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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庞贝城的覆灭，世人所知
的是维苏威火山爆发，吞没了庞贝
城。后世人在研究庞贝城灭亡的原
因时，很多见解是 ：庞贝城实质是
毁于道德的沦落。在打坐中，我看
到了庞贝城覆灭的场景，并且知道
了原因。

维苏威火山爆发场景
在打坐中，我看见了火色的

山，就象烧红的炭，有许多人被捆
绑着，一排一排的，少者二人，多
者数十人，密密麻麻的立满了整个
山，从山头到山脚，人数很是壮
观。那山突然爆炸，就像被引爆一
样，碎片横飞，所有的人都被炸的
四分五裂，化为灰烬。在山体爆炸
的瞬间，我看见山底下有火龙，火
龙喷出火珠，烈焰升腾，山体爆
裂，惨象环生。

我看见的是维苏威火山爆发的
场景。具体的场景是这样的 ：天使
手中拿着火红的旗帜，上面有升腾
的烈焰，天使急速的飞向下界。火
神躬身接过火色旗，火神摇动火色
旗，火龙从旗中飞出，火龙分体，
现出九条火龙 ；火神再次摇动火色
旗，九条火龙遁入山底 ；火神第三
次摇动火色旗，火龙吐出烈火珠，
烈焰升腾，山体爆裂，火山爆发。
我看见地上的神仙，山神、海神、
土地神等等，目睹了火山的喷发。
在天界，层层诸神都在关注世间发
生的这件大事。

维苏威火山爆发是神的安排
我心里明了 ：维苏威火山爆

发，覆没了庞贝城，是神的安排。
那一排一排捆绑着的人，就是一家
一户的赴死之人。在历史上，后世
基督教研究者认为庞贝城的灭亡是
因为有七宗罪 ：暴力、施虐、贪
婪、暴食、傲慢、纵欲及自恃，这
导致了上帝对它的惩罚。

我看到庞贝城招来天惩，在上
界就两个字定罪 ：“非人”。在“非
人”两个字的后面，神仙列出的是
庞贝人的罪行 ：其一、迫害基督
徒，手段残忍 ；其二、淫乱 ；其
三、嗜杀 ；其四、癫狂、傲慢 ；其
五、奢靡 ；其六、败坏人伦 ；其
七、背弃神诫……

维苏威火山爆发，覆没了庞贝
城，是庞贝人的罪行招来的天谴，
神不允许披着人皮却背离人的行为
的人存在于世。

神谕一直在警示庞贝人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知道了，

我曾经是庞贝城神庙里的祭司，
神庙供奉的是朱庇特神，庞贝人曾
经有着多神的信仰。随着时间的推
移，人类的败坏，庞贝人丧失了对
神的正信。当时的庞贝人，已经不
信神的谕旨了。我看见人走路时，
从身体上飘落下黑色物质，这些物
质在日渐积累，庞贝城好像笼罩在
黑雾里，人类真是业力滔滔了。

权贵们经常一身酒气来到神
庙，问我 ：“神谕又告诉你什么？”
我告诉他们，神谕说 ：神的子民背
离了神的教诲，会招来大难。他们
不相信我述说的神谕，还嘲笑我。
不久，他们又来询问我，我再一次
告诉他们，神谕说 ：地震要发生。
他们不但不相信神谕，反而还毒哑
了我。

我的眼睛更加明亮了，我能看
到城中隐蔽的角落或豪宅里发生
的罪恶事情。我看到一件罪恶的事
情 ：权贵侵凌仆人的妻子，仆人杀
死了自己的妻子，仆人被主人打死
后，扔進了大海，主人又把罪恶的
魔爪伸向了仆人的七岁幼女，满足
自己的淫欲。我看见青年男女们在
一起，纵欲、淫乱 ；还有各种乱伦
现象，在父女、兄妹、叔嫂之间，
无所顾忌的发生着，还有同性恋、
吸毒等等败坏的现象。我时常用手
拢在前额，不想看到人的罪恶。但
是神谕告诉我 ：我是见证，见证这
人类的罪恶。

