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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几个IP。 下载地址：http://messenger.live.cn/  

如果看不到以上帐号在线，这是因为每个 MSN 帐

号只能接受一定数目的人加其为联系人，超过后再

加就显示不在线， 实际很可能在线。用 MSN 上面的

菜单栏里的“操作”那一栏， 然后->“发送即时信

息”然后->“其他”，然后会看见“输入电子邮件

地址”那一栏，在里面输入以上帐号中的一个 如：

dtwip005@hotmail.com，然后点“确定”，就会出

现和这个帐号的对话框， 随便发几个字母就可以即

时得到有效的 IP 地址。一个帐号不行，可以多试

几个。 

电子邮件 

给 d_ip@earthlink.net 发一个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收到回信，拿到几个 IP。最好用海外邮箱。

邮件可能会被当作垃圾邮件，请检查垃圾邮件文件

夹确认是否已收到邮件。 

当前网址 

https://www1.pingguo888.COM / 

https://w8.orgoro.com/ 

https://il.rockafellas.net/ 

点击连接后请接受安全证书来加密浏览。使用

IE 7 点击连接时，可能会出现"此网站的安全证书

有问题"警告，这是正常的，点"继续浏览此网站"

就能安全登陆动态网。 

 

一石一花一像一诀 

        天象显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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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看世界，保证继续能上动态

网的方法 
自由门软件 

这个是最简单的，适用于多数网络环境。上动态

网下载后 ，双击执行文件即可运行。 

Skype 

如果您使用 Skype 的话，动态网的 Skype 帐号 

dongtaiwang.com 提供随时更新动态网 IP 地址和

下载自由门最新软件服务． Skype 一定要到官方网

站 http://download.skype.com/SkypeSetup.exe

下载。 注册后，到“工具” - “搜索 Skype 用户” 

-- 输入“dongtaiwang.com” -- “查找”。查找

到后 --- “添加 Skype 联系人”，会出现在主界面

的联系人中。如果查找当前IP，看 dongtaiwang.com 

的个人讯息就能看到 IP，不需要加入联系人． 

谷歌网上订阅 

访问网页

https://www.google.com/reader/view/feed/http

:// 

qxbbs.org/qxdailynews.xml，点击任何一个当日

公布的 SSL 加密代理就可进入动态网。点击连接后

请接受安全证书来加密浏览。使用IE 7点击连接时，

可能会出现"此网站的安全证书有问题"警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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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它怎么做都是它对，只看眼前，不看长远，毁

灭性地疯狂开发资源，靠外资输血维持经济运行。

外商一旦不肯投资立即陷于瘫痪。所以中国的经济

被称为橱窗式经济、泡沫式经济。这几年又把国民

经济的四分之一拿出来迫害法轮功，如果把这笔钱

用在经济建设上，给老百姓改善生活多好啊。  

有人可能想了，我年龄也过了，也不交党费了，

早就自动退出了，用不着声明走那形式了。您不知

道，共产党与其它政党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有共产

党（团、队）加入时要对着血旗发毒誓，要把自己

的一切乃至生命都献给它。宣誓时在另外空间它就

给你的右手和脑门打上印记，你就永远是它组织里

的一份子了。只有再次声明退出才能抹去印记，得

到老天承认，才能真正得救。  

有人可能想了，天塌大家死，怕什么？请您冷静

想一想，假如您现在得病了，您就不治了，等死吗？

有生还的希望为何不去争取呢？有大家陪着死心里

就平衡了吗？给共产党当陪葬品犯得上吗？只要用

原名（笔名、小名、化名）往大纪元网站发个声明，

没有任何损失，没有任何危险，不用出一分钱，就

为自己买了份生命的保险，何乐而不为呢？！  

退党不是参与政治，正是叫人脱离政治。退出是

自救！是对自己的生命与未来真正地负责！此等之

事历史上未有先例，故不可用先前经验与后天观念

 
5

 

