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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

为了活着而活着

文 / 吕文

元代文人孔齐，经历元末乱世后，将他收
集的一些轶事编写成《至正直记》一书。其中
有一则关于南宋大忠臣文天祥的记载。

元朝初年，南宋丞相文天祥策划起兵反元
恢复南宋江山，结果失败了，被抓到燕京（今
北京）。他听到元朝军队的军歌《阿刺来》的
时候，大为震惊，问这是什么歌声？元朝方
面的人回答道 ：这是我们元朝的歌曲，发源于
朔方。“朔方”就是指北方的意思。文天祥叹
息道 ：这正是黄钟之声啊，看来南宋复兴无 
望啊。

孔齐个人解释道，这是因为《阿刺来》歌
声雄伟壮丽，“浑然若出于瓮”的缘故。孔齐
的这个解释，笔者并不太赞同 ：雄壮的歌曲哪
儿都有，为何文天祥听出了国运的走向。“黄
钟”是古代乐律十二律中的第一律，在古人看
来“黄钟”有极特殊的内涵 ：“黄钟，宫音，君
也”，清代谭嗣同在《报贝元徵书》中介绍到

“算家又言黄钟为万事之根本”。可能《阿刺
来》是一首以黄钟调为基音的歌曲，因此文天
祥从中听出了大元将一统天下的未来。其实文
天祥也不是一般人，据历史记载他是信道、修
道之人，道号“浮休道人”、“文山”。

其实历史上从音乐中辨析未来走向的例
子并不少。笔者认为从音乐与歌曲中可以看
到创作者、演奏者、接受者的心态，不同的
心态下人会有不同的行为，不同的后果。例
如中共的国歌，本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军戴安
澜将军率领的远征军二百师的军歌，作为特
殊时代的军歌并没有问题。但被中共盗用为
其国歌后，从中不仅可知中共窃取国军的抗

战成果，更可看出它要用人民的血肉筑成“新
的长城”的这种没有人性的心态。中共之后的
种种作为，一场又一场的运动，更是逐步暴
露了其只有党性没有人性的真面目。现在中
共迫害以气功形式传出的佛法——法轮功，
更是将广大民众推向诽谤佛法，对佛法犯罪
的危险境地。中共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
危险的时候”，这句话竟然一语成谶般的应 
验了。◎

文天祥听音知国运

文 / 宁静

大陆禁片电影《活着》说的是
大约 1947 年的时候，嗜赌如命的
纨绔子弟福贵把家产赌光，气死老
爹，气跑了媳妇。但其实他的本
性并不坏。良心发现的他，浪子
回头，开始以唱皮影戏为生养家 
糊口。

在中共红色匪军占领中国，打
败国民党的战场上，福贵看到了太
多的死人。他因此觉得生命可贵，
只要能活着就是最好的。所以，他
一心只想和媳妇家珍带着儿子有
庆，女儿凤霞过平凡人的日子，只
要一家人好好的活着就好。

在亲眼目睹中共解放军强抢富
裕人家的房产，违抗者就被当众枪
杀的场面，福贵吓尿了，而且一辈
子都在中共杀人枪声的恐惧中，颤
抖的活着。可是就是如此卑微的生
存渴望，对他一家也是一种奢望。

在中共搞的大跃进全民炼钢
活动中，儿子有庆被区长的车撞
死了，福贵哭到死也只能认命 ；文
革中医生都被批斗，福贵又失去
了因生产而大出血的女儿，家珍
还是只能哭泣 ；原来最好的朋友，
本来是中共干部的春生也在运动
中自杀了。最后老两口守着外孙
馒头，嘴里重复着二十年前，憧
憬幸福生活的那些老话，继续为
了活着而活着。

此刻，六十年代的芙蓉镇上，
美貌热情、吃苦耐劳的胡玉音，和
善良的丈夫靠卖米豆腐的小生意为
生，得到镇上党支部书记黎满庚的
帮助，又很受乡亲们的喜爱所以很
红火，因此而遭到国营饭店经理李
国香的妒忌，这种女人间的妒忌本
是很常见的一种人性，生活中大家

