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正常的，点"继续浏览此网站"就能安全登陆动态
网。
谷歌即时通讯
如果您使用谷歌即时通讯（Google Talk）的话，
可以给 dtwip001@gmail.com, dtwip002@gmail.com,
dtwip003@gmail.com, dtwip004@gmail.com, 或
dtwip005@gmail.com 发一个即时短信，一分钟内会
收到几个 IP。谷歌即时通讯 可以在
http://www.google.com/talk/intl/zh-CN/ 下载。
雅虎通
如果您使用雅虎通的话，可以给
dynet_001@yahoo.com，dynet_002@yahoo.com ，
dynet_003@yahoo.com ，dynet_004@yahoo.com ，
或 dynet_005@yahoo.com 发一个即时短信，一分钟
内会收到几个 IP。或者可以把其中一个帐号加为
“朋
友”，一上线就可以 从雅虎通中看到动态网的 IP。
雅虎通可以在 http://cn.messenger.yahoo.com/下
载。您得有一个雅虎的电子邮件才能用雅虎通。
MSN 即时通讯
如果您使用 MSN 免费即时消息服务的话，可以用
MSN 免费即时消息给 dtwip001@hotmail.com,
dtwip002@hotmail.com, dtwip003@hotmail.com,
dtwip004@hotmail.com, 或
dtwip005@hotmail.com 发一个短信，一分钟内会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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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一花一像一诀 天象显玄机
作者：张杰连
【大纪元 11 月 20 日讯】引言
静观当前世事，一石、一花、一像、一诀不
可小视，环环相扣，可谓玄机无限。
一石，乃被称为旷古罕见的地质奇观的贵州
平塘“藏字石” 。
一花，乃是佛经上记述的三千年一开并标志转轮
圣王下世度人的优昙婆罗花。
一像，乃是辽宁千山风景区的奇峰天成的弥勒大
佛之像。
一诀，乃可震动生命微观层致人间祈福救生的当
下诀语：法轮大法好。
前三物天成，载持天意金刚，各领四方造化，
震动世间表观；后一诀念起，贯通宇宙宏微，以
佛法要诀的慈威，创下了无数人间救生的生命奇
迹。
感叹人间大势行，有诗为证：
南降亡共石，
北现弥勒笑，
佛花谕转轮，
一诀大法好。

衡量。否则可能会一叶障目，悔之晚矣！在这新旧
纪元交替之际，人人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以上所述，并非虚言，真言相告，诚意可鉴。望
您能珍视自己的生命与未来，并转告家人与亲朋好
友，也是在挽救他们，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及
时声明退出党、团、队，相信未来的美好一定会属
于您。
三十六计退为上，这才是智者所为！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可使用化名（小名）
方法一：网页投稿：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加
密代理登陆大纪元网站，打开退出共产党网页，在
声明表格中填入声明内容，并提交发送。签名网站：
http://tuidang.dajiyuan.com
方法二：电子邮件：给下列大纪元的信箱之一发
声明电子邮件：news@epochtimes.com
方法三：电话传真：
电话：001-416-361-9895；001-888-892-8757
传真：001-702-248-0599；001-510-372-0176
方法四：手机短讯：
00886-911643438；00886-912291299
退党发“我愿意 1”，退团发“我愿意 2”，退队
发“我愿意 3”，三退发“我愿意 123”（请署名）
方法五：暂无上网管道者可公开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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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实感不妙，开始删除网路相关图片，关
闭有关网站，低调行事。可是对一个天然而成的
石头，真就无计可施。号称“从不迷信”的共党
怎么能和一个查不出任何反动背景却高度“反
动” 的石头较真。真就炸了奇石，不就是不打自
招，对外承认“亡” 字灭顶。据景区内的人介绍，
