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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中，中
国人敬天信神，对誓言极其重视，
都知道不能随便发誓。故而，“一
言九鼎”、“一诺千金”等成语为人
们所熟知。

中国有句古话 ：“三尺头上有
神灵”。人们认为誓词一出，天地
神明共鉴之，如违背誓言，定会招
来灾祸。

然而，自从中共篡政以来，传
统文化遭到破坏，很多受“无神论”
思想教育的人不再相信神佛，对发
誓更是不当回事。常常把誓言挂在
嘴边，动辄发誓 ：“天打五雷轰”、

“被车撞死”、“断子绝孙”……认
为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不会有什么
后果。

那么，发了誓到底会不会兑现
呢？咱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下中国古
代的两个小故事。

隋唐时期的表兄弟互发毒誓
隋唐时期的罗成与秦琼是表兄

弟。罗成的枪天下无双，秦琼的锏
出神入化。两人都发誓把自己的绝
活教给对方。罗成发誓，教不完罗
家枪，被乱箭射死 ；秦琼发誓，教
不完秦家锏，吐血而亡。

然而，因心生私念，害怕对方
今后会盖过自己，罗成教秦琼的时
候，留了一手回马枪 ；秦琼教罗成
的时候，留了一手撒手锏。

之后，在一次战役中，罗成果
真被乱箭射死 ；而秦琼在后来的举
石狮比赛中，吐血而亡。双双应验
了各自的誓言。

清朝咸丰刺史的 
“我如枉法脑涂地”

咸丰年间，遵化直隶州有位刺
史为了标榜自己很廉洁，提了一幅
对联挂在大堂中 ：“我如枉法脑涂
地，尔莫欺心头有天。”

而现实中的他却是一个贪官，
干了不少枉法贪污之事，以至于一
州百姓大多都能说上几件。他的对
联不过是为了欺骗百姓，掩人耳目
罢了。

因当时的官场腐败，这刺史
居然平安退休了，回老家河南养
老。一日，他在登山途中竟失足
坠落，头碰巨石，顿时头破脑裂
当场死亡，脑浆都出来了。真的
应验了对联中所说的“我如枉法脑 
涂地”。

您发过（毒）誓吗？
看完以上两个故事，不知您是

否意识到了发誓的严肃性呢？那
么，您是否也曾经发过誓，甚至是
发过毒誓呢？

您可能会说自己从来没有发过
毒誓啊。

但 如 果 您 曾 经 加 入 过 中 共
“党、团、队”中的任何一个组织，
那您就是发过毒誓啊。

因为加入中共的这些组织时，
在申请书中，或者宣誓时都被要求
举右手对血旗发誓 ：甘愿为共产主
义奋斗一生，时刻准备着把命献给
它。把自己的命都发誓献出去了，
那还不算毒誓吗？

如果您没入过党，只是入过
团、或队，您也许会说 ：“我都超
龄自动退出了”，“我早就忘记发过
什么誓了”。

可是别忘了，毒誓是人忘天不
忘的，它是跟人走一辈子的。

入党宣的誓会兑现吗？ 

在中国大陆，虽然中共极力隐
瞒疫情，谎报感染和死亡数字，使
得外界难以得知疫情的真实情况，
但我们可以透过已曝光出来的信
息，见微知著，分析一下易感人群
的特征。

据明慧网 3 月 27 日报导，一
份中共某单位内部统计的 2 月份死
亡名单显示，该单位中共病毒（武
汉肺炎）死者当中，中共党员的
比例竟高达 88%。而且死者中，
20-49 岁的中青年占了总人数的将
近一半。

这份资料似乎在传达这样一个
信息 ：党员是瘟疫中的易感人群，

而且无论老幼。
同样是 3 月份，另一份死于中

共病毒的 317 人死亡名单也佐证了
这一点 ：死者当中，党员高达 200
多人，也是占了大多数。

要知道在中国，党员在人群中
所占比例相对是很低的，只有大约
6.4%。那么，要是把党员很少的基
数再考虑上的话，党员感染的实际
机率要更高！

可以说，中共病毒就是针对中
共及其成员而来的。

为什么瘟疫针对中共而来？
在中国古代，人们相信瘟疫的

产生是邪气入侵造成的。如东汉著
名经学家何休曾说 ：“民疾疫也，
邪乱之气所生。”

