话说有个人特别喜欢香味，死后阎王问他：你

原意投生到什么地方啊？

他回答：我想到一个能成天浸泡在香水里的地

方。

阎王喝令小鬼：去！押去粪坑做蛆去！

这人急了，大呼不愿，极力挣扎。

小鬼劝他：嘿，别闹了，粪坑就是蛆的芳香帝

国，别看你现在不愿意去，等你一换上蛆身我拉都

拉不住你呢！

这时孟婆一碗汤灌下，他便忘记了做人时的一

切知识和思想。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芳香四溢的

池子，有各种香味弥漫其中，这人高兴极了，一头

扎了进去…

http://bbs.dianzichan.com/


寓言新编[33]：蚂蚁的百科全书

作者：Hans Han(大象) 发表于：电子禅论坛

（2002/7/19日）

据说蚂蚁的视力不超过半米，对他们来说，凡是尺

寸大于1米的人、狮子、楼房、汽车、飞机等全是子虚

乌有的。有一天大象找到一本蚂蚁的百科全书，看了后

忍俊不禁，试摘录如下：

[人] 传说中的一种动物，肉可以够一国的蚂蚁王吃

一辈子，皮可以做药材。

[瀑布] 一道从天而降的水流，持续时间不超过2分

种（其实就是小孩撒尿）。

[狮子] 一种甲壳动物，喜欢玩粪球（其实就是屎壳

郎）。

[老鹰] 一种飞虫，六只足，三对翅膀，飞行时发出

嗡嗡声（其实就是苍蝇）。

[恐龙] 一种爬行动物，能捉老鹰，有时尾巴容易断

（其实就是壁虎）

http://bbs.dianzichan.com/


寓言新编[13]：跳舞的大山

作者：Hans Han(大象) 发表于：电子禅论坛

(2002/5/19)

话说有一个诗人来到大山面前，诗意勃

发，大声咏叹：啊，大山，我赞美你的永

恒！

却听到大山传来低沉的回音：小伙子，

不要激动，大山永恒，只是你们人类的想法。

我也喜欢跳舞啊，以亿年为单位，我已经50

岁了，每年我都会跳舞的，只是你们人类生

命太短暂了看不到罢了。

http://bbs.dianzichan.com/


【电子禅堂】高速公路铺的都是前文明？

地球有46亿年高龄了，我们人类是自古以来

唯一的高级文明？似乎有点夜郎自大。据佛

经讲，地球至少有三次文明，为什么我们都

考古不到呢？

人类工业革命以来，发掘了大量煤炭石油，

光是世界上的高速路，都铺满了沥青，燃烧

掉变成气的煤炭石油，已经无可计量。

据科学家说，石油煤炭都是古生物，在板块

运动中被压入地底才形成的。如果两亿年后，

我们变成了煤炭石油，后人能从中考古出来

我们辉煌的文明吗？（大象20150916 

dianzichan.com）



【电子禅堂】热闹的人间与荒凉的宇宙

从地球历史上来看，有人的时候远远少于没有人的时候。

若用一部电影来演化地球历史，人类只在最后几秒钟出

现。从宇宙星球来看，荒凉的星球远远多于有文明的星

球，人类至今尚未发现其他星球的文明痕迹。

佛教把一个世界“成住坏空”的一个大周期称为一“大

劫”，大约十几亿到几十亿年。有佛出世的劫称为“明

劫”，没有佛出世的劫称为“暗劫”。我们这个世界是

在一千四百个暗劫结束之后，第六个明劫才出现，名叫

做“贤劫”。暗劫就像整个黑夜，明劫就像几点明星寥

寥可数。

现在看看我们周围，热闹的人间似乎很熙熙攘攘稀松平

常。但回顾起来，几万亿年才能好不容易出现能住人的

地球，几十亿年才好不容易形成有智慧的人类。和平稳

定的时代非常难得，每个人在世的时间又非常短暂，我

们有什么理由不珍惜人身爱护地球呢？为什么有人愚昧

到要鼓吹战争或轻生呢？（大象 20150916 

dianzichan.com）



【电子禅堂】佛教的时间观

人类把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叫一“天”。把地球绕太阳

公转一圈的时间叫一"年"，这只是地球上的时间观。在

其他星系，行星自转与公转的时间可不是这样的：水星

一“天”相当我们58天；金星自转需要地球的243天。

佛经记载人间50年，为四天王天一昼夜。人间100年，

为忉利天一昼夜。人间200年，为夜摩天一昼夜。人间

400年，为兜率天一昼夜。人间800年，为化乐天一昼

夜。人间1600年，为他化自在天一昼夜。还有其他各

种不同的世界有各种不同的时间。

佛教的大时间以“劫”来计数，一个“大劫”是一个世

界成灭的时间，最少十三亿年。20小劫为1中劫，“成

住坏空”4个中劫为一个“大劫”。极乐世界一天，相

当于我们娑婆世界一劫！ 这应该是科学，不是迷信。

（大象 20150822 dianzichan.com）



【电子禅堂】佛教的一和道教的二

佛教也称为不二法门。佛教把对立的二元统

一起来，比如“心物一元”，“心佛众生三

无差别”等等，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色即

是空”，就是把有质量的色（色，是“质碍”