我用笔写下了一道又一道的神
谕 ：基督徒要遭迫害 ；迫害基督徒
的人要進地狱 ；人要在可怕的瘟疫
中消亡，帝国要毁掉，等等。人们
不但不相信神谕，还嘲笑神谕，耻
笑我。我最后写下的神谕是 ：因为
人的罪恶，神要用火毁掉庞贝。我
告诉神庙的一个小侍者，我死后，
把我火化，然后赶紧离开这个城
市。至于其他人，他们败坏堕落，
沦落为情欲的奴隶，早已地狱挂名
了。（我看见地狱中的冥王在翻动
一个黑色死亡名册，上面密密麻麻
的写满了人名。）

当人已经丧失了对神的正信，
当一切道德标准都丧失殆尽，当物
欲横流、骄奢淫靡之风盛行，当人
不再相信道德之上还有天地法则，
当基督徒的自律被庞贝人耻笑，当
人兽厮杀、饿兽撕扯吞噬角斗士或
基督徒的身体时，却能招来庞贝人
的狂叫和兴奋，当色情淫秽与血腥
暴力渗透到庞贝的方方面面，当斗
兽场的土地都染成血色时，神极其
厌恶这个罪恶之城，庞贝，就要从
神的视野中消失了。

有人说，是庞贝人的欲望之
火，唤醒点燃了沉睡千年的维苏威
火山。我说 ：庞贝人完全丧失了对
神的正信！他们只知道物质享受和
放纵欲望，完全没有理智与道德的
约束，把暴力、淫乱、欲望、贪
婪、傲慢发展到了极点，导致了庞
贝城走向覆灭。维苏威火山的爆
发，是神在布场，神使这座火山复
活、爆发，覆灭了罪恶的庞贝城。

庞贝人 
触目惊心的堕落 遭天谴

后世人挖掘庞贝城的遗址，发
现了庞贝人的堕落，因为出土的大
量色情文物不堪入目，甚至有人兽
相交的雕塑，让很多考古学家困惑
而羞愧。人偏离了神给人制定的行
为规范，就不是人了，披着人皮，
干的却不是人的事，神就要淘汰 
人了。

庞贝城的毁灭是人的罪恶招来
的天惩，庞贝城的挖掘是神给后人
留下的一个见证和参照。在庞贝城
的壁画上，有集体淫欲和同性恋的
绘画，不堪入目 ；庞贝城里，最多
的是酒店、妓院和角斗场所 ；人体
生殖器的塑造物随处可见 ；澡堂的
遗址中挖掘出助性的工具，纵欲和
狂欢成为庞贝人的嗜好。神认为庞
贝人已经不是人了，称之为兽人、
魔人，要销毁他们了。

也许有人说，罗马迫害基督
徒，为什么只有庞贝遭遇灭顶之
灾？人作恶，一定会遭报的，报应
或早或晚，一定会到来。庞贝城作
为古罗马的第二大城市，是闻名全
国的酒色之都。在公元 62 年，庞
贝发生过地震，地震是对人的预
警，可是地震之后，人们依然无所

警觉、无所收敛。公元 64 年，罗
马的暴君尼禄火烧罗马城，嫁祸基
督徒，在全国掀起了对基督徒的迫
害。庞贝人在迫害基督徒方面，同
样犯下了滔天罪行。公元 79 年，
距地震发生十七年后，维苏威火山
喷发，吞没了庞贝城。神当真用火
毁灭了这个罪恶的城市。

神灭亡了庞贝，人不知反省，
神又用瘟疫的方式灭亡了罗马帝
国。强大的古罗马帝国在欧洲曾经
辉煌一时，不可一世，可是却在四
次大瘟疫中灭亡了，究其原因，主
要就是对基督徒的迫害，加之自身
的罪业，引来了上天的震怒，神毁
掉了罗马帝国。

中共邪党所犯罪恶与天
界列出的庞贝人的罪行
一一对照

现在人的堕落和罪行，对比于
庞贝人，有什么差别呢？更甚者，
要超过庞贝人。如果把现在中共邪
党所犯的罪恶与天界列出的庞贝人
的罪行一一对照，就会发现中国人
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一，就迫害基督徒手段残忍
而言，基督徒被酷刑虐待致死，
或被火烧死，或被投入角斗场喂狮
子。在角斗场里，看着基督徒被野
兽撕裂咬死，庞贝人在狂叫、在兴
奋。女信徒被庞贝的权贵公子公然
侮辱、奸淫 ；男信徒被投进秘密场
所，被同性恋者施虐。

