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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探索

地球磁场出现裂缝 
引发人类关注未来

一项最新地球研究报告说，地球磁场不仅正在减弱，而
且出现裂缝，因此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随时会受到高能量宇
宙射线的威胁。

 
据物理学网站 phys.org2016 年 11 月 20 日报导，印度科学

家使用世界最敏感、最大型的宇宙射线检测仪器于近期观察
到地球磁场出现裂缝。科学家在《物理评论快报》（Physics 
Review Letter）上指出，因为地磁出现裂缝，所以日冕喷发的
巨大等离子能量束冲击地球磁层，引发地磁风暴。

地磁裂缝

这种检测仪器为 GRAPES-3 介子望远镜，位于印度乌提
（Ooty）的塔塔基础研究院（TIFR）宇宙射线实验室。2015
年 6 月 22 日，该实验室记录到时间长达 2 小时的 200 亿电子
伏特（20GeV）高能量太空粒子束，以每小时 250 万公里的速
度撞击地球，造成很多距北极较近的国家地区出现无线电信
号中断。

当时，天空出现绚丽多彩的北极光。科学家说，这是因
为地磁遭受那种极高速粒子的冲压而产生磁暴的结果。而这
种磁暴的根本原因是近年强度不断减弱的磁场发生重新联接
时出现一种磁场裂缝。

报导说，地球磁场是一种人肉眼看不见的无形保护层，
减少我们受宇宙射线的威胁。而这个巨大的防护罩近年来出
现明显的变化，因此那些潜在的太空威胁问题变得越来越突
出。

地磁分布变化

澳洲 Science Alert 科技新闻网曾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报导，
科学家注意到，地球磁场保护层已经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
如地磁北极发生了偏移。

地球磁场强度近年来一直在减弱，目前地球磁场强度以
每 10 年下降 5% 的速度减弱，而且减弱速度比以前快 10 倍。
而且地磁的分布特点出现改变，即地磁在某些地区增强，在
某些地区减弱。

欧洲空间局（ESA）在 5 月初布拉格召开的“生命地球研
讨会”（The Living Planet Symposium）上报告，地磁北极正快
速地朝向亚洲东方偏移。

该报告指出，自 1999 年以来，地球磁场强度在北美上空
减弱 3.5%，而在亚洲增强 2%。大西洋南部的南美地区，地
磁强度异常减弱 2%，而且近 7 年来其减弱趋势一直朝着西部
方向发展。

与人类未来有关

科学家推测，地球磁场强度不断减弱的最终结果是地磁
两极倒转，造成宇宙射线强烈照射地球，包括人在内的生物
因此遭受毁灭性灾难。科学家估计，这种地磁倒转的灾难会
每 10 万年发生一次。

报导说，这种研究结果听起来很可怕。但是实际情况可
能不是想象的那么糟糕。欧洲空间局地磁观测项目经理鲁尼·
弗莱博哈根（Rune Floberghagen）于 2014 年 7 月曾解释：“这
种磁极突然倒转不是瞬间出现，而是在几千年或者几百年的
时间内发生。这种现象在过去的历史发生过许多次。”

而且 2014 年 7 月，加州大学等机构于英国皇家《国际地
球物理研究杂志》（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发表报
告认为，78.6 万年前的地球磁场活动曾在 6000 年内一直处于
不稳定状态，最后在 100 年间发生磁场两极倒转。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者考特妮·斯普莱恩（Courtney 
Sprain）说：“我们很惊讶，当时地球磁场的两极倒转速度很
快。”

科学家根据目前的地磁减弱情况推测，地磁南北极会在
今后几千年间突然发生倒转。

伯克利分校的地质年代学中心主任保罗·瑞尼（Paul 
Renne）教授表示，虽然尚不清楚将在何时突然发生下一次的
地球磁场倒转，但人们需要多思考一旦发生后人类会遭受什
么。

医生说：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叫郭玉花，今年五十五岁，老伴叫吴承江，是个泥瓦
匠，今年五十八岁。我们家住山东省泰安市满庄镇满南村。现
在我用真名实姓把我们的亲身经历讲出来，见证大法师父的慈
悲和伟大。

二零一零年六月，老伴吴承江给邻居家干活，抹墙皮。下
午两点多，他从三楼上掉下来，摔在水泥地面上。邻居朱二嫂
把我叫到现场，只见老伴已神志不清、语无伦次。我抱扶着他
的头说：“承江别害怕，你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这时，邻居家的儿子小国叫来了救护车。说是救护车，可
是车上除了几根铁棍撑起的铁架子，什么也没有，更没有医护
人员，其实来的是拉尸车。小国拿了自家的被子铺在架子上，
把我老伴抬上去，我和本家的三大伯哥什么都没来得及拿，就
上了车。

在车上，老伴大口大口的喘粗气，豆粒大的汗珠往外淌。
我不住的给他擦汗，不住的安慰他：“你千万别忘了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