的意思）与无质量的空（比如能量）统一起

来。至于道教，我们熟悉的太极图，黑白双

鱼，阴阳互补，概括了宇宙万事万物的运作

现象和模式，也很深奥。道生万法，人天合

一，明暗，阴阳，男女，黑白，太极无极，

可以说一体两面，其实相通的。佛道同流，

中国智慧！（大象 20150820 

dianzichan.com）



【电子禅堂】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女儿问：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大象答：据我们这个世界的觉者释迦牟尼佛介绍，在遥远的

地方有个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成就的。阿弥陀佛发愿只要

其他世界众生念他的名号，临终就可以接去极乐世界，从此

不再生老病死，所以要念阿弥陀佛。

女儿问：宇宙中还有没有其他佛？

大象答：世界从一个奇点爆炸开始，到底怎样起源？人类智

慧现在还搞不清楚。佛说这是“一念无明”，有“无明”就

会运行，有运行就慢慢形成物质世界。世界形成以后，有佛

的“明劫”很少，大部分都是没有佛出世的“暗劫”。《华

严经》记载华藏世界海中有无量无边的世界，东西南北上下

十方都有佛，他们都赞叹推荐念阿弥陀佛。

女儿问：大家都去极乐世界，会不会人口太多？

大象答：极乐世界没有男女淫欲，不会生儿育女繁衍后代，

也没有国家社会没有战争恐怖，人口都是其他世界的往生过

来的，好像一个移民国度。《阿弥陀经》介绍：不可以少善

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应该担心是有没有达到往生极乐世

界的福德因缘，而不用担心那里人口太多。

（大象 20151210 dianzichan.com）



【电子禅堂】天眼天耳通与超弦

信息时代，人们已经司空见惯手机视频通话，显微镜看

细菌，甚至用望远镜发现了地球表兄。这些其实就是禅

定中的天眼通及天耳通——传说天人神仙才有的能力。

可以说，信息时代与禅定境界其实是相通的。人类科学

家已经研究到了意识能量和量子弦论，质（色）能（空）

互化已经用原子弹证实。研究已经由看得见的物质到了

看不见的原子、质子、夸克到中微子，现在又发现了比

中微子更小物质——超弦（构成物质的居然是这些震

动的能量波）。真是心物一元，玄之又玄！

正是：

电子时代古未见

信息能量妙通禅

低头忙碌犹不知

人间已是天上年

（大象20150812 dianzichan.com）



【大象原创诗歌】[92]：赞佛偈

作者：Hans Han(大象) 2004年5月3日发表于：

电子禅论坛

智慧福德最尊胜

事理无碍超时空

因果缘起不二法

慈悲恒演菩提行

我今礼赞诸佛圣

愿脱轮回断死生

同证如来光明性

广度迷途化有情

http://bbs.dianzichan.com/


【电子禅堂】电器原理与多米诺骨牌

有人觉得手机电脑非常神奇：按一下屏幕或点一下鼠标，

就会出来新的画面，哇！

其实电器原理也可以很简单理解，它就好像一个多米诺

骨牌阵：一个个晶体管就是一个个开关，相当于一个个

多米诺骨牌。当你触发第一个骨牌，后面按照设定好的

时序，会依次打开相应的开关，输出一个特定的结果。

当然，现在电器中的晶体管非常小，头发丝大一点的空

间都可以集成上万个晶体管，手机电脑中都有上千万只

晶体管的集成电路，因此它可以触发的节点更复杂，所

完成的功能更强大。但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你的

一个触发信号（触摸按键或声音），内部经过严密设计

的程序，完成特定的输出（图画视频或动作）。

我们人人何尝不是一个骨牌？我们都在自己的位置承接

着远古祖先们传递下的使命，能不能在该立的时候立，

在该倒下的时候倒下，并恰如其分的触发下一个骨牌，

关键还是看我们的位置摆的正确不正确。

（大象 20151215 dianzichan.com）



【电子禅堂】不完美造就的缤纷世界

大家知道，原子是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原子又是由带正电的原子核

及带负电的电子构成。原子核对电子的吸引力不一样，有的很强势，不仅

吸住自己的电子，还能吸引起他原子的电子。有的较弱势，自己周围的电

子都吸不住会跑掉。有的不强不弱非常完美。因此，原子核外的电子有三

种存在形式：第一种只绕自己的核旋转。第二种不仅绕自己的原子核旋转，

还绕着其他原子核旋转，也叫共价电子。第三种叫自由电子，也就是不固

定绕任何核旋转。

核外电子固定的绕着原子核旋转，就好象我们的地球固定的绕着太阳旋转

一样，是世界稳定存在的基础。然而，要形成五彩缤纷的世界，则需要不

那么完美的后两者：靠共价电子结合的典型代表就是水（两个氢原子和一

个氧原子：H2O）和土（两个氧原子和一个硅原子：SiO2），如果没有

水和土，地球就是个光溜溜的铁球，更不可能有大分子组成的动植物和人

类。而自由电子则广泛存在于各种金属中，是现代科技的基础。

大象多年前就有诗赞电子：

