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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

寓言

中国画纪实创作

一座玉石房子
的故事

热播剧《三十而已》未给出的答案

散文 云秋
文 / 长风拂泪

秋阴秋雨秋风凉，
秋出露秋寒霜降。
瓜熟蒂落丰收节，
满地金黄归故乡。

又是一个秋天，本是收获的季节。遍
地的金黄色，那是成熟的色泽。连浓密的
树叶，也点缀上了金色的斑点，陆续飘
落。最后一批瓜果熟了，看树上的柿子、

石榴、苹果。在田野在果园，来来往往的
农人，忙忙碌碌的。故乡月圆，明净如银
盘。是时候了，回故乡。故园的记忆，在
心中深藏。

天色渐深，秋雨初下。须臾出门，渐
觉凉意吹打，一层秋雨一层凉。华夏传下
来的节气有二十四个，突然感觉到，他们
竟然是那样的准确。处暑白露寒露霜降，
到时就应，甚至连过渡期都不用。

天下的定数，也似乎到了一定的时
候。而时局，就如那秋叶，越来越明显。

画作跋文 ：公元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六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自欧洲、亚洲、南美洲、北美洲、非
洲、大洋洲，聚集纽约曼哈顿，以庆祝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廿七周年。游行队伍声势浩大、场面气势磅
礡。盛况一时，众生喜悦。特做《游行图》。这里呈现给读者的是《游行图》中的方阵 -- 停止迫害。

游行图之停止迫害

文 / 一滴水

很久以前，在大陆北方的一
个村子里，有一个富人在村子
里盖了一座玉石房子，房子全是
大块的整齐的玉石砌成的，门窗
全是金子的，甚是好看，甚是壮
观。

这个富人觉的这座玉石房子
好，可神仙觉的不好，因为他看
到了这座玉石房子的发展规律，
这玉石房子在不久的将来会倒塌
的，倒塌时会把富人砸死。

有一天，大慈大悲的观音菩
萨来救这个富人。观音菩萨叫富
人的邻居大妈来到玉石房子里跟
富人讲真相，邻居大妈说 ：“不远
的将来，你的玉石房子会倒塌，
倒塌时会把你砸死的。”

邻居大妈在说话期间，玉
石房子里突然出现了许多小癞
蛤蟆，邻居大妈指着小癞蛤蟆
说 ：“这玉石房子里本来不该有
癞蛤蟆却出现了癞蛤蟆，这就是
异象。这就预示不远的将来，你
的玉石房子会倒塌，倒塌以后
会把你砸死的。你赶快把玉石房
子拆了，把玉石分发给贫穷的 
人吧。”

富人根本不相信王大妈的
话，他认为王大妈过的贫穷，
他过的富有，王大妈是在妒忌
他。他的玉石房子是世界上最结
实的，就是十级大地震，全世
界的房子都倒塌了，他的玉石
房子也不会倒塌。癞蛤蟆不是什
么异象，癞蛤蟆叫金蟾，是帮
助他進宝的。于是，富人把小癞
蛤蟆捉住，做成了标本，放在
了神坛上供了起来，说是招财 
進宝。

一年以后的一天，大慈大
悲 的 观 音 菩 萨 又 来 救 这 个 富
人。观音菩萨又让富人的母亲
来到玉石房子里告诉富人住在
玉房子里的后果，母亲对儿子

说 ：“不久的将来，你的玉石房
子会倒塌的，倒塌时会把你砸 
死的。”

母亲在说话期间，突然发现
墙里有一块大玉石有一条裂缝，
于是母亲指着这条裂缝说 ：“你看
这条裂缝，这说明不久的将来，
你的玉石房子会倒塌的，倒塌时
会把你砸死的。你赶快把玉石房
子拆了，把玉石卖了，另盖一座
房子住吧。”

富人根本不相信母亲的话，
认为母亲在小题大做，这条裂
缝是盖房子的时候工人们不注意
把这块有裂缝的玉石用上了。于
是，富人又请工人从新打磨了一
块玉石，把那块有裂缝的玉石换
了下来。

一年以后的一天，大慈大悲
的观音菩萨又来救富人，于是观
音菩萨又让一个老和尚来到玉石
房子里告诉富人真相，老和尚跟
富人说 ：“不久，你的玉石房子会
倒塌的，倒塌时会把你砸死的。”

在说话期间，老和尚朝墙上
一看，墙上一块玉石上出现四个
大字 ：“此房危险”。老和尚指着
这四个字说 ：“你看这墙上出现
的字，此房危险，这是天意，不
久，你的玉石房子会倒塌的，倒
塌时会把你砸死的。”

富人也没有相信老和尚的
话，他认为老和尚是在用妖法欺
骗他。于是，富人擦掉了墙上的

“此房危险”四个字，并亲自用刀
子刻上了“此房结实”四个字，悠
悠自得。

不久，富人的玉石房子真的
倒塌了，富人被砸成了肉泥，十
分凄惨。

世人啊，神告诉我们，不久
的将来人类将发生一件大事，人
类要大淘汰，很惨的。不相信大
法弟子讲的真相就会被淘汰，相
信大法弟子讲的真相就有美好的 
未来。◎

神韵赋
文 / 明德

大幕徐徐，天门荡荡，钟鼓齐鸣仙乐响，五千惊目
观天乡。圣主创世，拯救大穹开天地 ；众神下界，为寻
主佛结善缘。神传文化，造就回天之路 ；五千文明，奠
定历史今天。神韵花开，惊艳东西南北 ；飞天独秀，奏
响天上人间！

