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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传说“山阳城的沉陷” 精彩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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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初衷

历史的传说中有各种版本的
“红眼石狮的故事”，最后的结局都
是信者得福报，躲过劫难，从新开
始新的人生 ；不信者毁灭在灭顶之
灾中，后悔都来不及。这都是人类
道德的低下与败坏带来的必然。今
天的人类因为道德的败坏同样面临
着选择问题，这些历史传说能给今
天的人类提供借鉴，以免因为选择
错误悔恨永远。

有这么一则“山阳城的沉陷”故
事，熟知有关红眼石狮故事的读者
读来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与思考。

在杭州湾的一片海域埋葬着一
座曾经繁华的城市——顾邑城，民
间又称之为“山阳城”。

在乍浦沿海地区流传着一句已
有上千年历史的顺口溜 ：“沉掉山
阳城，氽起乍浦城。”史书记载，这
山阳城应该叫顾邑城（又名东顾
城）。据《九山补志》云 ：“顾邑城，
高一丈周三里，汉海盐县治。又有
横浦通城下入海。”由于顾邑城位于

（九山）之阳，所以民间又称之为
“山阳城”。这座山阳城在唐朝末年
时沦陷入海。

这山阳城原也是千年古城，曾
经作为海盐县的县治 180 多年，至
唐朝末年时期更是一座人烟稠密、
市场兴旺的繁华城市，人们都过着
经济繁荣、生活安定的日子。

后来，在这座城市的闹市区来
了很多北方的豪门贵族，这些人全
都身穿长褂，头戴礼帽，肩搭筒
篮，手捧水烟锅，他们凭借政治上
的权势相互勾结，肆意鲸吞、掠夺
平民百姓的财富 ；平日还横行霸
道，欺压百姓。

时间一长，许多当地人也都学
会了欺诈、坑蒙拐骗的伎俩，穷富
之间也渐渐地人人为敌、相互仇
视，最后发展到有地位权势的人与
富商狼狈为奸、坑害百姓，而一些
不安分的穷人为了追求富裕也开始
了偷盗、抢劫。一个好端端的山阳
城，被折腾得整日里乌烟瘴气、怨
声载道，本分的百姓竟状告无门、

苦不堪言。
这天，山阳城里来了一位挑着

货郎担卖油的白胡子老翁，老翁走
街穿巷时遇见好人便说 ：大水要淹
山阳城。可是一直到过了大年初二
还是无人肯信。大年初三这天，卖
油老翁走到南城门口时已近黄昏，
此时来到一户只有母子俩人的人
家，好心的母子俩见这么晚了卖油
老翁还在四处奔走，便端上烫茶热
饭留卖油老翁在家一起用餐。

茶饭之后，卖油老翁意欲以香
油相谢，但母子俩一定要用自家的
鸡蛋来调换。卖油老翁本来对山阳
城的人已经心灰意冷，现在遇上如
此好人哪能不讲。于是告诉其子邓
华 ：“山阳城中，众多害逆，恶贯
满盈，玉皇大帝已发旨沉没全城，
你每天凌晨必须去城隍庙门口看看
那一对看门的狮子，若是狮子的眼
睛变红，下沉的日期便已到了，马
上背你母亲向西北方向逃难。”

邓华听了卖油老翁的话竟十分
相信，一连三天都早起察看，正好
被一个杀猪的师傅看见，杀猪师
傅问清情况后，却以为是痴人说 
梦话。

第二天早晨，那杀猪的想耍耍
邓华，便端了碗猪血抹向大石狮的
眼睛。邓华看到大石狮的眼睛出
血，急忙回家背起老母亲向西北方
向奔跑，边跑边喊 ：“山阳城要沉
脱了，快逃命啊！”周围很多人都
以为邓华在发神经病，只有少数好
心的人怕邓华出事，就跟在他的 
后面。

邓华背着老母亲到了陈山脚下
就再也跑不动了。谁知邓华跑后不
长时间，人们发现在那邓华跑过后
的土地都在下陷，远处的海水中的
滚滚大潮也紧随着汹涌而来，很多
人这时再想逃命已经来不及了。而
邓华停下的地方，土地竟没再下
陷，那海水就涨到了这里。邓华回
头看去，那远远的山阳城早已成了
汪洋大海，就连山阳城旁那高大的
王盘山也沉入海中，仅露出几个小
小的山头。跟着邓华跑出来的人都
随他进了陈山唐家湾。多年后，

在这里一座漂亮的乍浦城建立起 
来了。

整个山阳城沉陷了，只有邓华
等不多的好人活了下来。

通过这则历史传说可以看出
来 ：人的善心善念很重要，谁能守
住这个善念，谁就能走到最后 ；谁
失去善念，为了利益与贪欲做尽坏
事，只能得到毁灭的恶报。同时还
可以看到 ：在大灾难来临前神会以
普通人的面目出现前来救人，以各
种方式点化人，考验着人心，选择
能否得救的人，但人能不能得救，
完全看人自己如何选择。

