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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

观电影《危难时刻》有感
文 / 长风拂泪

从二十年前开始，就有人走街串巷讲真
相，他说他们是在救人。我们听不懂为什么
要救人，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么看重真相，
只是知道了这个人很善良。

可是她还是被警察抓走了。虽然也为她
担心，再见到她们，也会好心的提示注意安
全。只是那时，有很多时候并不认同她说
的。是啊，救人？都活的自自在在的，不需
要啊！真相？自己也很聪明，不需要啊！二
十年了，他们还在讲真相、还在救人，他们
没有变。但是我们变了 ：时光走到现在，我
们终于明白，她说的是对的 ；我们突然感受
到了，救人这个词的份量 ；突然感受到了，
真相这个词的份量。

这场瘟疫的劫难中。如果直播 CCP 对
国人所做的事，你会感到不适吗？可它就是
那样做了。最起码中共恶行的施出者和承受
者，都会记得真切，无论怎么隐瞒封锁，不
会绝对瞒过。

哭泣，在这一片土地，有太多的悲剧，
太多的艰难。为什么没有特权的普通人，总
是象在炼狱一般。这是刚刚开始，人们流
泪，人们义愤，人们在夹缝中呐喊。到后
来，连泪也没有了，连声也没有了，木然
了，当人麻木之时，希望也失去了。“穿越
死亡的我们啊！泪水往下咽。”“谁来守护这
悲情的家园。”“雾锁长江，黄鹤飞不见。”

大疫来临时，神也会来吗？有谁知道呼
唤神来的秘诀。各个民族自古以来，都有自
己的保护神。到了现代，保护神还在吗？在
全世界各民族里，都有个古老的传说，神走
了，神会回来，神会来吗？意大利，在数百
年前的古罗马，大瘟疫，在死人堆里，有人
躲起来了，有人却在街上行善救赎，这成就
了千年的基督徒。今天，又有谁不惧生死的
走向最为艰难的地方，用各种形式展开了对
生命的救度。

讲真相救人，人却还不敢接受。到现在
了还怕什么呢？在这个国度里最缺少的就是
不同的声音啊！你听一听又何妨，有理无理
自己分析一下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听见不一
样的声音，就堵别人的嘴巴或堵自己的耳
朵。不知为什么，接受真相的第一步，却是
那么的难。看一看，为了救人的真相，你真
的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真相，原来是这么的丰富多彩喜闻乐
见，原来是这么的纯正健康。这何止是真相
讯息啊！这是久违了的艺术佳品，这是最有
品质的童年记忆啊！你，完全被吸引了。你
释怀了，你渐渐明白了这个世道为何成为了
这个样子，为何好人受迫害，国民受苦难。
一扇窗户打开了，你渐渐懂得了许多，你不
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

在这场疫情中，你看中共的表现，就是
病毒一样，这本就是中共红魔招来的一场人
祸。看看微信微博甚至是外交官方的推特，
中共表现的嘴脸，真是群妖一般，简直已经
没有了人的底限。人性渐失的战狼，叫嚣还
是一副事不关已的伟光正的样子。可是在疫
区的人民，可是每一个有切肤之痛的人，看
的真真切切。以至于一个作家讲点真话写点
日常都会招来官狼围攻。它们的谎言，它们
不说人话的样子，真的很可恶，中华民族的
主流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还是中华民族
的人吗？

在中国大陆这片红魔污染的土地，以利
益为上，除了信钱啥也不信的社会，这样的
人还能去救度吗？还能让他们与神同行吗？
天下的先知智者，都会摇头叹息呢。可是，
这二十年的真相劝善，是不是起了一点点 
效果。

而今天，谁都不知道下一个悲惨会轮到
谁。是悲愤，是无奈，是痛楚，是挣扎。大
难人心明，有人总算明白了，有了一股摆脱
枷锁的勇气。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共
产红魔越不让说，我越说 ；越不让三退，我
越三退 ；越不让干什么就越干什么。有句话
说的好，世界上反共的人都是大好人，是有
知识有见地有民族担当的人，这样的人，请
多些再多些。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第一遍，终于
念出了声。内心顿时觉得很解气！其实，在
大陆有多少人恨中共不死，有多少人敢怒不
敢言，压抑着内心的恐惧。而今天，在这位
亲人面前，终于可以不用再怕。喊完这艰难
的第一遍之后，心里那个畅快，恐惧的枷锁
就这样解开，那是多么痛快。

