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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民间传说

文 / 同修口述 大法弟子整理

中国人有句话叫“大水
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
一家人。”还真是这样。我老
家的龙王庙就发生过很多的 
奇迹。

泥沙不进龙王庙
老家有一座龙王庙，建

在山东汶河边上。一年四季
都有很大的风，泥沙从来没
有进过龙王庙。有一位好事
的人不相信，一日起大风，
这位朋友自己跑到龙王庙里
面，就见大风刮到龙王庙的
门口时，自然的就像旋风一
样，被卷到别处了。龙王庙
里真的是一粒沙子也进不去。

汶河有时也会发大水（上
游下大雨），大水从来没有进
过龙王庙。一到边上就自然

的绕开了。

无故掉砖头
文 革 时 期， 到 处 破 四

旧。龙王庙也没有能幸免。
村里有个胆子大的人说 ：“我
不信那个邪，都说龙王庙有
神，我今天就搬到里面去养
牛。”后来这个人就真的搬到
里面养牛了。

到了晚上，养牛人听到
有东西掉下来，于是点上灯
去看，发现是掉下来几块砖 
头。到了白天，就找来村里的
人，拿梯子上去修。发现龙王
庙上面一块砖也不少。非常
奇怪。到了晚上，还是掉砖 
头。一连四五天都是这样。养
牛人吓得再也不敢在里面呆
了，搬出了龙王庙，还把里面
打扫的干干净净。龙王庙又恢
复了往日的神圣。◎

汶河边上的龙王庙

文 / 李道真

人类社会堕落后，陷入相生相克中，并
在相生相克的推动下发展，会不断积累生成
后天的智慧、认知，形成一层层外来附加的
思维观念将先天真我埋没。这些后天形成的
思维观念会在形成和累加过程中，产生对应
错位，使人的世界观产生扭曲。这种错位阻
碍了人类认知、到达真理，阻碍人类回归大
道。当人的思维完全错位、颠倒的时候，就
是阴阳反背，那样在他的认识中，一切都是
反过来的。因此西方哲学慢慢由正道转变为
邪道，产生了共产主义学说。共产主义学说
就是一种使人类思维完全错位、扭曲，造成
阴阳反背的魔道邪说。

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法，是使人看清自
己思维的错位，并一步步归正这些错位，直
至最后到达真理。中庸之道，是抑制这种错
位，使它保持一定的平衡，不至于倒置、倾
覆。而共产主义邪说则是往极端上加大扭曲
这种错位，直至最后使人的世界观完全颠
倒，形成阴阳反背。

相生相克就是偏离且趋于平衡位置的波
动。这平衡位置就是大道、真理。

道家是让生命逆着相生相克回升，逆着
相生相克将其推回到平衡位置，从而回归大
道、认知真理。儒家的中庸之道则是始终守
住大道这个平衡点，保持相生相克的平衡，
将相生相克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始终围绕
着大道波动，以维持相生相克的和谐平衡，
防止倾覆。而魔道的做法，则是往极端上推
动相生相克，打破相生相克的平衡点，使其
倾覆，形成阴阳反背，而摧毁一切。

人类在相生相克的推动下发展，后天所
生成的智慧、认知，累加的层层思维观念，
有善有恶。道家的方式是剔除一切恶的因
素，回归大道，使善隐于道中，成为至善、
无名之善。儒家则是保持节度，抑制恶，发
扬善，守住大道这个平衡点，维持平衡。魔
道则是剔除一切善的因素，不断扩大放纵恶
的因素，打破大道这个平衡点，使相生相克
倾覆。

相生相克如同一架宇宙天平，这架天平
一旦倾覆，将造成阴阳反背，一切秩序将被
打破，世界将步入解体、毁灭。下面就一步
步揭开共产主义邪说的画皮，以揭示魔鬼的
本质 ：

一、唯物主义辩证法
共产唯物主义辩证法源于黑格尔的辩证

法理论，共产主义学说借用了黑格尔的核
心理论，即“矛盾推动事物发展”，但共产
邪说剔除了黑格尔学说中一切有关对神的信
仰、道德部分的内涵，它把所有的生命视为

“运动中的物质”，所以共产主义视生命为草
芥，亵渎生命、泯灭人性，它是对黑格尔学
说片面、歪曲的利用。

其实“矛盾推动事物发展”中的“矛盾”就
是相生相克，人类一旦堕落、偏离大道后，
便一定会陷入相生相克中，在相生相克的推
动下发展。人类的后天智慧、认知、思维观
念都是从相生相克中生出的。但这种发展不
一定是好事，人类社会在相生相克推动下发
展的规律就是成住坏灭，人类随着它随波助
流，最终都无法逃脱坏灭的宿命。只有逆着
相生相克往回走，剔除坏的因素，保留好
的，回归于大道中，才是最完美的永恒之路。

而且相生相克也并非就是完全对立的矛
盾，它包含相生与相克这两方面不可分割的
内涵。当社会处于中庸状态的时候，相生相

克是和谐平衡的。只有处于魔道极端的状
态，它才变成了完全对立的矛盾。即使是相
克，也分为克损、反克、相成这几种关系，
其中“相成”是一种和谐共生的相克，而不是
矛盾的对立。