多多少少都可以感受到自己对别人
的妒忌，或是别人对自己的妒忌。
这当然是人性中恶的一面。麻烦的
是，李国香的妒忌在中共的“四清”
运动的加持之下，就成为了胡玉音
十几年的噩梦。

她被抢走了辛苦盖起来的房
子，丈夫被逼自杀，自己成了扫大
街的。走投无路时，与右派分子秦
书田相爱了，可他们想申请个结婚
证也不被允许。有了孩子就被判刑
三年监外执行。秦书田则被判十
年。电影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秦

书田在宣判大会上对胡玉音说 ：活
下去，象牲口一样的活下去。

过程中，把胡玉音搞得死去活
来的李国香，多年后还是成了地位
更高的中共官员。继续骑在这对被
她害了十年的夫妻的头上。而秦书
田面对着这个女人，表现出的却仅
仅是一种漠视和淡然。

这两部电影之所以都被人们誉
为“中国最好的电影”，是因为电
影非常写实的记录了，在中共统治
的前 50 年里，中国人都是怎样活
着的。今天，每个七十岁往上的中

国人，几乎都能�大家讲一个完全
不同的，那个年代家庭悲催的故
事，但主题都是一个 ：就是在那五
十年里，中国人就是这样在各种运
动中，颤抖着、象牲口一样的活
着，而且过程中几乎无人可以幸
免，包括中共高官或普通党员。

这两部电影虽然记录了中共邪
党的恶，但在片子的最后，胡玉音
和秦书田，福贵和家珍都还是只能
那样无奈的活着。我认为导演是在
问，为什么中国人除了去死，就只
能这样象牲口一样的活着？除了默

然接受这命运，中国人还能做什 
么呢？

三十年前的 1989 年，年轻的
一代中国人，曾经在反思了自己父
母的人生后，跪在了天安门广场
上，请求中共邪党让中国人能够有
尊严的，象人一样的活着。结果大
家都知道，手无寸铁的年轻学生，
跪求来的是坦克和子弹。全中国人
再次象福贵一样的被吓尿了，只能
继续接受牲口一样活着的人生。三
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有人权吗？
全人类都知道他们没有。而且，在
被摧毁了人性道德七十年的中国社
会，每个人都在丛林法则中继续象
野兽一样的活着。

2019 年香港人走上了街头，捍
卫“人要有尊严的活着”的权力，
他们遭受到了魔鬼中共无情的打
击，全世界都见证了那长达半年残
酷镇压的暴行。一年后的今天，肆
虐全球的中共病毒终于让全世界的
人清醒了过来 ：如果放任中共邪党
壮大，总有一天，它们会让全世界
所有的人都象牲口一样的活着。

在电影《芙蓉镇》的最后，运
动流氓王秋赦已经变成了疯子，他
敲着破锣，终日喊着 : ＂运动了，
运动了……＂，导演在提醒大家，
中共邪党杀中国人的运动随时还会
再来。自 2019 年以来，中共又开
始提出要年轻人上山下乡，要搞新
的公私合营等等，文革的种种又开
始回来了。因此我推荐同胞们好好
的看看这两部电影，认清魔鬼中共
的邪恶，配合“天灭中共”的天象
和全球围剿中共邪党的人间洪势，
主动退党、退团、退队，为华夏的
后代选择一个没有中共的新中国，
让华夏的儿女都能够堂堂正正的、
象人一样的活着。◎

《活着》的故事依然继续着

文 / 清流

在故乡，时常能看到这样的
草、花和树木，它们不像别的植物
那么幸运，能够长在有土的地方，
即便贫瘠的沙地。它们则不同，在
岩石的缝隙中诞生，挺起，它们天
生就营养不足，缺水、没有土壤，
空间受限，但绝不向恶劣的环境屈
服，却能够活出生命的高贵。

初见这样的生命，让我惊讶、
震撼，心却有着滴血的痛。不怨天
尤人，靠着向上的力量，硬是劈开
一片自由的天地。我敬畏于这种源
自生命本质上的高贵，那种绝不虚
度生命的使命感和韧性，让我心生
敬意。