第二遍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突然
间很感动，多少善良的人为这句话而被中共
迫害，多少人用生命在维护着这句话的尊
严。在最危难的时候，却又不顾得自己的安
危把他带到我们的身边，我们还怕的不敢接
受。那内心里的复杂，涌出眼泪来。

第三遍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突然
感觉到很温暖，感觉一股炽热流遍全身，毛
孔通透，发根立起，热流从头顶直通到脚底。

第四遍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内心
突然受到巨大的震动，那是一种生命的震
撼，突然发现生命还有另外的意义。

第五遍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终于
放开了，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似乎在开窍。

喊第六遍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喊第七遍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喊第八遍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喊第九遍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
越喊越愿意喊，这种感受只有自己能体

验。这是自己生命的觉醒，这是自己对自己
的珍惜。明了真相，选择了善，成为了明白
人。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喊过了多少遍，每个
人也不是相同的感受。

不信你就细细体会一下你的身体，你的
内心，你的灵魂，那种不同寻常的感受。到
最后，感觉到就如有一股强大的能量在你身
体周围下了一个罩一样，守护神来到你身
边，呵护着你。这边的身体精力突然充沛，
免疫力也强大起来。

当医生的亲戚终于来了，可是——人
已经好了。测测体温，温度正常了。听听
心肺也没有杂音了。不喘也不咳了，人也精
神了。转机来的太突然，你自己都接受不了
了。怎么回事，误诊了吗，这幸福来的也太
快了。医生，你的仪器准不准啊。还有没有
不舒服的感觉，没啦，那就是好了。

这病啊，来得快去得也快啊，快到什
么程度，快到你选择善恶的一念之间。快
到你仅仅忘我而勇敢的念了几遍九字真言。
幸运的一家，得救了。是美丽的妻子她的妹
妹，冒了生死，来救人了。他们还不知道
她是来救人啊，还赶她，还不信她，还数 
落她。

医生说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都听糊涂
了。告诉你吧，医生，我们，得救了！具体
就是这么这么个过程，哎，我们自己都不敢
相信了，太幸福了。

他们不知道，这的一切，都被警察监视
着。从生死线上走过一遭回来，他们已不再
怕了。

可是，如今的瘟疫，警察怕不怕，警察
也怕。一切对上级负责，一点情况就关系到
乌纱和工作，平日职能的缺失，严苛而极端
的举措。死命令，替罪羊，上级推卸的责
任，变成了甩来甩去的锅。

24 小时烧人，成批成批的收尸，疲于
奔命。没有特效药物，没有医疗资源，国际
友人捐的药自然也是上边先用。面对这大瘟
疫，警察也不能逃脱，可怜一线的警察，他
们难道不怕。而且他们也有家人呐，这个病
毒还有很奇怪的亲共的特点，专门粘上亲共
的人家，他难道不怕。

对家人的担忧求生的希望，一线希望就
是一线生机，老杨家发生的一切，他们都看
在了眼里。这个，才是唯一的希望啊。要不
是亲眼所见，打死也不相信的啊。平时的时
候不在乎，到现在能不在乎吗。真的不能对
自己不懂的事情就当笑话了，而且今天你是
亲眼所见。你也想起来了，在三十多年前，
也知道中央领导干部们也在炼这个功。但不
知道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能瞬间挽救生
死的。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江 xx 妒嫉的要死
要活。

这是真的影响力的强大，效果的强大。
也许就是那个错误的决策，招来了此后一系
列的天灾人祸，都没有消停过。当一个个惨
剧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时候，你还能安心做
中共的战狼吗？还能做粉红的急先锋吗？他
的自己内心真的没有一点人性，真的没有感
触吗？大部分人都是人，是普通人，只不过
被中国奴役惯了。

那个夜晚，不平凡的九字真言。警察的
大队长，突然明了 ：派人去，保护好老杨他
们家。

“在权力范围之内，把他们放出去，让
他们去救人！”