对比历史的今天，人的道德在
下滑，善念在一点点的失去，特别
是中国大陆，中国人的善念与良知
在中共假、恶、斗年年灌输下，已
经善恶颠倒，是非不明，把好当作
坏，把坏当作好。法轮功的真、
善、忍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因为触动了中共的假、恶、斗，被
中共一个中妖魔化的谎言污蔑、迫
害，甚至为了诋毁真、善、忍，中
共不惜毁掉人类的道德，在全社会
放开假、恶、斗、色情等人类最不
好的价值观，导致人类的道德急速
的下滑，加上迫害法轮功，人的罪
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最败坏的时
期，比上文中的山阳城人的道德还
要败坏，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按
照历史传说，人应该遭受什么样的
恶报，人根本就不敢想象。

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救人，象不
象历史传说中来在人间救人的“白
胡子老翁”，他们秉承神佛的旨
意，在承受着巨难中把真相与福音
传遍四方。看看他们的真相内容，
如真实的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
的真相，中共的魔鬼嘴脸与毁灭人
类的真相，在天灭中共天象下，劝
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三
退），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等，是不是在救人？！

与历史传说不同的是，语言没
有任何隐讳的地方，不需要人去
猜，语言平白质朴，不看身份与地
位，只看人心的转变。真相面前，
人人平等，而且真相一讲就是 21

年，还是法轮功学员在承受着中共
各种迫害方式中坚持讲真相救人。

今年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
肆虐全球，给全球人带来深重灾
难，这是不是在天灭中共天象变化
下的一种恶报？不同的是，中共病
毒直接针对中共而来，那些抱着中
共谎言不放的人才是真正危险的，
反过来，中共的魔鬼真面目也暴露
在世人面前，冲击着人心，考验着
人心。

魔鬼就是魔鬼，就象那毒药，
它就是毒，不叫它害人它做不到，
只要中共还存在，它就会继续害
人，不达毁灭人类的目的不罢休。
在这场中共病毒中，中共不是去反
思，而是更加变本加厉的迫害全
世界民众，在国内还在迫害法轮功 
学员。

明慧网报道，近期，中共公开
宣称，打压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行
为，煽动“人人参与”，设置“举报
奖金”最高达 10 万人民币。因为
疫情的影响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
国对中共的各种打压，导致中共的
财政出现危机，有的地方工资已经
发不出来了，但是在迫害法轮功方
面，中共还在不遗余力的迫害，阻
止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救人，这不反
常吗？！

中共现在的心态就是 ：“临死
也要拉一个垫背的”，“能骗一天
是一天”。但我们老百姓要清醒，
要吸取历史的教训，要看到法轮功
学员是救人的使者，中共在真实的
骗人、害人，不把人骗到地狱里不 
罢休。

历史的传说就是我们今天面临
选择的借鉴。正面吸取历史的教
训，不要等到“石狮子眼红”——
天灭中共的那一天落幕之时，后悔
也来不及了。今天的中共病毒就是
天灭中共的序幕，在考验着人心，
给人选择的机会，一旦法轮功讲真
相截止，天灭中共的大劫难全面开
始，人没有机会再去选择善恶时，
那才是真正痛心与悔恨的时刻，什
么人间语言都形容不了那时痛悔的
心情！◎

文 / 李铭

据明慧网报导，湖南省耒阳市
三都镇坪洲村委原会计谢云成，构
陷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瘫痪十二年
后，于二零二零年（黄历）三月初
七日身亡。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法轮
功学员吴冬花去坪洲村访友，顺便
给村民讲法轮功真相。谢云成假
意邀请吴冬花到他家，暗中却举报
到三都镇派出所。吴冬花善意的劝
他 ：“你不要这样做，法轮大法是
佛法，迫害佛法的人对自己和家人
都不好。善恶有报是天理”。谢云
成竟狂叫 ：“我不信大法，我不信天
理”，致使吴冬花被绑架、非法劳
教一年，在株洲白马垄劳教所遭受 
迫害。

谢云成叫嚣不信天理，不代表
天理不存在。二零零八年下半年，
他突然得脑血栓，将家里的钱和贪
污所得用光，虽暂时保命却留下半
边瘫的后遗症。中共没有因为谢云
成举报有功而照顾其生活，他只好
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在城里捡拾破
烂。若有认识他的家乡人看见，就
问他原委，谢云成顿感羞愧，口齿
不清的谎称 ：“你认错人了，我不
是谢云成”。经历多年病痛折磨，
谢云成身亡后，因其所为不得人
心，村里人都不愿意抬他下葬，只
好高价从外面请人把他的尸体抬 
上山。