以后去看“藏字石”的游人，大多是看到真相材
料后，前去一睹天机。
一般周边人士，对三退的意义、作用、数字
等还有个渐进的理解过程，可是中共没有什么中
间过程。可能毕竟是这场天意要淘汰的物件，具
某种直觉，能深切感受到那巨大的解体冲击力，
故而迅速把阻挡“九评、三退”上升为官方政治
任务的头等大事。
至此，平塘“藏字石” 以“亡共石” 为立
意，以“救星石” 为创意，含的是“中共亡，中
华生” 的天机，这和海外“九评”退党集会及游
行中使用的“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的口号
标幅一脉相承。
要知道这可是 500 年前迸裂的巨石，怎就能
与当今的人间大势严丝合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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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化名、小名，因为名字只是一个人的代号，老
天看的就是人心。
有人可能说：我就不相信。人不相信的事情不一
定不存在呀。2004 年底的南亚大海啸，发生之前，
有个当地土著人知道将要出现海啸，叫人们快跑。
当时人们正在海滩上嬉戏、玩耍、欣赏美景，认为
他扫了自己的兴，并驱赶土著人。结果土著人走了
之后，海啸发生了，几分钟之内几十万人丧生，连
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啊！天灾人祸可是无情的，你钱
再多，官再大也不好使。
有人可能想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没有共产
党能有今天吗？中国经济发展多快呀？这不禁使人
想到了井底之蛙，只能看到头上一片天。让我们横
向看看世界，大陆人和台湾人的生活水平相差多远
啊？更不用说与民主发达国家比了。共产党领导的
北朝鲜饿死一百多万人，而民主的南朝鲜发达富裕。
中国这些年要不搞政治运动，经济早就发展起来了，
一个文革就使中国经济倒退了多少年。国外民主发
达国家是政治经
济同时改革，中
国只是经济体制
改革，而政治体
制不改革，还是
共产党独断专
治，谁也管不着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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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内蒙赤峰；黑龙江大庆等地陆续传出了优
昙婆罗花开放的消息，并有很多见诸媒体报导。
这种奇花也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
澳洲、美国等世界各地处处绽放。这些事实明白
的晓谕世人，佛经中传说的三千年才盛开的奇花
优昙婆罗确实降临了人间。
《慧琳音义》卷八载明：“优昙婆罗花为祥
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
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
出现。”
佛经记载：三千年开花一次的婆罗花的出现
意味着转轮圣王已下世在人间正法。“金轮王出
现世间”即解为此，今年按佛记是 3034 年。
优昙婆罗花的出现也引起线民的热烈讨论，
民间有专门的网站收集各地花开的资讯。官方电
视台，如重庆，山西，甚至中央 2 台，都有专门
的新闻报导，一时间小小奇花，传遍中华。与“藏
字石” 的大戏极其相似，冥冥天意驱使官方以
“奇异祥瑞” 而推进宣传，结果真就把优昙婆罗
花开的重大资讯传了出去。
而当越来越多的人们探求婆罗花开背后的真
机之时，官方发现如同顶着“亡共石” 一样又被
上天再次捉弄，不仅临“亡” ，还为“亡”字加
上了注解：“中共亡于反天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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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界上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并支持
法轮功，唯有中国大陆反对。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无辜迫害死了八千万以
上的人，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人数的总和，中国有一
半以上的人们遭到过共产党的迫害。一个人杀了人，
法律还要制裁他，欠命还命。一个党杀害了这么多