贵州平塘“藏字石” 应验三退潮 

2.7 亿岁的百吨巨石，500 年前从山崖坠落，

座地一分为二，右石断面上天然生成六个大字：

中国共产党亡。2002 年 6 月被外界发现，贵州平

塘地方政府瞒“亡”字隐匿不报，经鉴定为天然

成字，随建红色旅游区致富，号称“救星石” ，

大陆媒体借前五字“祥瑞” ，鼎力宣传，平塘旅

游渐热。  

04 年底，“九评” 奇书出世，宣天下“亡

共” 之判决，05 年，“三退”( 退党团队)大潮

涌起，至 06 年轰烈之际正逢海外揭“藏字石”真

相于大白，“中国共产党亡”天意直逼， “藏字

石”成为中共顶在头上的一块自灭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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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横断面惊现出“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记

者考察后不敢实报，只报了“中国共产党”五个

字）。此类事件在历史上改朝换代时也出现过。  

 

2004 年 11 月底，全球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网站发

表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将共产党特别是中

共的邪恶本质揭示出来。2005 年 1月 12 日，大纪

元向全球郑重声明：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

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

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如果有

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

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

所有参加过中共与中共其它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

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

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

明退出中共和中共其它组织的人作证。  

大纪元声明引发了退党（团、队）大潮，每天都

有两、三万人声明退出中共及相关的一切组织。世

界各地都设有退党服务中心。 

 

当老天要清算中共时，凡是它其中的一份子，就

要跟其遭殃。老天是最公正的，他要惩罚的是那些

真正的坏人，而对好人是要挽救的。所以就给这些

人一个机会：声明退出就能保平安。可用原名、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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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昙婆罗花开 释迦预言成真  

要问这场天降亡共巨石的历史大背景又是怎

样，三千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世间绽放的又一奇

观可揭迷底。  

据佛经《法华文句·四上》：“优昙花者，

此言灵瑞，三千年一现。”  

1997 年，韩国媒体首次报导了清溪寺出现优

昙婆花，后来韩国媒体又相继报导了许多地方有

奇花开放，引起佛教界的惊喜。接着在大陆辽宁

省沈阳、朝阳、凌源、锦州；山东省烟台、胜利

油田、东营；四川省成都、绵阳；河南省濮阳；

河北省张家口、周口、秦皇岛、无极、石家庄、

深州；山西省五台山、太原；陕西省西安；湖北

省武汉；海南省珠海；安徽省合肥，北京，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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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将资

本家的财产全部夺过来，逼得其跳楼自杀。过去的

资本家不就是今天的民营企业家吗？  

“反右”时毛泽东鼓励知识份子给党提意见，说

是“不扣帽子，不揪辫子，不打棍子，绝不秋后算

账”，可知识份子说了真话，结果大批人被下放、

关押、杀害。一迫害就是三十年。  

“大跃进”饿死了四千万人。“文革”更是死人

无数。胡耀邦答外国记者问时说，文革时光被株连

的就有几亿人。而毛泽东却指示说这样的运动七、

八年要再来一次。  

“六四”大学生天安门广场反腐败，多少中国的

精英倒在了机枪坦克之下。 

今天面对做好人、说真话、修炼“真、善、忍”

的群众，中共倾尽国力疯狂的、全方位的血腥迫害。

新闻媒体不断的制造谎言，欺骗世人，迫害法轮功

的酷刑就达上百种，迫害致死有据可查的目前已达

三千一百多人。由江泽民、罗干一手导演的“天安

门自焚”，破绽百出，有头脑的人一看便知是假的。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将“焦点访谈”的录像经过技术

鉴定，定为伪案，于 2001 年 8 月在联合国发表声明，

指出：“自焚”事件是中国政府组织的，嫁祸给法

轮功，目的是煽动群众对法轮功的仇视，为迫害制

造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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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佛经记述，婆罗花开预示“转轮圣王” 世