“风险，当然知道这样做的政治风险，
但人都这样了，管他上级不上级，管他风险
不风险，老子就是这样干！”

“好样的领导，以后您无论到哪里，我
们都追随您。”

警察闯了入他们家，还是官的作派，还
是大声的问，谁是法轮功？

家人没有怕警察，却担心起她来了。老
爷子拼劲的保护她，不能抓她，她是好人。

好人没有一点怕，平静的说我是。
警察突然就使劲扇自己大嘴巴。我知道

错了，求求你救救我们吧。我们也有家人，
我们的家人也感染了，我们也怕啊。

好，让他们都来吧。
他们都来了，来看看，这一家是怎样的

绝处逢生，来看看这一家被神救过的人，来
看看自己是否有同样的幸运。排队，长长的
队。就像当时排队买口罩买药的队，比那个
队伍比那还要长。唯一不同的是，那个时候
人抢人挤，心态是抢着求生，踩在别人尸
体上让自己活。而这一次不一样了，感受安
宁，感受到平静，感受到勇气，感受到一份
正。感觉到人，可以做不一样的人。

这九字真言，让怯懦的人奋起，让罪恶
的人消弥。开始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

一起念，大声念，最后变成了响亮的呼
喊。响彻了整个楼宇，整个庭院，传到了大
地，传到了天空。

下面包围着的警察，震撼了心灵，内心
深处的顽石，被一块块打掉。曾经红魔的奴
隶，摘掉了恐惧的枷锁。

你看见了吗？天外传来的一道道霞光，
一缕一缕，飘向那正气回荡的楼宇。

那声音是那样的震撼，以致于不由自主
的跟着念。听着，念着，热泪流落。曾经多
少回，好友亲朋临终前得不到救度的机会，
如果能够早一些知道，那该多好。谁也想不
到，救人的，却是警察迫害了二十年的那 
些人。

他们的生命力到底有多强大，多少得道
的高人为了他人，被红魔迫害失去了生命。
我相信，他们的生命并未离开，化成大德的
神佛注视着这里的一切。

与神同行，多少个天上的使者，在那最
邪恶的环境里救人 ；在告诉着世人那个古老
的预言，讲述着人得救的机缘，世上有人行
大善，除非善乃能保全。

法轮功的真相光盘能救人，大法真相传
单能救人，九字真言能救人，三退也能救人。

一张大法真相，胜过金山银山。
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你自己去选择吧，那根本是一个不需要

任何成本的选择，却也显的那么难。只看你
的心有没有变，有没有选择神的一面。与神
同行，天必祐之。你的心，只有你自己知
道，你谁都骗不了。善与恶的选择，是至关
的重要。

版尾的实景录影，是多少悲愤，是逼到
绝处的反抗，而电影把希望的光芒，放在了
前面。片子中还致敬了电影《归途》里的场
景，那个三阿哥姜光宇演主角的作品。大陆
的人们，还记得十几年前那康熙王朝里的那
些明星吗？这个千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一些善良的人啊，撑起了人们头顶的灾难。
用自己的承受，延迟着人类将至的大淘汰。
古老的预言，都在提醒着人的未来。请学会
选择，善恶与好坏。

突然间，你看见了满天的飞花，伴着霞
光万道，从大法书中，从真相纸张中，从天
外，飞满了屋宇，飞满了庭院。朦胧中，似
真似幻。天地间，泛着光明，泛着温暖。你
的心也宁静下来，目光中晶莹而坚定。◎

注 ：翻墙可以看到电影《危难时刻》：https://
youtu.be/DSh01-Z0J3U

白桦树下的真相

画作解析 ：
这一幅画一眼就会看到

红色醒目的真相条幅，是画
面的重点，繁茂的树木让人
联想到大法洪传。然后是俩
俩相继而来的人们，表达了
了解真相和进入修炼的人
群。桥隐喻着佛家谈到的彼
岸。隔岸的家寓意通过修
炼返本归真到真正的家。远
山代表境界，修炼的不同境
界。山顶和天空颜色是黄色
和紫色，代表佛道。◎

油画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