无辜就可以不还了吗？常言说得好，人不治天治，
老天有眼，谁干坏事都得偿还。善恶有报，这是宇
宙的法则，谁也违抗不了。
世界上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只剩中国一个大国，强
大的共产联盟早已解体，被誉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
在 1991 年解体。当罗马尼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在台
上演讲说“共产党要统治一百年”时，他怎知几天
后自己会被处以死刑、罗共解体？这些事情不是人
能想象得到的。
* 预言明示——“中国共产党亡”

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风景区门票

古

今中外，很多预言都预告了中共将在今天这个历史
时期走向灭亡。贵州境内出现了亿年“藏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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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此，江氏从一开始就宣称，“法轮功在
和我们争夺群众”，改造国人仇视法轮功，是它
的根本目的。而法轮功弟子却是始终讲真相救人，
他们不惜承受无名的苦难，坚韧不拔，为的就是
多让迷失了的生命听闻真相。
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八年却成了法轮功弟子
讲真相的八年，也是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八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八年。
优昙婆罗花背后讲述给世人的就是这样撼动
天地的事实，呈现的是当今人类历史大舞台上惊
心动魄的压轴大戏。中共犯下此等谤天法、毁众
生的大罪，苍天焉能不灭之，“藏字石” 还能再
“藏而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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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的选择吧！
* 当前的“三退”大潮
提起共产党，老百姓没有几个不骂的，直言者
嘴上骂；敢怒不敢言者心里骂；偶遇表面说其好的
人，内心也深知共产党腐败无救，残暴邪恶，只是
想在其中为自己捞点名利而已。那些携巨额赃款外
逃者，看出了共产党时日不多、气数已尽，纷纷为
自己留后路；就是当朝高官也多把巨款存到国外银
行，以防有变；而那些看清共产党真面目的人，已
退出了共产党以及相关的一切组织，到 2007 年 11
月 4 日已有超过 2803 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
站声明退出中共(党
党 .团 .队 )
有人可能想了，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退不退有啥
用？如果您真正了解了这件事是目前人类最重要的
事，是每个加入过党（团、队）的人性命攸关的大
事，您就不会这样想了。
* 中共的杀人历史
先让我们翻开历史，看看这五十多年共产党是如
何杀人的：早在江西时杀 AB 团，最后杀的没有多少
会打仗的了。延安整风时，把大批自己人当成特务
杀害。
“土改”时杀地主，有的地区将地主满门杀绝，
连几个月的婴儿和八、九十岁的老人都不放过。过
去的地主与今天的种粮大户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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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茎有直有曲，花、茎多不相交，疏朗有致，
浑然天成。
有近花者如此描述，优昙婆罗花淡定从容，
相容一体，以气息拂之，微微晃动，似与观者相
应。晶莹不能喻之质，绝妙不能状其体。点点白
花，根根玉茎，素净得叫人止息绝虑、清心怡神。
观之稍久，圣洁脱俗之感油然心生，真信其花为
佛花也。优昙婆罗花之神奇灵瑞，绝非语言所能
形容。
佛花遍开 中共恐惧
中共开始感到处理优昙婆罗花的棘手。不像
奇石，矗立一处，奇花则防不胜防，随处都有花
开可能。由于众人从未有人见过，百姓自然热衷
于向媒体报料，媒体又不得不向专家讨说法。大
陆媒体自嘲“连续谘询了多名专家 ，均未能查到
该花的确切出处、名称” 。权威的花卉协会和农
科院专家深知
此中份量，只能
