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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奇观现天意 
神佛慈悲救人急 

《诺亚方舟惊世启示 2》纪录影片于 2011 年 10
月在香港放映，引起了全球震动。这是一部纪录香

港与土耳其探险考古队于2011年4月在土耳其东部

的亚拉腊山历经艰险终于到达诺亚方舟遗址并成

功进入方舟船体的影片。该片以详实的样本、图片

和科学测定的资料证明了《圣经•创世纪》所记述

的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是本次人类之前所发

生的一段真实历史。 
影片留给人们的震撼那就是神晓谕给人类的

警示毋庸置疑：那些不听神教诲、败坏到不配做人

的人必然遭到神的惩罚——在劫难中被淘汰；对于

像诺亚一家那样尊天敬神的善良之人将受到神的

呵护——在劫难中登上救度方舟！所以，许多朋友

面对世界尤其是中国大陆道德沦丧、世事紊乱、天

怒人怨、灾祸连连的现状，已不再怀疑人类大淘汰

的不可避免，急切的思考和寻觅着能够度过劫难的

救生方舟。  
久远以来，神为了让世人能在本次人类历史的

最后时刻明白天意、了解真相、得到救度，以各种

方式透露着天机。有大觉者的教诲，有先哲们的预

言，也有各种异象的警示。在这万千异象之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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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关注的是称得起“警世”的四大奇观。因为神通

过这些奇观等于把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重大天

机直白的告诉给了人们，让世人顺天意而行以救自

己，这是神的慈悲！  

奇观之一：天下第一大佛像 
——转轮圣王 宇宙至尊  

闻名遐迩的四川乐山大佛被誉为天下第一大

佛，原名全称为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座落在岷

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的凌云山，是唐代海

通法师和他的继承者们花费九十年的心血雕凿而

成的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坐像，佛像高 71 米，

迄今已 1200 多年（见图 1）。  
世世代代，人们千里迢迢来乐山瞻仰膜拜，祈

求大佛的护佑。但是，可曾明白先祖们为什么要以

近百年的浩大工程创建这天下第一大弥勒佛像的

奇迹呢？ 
这是因为

深谙天机的海

通法师遵照神

的意志，通过这

一警世创举提

醒后人牢记释

迦牟尼佛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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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教诲：末法时期人类将有大劫难，但他所传之法

已经不能救度世人；其时有转轮圣王（天上称法轮

圣王，也称弥勒）将下世传法救度。转轮圣王是宇

宙中神通最为广大的如来，他拥有与佛一样的 32
相 7 宝，是不用武力用正义转动正法的轮，以此来

支配世界的理想王。所以，乐山大佛石像就是转轮

圣王之像！海通法师在建造弥勒佛像时就以凸显

“最大”为特征，明白的告诉后人：以弥勒佛乘下

世传法救人的转轮圣王是宇宙中层次最高、法力最

大的佛——宇宙至尊！  
佛教从一开始就称释迦牟尼佛为“现在佛”，

称转轮圣王（弥勒佛）为“未来佛”。“未来佛”就

是传说中的创世主，在《圣经•启示录》中称创世

主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信佛的朋友只注重了对

“现在佛”的膜拜，而淡忘了“未来佛”。为了纠

正世人以为“现在佛”与“未来佛”只是个下世前

后的差异，而且“未来佛”来到人间还遥遥无期的

误解，所以神安排在甘肃南部的夏河县于三百年前

建造了一座以敬奉“未来佛”为主题的拉卜楞寺。 
该寺有两尊弥勒大佛（转轮圣王）的鎏金铜像，

其中有一尊佛像就是双手向世间转动法轮的造像；

而拉卜楞寺的原名扎西齐寺（汉意为吉祥旋寺）的

涵义就是法轮旋转呈吉祥。更值得关注的是，拉卜

楞寺的大金瓦殿中央同时供奉着“未来佛”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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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像。弥勒佛（转轮圣王）是一尊高 10 米的

鎏金铜像，其前方安放着释迦牟尼佛的小铜像。这

种把两尊佛像一前一后、一大一小、一高一低的摆

放在同一个供坛上的造型、布局实为罕见！这不只

是在说明“现在佛”与“未来佛”来到人间的先和

后，更重要的是此处以释迦牟尼佛为参照来烘托转

轮圣王（弥勒佛）层次之高、法力之大远非“现在

佛”可比，释迦佛当年所传之法也无法与转轮圣王

将要下世弘传的宇宙大法同日而语。而弥勒佛像下

身半蹲半起呈准备下走姿势的造型，则谕示着转轮

圣王即将带着法轮向人间下行（见图 2）。  
至此，我们就会明悟一个重要天机：历史上所

有先期来人间传经布道的觉者——释迦牟尼、耶

稣、老子……和与他们相关的宗教都是在为“未来

佛”下世传法救度做着铺垫！明白了这些，再来仰

望乐山大佛，就会更加懂得建造这尊世界第一大弥

勒佛像的非凡意义！ 
乐山大佛背靠

凌云秀峰，坐观大

江东去，经历了上

千年的人间风雨，

静静的在人间恭候

着创世主（未来佛）

——转轮圣王真身

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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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观之二：天降优昙婆罗花 
——神到人间 传法救度  