飞仙长袖，舞动婀娜仙姿 ；宽袍男儿，一展阳刚豪
情。翻转跳跃，嫦娥飞燕出场 ；闪展腾挪，八仙各显神
通。手眼身法步，步步精准 ；中国古典舞，舞武相通。
朝天一登，双手可揽日月 ；飞身一转，惊震十方叫绝。
灿烂历史写剧本，仁义礼信定人伦。岳母刺字，悲壮精
忠报国 ；草船借箭，智勇忠义再现。木兰替父，孝赞巾
帼侠女 ；唐僧取经，佛道信仰通神。传统文化要复兴，
神韵五洲播福音。

天籁之声响起，禁不住热泪流淌 ；天幕气势如虹，
又回到故乡天堂。能量拂面，感受神助法光，身心受
益，得佑佛恩浩荡。西方管弦，壮观磅礴，东方乐器，
独领风骚。宫商角徵羽，沁人心脾，十二平均律，胜似
琼浆。男女美声，激荡五脏六俯 ；二胡独奏，余音三日
绕梁。琵琶铮铮，千军万马齐奔 ；大小提琴，悠悠草原
风情。仙舞圣乐，珠连璧合 ；服装色彩，浑然天成。穿
越时空，真如出神入化。上天入地，好似身至其境。神
韵降临，启迪创意内涵，飞天下凡，纯美纯真纯善。

政界商界艺术界，名流如云竞相来，齐声称颂不绝

口，谁主神韵舞三才？创世主佛传大道，真善忍好！苍
生有缘观神韵，人生笑傲！红尘滚滚，众生迷茫，慈悲
救度，洪恩浩荡。万古机缘莫彷徨，洗去尘封选善良。
嗟乎！我自何方來？追寻何方道？几多轮回转？真相谁
揭晓？今日有幸观神韵，返本归真了悟道。退恶党，识
正邪，红魔无多日 ；学大法，明大道，法轮大法好！

千言万语，不足道其玄妙，辞海尽书，难以鸣其臻
奥，今有七律《第一秀》为证 ：

创世圣主下尘寰
开天辟地新宇宽
神韵巡演唱大戏
佛光普照礼义圆
传统复兴红朝散
救度众生看飞天
精彩绝伦第一秀
人间盛开天上莲
◎

在那片国土的南端，那些青年，喊出了天
灭中共、与神同行的壮语豪言。这些年，
在与共魔的抗争中，人们总显得不成熟，
而这一次，所做的一切，都如有神助。气
数到了，定数如此吧。在这与神同行的秋
天，送上一份祝愿。虽然身处环境不一
样，但内心深处有一声赞叹，有一声呼唤。

古老的预言，经典的智慧，告诉了我
们，在这个时段，神在人间。愿我们回归
正统，剔除红魔，恢复人性，追寻大道，
与神同行，回归真正的故园。届时人间，
中原大地，腥红退去，金黄铺满。善良
人，堂堂正正回故园，无上荣光，福分笼
罩，人家院。◎

文 / 宁静 

今 年 热 播 的 电 视 连 续 剧
《三十而已》讲述的是三位生活在
中国目前最发达的上海的女性在
年届三十的这个人生阶段所经历
的酸甜苦辣。

先说貌美、才高，能力开挂
的顾佳，拥有现代女性所渴望的
一切优点，爱丈夫爱孩子，为了
守住这份爱能舍尽自己的一切。
最终却也无法避免遭遇丈夫出轨
的伤痛，收获的是以一副女子娇
弱的肩膀，独自扛起家庭的责任
和重担的结局。

再说王漫妮，一个标准励志
版女性，漂亮、聪明、吃苦耐
劳、奋发图强，可就是怎么都遇
不到一个配得上她的真命天子，
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个，她愿意为
其付出一切的男人，最终却收
获了一个“被小三”的恶梦。历
经磨难后，她不再把幸福的希
望寄托在男人的身上，诺大的中
国，优秀如漫妮的女子，也找
不到自己真正的归宿，她把自己
放逐到国外，继续寻找人生的 
价值。

第三位钟晓芹则是大多数
现实的上海女性的代表，她以
比较接近传统婚姻价值观的方
式，接受了一份世俗都看好的婚
姻。但她和丈夫是彼此都不懂
得如何经营婚姻的两个人，在
经历了离婚、复婚等成长过程

后，他们两懂得了要珍惜彼此，
成为了三个女主中，无疑是观
众眼中，真正找到了幸福的当代 
女性。

象《三十而已》这样的，探
讨女性应该如何面对婚姻爱情和
家庭的片子，近年来一直很热。
在我眼里，聪慧知性的顾佳和

《我的前半生》里的唐晶是一类
女性，她们无疑是最聪慧的，中
国最优秀女性的代表，生活和阅
历让她们认为钱和事业远比男人
来的可靠，如果让她们必须二选
一，那她们宁可放弃男人，虽然
这样的选择也很痛。这一类理智
性的女性大概不到女性总数的百
分之五吧。