支吾避讳， 纷
纷表示 “没听
说过”，“有待
查证” 等等，
因长时间悬而
未解，更佐证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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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中共多么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忽喇喇似
大厦倾”的命运，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四大家族
必然走向衰败的命运象征了红潮末政的这一点。
三、梦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中共
在历史的数词运动，对于一个有正常头脑的人来
说，都是很荒唐的，象文革和迫害法轮功的运动
几乎都是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蠢事，劳民伤财而
对国家经济没有一点好处，用荒唐二字来表达中
共带给中华人民的恶梦是最恰当不过了。
然而，在荒唐之余，我们看到的是被中共无
辜迫害死的八千万条中国人的生命，八千万呀！
这是在和平时期被无罪屠杀死的生命，如果用这
每条被中共屠杀的中国人的生命之血写一个字的
话，需要写八千万个字才能罄书中共之罪恶，而
《红楼梦》全文不过有六十一万字，说其“字字
看来皆是血”，一点也不过啊！
任何一个红学家做梦都想知道，红楼梦后四
十回下落，然而他们都没有如愿以偿，但正因如
此，给红楼梦更增加了神秘的光环，尽管知道前
八十回有许多对后四十回的暗示，但许多人可以
按照自己的意识、自己的目的去猜测后四十回的
结果，这更增加了红楼本身的趣味性。
其实从现在的这个亡党石来看，已经不再是
迷了，因为最后那个大大的“亡”已经告诉给了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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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暖气管上，花开 10 多朵。这次开在铁门上 19
个眼里。
报导说，对于白花之谜，在记者拍摄照片后，
兴城市一名对昆虫类和植物颇有研究的学者于先
生用手摸了一下这些微小的小白花，感到十分柔
软.他用两个手指捏住小白花的花冠,用力往外拉,
往外抻长了大约有两厘米后,松开手指,小白花的
花茎不但没有断，还和皮筋一样十分头弹性，又
缩了回去，回到原位。学者又用双手使劲挤压了
一下花冠，花冠开始瘪了，于先生双手一松，花
冠像吹气球一样又恢复了原状。
于先生对记者说，看起来这些小白花可能不
是草蛉的昆虫产下的卵，如果是卵，用手挤压肯
定会破的，但是，这花冠没有破,还恢复了原来的
样子。如果说是苔藓类的植物也是不对的，苔藓
类的植物不可能有韧劲，这么微细的花茎肯定一
抻就断的。
于专家得出
结论，目前
排除了草蛉
虫的卵和苔
藓类植物的
可能。
记者于
文中反问，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是传说中 300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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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现在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掌布乡桃坡村境
内，二 000 年布依族人桃坡村支书王国富在一个
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上面裂开地方有六个字，下面
就是这块石头裂开的图片。

（图二）
据专家鉴定，500 年前，一块巨石从拦马河谷
的崖壁上坠落，座地一分为二，右侧的一块上面
写着字，如下图：

（图三）
这就是在贵州平塘县掌布风景区发现的那块
2 亿 7 千万年前的藏字石，这块石头自高崖坠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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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佛花，对人间来讲就是不明生物，佛花与佛
经描述相当，官
方为何要急于断
然否定，什么都
可以是，就是绝
对不是“佛
花”。
可见，小小
的优昙婆罗奇花
把中共逼上了死