未来佛何时来到人间？这是所有信仰正教的

朋友最为期待的问题。当沉睡千年的释迦牟尼佛指

骨舍利于 1987 年 5 月 5 日在陕西省法门寺的地宫

中再次面世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许多僧人

已经悟到神通过这一方式晓谕众生：未来佛——转

轮圣王已经来到人间，所以，他们奔走相告：神回

来了！神用佛指舍利再现的时日——1987 年（兔年）

5 月 5 日（古历四月初八）诏示转轮圣王来到世间

的时间——兔年的四月初八；同时提醒世人关注佛

教《金刚经》所记载的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当三千

年一开的仙界奇花——优昙婆罗花在世间开放时，

意味着转轮圣王正在人间正法。  
1997 年 7 月（1997 年按照佛历是 3024 年），

韩国京畿道广州郡一座寺院的方丈在金铜如来坐

像的前胸部发现了 24 朵优昙婆罗花。2005 年，韩

国的须弥山禅院、正觉寺、龙珠

寺、清溪寺、恋主庵等多座寺院

相继在佛像的身体、面部开放了

优昙婆罗花（见图 3）。寺院的

主持们将这一喜讯迅速传出，不

仅引起了宗教界的轰动，也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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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世人的思考。当人们重新审视自 1992 年开传的

以“真、善、忍”法理教化世人的法轮大法已弘传

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现实，联想到法轮功创始人李

大师的诞辰日（1951 年 5 月 13 日）恰为兔年的四

月初八的事实，立即明白了释迦牟尼在两千五百年

前关于转轮圣王下世传法救度的预言已经应验成

真！  
近年来，优昙婆罗花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陆

续开放，已经成为人间的一大奇观（见图 4），《山

西日报》和《陕西电视台》等媒体还对仙花的开放

的新闻公开报导。（上网搜“优昙婆罗花”可以看

到更多仙花的照片。） 
为什么说优昙婆罗花是仙界奇花呢？因为她

的来历神奇、显现的方式神奇。这种只有 1 公分高

的小花虽然也有花蕾、花朵、花茎，但却没有根须，

小花附着在

没有泥土的

佛像、墙面、

石板、玻璃、

木板、金属、

纸张、……

水果或植物

的叶茎上，

仙花不需人

间的水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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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怕日晒和风霜，真所谓“无土无根随心放，

有形有色如意发”，人间的任何花卉都与她无法相

比。  
当然，这一奇观的出现不只是让当今的世人有

幸瞻仰仙界奇花，更重要的是带给了全世界最大的

福音：转轮圣王正在人间弘传法轮大法、救度世人！  

奇观之三：大佛寺内“藏江墓” 
——乱世魔头 祸国殃民  

1989 年在四川乐山发生了一起十分轰动的奇

事。在一次滑坡中，大佛寺内的山根处露出了一座

东汉时期为葬死人而开凿的崖墓，墓中竟藏了一个

人的造像，造像的模样颇像刚刚爬上中共权力顶峰

的江泽民。在造像的背后有一块“功德碑”，记载

着民国初年为建造此像捐款者的姓名，其中姓江者

有 13 人。后来就有人将 13 解释为“泽民”两字为

13 划、江 xx 统治中国 13 年（1989～2002），依此

证明此造像非江 xx 莫属。当时就有投机钻营之辈

捧其为“喜生弥勒”，匆忙张灯结彩、焚香膜拜，

装修墓门、镌碑刻文，将一

张假弥勒的红底彩照悬于

凌云寺的展厅（见图 5）。  
江 xx 接到被加封为

“弥勒”的喜讯，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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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赶到乐山以睹自己的“尊容”。当江在崖墓中看

到造像确与自己相像时，以为自己真是神佛下世、

喜不自胜，兴奋的哈哈大笑。随从们齐声捧颂“像，

太像了!”江还补充一句“就差一副眼镜!”二十多

年过去了，随着江的下台和他的恶行、丑闻世人皆

知，所以造像也被冷落。尽管缺乏维修，灯光昏暗，

像体肮脏，但面部轮廓仍不失江 xx 的明显特征（见

图 6）。  
为什么在民国初年江 xx 出生前后，就有高人

能建造出一个与半个多世纪之后江泽民的模样惟

妙惟肖的人像，而且恰在江上台的 1989 年与世人

见面呢？笔者悟到是神要通过“藏江墓”这一奇观

向世人透露与江泽民其人相关的如下机密。  
［墓中蛤蟆］  
当“藏江墓”刚被发现时，有人兴冲冲的将那

张为造像披红挂彩的照片递给峨眉山的一位得道

高僧。高僧看后只说了一句话：“此人与水有缘！”