核外电子功劳大，物质稳定得靠它。

若不绕核自古转，也无地球众生家。

共价电子也不差，世界多样全凭它。

献得一点微薄力，率众穷尽诸变化。

自由电子最须赞，舍弃私核为众转。

徜徉电器人脑中，遍传信息在世间。

（大象20151216 dianzichan.com）



【电子禅堂】磁力等于万有引力假说

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有万有引力，太阳和地球就是靠万有引力联

系在一起的。但任何两个物体之间并不一定有磁力，只有特定的

物质，比如磁石之间的磁力，它比万有引力大很多数量级。

今年初，大象提出引力假说，即“磁力等于万有引力假说”，主

要有三个观点：

1. 磁力和万有引力是同一种力，排列整齐的原子表现出来是磁

力，而无序的原子表现出来是万有引力。

2. 磁力因为排列有序，所以有方向性，分南北极；而万有引力

没有方向性，是因为各个方向排列的原子概率相同。

3. 万有引力和磁力都是场起作用，场的范围就是生成它们的那

一块虚空的大小。

用这个假设解释太阳和地球不即不离的现状似乎很合理：因为它

们都是起始并形成于同一块虚空，本身就是一体。如今分开旋转，

但它们还占据了以前的空间，还在以前的场中，因此还可以有联

系。由于组成地球太阳的原子都是随机无序排列，表现形式是万

有引力而不是磁力。

当然，这个课题很大，需要更多的研究，仅以此文存照。

（大象 20151217 dianzichan.com）



【电子禅堂】量子计算机和电子计算机

量子计算机（Quantum computer）是使用量子逻辑进行计算的新

兴电脑。而我们常见的都是电子计算机，包括现在的智能手机、笔

记本或台式机电脑，大型电脑，超级计算机等。

电子计算机现在非常先进，每秒可以进行上亿次计算，但工作方式

却非常原始，因为电子电路中，能很好代表逻辑的只有两种状态，

有电（高电平）表示“1”，没电（低电平）表示“0”，因此所有

的信息要用计算机处理，都必须转换成类似“0110111”的二进制

代码。虽然我们的电脑界面搞的图文并茂，但内部都是单调的两种

状态。

近日，谷歌宣布他们的量子计算机比传统计算机快上亿倍，几分钟

完成超级计算机几百万年的工作量，这确实令人兴奋。但量子科学

太深奥，我们一般人搞不清楚原理：量子叠加性和量子相干性，量

子正交态，量子纠缠态等等。但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它们表示数据

的方法都是微妙的量子状态，这种状态极易被热量和电磁噪声扭曲

或破坏，并将计算破坏殆尽。

量子计算机与我们人脑非常相似，人脑强大的计算功能不亚于超级

计算机，但却更加节能高效，更有直觉思维等智能。同样，人脑也

是在静定平和中才能发挥得好，它也很有可能被贪欲扭曲，变得愚

痴无比。愿我们多一点与“觉正净”的纠缠状态，少一点与“贪嗔

痴”的纠缠状态，人人都是最强量子大脑。（大象 20151223 

dianzichan.com）



【电子禅堂】量子纠缠与妙明真心

量子力学非常复杂，记得大学时候老师把那些公式写出来，我

们学理工科都如同看天书，最聪明的脑袋也觉得不够用了。

但是有一个量子现象我却似乎看懂了，那就是“量子纠缠”

（quantum entanglement）。爱因斯坦认为：如果两个粒

子分开足够远，对第一个粒子的测量就不会影响第二个粒子。

玻尔则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粒子之间存在着量子关联，

不管它们在空间上分开多远，对其中一个粒子实施局域操作，

必然同时导致另一个粒子状态的改变。玻尔将量子纠缠称为

“鬼魅似的远距作用”（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

可以这样形象比喻：假如一对夫妻处于“量子纠缠”状态，男

人跑到银河系东边，女人跑到银河系西边，隔着十万光年。但

这个男人做手术变成了女人，隔这10万光年西头的那个女人也

就瞬间自动变成了男人。

这似乎很难理解，但佛教的观点却非常好理解，佛教中说的

“心”——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周遍整个宇宙，一切都是

“妙明真心中物”，而“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及“心物一

元”，既然都是一体，那么同时变化就不难理解了。难怪释迦

牟尼佛在小小的地球上悟道，就能了知十万亿银河系以外的东

西南北上下各种世界，并不需要坐宇宙飞船去实地考察。南无

释迦牟尼佛。（大象 20151222 dianzichan.com）



【原创整理】大象诗歌：电子禅站题诗

作者：Hans Han(大象) 发表于：电子禅论坛

善法衰微邪恶行

名利贪嗔娑婆中

大象今开电子禅

愿于山河普宗风

http://bbs.dianzic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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