在一片树林中，它是那样的微
不足道，就像茫茫大海里的一滴
水。如果不是走到近前，没有看到
它生长的“土壤”，绝不会引起任
何人的注意，你会以为眼前的这株

树会和其它的树一样的普通，一样
的根植大地，一样正常的吸收雨露 
阳光。

然而，当你看到刻满伤痕的根
系紧紧的抱住岩石，并向着岩石的
身底探去，当你看到眼前的岩石缝
隙里钻出的钢铁般不屈的生命，谁
能不为它的精神所感动？不说微微
张开的石缝缺少土壤，就是有点水
分，太阳一出便很快蒸发掉了。这
种环境下长出的生命，难道不是 
奇迹？

这是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种普
通的蜡树，木质坚硬，直径盈尺的
树干深深的嵌入丈许高的褐红色巨
岩中，也许被树贯穿天地的赤诚所
撼动，那巨岩便从上裂到下。树的
枝杈虬龙般伸向半空中，又如一双
双大手在天地间招摇，那是战胜死
亡的胜利者的豪迈与气魄，是走进
自由境界的超拔和沉醉。在春日柔
和的光里，蜡树的叶子也透着晶莹

石缝中的生命散文

千古英雄人物 : 帝尧
文 / 思又

据《说苑》：尧存心于天下。
有一人饥，曰 ：我饥之也 ；有一人
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
我陷之也。仁而立德，博而化广，
故不赏而人劝，不罚而人治，是尧 
道也。

帝尧之时，民谣传唱，
“其仁如天，其智如神，
如日温心，如云盖地，
帝德昭昭，普天同庆……”
帝德感天，天降十瑞以祥帝尧。
我在上面的文字中深受感慨，

获得灵感创作了尧帝的画作。

（《尧帝以德治天下》, 绢本彩
色，39 x 56cm。）

的绿光。那时候，我流泪了。
向死而生，别无选择，只有把

根扎下去，扎下去。没有土，那就
让张破的岩石碎屑当作土吧，风也
会把地表上的枯枝败叶送到岩石缝
里做肥料 ；没有人浇灌，那就吸收
自然的雨露，甘浆一样吞咽。绝不
自暴自弃，坐以待毙，这就是岩石
缝里的生命。

阳光下，不管这棵树的外表显
得怎样的坚强或者柔媚，内心却是
强大无比，那是能够感动上苍的真
诚，因此才上演了眼前这神奇的 
一幕。

我不知道这棵蜡树为什么扎根
这样的环境，它从哪儿来？或许是
无情的风把它吹到这里，或许那粒
种子是从飞鸟的口中失落，或许是
哪个生命无意的把它带到这里……
有时，生命的处境常常被动的无
奈，就像这株树。

看得出，岩石上那道缝隙在蜡
树的不断的进击中在渐渐的扩大，
现在，里面竟然可以住藏一些小动
物，于是，这方天地热闹了。它的
脚下和身旁也长出了稀稀落落的花

草，也有鸟儿飞来，它一点儿也不
感到寂寞，好像世界原本就是这
样，自自然然。

这样的生命，不论在南方还是
北方，不论是海滨还是高原，也不
管在深山野谷，还是在公园景区，
在华夏神州到处都能见到这样的生
命奇迹。它们无处不在的身影，向
世人佐证着一个真理 ：真诚能撼动
天地。

原来啊，它的心里已经装满了
花香呢！现在，你看不出这棵蜡树
与周围其它树木有什么不同，它将
在这里生长下去。它的根子不再像
从前，仅仅吸收从岩石上剥落的粗
糙沙粒，它破开巨岩，向下深扎下
去，直到岩石下的大地。

岩石缝里的生命啊！我没想
到，今天，你竟成了世间另一种生
命的写照。大法弟子，历经二十一
个冰霜雪雨的岁月，他们就像这岩
石缝里的生命，不卑不亢，磊落坦
荡。在邪恶疯狂的打压下，不曾放
弃生命和自由，不曾放弃善良和忍
耐，心持光明，他们奋力活出大树
的风采。◎

大陆禁片电影

     文天祥（清 • 叶衍兰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