随着中共长期灌输“无神论”邪
说，尤其文化大革命之后，它彻底
摧毁了敬天信神的理念，以致许多

中国人不相信神佛，鄙视“三尺头
上有神灵”为迷信，对于一些肉眼
不能检证的因果规律，嗤之以鼻或
半信半疑，甚至口出狂言，无惧报
应云云。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徒
中，不乏有据可查的果报实例，天
理昭彰，正是上苍警示世人。

辽宁省朝阳县柳城派出所所
长潘石，多年来一直迫害法轮功
学员，不听劝告继续作恶，被朝
阳市“六一零办公室”捧为“先进典
型”，在朝阳县城乡演讲二十场，
他扬言 ：“我不怕报应，就打、就
抓（法轮功学员），共产党我跟定
了。”就在他狂嚣不到两个月，本
来身体健壮的潘石在四十一岁生日
那天突然暴死。乡里私下谈论，咸
认这是他迫害法轮功学员招致的
报应。一心想追随中共做个“先进
典型”的他，却先做了上天报应的 
典型。

“善恶有报”是宇宙运行的法
则，可惜恶徒愚人仍临死不悟。二
零一八年五月一日，广东省佛山市
南海区里水镇和顺共同乡治安主任
袁国峰突然暴毙死亡，年仅四十二
岁。十几年来，袁国峰跟踪、监视
和绑架当地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
员不断向他讲真相，就在他死亡前
几天，还劝善向他提醒 ：迫害佛法
修炼的人迟早要遭恶报的，就如二
零零七年邻近孔村的孔凡星由于迫
害法轮功学员，当天就遭恶报死
亡，要汲取前车之鉴。

袁国峰不但不听，还口出狂
言 ：“我迫害法轮功十几年了，身
体越来越好，法轮功怎奈我何？

我根本不怕报应，我也不相信报
应”。袁国峰拒绝了法轮功学员再
次忠告，失去了最后一次被挽救的
机会，成了中共的陪葬品，可怜又
可悲。

即使大量的恶报发生在迫害者
的身上与周边，仍然有些人被中共
洗脑毒害太深，加之名利的诱惑，
还冥顽不灵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看
不到自己面临的可怕处境。二零二
零年六月十八日，唐山市丰润区公
安局及辖区各派出所，非法抓捕了
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六十八岁的
韩玉芹当天被迫害死亡。

《太上感应篇》有云 ：“祸福无
门，惟人自召 ；善恶之报，如影随
形”。自一九九九年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唐山市丰润区参与迫害人员
的恶报频频发生 ：死亡（癌症、车
祸、猝死等）有二十人，染恶疾两
人，骨折、摔伤、被砍、疾病、破
财等至少九人。由于中共的刻意隐
瞒与消息封锁，实际恶报人数不止
于此。

也有恶人叫嚣在前，果报临头
之际，也能心知肚明，尚称天良未
泯。吉林省女子监狱刑事犯徐艳
辉，在包夹法轮功学员耿继峰时，
辱骂法轮功师父，耿继峰劝她不要
骂，徐艳辉不但不听，反而叫嚣不
怕报应，结果她在吃饭时，刚一张
嘴，两腮额骨“喀嚓”一声脱落下
来，三天不能说话，后来徐艳辉对
耿继峰承认自己是骂大法师父而遭
报应了。

作恶躲不过法律制裁，也难
逃天理惩治。中共迫害法轮功逾

二十一年，已有两万多人因参与迫
害而遭恶报，包括中央官员、省市
委官员、“六一零办公室”头目、派
出所所长、居委会主任等。仅二零
一九年，即有 529 个中共各级人员
因参与迫害而遭恶报，人数最多的
部门是公安系统，应验了“多行不
义必自毙”的古训。

这些“现世恶报”历历在目，
包括被车撞死、翻车死亡、得怪
病死、被雷击死、被电死、得癌症
死、遭遇精神刺激上吊自杀、因其
他罪行败露而畏罪自杀，还有被判
刑、被撤职，或者摔跤瘫痪的，更
有自身作恶而殃及家人者，不一 
而足。

这些遭受报应的公检法司人
员，无论是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
或不敌利益诱惑而沦为助纣为虐的
帮凶，法轮功学员都真诚的为他们
深感惋惜。前述现世报应的鲜明事
例，值得人们深思。

古人云 ：“积善之家，必有余
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积
德福荫后代，作孽祸延子孙。从善
或行恶，不只关乎自身的福德，也
直接影响亲人与后辈。“人心生一
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
坤必有私”。

古德云 ：“人间私语，天闻若
雷 ；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中共
残酷迫害修炼佛法的法轮功学员，
恶贯满盈，罄竹难书。苍天为鉴，
恶徒难逃。那些猖狂行恶之辈，应
该幡然悔悟，及时悬崖勒马，立即
停止迫害，才能弥补罪恶，将功 
补过。◎

叫嚣不怕天理 报应就在眼前

是我们今天面临选择的借鉴
乱世中的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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