间度人的神谕，于是遍观中原上下，也只有法轮

佛法于世间鼎力转轮，其势头强劲。曲指算来，

大法洪传、救度世人，至今已有一十五载，而中

共迫害大法徒达八年之久。一正一反，由佛花遍

开而揭示了中共因对抗天法必遭天谴的宿命。  

这看似仟弱娇小的婆罗花，却有此惊世骇俗

的力量。  

大法救人与中共恶阻  

“转轮圣王”正在世间洪传大法、救度世人，

这是佛花晓谕世人的最大天机。  

当人们明白了这一天机，就会对令人百思不

得其解的问题豁然释疑：为什么法轮功从 1992 年

在中国开传，短短七年，到 1999 年就有上亿人学

法、炼功。  

而中共却在做一件什么事呢？1999 年 7 月江

泽民扬言“三个月铲除法轮功”，结果持续了八

年的残酷迫害。中原大地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

正邪大对决。  

由于官方的镇压，许多生命被谎言所蒙骗，

满脑子是中共散布的诋毁大法的念头，这样的生

命实际上就在被欺骗中选择了放弃坚守道德的原

则，这对生命来讲，是非常悲哀的事。严格地说，

中共并没有能力迫害到法轮功什么，无论什么环

境，谁也挡不住真正修炼者身心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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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  
这块亡党石的前半部分“中国共产党”对应

的是红楼梦的前八十回，而这个“亡”字对应的

是后四十回，而现在这个“亡”对应的有三层意

思，不只是对应着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的消亡和中

共恶党的消亡，更有趣的是他还对应着红楼梦后

四十回的消亡！  
大家如果不相信，可以亲身实地调查一番，

下面是门票，事若恭亲，我想大家必会得到属于

自己的答案：  

 
图四 

发表时间：2007 年 11 月 20 日  
 

三十六计退为上 
朋友，您好！您想让自己和所有的亲朋好友远

离灾祸、幸福平安、珍惜生命、选择美好的未来吗？

我想您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那么，得到这份

材料就是您的缘份，请您将此文读完，然后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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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是梵文的音译，亦

作优昙波罗、乌昙跋罗、优昙钵华、乌昙华等，

英文名为 Udumbara ，意为灵瑞花、空起花、起

空花。此花之神奇，非人之所想像，无论是铜像、

钢铁、玻璃，还是塑胶、水果、植物等等，也无

论寒暑、无论寺院还是寻常百姓家，都留下此等

奇花的踪迹。 

 

“优昙婆罗花”是传说中的仙界极品之花，

因其花“青白无俗艳”被尊为佛家花。婆罗奇花

花茎细如发丝、蚕丝，色如玉，白如雪，花形如

钟，周围散着淡淡的光晕，有的散发出淡淡清香。

用放大镜细看：花瓣微张、有光晕；花茎纤细、

有韧劲；无叶相衬，无枝相绕，均现一根、一茎、

一花之玉体。优昙婆罗花分布天然均匀，或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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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分为二。专家报告中指出天然成字的概率

是 1,000 亿分之一，还没有考虑各字体大小一致、

方向一致、间隔一致、字形一致的限制条件，也

许再加上第六个字出现的概率组合，可能就是万

万亿分之一的可能性，曹雪芹能写出红楼梦实在

太不容易了，但是，形成这块石头要比曹雪芹写

红楼梦难的多。可见此石上所蕴育的“中国共产

党亡”六个字确有非寻常之意。  
我们先分析前五个字“中国共产党”与“红”、

“楼”、“梦”这三个字的契合之处。  
一、红  
这个中共恶党，以杀人起家，以血腥维护专

权统治，自然红色为标志，包括五星血旗、红领

巾等都是这个党的标志，而《红楼梦》中，开篇

即说是为“闺阁昭传”，其主要描写人物大部分为

女性的故事情节，女性即为“红颜”，带有高度的

中心思想总结的第五回，也明确点明“千红一哭，

万艳同悲”，凡例诗中也说到 “谩言红袖啼痕重”，

皆应在这个“红”字上，其唯一的一个男性主人

翁贾宝玉则生来就有“爱红之癖”，与中共的嗜血

那种与生俱来、致死方休的本性产生了一种高度

准确的象征和暗示。  
二、楼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苏联

和东欧解体，为中共的红潮大厦将倾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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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花乃奇花异放，光彩神秘。  