道出了他所看到的天机：此人的元神是一只来自江

泽之民的蛤蟆！  
如果仔细端详造像就会看出，那凸出的眼泡、

鼓鼓的肚皮和那几乎没有脖颈的体形不正好勾画

出了蛤蟆最为明显的特征吗？这也印证了上海民

众早就呼江泽民为江大蛤蟆的高明！  
早有高人说过，江泽民在转生人身之前是一只

久藏古墓的蛤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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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败类］  
崖墓造像的始创者为什么要把江 xx 的像塞进

一个不见天光的古墓中呢？这是在告诉人们：江 xx
是一个害怕阳光、不敢见人的丑类。如果反观他的

身世、历史、人品和他的恶行，就会看出江 xx 是

一个其丑无比的人中败类。  
1111．．．．汉奸世家的继承人汉奸世家的继承人汉奸世家的继承人汉奸世家的继承人。。。。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

是汪伪时期的的日本汉奸。在其父的力荐下，江参

加了伪中央大学的特务组织《青年干训班》第四期

的训练，成为日本汉奸、特务，为日伪监视抗日进

步学生并搜集情报；上世纪五十年代，江 xx 赴苏

联留学时在金钱和美女引诱下成为克格勃远东局

的特务，承担收集留学生和中国大陆各种情报的任

务。江 xx 是日、俄两国的汉奸特务。  
2222．．．．最大的卖国贼最大的卖国贼最大的卖国贼最大的卖国贼。。。。1999 年 12 月，江 xx 为了

换取他的双奸身份不被揭穿，背着国人擅自与俄总

统叶利钦签订了《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

议定书》，把相当于东北三省（相当于几十个台湾）

的 100 多万平方公里疆土拱手送给俄罗斯，等于从

13 亿中国人每人手中夺走了 1 亩肥沃的耕地；江又

用黑箱操作的方式向印度、塔吉克、吉尔吉斯、哈

萨克、菲律宾、越南等国出让了大片领土。江 xx
是被全球华人唾骂的最大的卖国贼。  

3333．．．．全球声讨的罪酋全球声讨的罪酋全球声讨的罪酋全球声讨的罪酋。。。。江 xx 作为迫害法轮功的

元凶首恶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以“群体灭绝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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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罪”等被起诉，被阿根廷联邦法院裁决有罪

且被下令逮捕。全球公审江 xx 的怒吼已使江成了

过街老鼠。  
尽管中共对江 xx 的丑恶历史和罪行竭力掩盖，

但神目如电、民心似镜，在事实面前他无法逃脱世

人的口诛笔伐。至于他的腐败、淫乱、嫉妒、怯懦、

卖弄、张扬和献媚取宠等恶劣品行与上述丑恶相比

那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江 xx 堪称古今中外人中

丑类、败类之“极品”！  
［乱世魔鬼］  
笔者在大佛寺内“藏江墓”前见到一位导游，

她对着崖墓说：“这里不是佛堂，也不是仙洞，而

是一座崖墓……”言外之意，摆在墓穴中的哪有神

佛？只能是鬼！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没心没肺、披

着人皮的阴鬼摆到距离乐山大佛石像只有咫尺之

遥的崖墓中呢？显然在谕示此鬼冲着转轮圣王而

来！  
回顾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开始由江 xx 一手挑

起的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而引发的正邪大战，看看他

与中共相互利用阻挠和破坏转轮圣王传法救度，用

弥天大谎欺骗世人，妄图毁灭人类的滔天罪行，就

会明白神用崖墓阴鬼这一奇观警示世人：江 xx 是

祸害全人类的人间魔鬼！  
［邪恶小丑］  
乐山大佛象征着正义力量，崖墓阴鬼象征着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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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势力。所以，神用凌云大佛石像和崖墓中的魔鬼