今天的中共，施虐于法轮功学
员，他们把女学员扔进男牢，让犯
人奸污她们 ；他们使用各种酷刑虐
待法轮功学员，罄竹难书，他们甚
至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对
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持续了二十一
年。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
的人体器官供应库，中共邪党，
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魔鬼 
篇章。

其二，就淫乱而言，庞贝人留
下这样的话 ：“葡萄酒与女人毁了
我们的身体，但除了这些，活着还
有什么意义？”色情壁画、雕塑和
工艺品在庞贝城里无处不在，甚至
日用品的图案，都带有非常露骨的
色情意味。壁画上随处可见赤裸裸
的同性恋、集体淫乱等渎神的场
面。维苏威火山带来的地热温泉连
接到各个公共浴场及别墅，浴场里
更衣室、按摩室、美容室、蒸气浴
室等一应俱全，也有男女混合浴
室、同性恋浴室及乱性浴室，由此
看出庞贝人堕落得几近疯狂。

而中共的纵欲，尤其是性欲
的放纵，已无年龄的限制，揭露出
来的高官，有的情妇多达几百人，
从江泽民、周永康到薄熙来，都情
妇众多。新唐人电视台报道的北京
某大型幼儿园，为高官提供幼女泄
淫，有家长欲讨回公道，面临灭口
的危险。各行各业中都有败坏人伦

的事情在发生，令善良人难以想象。
其三，就嗜杀而言，庞贝人施

虐于奴隶、角斗士、基督徒、犯
人，暴力对待他们。庞贝人认为吃
人肉的海鳝味道鲜美，他们用新宰
杀的奴隶喂养海鳝。庞贝城的大型
竞技场能容纳一万多人，观看残酷
的血腥表演，是庞贝人的重要生活
内容。没有人为奴隶或囚犯的死亡
感到不适，虐奴是一种娱乐。基督
徒被酷刑虐待致死，或被火烧死，
或被投入角斗场喂野兽。看着基督
徒的血腥死亡，庞贝人在狂叫、在
兴奋，在宣泄着兽性的“乐趣”。

而中共的要员们，看看他们的
行为吧，虐杀百姓、上访人员、少
数民族、弱势群体、维权律师、法
轮功学员等等。江泽民命令武警把
五百个法轮功学员投入到上千度的
钢水中，瞬间，这些生命都消失在
人间 ；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换了
三次肾，杀了五个人。政法委书记
孟建柱，杀人为岳母换器官。有的
高官还秘密享用用活人脑做的“周
公汤”。（周恩来发明的，用年轻、
健康的人的脑髓做成的补汤，曾招
待过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领导人。）
无数的官员，迫害正法修炼者，参
与活摘人体器官，双手沾满了善良
人的鲜血，无法无天，所以，天必
灭中共。

其四，就癫狂、傲慢而言，庞
贝人在壁画上留下这样的话 ：“没
有任何东西可以永恒”，这句话显
示出，庞贝人更相信人是没有灵魂
的一团物质，这已经非常接近现代
无神论者的观点了。因为癫狂和傲
慢，他们已经不敬神灵了。

傲慢是魔鬼的本性，中共同样
具有这样的基因，不相信报应、诋
毁神灵，屠杀善良的修炼人，罪恶
滔天。中共邪党从建政开始，就向
民众系统的灌输无神论和进化论，
许多官员直接在说 ：“哪有神哪，
我怎么看不见呢？至于报应，更是
瞎扯，都是迷信。”许多中国人的信
条是 ：“活一天，就快乐一天，就
享受一天，不要白活。”把自己等
同于禽兽一样的活着。人没有人的
理念，不受道德的约束，就不是人
了，神就会销毁这样的人。

其五，就奢靡而言，庞贝的餐
馆收罗世界各处的奇珍野味来招
揽食客。富豪的盛宴一般从下午开
始，吃到午夜才肯结束，日日宴
乐，夜夜狂欢，期间掺杂着各种淫
乱与游戏。为显示富有，讲究排
场、连吃带扔、挥霍成性，为饱口
欲而暴饮暴食，太撑吃不下时，就
想出办法催吐，然后再吃，这是当
时流行的风气。

而对于中共邪党的人员，平民
百姓或多或少的知道他们的奢靡，
在气愤的议论他们，在电视上面看
到的都是脑满肠肥的要员，撑着一
张大脸，在撒谎、在给百姓灌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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