有人曾用菌类或苔藓类植物推挡，但根本无

法解释奇花在各种非常规物质中皆能生长的事

实，也说不出有如此能耐的菌类或苔藓类植物的

大名。  

最迷惑人的是把佛花归入“草蛉虫”卵，但是

相像并非就

是一回事。

结果有人用

显微镜头拍

下的婆罗花

的放大照

片，花瓣、

花心清晰可

见，有人能

闻花香，有

心人还观察到花开花闭的全过程，故此，虫卵之

说不攻自破。  

 

这里引据国内报导中一个典型的例子。《辽

西商报》2007年10月29日登载的关于“婆罗花”

的文章，报导说，10 月 26 日在兴城古城外一民宅

的铁门上长出了 19 朵奇特的花。据悉，到目前为

止，在葫芦岛市这已经是第三次发现这种奇特的

小花，第一次是在玻璃上，花开 50 朵，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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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哪里能体现出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

辛苦不寻常”的深刻内涵？富贵的公子哥、小姐、

丫头们在大观园富贵乡中温柔快乐、享受尽人间

乐趣的时候，哪里能看出来血腥的教训了？  

 
（图一） 

要想揭开这块石头的秘密，只看其表面是无

法办到的，必须用透视功能看看这石头的内部是

什么，或者把这块石头砸开，看看石头内部所有

的秘密，藏着何等玄机，才能有最终的领悟。这

块石头在《红楼梦》的书中幻化成了贾宝玉随身

佩带的宝玉，很坚硬，贾宝玉曾有好几次砸玉，

但都没有砸开，所以也就无从探知这块石头内部

的奥秘。其实要想砸开这块石头，揭秘红楼本质，

也非常人所能为，必有上天的神力方可达到。  
笔者非天方夜谭，因为这块石头已经于五百

年前破开了，从中间一分为二，并把揭示《石头

记》最本质秘密的六个字展现给世人。这块石头

 
15

年才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文章最后只能敷

衍，“目前，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在中共无

神论治下的社会，谁又敢下“反动”结论呢?谁又

能真正的尊重佛家经典里的精妙预言呢?  

 

老百姓愈加追问究竟何物。由于样本天成，官方

无可控制，想用专家遮掩托辞，只能弄巧成拙，

因为人人都可细查。民间共识已认可这就是传说

中佛花的真实显现。中共急了，不得不再次“与

天而斗”，把天成佛花搞成政治问题。有媒体报

导说，“专家们目前唯一达成共识的是：这绝对

不是所谓的‘佛花’，初步论断，这种不明生物

的出现，应该与今年夏天接连大雨有关。”  

不说这样的专业解释有多好笑，但凭一个

“绝对不是”，官方的恐惧一目了然。三千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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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信与不信的表达，与他人毫无关系，唯

有自己是最终的享有者或承受者，这是宇宙最公

平的得与失的展现，无论贫富贵贱，机会均等。  

结语  

特殊的历史时期，需要的是更加开放的头脑

与更加睁大的双眼。  

看似偶然的一石、看似弱小的一花、看似天

然的一像、看似简单的一诀，其实，轻轻的串连

起来，原来都是那样完美的相互印证，互为表里，

因为他们服从的是一个真实的正在发生的人间大

势。  

其实，人类所有的宗教从古至今都在宣说一

件事，就是等待度人(救人) 的神的某个时期的到

来。  

佛来了，神到了，由于没有符合人中观念的

想像，人就显得异常迟钝。在表现上就有一个明

显的特征，就是神下来的时期，对人来说，“不

相信” 的奇异之事会越来越多了。毕竟是有福之

人才能有生逢救度之盛世的机缘，能感悟到一丝

不同寻常的人会越来越多。  

探究人间奥秘跟大势行吧！ 

(http://www.daji)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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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来。’”这里释迦提到了转轮圣王，实是法