到了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只照了肺部和腰部两个片子，
别的都来不及做了。主治医师把我和家人们叫出来说：两个肺
都烂了个大坑，第二腰椎爆炸性骨折，第二腰节摔扁了，要
做手术的话，得用大胯上的骨头垫第二腰节，就是动了手术，
也不一定能站起来，得高位截瘫；还没检查，现在排出来的是
血水，看来你们的经济条件也不好，你还是回家吧，没多大希
望了。

这时，我老伴浑身冰凉、焦黄，两眼睁得老大，只有出的
气，没有进的气。医生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他现在脉搏已经
没了，血压没了，心跳停止，你们快走吧。

听了医生这话，老伴的四弟大哭起来，我的眼泪也止不住
的流。三大伯哥劝我说：“小坤他妈，别哭，你要出点什么
事，小坤谁管啊。”我立刻清醒过来，赶快求医生：“求求你
把他送到监护室里去吧，他才五十多岁，还没过一天好日子，
就这样走了，我会受不了的，哪怕花点钱，拉点账，我也不后
悔，也不会讹医院的。”在我的请求下，医生答应了，说监护
四十八小时，要是不行，就做全面检查。老伴进了重症监护
室，众人都回家了。

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

我和小国留下来照看老伴。看着小国害怕的样子，我很难
受，心乱如麻。看看小国年轻轻的，受了这么大的惊吓，想想
老伴在监护室里还不知是死是活，我不停的在医院的长廊里来
回走。小国也跟着我“三婶、三婶”不停的叫。

我脑子里有两句话老是往外返：“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

力”。到了晚上九点，我想起来，这是师父《洪吟二》< 师徒
恩 > 中的诗句，前两句是“师徒不讲情　佛恩化天地”。这
时，我象当头浇了一盆冷水，猛然惊醒，立刻对小国说：“你
三叔没事了。”小国以为我急疯了，赶快劝我说：“三婶子
你千万别着急，你要急坏了，小坤谁管？我三叔有一线希望，
我也得给他治。”我说：“小国，我炼法轮功，你还不知道？
一人炼功全家受益，你三叔一直支持我炼法轮功，他一定会受
大法的益，就是你三叔真摔死了，我也不会讹你们的。”

这一夜我给小国讲了大法如何教人做好人、大法弟子如何
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做更好的人的道理，讲了很多法轮功真
相。小国明白了法轮功是真正的佛家修炼大法，江泽民迫害法
轮功才是真正的犯罪，中共这个邪恶的流氓集团迫害的是全中
国最正直、最善良的好人。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我老伴就出了重症监护室，住进病
房。我问他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他说：我念了一夜“法轮大
法好”，一点也不疼。在场的人都笑了，都知道是师父救了他
的命。慈悲的师父为他承受了所有的痛苦。

在病房里，我与小国互相关心，那些病友们都以为我们是
母子或者是我的亲侄子。小国说：我和三叔、三婶不是亲戚，
我们是邻居，三叔是给我家帮忙干活从楼上掉下来摔的。众人
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说要是别人家出了事，把人摔成这样，
就得又哭又闹的，可你们就像一家人一样这么和气。

第三天早上，我问老伴：“你是信医院呢，还是信我师父？
你要信医院，且不说别的，光做腰椎手术就得花六万元，还不
保你能站起来；一个星期后给你做全面检查，如果你内脏都坏
了，小国一家倾家荡产都不可能给你治好。咱也不能让小国一
家老小过不好日子。你要相信师父咱就回家。”老伴说：“我
信师父，咱回家。”

你们没看过书怎么知道不好

我赶紧给家里打电话说出院，家里人都不同意，我好话说
尽，才都同意了。医生护士也都说：病人还在特级护理的情况
下，决不能出院，再说他伤得这么严重，回家后，你怎么办？
你真是傻到家了。病友们也都说我傻。有的说，要是别人，医
生叫走，他们都不走，都得住几个月或半年，讹的钱少了都不
出院。有个中年妇女说：“嫂子，从你进了这个病房，我就
注意你，就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你不急不躁，沉着、平静、
祥和，你说句话都是人家不容易，别人怎么困难；你没想想你
自己困难吧，大哥摔成这样，你今后怎么过日子？你可能是信
教的吧。”我说：“我不信教，我炼法轮功。”

众人听了都大吃一惊，都说政府不让炼，你就别炼了，连
电视上都说法轮功不好。我说：“你们看过法轮大法的书吗？
看过大法书《转法轮》吗？”他们都说没看过。我说：“你们
没看过书怎么知道不好？你们可看见我的为人做事了，我是个
坏人吗？”他们都说：“你可不坏，你是当今世上难找的最好
最善良的人了。”我说：“凡是真正修炼法轮功的大法弟子都

能做到我今天做到的事，而且比我做的更好。真修的大法弟子
大有人在，我们都是按照师父讲的法理、按照真善忍的标准
做人，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用真诚善良的心善待别人，
包括迫害过我们的人。都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事先
想到别人。现在我的所作所为，全是师父教我这样做的。”