角。中共的尴尬，
以及官方媒体必
然的自律禁声的趋势，只能最有力地说明一件事：
善哉！未来佛真的来了，“转轮圣王” 真的如约
而至。
只有不知状况的百姓还在向官方刨根问底，
其实，中共永远也给不出答案，真到佛花满目之
时，中共遭天谴而亡的结局，那就是最权威的解
答。
未来佛弥勒的佛乘在哪里
释迦牟尼在二千五百年前在世时曾预言：末
法时期他的法就度不了人了，未来会有弥勒佛（转
轮圣王）下世度人。
在佛教经典<<金刚经>> 中写到，“佛言：
‘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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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石头揭秘《红楼梦》
作者：桃源
打印机版
【正见网 2007 年 11 月 20 日】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这首深沉的《红楼梦》脂批凡例诗往往最先
打开无数红楼爱好者研究红楼梦的序幕 ，每人似
乎都能预感到这八句诗似乎在向人们预示着什
么，然而，一百多的皓首穷经的研究不但没有揭
开《红楼梦》中隐含的各种谜团，反而使谜团越
来越多，真是“都云作者痴，难解其中味！”
《红楼梦》本名《石头记》
，为写在石头上的
一本书，并且是此石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
那么要想完全揭秘红楼梦，就必须在这块石头上
做文章，要考察这块石头的来历出处，又现存于
何方，其表面和内在都记载着什么。如下图的这
块石头，就是书写《红楼梦》这本书的地方。但
写在这块石头表面上的是《红楼梦》的文本，如
果只围绕着表面的文本去细读、考证，并借助史
料和作者的一些信息等等这些表面的东西，去研
究和探索，那永远是浮浅的。表面就是这六十一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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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朗的天空竟然飘起了黄色的雪花。有人说这不
是雪花，这是南风吹来的黄沙，而黄沙铺道是佛
祖驾临的吉祥征兆。紧接着天空又出现了一道奇
异的彩虹。随着彩虹的出现，天空中的云霭中显
出了弥勒的影像。一时间天上与地上的弥勒大佛
相互辉映，简直出神入化。是年 8 月 9 日是千山
大佛开光的日子，天晴如镜，万里无云。
上午 9 点 50 分时，天空奇迹般地又显出一道
倒悬直立在晴空中的彩虹，在天空中足足持续了
30 多分钟，接着天空中便相继出现了“弥勒”、
“观音”等形象的云霭。又有一只嘴衔青嫩树枝
的山鸽子落在了拜祭台的桅杆之上，足足停留了 5
分钟。从当时拍下的照片上看那众人纷纷翘首相
望的场景，能感受当时的场景，千山弥勒神光的
出现，印证了千山大佛的出世决非偶然。
从此大佛区车水马龙，游人络绎不绝，每年
的大佛节更是吸引世界各地的信众前来祈福朝
拜。即使时至深秋，千山景区内诸山满目萧然，
但千山大佛对面的拜佛台上仍然香风飘逸，青烟
缕缕 ……。至此，千山盛况空前的大佛效应，使
海内外各界为之震惊。
有出家人远涉千里来此参拜弥勒大佛，并留
言于千山说：“这是天成大佛，是大自然赐给人
类的瑰宝，这是尊真佛。”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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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 日说是胃痛，就在家里休息。后来医院检查，
医生说是胃癌中晚期，经医生研究要开刀。
2007 年 5 月 11 日要进行切除手术，当时亲戚
去了二三十人，在医院等着手术成功，结果开刀
的医生把我大哥的儿子叫进去，说：你爸爸不好
切除了，因为长在血管上面，一切除可下不了手
术台。就这样又给缝合好了，大哥的儿子出来说：
“我爸爸的病看不好了。”
我说只有大法能救他了，我就叫他背“真善
忍好、法轮大法好”，心要诚。结果五个月来，
大哥一直在背“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后来
到医院再检查，一切全都正常了。
大家目睹了大法的神奇，他们无法用语言感
激，现在他们全家都在真心的念“真善忍好、法
轮大法好”，觉得很好，很神圣。
当然有信仰的人都知道，自古以来，这样的
神奇的事情，都是不同人有不同的机遇，不可一
概而论。最主要的是心诚，真心相信，抱试一试
的态度，或其他调侃的态度，不会奏效。
故事讲完了，就像科学从来不能证明神佛的
存在，可是对神佛的敬仰就没有在人间中断过。