界万王之王的无上王尊号，又称法轮圣王。这句

话的真义是众生若要不离世俗以成圣，在人世中

明明白白成就，得等到转轮圣王以弥勒佛号下世

传法度人之时，如来，弥勒如来也。  

 

千山天成弥勒大佛诠释未来  

1992 年 5 月法轮大法在中原开传。不到一年， 

1993 年 4 月，辽宁鞍山的千山风景区就发现了天

然巨石而成的弥勒道场。天成弥勒大佛的出现轰

动全国，同年 6月注册，8月开光，期间天降祥瑞

等奇特景观，万人争睹。  

大佛山的绣莲台旁边的玻璃镜框里嵌有当年

大佛注册和开光时出现在天空那神秘景观的照

片。据说，1993 年 6 月 5 日千山大佛被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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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淌了一些血，同伴的左手食指被机器切掉了

一节。我立刻把掉在地上的一节手指捡起来给她

按上，并且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就这样我陪着同伴到附近一家医院去治疗，

经检查，大夫说只能看到外伤，看不出来是手指

断了，包扎一下，我们就走了。回到家里不放心，

我又陪着她到市里一家大医院的纤维外科，我们

介绍情况后，经过检查，也没发现手指断了，大

夫根本就不相信，断指会自己接上。  

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断指会自

己接上，有人不相信，说我们编故事。更多的人

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今后，要记住“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  

 

另一则是一位江苏的读者讲述一件发生在他

哥哥身上的真实的事。  

我的大哥原是常州地区一名瓦工，在今年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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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真心才见真佛，真佛才能显真身呀。

这正应了山脚下大佛寺山门处的楹联所昭：“佛

为山山为佛真身显弥勒”。  

千山大佛浑然天成  

 

千山，实指千山山脉，大大小小一共 999 座

天然形成的山峰，加一座人工堆积而成的小山，

又被誉为“千朵莲花山”。大佛地处千山第二高

峰五佛顶的东南方，距著名的庙宇南泉庵东南 300

米，海拔 520 米，整座大佛就是一座高耸的山峰。

佛为一座山，山是一尊佛，佛端坐于千朵莲花之

中，千朵莲花护拥着这千山天成的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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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法轮大法好”一诀。真就是“法轮圣

王”下世传法，度众生，在这样的天象洪势之下，

有人能对大法发出善念，不就等于把你的生命归

入被救度的未来人之列了嘛。  

其实，念大诀，就是对人体的一个结晶大试

验，念最好的最强的决诀句，身心得到最好的调

整与展现，道理与水结晶极其相似。  

 

不可思议的故事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或多或少会接触到一些

不可思议的事情，无论人们是否承认，它们都是

真实存在的。它可能离我们身处的现实中的常理

相差太远，但是它的发生一定是符合了更高的理，

顺应了更大的趋势。从大陆很多民众反馈的信息

看，默默念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发生的

奇迹，也说明了这一点。  

明慧网2007年 10月 20日报导了一个化名新

生的人的故事。主人翁是湖北省一爱滋病患，在

极度痛苦的绝望之际，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

而获救。  

报导说，新生于 2003 年染上爱滋病，经住院

治疗没有好转。05 年血液化验：白细胞为零，病

情越来越重，不能进食，仅能喝点水和饮料，人

瘦得皮包骨，常常烦躁不安、打人砸物，精神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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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经世事沧桑，积聚天地精华，俯瞰芸芸众