共产邪说利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在斗争
哲学的基础上，以无神论、進化论重新解析
所有事物，形成了一套所谓的共产主义世界
观。于是共产主义者们在自己思维的基础之
上，形成了一套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思维框
架，使自己的思维完全错位、扭曲，然后通
过它去观察、衡量世上的万事万物，并以此
重写人类历史。所以它们所看到的历史与世
界，全是阶级、矛盾、弱肉强食、仇恨、斗
争……经过这个思维框架后，人类对外在世
界、历史的认知，全是恶的因素，没有善的
因素。

二、无神论、進化论
道是造就宇宙世界的法则，是维系宇宙

世界存在和运行的最和谐完美的机制，是真
理所在，也可以说是造物主的智慧。回归于
道，就回归于神那里。人类初期位于道中的
时候，是与神同在的，先天的真我，即是神
之所在。对神的正信，是人类回归大道、回
归先天真我的根本。人的真正思维是从先天
真我处发出的，那是人真正的自己。所以人
类必须通神，断掉了与神的联系，人类就会
迷失，就切断了与先天真我的联系，人类思
维层面就会断层，从而被后天外来的附加思
维层面所完全控制，就再也找不到自己了，

走向了毁灭。共产主义邪说，以无神论、進
化论为基础，斩断了人类与神的联系，从而
切断了人类思维层面与先天真我的对应、联
系，它便趁机置入“共产主义世界观”在人类
的思维层面中形成一套它的思维模式，从而
代替人的真我，成为人的主宰，如同魔鬼附
体一样完全操控这个人，但这个人却在迷失
中认为这是自己！人便成了这个邪魔身上的
一个细胞。

三、斗争哲学
邪魔斩断人与神、与真我的联系，将自

己的思维置入人的思维中后，人便是它的一
部分，成了它的细胞。通过它置入的这套共
产主义思维模式后，人对世界、历史的认
知，将全部是恶的因素，没有善的因素，是
魔性的。这是它对人内在的控制，它在人类
中发展它的细胞。而对于外在的世界而言，
它则是通过斗争哲学，来打破世界原有秩
序，斩断传统的、与神联系的、生命回归之
路，消灭正的因素，扩大放纵邪的因素，将
世界变成魔鬼的世界，变成地狱。

魔道会往极端上推动相生相克，将一切
都推到两极，打破中庸、平衡，排除任何中
间状态，使两极完全分化、对立。然后又将
完全分化而对立的两极不断往极端上推动，
以使两极之间的势差越来越大，当这种势差
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超过极限的时候，便会
冲破防线，一方就会将另一方消灭，能量会
在这过程中释放出来。而魔鬼则在背后，悄
悄吸走能量，世界便归它所有，它寄生在世

界的背后。在这个推动一方不断消灭另一方
的过程中，世界秩序会被瓦解，善的、正统
的、道德因素会在这过程中被消灭，恶的因
素被无限放纵，善恶的天平就会倾覆，最终
形成阴阳反背。

将这对应到人类社会，就是共产主义斗
争哲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一个又一个阶级，
强迫人接受阶级概念，使人心倾斜、扭曲而
不平，然后不断煽动仇恨，发动阶级斗争，
使一个阶级不断消灭另一个阶级。

比如中共霸占大陆后，将广大农村百姓
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民等阶级，然
后不断制造、煽动阶级仇恨，排除中间状
态，将百姓往极端上推。它让贫下中农认为
自己被地主、富农压迫，让他们认为自己贫
穷痛苦全部是地主、富农们造成的，将人心
扭曲，使其倾斜不平。并通过造谣、文艺创
作等方式，创造出《白毛女》等等颠倒黑白、
煽动仇恨的戏剧，在全国不断演出。不断开
批斗会，伪造、“揭露”地主们的一桩桩罪恶
……以这种全国大运动的形式，不断煸动、
点燃、制造百姓对地主的仇恨，将百姓不断
往两个极端上推，不断积累势差。同时，它
又利用并放纵人的欲望、贪婪、恶念，喊出

“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以合法杀人，合
法打劫、瓜分富人们的家产为诱饵，诱惑、
纵容那些社会下层的穷人、流氓，将人性中
的贪婪、邪恶全部激发出来，使穷人最终消
灭了富人。人性中善的因素在这过程中被消
灭，社会秩序在这过程中被瓦解。

当它们煸动穷人们最终将地主、富农们
屠杀、消灭后，将他们的家产和土地全部抢
劫、瓜分，但穷人们一分钱也没拿到，一寸
土地也没有分到，这一切全部落到了共产党
的手中，穷人们仍然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这个过程中，能量都被中共魔鬼抽走了。它
们又以同时的手段，煽动工人们消灭了资本
家，煽动没文化的人消灭知识份子……最后
中共成了最大的地主，土地都是它的，百姓
没有任何私有土地，得向它租用土地、交
土地使用费，它随时可以将土地从百姓手中
抢回、将百姓房屋强拆，即使买房也最多
只有七十年的土地使用权。最后中共权贵、
红二代们成了最大的资本家，全国的资产
几乎都集中在它们手中，被它们瓜分。最后
知识份子们也几乎都成了中共的御用专家、
文人，没有脊梁、没有思想、没有良知，为
它思考，为它所用…… 它消灭了地主，自
己成为地主 ；它消灭资本家，自己成为资本
家 ；它消灭知识份子，变成家养的知识份子
……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这些所谓阶
级，而是为了打破正统社会的秩序，毁灭传
统，在这过程中消灭善的因素，放大恶的
因素，最终将能量全部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控制世界。