王漫妮和罗子君是一类人，
生活让她们经历了情感带来的巨
大伤痛和损失，她们是在两性关
系中坚守道德和承诺的一方，虽
然遭受了背叛的打击，但在自我
挣扎后，并没有因此而沉沦，反
而变得更坚强，在坚守自己道德
的基础上，反思和改变自己，在
人生的路上把自己调整到更好的
状态。这样的女性在社会上有多
大的比重，我就不好说了。

钟晓芹和罗子群则更象住在
我们身边的众多邻家女性，在吵
吵闹闹的家庭生活中和自己命定
的伴侣彼此磨合，冲突中磨去自
己的棱角，学会如何尊重他人，
最终懂得放下自我去成全对方的
夫妻相处之道。这样的大概是女

性中比重最大一群人吧。
我认为导演希望这部连续剧

能给中国女性一些积极的，向
上的正能量，所以其实顾佳、漫
妮和晓芹都还属于比较理想化的
女性，比如三位女主间真心真意
的闺蜜情谊，还都有非常好的父
母，娘家都是她们温暖的港湾和
退路等等，真实的生活其实远没
有这么理想。导演也认为家庭、
事业其实都不是女子靠得住的归
宿，那么人真正靠的住的难道只
能是自己吗？其实这部剧并没有
给出真正的答案。

自古以来女性面临的最大的
心灵挑战，当然就是丈夫的“背
叛”这个核心话题。钟晓芹和罗
子群以及很多现实中的女性，之
所以最后还能和丈夫成为欢喜冤
家相伴一生，最重要的基石就是
男方并没有背叛自己的妻子。我
认为这是夫妻相处之道的底线。

其实这个话题只要站在“道
德”两个字上去看，就非常的简
单了。不论在东西方，都认为
婚姻是神圣的，是承诺、是契
约。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的
人性。西方人结婚，要在教堂里
发誓，一生一世彼此忠诚、不离
不弃、相互关照。东方人要拜天
地，同样是请上天见证彼此的承
诺和誓言。这都是东西方的神，
为了约束人的欲望，保护女性、
保护家庭的稳定而定下的天道
法则。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中，虽然也一直在戏曲中有“陈
世美”这样的典型渣男，但从来
都是少数，是个案，是规范社会
道德，体现恶有恶报天道公平的
一种整体社会价值观的代表。

由于婚姻承载着生命的延
续、每个家庭成员的未来和现
状，能不能在婚姻中坚守道德，
就是一切一切的核心。人不同于
动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懂得
什么叫做道德，在个人的喜好，
新奇的诱惑面前，能战胜自己欲
望的人被称为有道德的人。所以
根据神定的法则，许幻山在婚姻
中背叛妻子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是放弃了高贵的人的法则，用低
级的动物法则指导自己的行为，
最终两个人都在生活中得到了应
有的报应。其实都是天道公平的
具体体现。导演在这一点上表达
了对“报应”二字的尊重和信仰，
值得称赞！

近年来这类的电视连续剧一
直在中国热播，是因为现在婚姻
内的彼此背叛已经成为了非常普
遍的常态，一个完全背叛了造就
自己的神，被魔鬼毁灭了“神传
文化”的民族，人与人之间背信
弃义的恶毒行为，使得在今天的
中国大地上，“人不如狗”的现象
比比皆是。这样的时刻还会有太
平吗？

当然，也别只说中国的状
态，片中王漫妮的男朋友梁正
贤其实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代表着中国以外的众多当代男
性。人类走到了极致自私的今
天，绝大多数的人选择完全不
肯信神，特别是嘴上说着什么
“不婚主义”的男人，更是只
想满足自己的肉欲而又不愿承
担金钱之外的责任。说白了不
过是一个伪装的嫖客，可恶的
是这样的人不但要玩弄女性的
身体，更要践踏女性的灵魂。
这样欺骗他人感情的不过是一
个下贱的东西，配不上一个人
字。因此我也要提醒中国的女
孩子，不要盲目的以为海外什
么都好，其实今天的海外，传
统的宗教信仰也已经败落了，
当今西方世界的很多年轻人，
也是在自私人性的带动下，放
纵欲望，处于一种为所欲为的
可悲可耻的状态。

由于今天中国大地上的这一
切乱象，都是魔鬼中共七十年
来有计划、有步骤的迫害华夏民
族造成的，因此许幻山的败坏与
整个社会没有了道德标准有直接
的关系，罪业不能完全算在他们
的头上。所以天灭中共的神一直
在网开一面，希望更多的中国人
能从这些乱象和自身的痛苦中清
醒过来，彻底抛弃邪恶的魔鬼中
共，从新走回到讲德、讲善、讲
忍的传统神传文化上去，把婚姻
当作一场修行，而不是现实利益
的交易场，那样我们的民族才能
找到出路、获得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