这一夜直到凌晨三点多，众人都没睡觉。我解答了他们提
出的许多问题，讲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师父承受着多方
面的巨大压力慈悲救众生的博大胸怀，等等。他们听后如梦方
醒，都说电视上说的原来是假的，法轮功是受迫害的，真正犯
罪的是江泽民那伙人；都说，要不是政府迫害法轮功，炼法轮
功的会更多，都和你一样变成好人，世上就没坏人了。

第五天下午五点多，我和老伴由救护车送回家。回家后，
我一边干着家里的活儿，一边精心的照顾老伴。晚上干完活
儿，我就给老伴念书学法。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在各方面的
压力也越来越大，各种流言蜚语都有，我就耐心的给他们解
释。我的亲朋好友、众乡亲都好心相助，有钱的出钱，有力的
出力，帮我渡过难关。那些日子虽然困难，但我心里很平静。

到了第二十八天，奇迹出现了。老伴自己从床上下来，
在没有任何扶手的情况下，从里屋走到外屋，而且走的很平
稳。一个月时，老伴走到大路上，人们都惊奇的向他跟前跑；
三十三天时，他在街上活动，人们围住他问长问短，都很惊
奇——一个死定了的人，在没有医治的情况下，怎么好的这么
快？四十天的时候，老伴就能骑车到处跑了。

再穷也不能讹人家，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我老伴的起死回生，震惊了满南村，乡亲们都为我高兴，
都知道我没有向小国的家里要一分钱，而且在医院里花了不到
一万元，报销的钱都给了小国家。有的人说：“你这么困难，
怎么不和他家要钱？”我说：“再穷也不能讹人家，这是我做
人的原则。因为我是修炼真善忍的，能够承受艰难困苦的大法
弟子。”人们都说：“你真是个好人，太善良、心眼太好了。”
我说：“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不是大法弟子，心中没有大法、
没有师父的教诲，象我这个条件（欠外债好几万元），吴承江
摔成这个样子，就算我的心眼再好，也不可能做到这样。因为
我按大法法理真善忍的要求做事，明白因果报应，没有讹人的
心，家人才受益，师父才把他从地狱里救回来。如果当时我有
半点私心，老伴可能就死定了。”这时，大伙儿才理解了我当
时为什么执意坚持要老伴出院回家，更明白了法轮大法是真正
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高德大法。

迄今六年过去了，我老伴吴承江还好好的活在世上，而且
还能打工挣钱。这些年来，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慈悲的师父对我
与家人的救命之恩。本想早点写出来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
得到大法的保护与救度，只可惜我没文化，不知从何下手，直
到今天才有机会把事情的经过写出来，而且用真名真姓真地
址，为的是让人查询方便。我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没有半句
假话，因为我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

刘潜，小名叫宜哥，是唐朝宰相刘瞻的哥哥。刘
潜家里贫寒，可是爱好道家学问。曾经有个道士经过
他家，见他与众不同，就问他是否知道修道之事。刘
潜回答说：“知道，可我本性太俗气，业根不净，怎
么能强学呢？”道士说：“我们能互相学习吗？” 刘
潜说：“不敢当。”于是拜道士为师，随之进了罗浮山。

当初，刘潜与刘瞻一起读书作文章，刘潜仰慕高
尚的事物，刘瞻则羡慕仕途之道。刘潜对刘瞻说：“我
肯定不会考中，但将会隐逸于山林。你考中后，一定
会为尘世中的俗务而奔忙。然而，你在富贵时要小心
谨慎，四十年后，可见分晓。”刘瞻回答说：“神仙
之事过于遥远，秦皇汉武，不也没求到吗？真不如到
朝廷去作官来得实在？”自此，刘潜越发勤于修道，
最后隐居在罗浮山。刘瞻则进士登科，步步高升，直
至位及宰相，以谨慎著称。

后来刘瞻被贬到日南，途经广州朝台时，把船停
泊在江边。忽然有个头梳丫角身穿布衣的少年，冒着
暴雨来到船前，衣服和鞋子却没有湿。他说要见刘瞻，
刘瞻的随从都很惊讶，问他何人。他说：“就说宜哥
来了。”随从报告给刘瞻，刘瞻问那人的形象特征，
随从一一告诉了他。刘瞻既惊讶又感叹，把刘潜迎入
船内。刘潜看起来也就二十来岁，刘瞻却已是白发衰
朽之年，正在做被流放之臣。刘瞻悲喜交加，刘潜劝
慰他说：“我俩为兄弟，手足之情，往日我所说之言，
恰好四十年了。”刘瞻也很感叹，就问刘潜说：“我
能再去修道吗？”刘潜说：“你已身在荣华富贵之中，
恐怕难以放下这些，心也不可能静下来。即使自家哥
哥已升天仙也不可能救你。今天是来向你道别的，不
是来救你的。”于是哥俩同船而行，畅谈平生阔别之
事，一天晚上，刘潜突然不见了。

后来，在罗浮山中，时而会见到刘潜。刘瞻最后
死在被贬的地方。

师父慈悲 泥瓦匠起死回生

朱月明 整理

做官还是
修道 ，
哪个好？

文／山东大法弟子郭玉花

地球磁场出现裂缝 
引发人类关注未来 张秉开 编译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