古今中外的预言中都说现在人类已走入
了大劫期，阴阳反背的天象已经出现，魔鬼
已统治了人类世界。神魔大战也已拉开了序
幕，这几年世界局势风起云涌的突变，很多
魔鬼隐藏在世界背后的不为人知真相，也都
慢慢浮出了水面，大家都有目共睹。一方是
正神的力量，一方是以中共为代表的共产主
义邪魔势力。它不只是操控祸害中国人，它
已将魔爪伸遍全人类，渗透并操控了整个世
界，西方自由社会的深层政府、主流媒体、
网络巨头、联合国、梵蒂冈……哪个没被它
渗透与操控？每个人都须在这历史最特殊而
关键的时刻为自己作出选择，是选择正义良
知，还是选择与魔共舞，这决定着每个人的 
未来。◎

文 / 天来

儿子借了一本朋友的书，在网
上购买的，清代学者纪晓岚著的《阅
微草堂笔记》，作者给每一篇都起了
个题目，是仿照蒲松龄《聊斋志异》
的手法，翻译过程中加进了个人的
理解。我翻看了一下，与正见网上
发表的法轮功学员选编翻译的《阅微
草堂笔记》一比较，发现了党文化思
维有多害人。

不管作者本意是什么，仿照蒲
松龄《聊斋志异》的手法，已经把
读者带入到了狐黄鬼仙的思维中，
尽管纪晓岚的故事是真实的，都
有名有姓，大陆的读者看了不会有
多么深的印象，当作小说看，一时
乐，更不会联想到善恶有报的天理
方面。法轮功学员站在传统文化的
角度，从题目到翻译都透着真诚，
尊重原著，把善恶有报的天理展
现出来，能起到叫人明白真相的 
作用。

同事曾经给我讲过一句话 ：“现
在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小学都在背

《三字经》，为什么就看不到传统文
化的魅力呢？”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缺
少传统文化的环境与文化氛围，到
处都是假、恶、斗，教师也在为应
试教育而努力，否则会失去饭碗。
学生们在学校脑子里背的是《三字
经》、《弟子规》，他们接触到的社
会现实却是中共有意识营造出来的
党文化虚假现实，叫他们怎么相信
传统文化，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对
传统文化的另一种形式的破坏。

站在党文化角度与思维，中国
人永远也理解不了传统文化的意义
所在，用党文化传播传统文化，起
到的作用更坏，更何况这是中共有
目的利用传统文化达到灌输党文
化，如中共大力宣传的在海外搞起
来的孔子学院，今天的外国人终于
认识到了中共魔鬼的狡猾与可怕之
处，毁灭人类才是它真正的目的，
它做起坏事来是不择手段的。

中共官场有“站队”之说，有内
斗现象，很多官场中人就形成了一
套做官的思维：要看中共眼色行事，
看上级领导颜色行事，要跑官买
官，要找个好后台等，特别是今天
的中共官场，贪污受贿，包养情妇
等，一切最败坏的价值观都在中共
官场出现。中共为什么把官场搞的
这么坏而乱？就是要给人享乐的假
象，然后死心塌地的跟着它干尽坏
事，最后跟随中共一起遭受毁灭的
恶报。毁灭人类才是它来在世上的
真实目的。

摆脱党文化思维很难吗？一点
也不难。不是有“枪口抬高一厘米”
之说吗？中共把人间败坏到这种程
度，加上迫害法轮功给人已经造下
了恶贯满穹宇的大罪，就到了这样
不可救药的程度，神佛也没有放弃
对人的挽救。法轮功学员讲真相，
秉承的就是神佛救人的旨意。人只
要明白真相，身在中共官场，只要
能善待法轮功学员，敢于选择对自
己没有伤害与危险的三退（退出中
共党团队组织），神佛就给人福报，
这福报是人过去做了多少好事都得
不到的。

反过来讲，中共利用党文化
思维，在谎言的灌输下蛊惑人参
与到迫害法轮功中来，这也是万古
以来最罪大恶极的坏事，因为人迫
害的是宇宙大法，诋毁的是宇宙特
性真、善、忍，这个宇宙的根本佛
法，罪大到毁灭人的程度，这也是
中共至今都没有停止的对法轮功的
迫害。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阻止
法轮功真相的传播，目的是阻止人
得救，这是中共的本性决定的。

摆脱党文化思维，回归正道，
正其时也。明白真相，作出选
择，走回传统路，才是人的正确 
选择。◎

党文化思维有多害人 

探讨共产主义邪说的魔鬼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