直到今天，在最严酷的共产无神论的洗脑教育的
世界里，却进行着人间壮观而纯正的生命回归的
巨大实践。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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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尊天成的大佛坐高 70 米，肩宽 46 米，头
高近 10 米，头宽近 12 米，耳长近 5 米。乍一看
犹如一尊巨人坐于群山之巅，仔细端详便会逐一
发现它的双目、双手，胸前的佛珠、身上的佛脐
是那么的清晰可见，甚至可以感觉到这尊由整座
山而天成的弥勒大佛，全身充溢着活灵活现的灵
气。
圆圆光亮的佛头高如三层楼房，长满绿苔的
浓眉之下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慧眼，其五官摆放
位置适宜，比例恰到好处。大佛左手指分开放在
膝盖上，右手握拳，手臂压于右腿，右胳膊上方
还端坐着一尊南极寿星，从整体看去是向右倾坐
的姿态。其胸前还天然形成一念珠，其长短比例
及位置非常匀称而神奇。迎着阳光还可以看到圆
圆的珠环。大佛的右手背上有人工凿刻的直径约 3
米的大圆环，其凹凸部份迎着阳光从远处看去自
然形成一个明暗对比强烈的光环。有人说这个光
环是个“八卦图”，也有人说是个“法轮”，种
种说法不一。在大佛腹部中央有一个高 2 米、宽
1．2 米的椭园型的空洞，在其边缘还长着棵小松
树，从远处看去宛如一丛长毛掩盖着大佛的“肚
脐眼”。在大佛的最低部还长着两只宽大的脚。
不敢想像，这一切竟然都是天成，庄严、肃穆、
充盈着法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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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直到后来，全身无力，行走困难，同他一起
得病的几个人都离开了人世，家人痛苦绝望。
而病患的母亲曾患过的肝硬化腹水，因为诚
念“法轮大法好” 而病症消失，给全家带来启
示。在母亲的劝导下，儿子也开始诚念“法轮大
法好”，一个月后奇迹出现了，儿子能进食了，
随后饭量日渐增多，体重也逐渐增加，精神恢复
正常。06 年血液化验白细胞突破零，07 年白细胞
接近正常水准。
据母亲亲口介绍，儿子从 2006 年至现在，精
神状况、饮食、睡眠、外出活动、与人交往等都
同正常人一样。
例举这样特殊事例，是因为这样的变化，没
法用已知的任何一种偶然去解释。并不是要挑战
什么医学研究。而是说，每个生命在当前的历史
天象下，可能就因自己的某种选择，而获得相应
的福佑造化。这不需什么科学论证，而是每个人
自我尝试的独特经历。
再随手摘取明慧网站上 10 月 24 日的两则小
故事，一是王路讲述的“我亲眼目睹的奇迹” ，
作者写道：我婆母修炼法轮大法，给我讲过许多
大法神奇故事，还告诉我记住“法轮大法好”，
遇到魔难时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今年 10 月 14 日上午，我和同伴在车间上班，
忽然听到同伴“唉呀”的叫了一声，我抬头一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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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猜，有人说古时常有虎豹出没，无人敢到大佛
附近拜祭，可是这并不能阻挡知情者把此佛像记
载下来呀，要知道这是世间最大的天成佛像了，
对佛家的重大意义自不必说。
还有人说是个别高僧、道士发现了大佛，把
大佛视为是上天赐给他们本人的礼物，私心作怪，
这是现代人不了解修炼的乱语。
佛家讲的就是普度众生，让更多的人敬佛礼
佛是僧侣们的无量功德之事，怎么会把持着一座
天成的大佛，当作自家的收藏品，这样的私心，
拜佛又有何用呢？佛能奖励这样的人嘛。但是，
另一方面，能够在虎豹出没的山里虔诚拜佛的僧
侣，心境已经不低了，怎么会做连修行初级层次
都不及的事。而且人间的事，谁想瞒就能瞒得住
吗，还要瞒上千年，这不是人能说得算的。
但是，确实是没有任何记载，千年大佛被封
存，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他得以出世的那一天。
显然这是天意，是神界的安排，知情高僧们也能
以慧目而见玄机，对大佛之事一字不漏，是顺天
意之举。
连想起“亡共石” 于 2002 年由村支书“王
国富(音意‘亡国夫’) ” 发现的巧妙安排，千
年大佛出世前后必有相关人间大事。