邪气从何而来？道教陈抟老祖
在《心相篇》讲 ：“瘟亡不由运数，
骂地咒天”。即人亵渎天地神灵，
骂地咒天，是导致瘟疫流行的根本
原因。

而在西方，瘟疫直接被说成是
神对人的惩罚。《圣经》六十多处
提到瘟疫，明确指出 ：瘟疫是上帝
的惩罚，惩罚那些背弃神、忤逆天
意之人，没有偶然发生的瘟疫。

虽然中西方表述略有不同，但
是从中可以看出，瘟疫的产生源于
一定范围内的人，人心败坏，逆天
叛道，招来上天的惩罚与警示。

大纪元特稿《病毒针对共产党
而来》指出 ：“纵观共产党的历史，
就是一部充满战乱、饥荒、瘟疫和
死亡的黑暗史。中共 70 年暴政，
害死八千万中国人，破坏中国传统
文化和道德 ；尤其是近 30 年来，
从 1989 年屠杀学生，到 1999 年迫
害法轮功修炼者，以及现在对更广
大民众的欺凌打压，中共用暴力和
谎言给中华民族和世界带来深重 
灾难。”

《九评》编辑部发表的《共产主
义的终极目的 - 中国篇》一书中已
经点明了人类目前身处的历史时
刻，并明确地告诉了世人共产党的
邪恶本质 ：“神要救人，共产邪灵
要毁人。历史的这一刻无比凝重，
因为它关系到文明的存续和人类的
命运 ；这一刻，危机与希望同在，
处于‘迷’中的人，却难以一眼看
清。正如本书多次指出的，共产主
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和低
层空间的各种败物构成，实质是一
条蛇，在表层空间的表现形式是一
条红龙。出于恨，它屠杀了超过一
亿人，破坏几千年的辉煌文明。出
于恨，它肆无忌惮地败坏人类道
德，引诱人远离神背叛神，达到最
终毁灭人的目的。”

正因为中共逆天叛道、杀戮良
善、腐蚀人心、败坏道德、恶贯满
盈，故而招来了这场瘟疫！然而中
共并非一个空泛的名词，它由亿万
个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在
他们发出毒誓，要把生命献给中共
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中共的一份
子，在壮大着它的力量。那么天惩
到来时，这一个个党员、团员、少

先队员自然也就难逃牵连。

有办法躲过天惩之灾吗？
神佛是慈悲的，上天有好生之

德。大淘汰前都会给人足够的机
会，一定会警示人、提醒人、救人
于危难。
埃及十灾

《圣经》记载了埃及的十灾。每
次灾难都是耶和华赐予摩西、亚伦
以神通，在人间显现灾异。向水伸
杖，水变血，青蛙涌上岸 ；向土伸
杖，虱满人身 ；向天伸杖，冰雹砸
向大地，世界皆暗……。

神给了法老九次机会，可是一
次一次，法老就是不相信。

结果，“丧长子之灾”降临！一
夜之间，从法老到婢女甚至狱中被
囚的埃及人，其家中长子及头生的
牲畜，全部被神派的使者灭掉了。

而以色列人家都按照神的吩
咐，涂羊血于门楣门框上，无一人
一畜罹难。

在古埃及，长子为一家之尊，
而每户埃及人家至少都死一长子！
人们捶胸顿足，哀号遍野……

各种考古发现证实，埃及十灾
不是虚幻的神话故事，而是历史史
实 ；公元前 1200 年前后继任的埃
及法老，确实都不是长子，这个史
实与埃及长子灾的结果相符 ；科学
家研究的数据也表明，古埃及确实
发生过十次灾害。
诺亚方舟