生，警醒人世变迁。大佛独处，虽无声无息，却

代表着即将到来的新天地。  

据悉，千山迅即已被尊为继九华山、五台山、

普陀山、峨眉山之后的中国第五大佛家圣地，事

实上是开启了人类承接未来佛引领的重要铺陈。  

千年大佛突然显现之谜  

谈起千山大佛的发现，人们总有一个百思不

解的疑问，千山在人们心中成为佛，至少已有千

余年历史了，那么为何大佛直到 1993 年的现代社

会才突然走近今人们的视野。  

是人从来就不知道他的存在吗？答案是否定

的。在对这尊大佛的挖掘考证中，竟然发现了许

多历史上有人拜祭的痕迹。在距大佛对面 200 米，

高约 70 米的峭壁上有一个人工凿刻的 1米宽、6

米长的古拜佛台，其花岗岩台面已经风化，据地

质专家鉴定，花岗岩风化到如此程度，起码要有

上千年时间。  

在古拜佛台的下方 30 米处，人们还发现曾有

人焚香拜祭用的瓷质供碟和近尺厚的香灰。据考

古学家考证发现，挖掘出来的供碟是明清时期的

瓷制品。由此可见，大佛早在明清时期或者明清

之前就已被高僧所识，并供奉膜拜。  

既然它早就走进古人的心里，那么在千山的

文献中怎么就没有一个字的记载？现代人只能

 
28 

再看“法轮大法好”一诀。真就是“法轮圣

王”下世传法，度众生，在这样的天象洪势之下，

有人能对大法发出善念，不就等于把你的生命归

入被救度的未来人之列了嘛。  

其实，念大诀，就是对人体的一个结晶大试

验，念最好的最强的决诀句，身心得到最好的调

整与展现，道理与水结晶极其相似。  

 