造像在造型上的天差地远，警示世人认清在这场惊

天地、泣鬼神的正邪大战中正与邪的力量对比和历

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凌云山大弥勒佛像雄视天下，与日月同辉；崖

墓中的假弥勒（实为魔鬼）龟缩墓穴，怕见天光。

这一真一假、一明一暗、一大一小的明显反差，凸

显了转轮圣王的光明、伟大，反衬出江 xx 是一个

阴险、渺小、自不量力的邪恶小丑，标志着邪不压

正；预示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拯救众生的伟业必成，

江 xx 和中共欺骗、毒害、毁灭人类的梦想终将破

灭、邪恶终将被正义灭尽是历史的必然！  

奇观之四：贵州平塘“藏字石”
——神的审判 天灭中共  

2002 年 6 月，在贵州省平塘县发现了已裂为左

右两块的百吨巨石，右块巨石的断裂面上突现出

“中中中中國國國國共共共共產產產產党亡党亡党亡党亡”六个大字，被称为“藏字石”。

经专家鉴定该巨石是二亿七千万年前生成、五百年

前从山上滚下裂开的，六个大字天然生成，无人工

雕凿加工痕迹，堪称旷世奇观。这就是说“藏字石”

绝非人力所为，实乃上天之作，六个大字就是天意！  
“藏字石”的神奇不只是它的生成和内涵，而

它的断裂也十分神奇。当巨石从山上滚下而裂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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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时，正好将六个薄薄的平排大字（每个字近一尺

见方）完好无损的裸露在右侧的断面上。若非神力，

何能如此精确、不差毫厘？  
平塘县的官员们为了借石生财，未经上司批

准，把“藏字石”作为旅游景点，擅自在 2003 年

10 月抢先对中外游人开放。尽管对外宣传时只提

“藏字石”的前五个字（不提“亡”字），但在价

值 50 元的门票上，“中中中中國國國國共共共共產產產產党亡党亡党亡党亡”六个大字却清

晰可见（见封面，网上也能搜索到相关照片）。游

人都心知肚明，“藏字石”就是“亡共石”——这

是天意！  
巨石滚裂已五百多年，为什么久隐山林、迟至

2002 年才正式面世呢？国为“藏字石”里的六个大

字是神给中共的一个尚待宣布的判决令，何时宣

布由神决定。中共是一个被邪灵附体的邪恶组织，

在另外空间它是一条红色恶龙（《圣经•启示录》

第十二章九段中说：赤龙名叫魔鬼，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北宋邵雍《梅花诗》中的“火

龙蛰起燕门秋，原壁应难赵氏收”都指出了中共

在另外空间是一条红色恶龙。），窃政后所犯罪行

馨竹难书。它致死八千万无辜中国民众，毁坏了

中华五千年文明，出卖国土、破坏山河，迫害正

信、独裁专制，但神一再容忍，给它弃恶从善的机

会；然而它却在人类面临劫难、大法弘传救度的关

键时刻与江泽民相互利用，诋毁转轮圣王之法，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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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转轮圣王之徒，欺骗、毒害圣王要拯救的众生，

丧心病狂的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挑动仇恨，令众

神震怒、忍无可忍，终于在 2002 年 6 月亮出了对

它的判决——天灭中共！  
“藏江墓”被发现在江 xx 上台的 1989 年，而

“藏字石”（亡共石）却被发现在江 xx 下台的 2002
年，这种时间表的安排是在表明江 xx 祸害中华的

十三年对中共的最大“贡献”就是亲手把邪党送上

了被天所灭的不归之路！ 

后记 
神用这四大奇观在人类面临大劫难、大淘汰的

时候，向世人发出了人间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最

为重大事件的警示：大法救度、正邪大战、神的审

判、天灭中共和新纪元的到来。 
明白了这些，人们就会在这场正邪大战中正确

摆放自己的位置、选择未来；也就会理解法轮功学

员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退

出中共的党、团、队）的原因：他们希望每个朋友

都能在天灭中共之际远离邪恶，抹去邪党的印记

（《圣经•启示录》称之为抹去兽的印记），诚信“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成为归神所管的人，在神

的呵护下平安度过劫难、走向人类的新纪元。（文/
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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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郑重声明 
广大的中国民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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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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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

织的人作证。 

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

曾被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

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2005 年 1 月 12 日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
深刻地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
截至 2012 年 6 月 6 日，已有
1 亿 1 千 7 百万中国民众在海
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
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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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中共对退党

热线做了手

脚，接通后

听到录音：

这是空号，
请不要打这
个电话。请

别上当，不 

要挂电话，很快就能接通。 

您可能说我思想中早退了，我也不交党费了。
那都不算数。因为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毒誓时，
您是说把一生、把生命都献给邪党了。所以只有
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
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平安。 

◆通过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登陆到退党网站：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填表声明退党。 

◆用国外邮箱给下列邮箱发邮件退党：

tuidang@epochtimes.com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001-888-892-8757 
◆退党传真：001-510-372-0176, 001-702-248-0599 

可用真名可用真名可用真名可用真名、、、、小名小名小名小名、、、、化名化名化名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