千年弥勒大佛为未来铺路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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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似的结晶，还有对“爱·感谢”，也反映出
类似的形状。这说明对水产生影响的不是文字，
不是语言，不是语言发音的振动而是语言后面的
资讯。一个词义是有形的，或者说，一个思想是
有形的。
念一个好词，都可以影响事物，更何况诚念
神佛所赐的诀语。实际上，声音与许多微观体系
产生着连系，而某种特殊的具有宏大内涵的诀语，
更产生了某种看不见的机制，震动了更微观的空
间，使得表观生命层得以调整顺合。
然而，颂念者人心的纯净不同，效果各异，
这点用科学手段就无法度量。科学搞不懂当然就
无可推广，实际上也就该如此，因为人类生活的
迷的空间特性是不允许被谁破坏的。迷而不见，
谁悟谁得，限制在纯粹个体的经验之上，多少也
可以窥见神佛检选未来生命的精准手法。
难怪过去高僧念“阿弥陀佛” ，可以念到人
心空净，升华后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这是诀
语对人心与人身
净化的例子，是其
修炼的一部份。而
传说中法老的咒
语，人闻而变色，
那是惩罚的经典。
27

出相似的结晶，还有对“爱·感谢”，也反映出
类似的形状。这说明对水产生影响的不是文字，
不是语言，不是语言发音的振动而是语言后面的
资讯。一个词义是有形的，或者说，一个思想是
有形的。
念一个好词，都可以影响事物，更何况诚念
神佛所赐的诀语。实际上，声音与许多微观体系
产生着连系，而某种特殊的具有宏大内涵的诀语，
更产生了某种看不见的机制，震动了更微观的空
间，使得表观生命层得以调整顺合。
然而，颂念者人心的纯净不同，效果各异，
这点用科学手段就无法度量。科学搞不懂当然就
无可推广，实际上也就该如此，因为人类生活的
迷的空间特性是不允许被谁破坏的。迷而不见，
谁悟谁得，限制在纯粹个体的经验之上，多少也
可以窥见神佛检选未来生命的精准手法。
难怪过去高僧念“阿弥陀佛” ，可以念到人
心空净，升华后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这是诀
语对人心与人身
净化的例子，是其
修炼的一部份。而
传说中法老的咒
语，人闻而变色，
那是惩罚的经典。
27

当人间真相大显之后，人们会看到法轮圣王
与弥勒的实质连系。而在中共严酷打压法轮功的
同时，弥勒却以另一个巨佛化身收笼着芸芸众生，
呵护着人们的等待，调润的是众生千年不灭的佛
性。此中的玄机耐人寻味。
“法轮大法好” 最强的诀语

单纯从字面上看“法轮大法好” 确实有事
物文宣的意思。可是，如果我们立足于上述的三
大天成的物证，千古奇观的藏字石，三千年盛开
的婆罗花和千年天成大佛的突现，把它们连系起
来，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当今时代的天象脉动。
如佛经记述的式样，历史终于走进了上天安
排中的法轮圣王乘弥勒之乘、下世传法的末世大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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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度的重大进程。在经历巨大魔难之后，把留下
来的人类带入新的纪元。
果真如此的话，自然就产生一个可以检验这
一史实的推论：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顺
应天意的人类思维与话语，必然因符合了宇宙的
根本性的发展大趋势，而对生命的生活状态回馈
于善化或福报。
这一推论能否被客观检验是验证当前天象的
关键。要考察这样的现象，就会关注到在中华文
化中最适合大众实践的诚心念诀祈福的民间举
动，大量事例也会从中集中反应出来。
那么“法轮大法好” 就是符合当前大势的
最强的诀语，从推论出发，念动此诀，能有好的
回应，而且会以大量的民间实践的活例证反映出
来。
以“明慧网” 近年来收集到的发生在全国
各地的相关故事，在健康、平安、救生与祈福等
各方面，其真实、广泛、丰富的精彩呈现已经足
可以写出最翔实的第一手专题报告。
“法轮大法好”这句无上大诀，是同化宇宙
大变迁时选择善良的表达。
大陆民众传到海外很多关于诚念“法轮大法
好”发生奇迹的事情，这不是“迷信” 的愿望，
而是正不断扩展的大诀效应。诚念“法轮大法
好” 的人们以自身的亲身经历，向更多的人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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