不可思议的故事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或多或少会接触到一些

不可思议的事情，无论人们是否承认，它们都是

真实存在的。它可能离我们身处的现实中的常理

相差太远，但是它的发生一定是符合了更高的理，

顺应了更大的趋势。从大陆很多民众反馈的信息

看，默默念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发生的

奇迹，也说明了这一点。  

明慧网2007年 10月 20日报导了一个化名新

生的人的故事。主人翁是湖北省一爱滋病患，在

极度痛苦的绝望之际，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

而获救。  

报导说，新生于 2003 年染上爱滋病，经住院

治疗没有好转。05 年血液化验：白细胞为零，病

情越来越重，不能进食，仅能喝点水和饮料，人

瘦得皮包骨，常常烦躁不安、打人砸物，精神失

 
21

饱经世事沧桑，积聚天地精华，俯瞰芸芸众

生，警醒人世变迁。大佛独处，虽无声无息，却

代表着即将到来的新天地。  

据悉，千山迅即已被尊为继九华山、五台山、

普陀山、峨眉山之后的中国第五大佛家圣地，事

实上是开启了人类承接未来佛引领的重要铺陈。  

千年大佛突然显现之谜  

谈起千山大佛的发现，人们总有一个百思不

解的疑问，千山在人们心中成为佛，至少已有千

余年历史了，那么为何大佛直到 1993 年的现代社

会才突然走近今人们的视野。  

是人从来就不知道他的存在吗？答案是否定

的。在对这尊大佛的挖掘考证中，竟然发现了许

多历史上有人拜祭的痕迹。在距大佛对面 200 米，

高约 70 米的峭壁上有一个人工凿刻的 1米宽、6

米长的古拜佛台，其花岗岩台面已经风化，据地

质专家鉴定，花岗岩风化到如此程度，起码要有

上千年时间。  

在古拜佛台的下方 30 米处，人们还发现曾有

人焚香拜祭用的瓷质供碟和近尺厚的香灰。据考

古学家考证发现，挖掘出来的供碟是明清时期的

瓷制品。由此可见，大佛早在明清时期或者明清

之前就已被高僧所识，并供奉膜拜。  

既然它早就走进古人的心里，那么在千山的

文献中怎么就没有一个字的记载？现代人只能



 
26 

述着念“法轮大法好”神诀的故事，而更多的人

又以更丰富的个人体验验证着大诀语的力量。 

活生生的真实，受益其中的众多人群，面对

各种惊人的事例，早以见多不怪了，而对圈外的

人来说则是玄乎又玄。有些道理，科学界也在思

考探索之中了，近来，于人的思维语言影响到物

质状态方面已有若干重要的观察发现。  

水结晶报告揭示善的力量  

日本学者江本胜博士在《水的资讯》著作中

描述的水结晶的奇妙结果已经在世界许多国家引

起重视，他的专著及论文已经被翻译成多种不同

的语言。在他的研究结果中证明人的好的意念、

善念会使水变得清洁、纯净，结晶美好。  

江本胜博士的研究显示，水是有生命的，也

是有感知的。在他的《来自水的资讯》一书的封

面上写道：“……美的语言文字创造美好的自然，

丑陋的语言文字导致丑陋的自然，这是宇宙的法

则。”  

人们还能进一步看到，善念使物质变得美好，

恶念使物质变得丑陋。对水说“漂亮”，它的结

晶就漂亮，对水说“肮脏”它的结晶真的看上去

肮脏不堪。  

非常有意思，对日语、英语、德语不同语言

写的“智慧”这个词水反映出相似形状的结晶。

对日语、英语、希腊语写的“宇宙”，水也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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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佛经记述的末法时期转轮圣王将乘弥勒佛

乘开始在人间传法普度。  

1992 年 5 月，法轮功正式开传。高德大法，

心传心，人传人，一年后，法轮功热全国升温，

中国30年的百花齐放的气功热以法轮功中心凸显

而收局。  

天象到来，大佛欲动，1993 年 3 月 19 日千山

管理局意外接到盘锦卫校高级讲师张柳春的一封

信。他在信中说，民国时期一个叫于文波的人曾

在千山出家，那时曾有人指点，让于文波去拜祭

大佛……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民国时期一些

出家高僧就知道弥勒大佛。 

   

按着这一线索，4月 6日，千山管理局派人前去考

察，据说，其领队在向一荆棘丛生的山峰登攀时，

突然一脚踏空，身边的同事手疾眼快，一把将他

拽住，才使得他未跌入脚下的百丈悬崖。幸运躲

过此劫他坐在石头上惊魂未定之时，猛然发现前

面的这座山峰酷似一天成的弥勒大佛，正是信中

所言的大佛所指。  

由此看来，弥勒大佛闭封千年而现今日末法

之时，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普通意义上的宗教佛

事，又增一佛像而已。其实，与三千年佛花开放

一样，实为能救人的大法开传而来，为人类未来

铺陈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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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收局。  

天象到来，大佛欲动，1993 年 3 月 19 日千山

管理局意外接到盘锦卫校高级讲师张柳春的一封

信。他在信中说，民国时期一个叫于文波的人曾

在千山出家，那时曾有人指点，让于文波去拜祭

大佛……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民国时期一些

出家高僧就知道弥勒大佛。 

   

按着这一线索，4月 6日，千山管理局派人前去考

察，据说，其领队在向一荆棘丛生的山峰登攀时，

突然一脚踏空，身边的同事手疾眼快，一把将他

拽住，才使得他未跌入脚下的百丈悬崖。幸运躲

过此劫他坐在石头上惊魂未定之时，猛然发现前

面的这座山峰酷似一天成的弥勒大佛，正是信中

所言的大佛所指。  

由此看来，弥勒大佛闭封千年而现今日末法

之时，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普通意义上的宗教佛

事，又增一佛像而已。其实，与三千年佛花开放

一样，实为能救人的大法开传而来，为人类未来

铺陈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