《圣经》中提到，上一次人类都
不信神了，在富庶的物质文明中乱
欲、享乐。只有诺亚一家人还虔诚
的相信神，按照神的告诫做好人。
神告诉诺亚造一个方舟避难——因
为陆地将会被淹没。他坚信神的
话，一边造方舟，一边告诉人们这
个消息。

然而，人们不仅不相信诺亚，
还嘲笑他。可是，随后七七四十
九天的大雨，引发铺天盖地的大洪
水。那些不相信的人被洪水吞没，
诺亚一家却活下来。

几年前在土耳其的山顶上，科
学家们发现了诺亚方舟的遗迹，验
证了历史的真实。
天灭中共的预警——藏字石

2002 年，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
发现了一块“藏字石”，在五百年
前崩裂的石头断面上惊现出六个大
字 ：“中國共產党亡”。

后来，中国地科院院士李廷
栋、刘宝珺和一些著名地质专家组
成考察团，对“藏字石”进行了实
地考察，从地质学、构造学的角度
分析，得出结论 ：“藏字石”是天然
形成，由古生物化石堆积而成，没
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 ( 距今 2.7
亿年 )。

很明显这是天意。在石头上显
现，是告诉人 ：这是实（石）话，
勿当虚言，勿作儿戏。

传递真相的使者 
——生活在你我之中

他（她）们，遍布在各行各业， 

却生活在你我之中，以“真、善、
忍”为做人的准则，不断的提升自
己的道德。

1999 年以来，这些手无寸铁、
只为做好人的人，却遭受了中共的
残酷迫害 ：造谣抹黑，开除公职，
抄家绑架，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
官。他们中有多少人被迫害的妻离
子散，家破人亡……

然而，这群人却怀着大善大
忍的胸怀，二十多年如一日，以
和平理性的方式揭露迫害，通过
各种方式告诉世人中共的残暴与
邪恶，就是希望世人明白天理循
环、善恶有报、中共罪恶滔天必遭
天谴，赶快与之决裂，才能躲过 
劫难。

有多少人收到过他们从门缝中
递進来的传单、小册子、光盘、
以及各种真相资料？有多少人花过
印有“天灭中共在眼前”、“退党、
团、队保命”等字样的真相币？有
多少人在商场、集市、校园、山
头、农田边听过他们讲述真相？又
有多少人出国旅游的时候，在景点
看到过他们讲述真相、演示功法、
无偿派发真相报？

被中共谎言欺骗的人，对大
法弟子恶言相向，百般嘲弄。然
而他们可曾想到，大法弟子们是
在为他们的平安而奔忙？大法弟
子契而不舍的讲真相，是不是就
是神佛在一次又一次的给世人机 
会呢？

希望在眼前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二
十多年来，大法弟子顶着迫害的压
力，坚持不懈讲真相，打动了越来
越多善良民众的心。慢慢的，他们
开始接触真相 ；慢慢的，他们了解
了真相 ；再后来，他们渴望更多的
真相 ；而今天，很多人都纷纷加入
到传递真相的队伍中来了……

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三亿五
千四百万的中国人，从高官到百
姓，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
组织，就是大法弟子说的“三退保 
平安”。

对于这些认清中共邪恶本质
的人来说，既然他们已经脱离了
中共，那么这场针对中共而来的
瘟疫 - 中共病毒，与他们又有何相 
干呢？

那么该如何三退呢？如果可
以突破网络封锁，则可以登陆大
纪 元 退 党 网 站（https://tuidang.
epochtimes.com/）发表声明，用真
名、小名或者化名都可以，神佛看
人心。

如果没有条件翻墙，也可以将
三退声明写在纸币上并把它花出
去 ；或者写在纸上贴出去，或者也
可以告诉法轮功学员来帮声明三
退。只要真心退，都会获得神佛的
护佑。

真心祝愿每一位有缘看到此文
的人，能够拨开迷雾见光明，了
解真相，抹去毒誓，登上救度的法
船，驶向美好的未来！◎

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