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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探索

我出生在四川川北的一个偏僻的山区，从小就经常晚上睡
觉要做梦，梦里的人、事、物，情景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有
时候梦里发生的事情在第二天或者过几天就会真实的发生，当
时就觉得自己做梦准的很。后来做梦越来越神奇，经常做梦梦
见自己穿着仙服在天上飞来飞去，还会看见观音菩萨、释迦牟
尼等神佛，有时白天也能在天上看到，其中有的神仙还是不认
识。有一次梦见我吃了王母娘娘的一个蟠桃，第二天一天都不
饿。心里多希望自己能真正成为逍遥自在的神仙，可以在人间
飞来飞去。

在十岁那年初夏，我看见天上的天马、仙女、王母娘娘、
龙王等众神，我马上大声叫身边的母亲及婶娘们：快看，天上
好多人！她们看了天上又转向我：乱说，哪里有？当时母亲狠
狠打了我。我当时认为大家都能够看见嘛，没有说谎呀！还挨
打，委屈的哭了。回到家里母亲叫我以后不要对外人乱说这些
话。从此以后，我的梦境，以及天上的景象都不会说出来。直
到成人后，开始修炼大法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自己自小是开
着天目的（也叫天眼），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情景。而通常情
况下，人的天目是关着的。

表叔转世为猪还账

我家邻居表叔比我父亲年长几岁，性情温和，忠厚老实，
勤劳肯干，心地善良，知恩图报。我们两家人关系很好。

一九九三年初，表叔得了肝腹水病，因为我们山区地方都
很穷。表叔没有去医院治疗，因为家里的钱给他儿子交了学
费，就没什么钱了。就这样表叔忍着病痛干农活，人也没有精
神了，家里没有什么收入，这时学校要交下学期学费了，我父
亲给我们交了学费，只剩下三十五元钱，本来准备买只猪养大
赚点钱，但是父亲觉得孩子读书很重要，就主动把三十五元钱
借给表叔了，当时母亲也很支持父亲的做法。表叔的病情越来
越严重了，肚子胀的很大，不能干活了，当然生活上就更困难
了，母亲觉得他们家好可怜就把家里的一碗猪油分给表叔家一
半多，大米也是给表叔家一半多。当母亲把米和猪油一起给表
叔家送去回来时，我看见她好高兴。其实父亲母亲一直帮衬着
表叔家。

来年的春天，表叔快不行了，父亲母亲去看望表叔，表叔
吃力的说道：我今生还不了你们家的钱，还有那么重的恩情，
我一定来世变猪变牛还给你们，表叔留下最后的泪水，第二天
便离开了人世。

表叔离开人世两个月后，父亲买了一头仔母猪回来，准备
养大产奶猪卖可以增加收入。仔母猪没有关圈里，敞放着，奇
怪的是它一来很熟悉周围环境，饿了也不叫，去外面找些吃的
自己就回来了，不用我们去找。有一次它到表叔的住处走了一
圈就很快回来了。母亲老说好乖的猪啊！这样几个月后就长
大还生产了奶猪，奶猪长的比普通奶猪好，就卖了好价钱，父

亲母亲都很开心，平时开玩笑说是不是表叔变猪来还我们的钱
啊。就这样我们家里收入增加不少，日子好了起来。

一九九五年初，当初的仔母猪已经变成老母猪了。一天老
母猪带着奶猪出去放，它们来到了隔壁村庄，被隔壁村姓严那
家人关去奶猪，母亲干活回来见老母猪叫着，奶猪没了。母亲
急着问它：你的儿哪去了 ? 老母猪听懂了似的叫了几声就往路
边走，母亲就跟在它后边，老母猪走的很快，看起来非常着
急一样。把母亲带到隔壁村那家去了，老母猪用不同的声音叫
着，奶猪听到了老母猪的叫声都回应叫了起来，那家人只好放
奶猪出来。晚上母亲提到这事，大家都说老母猪太通人性了，
肯定就是表叔变猪来还账。

表叔托梦 转世为我的儿子

那天晚上我早早的睡了，梦中看见我家老母猪变成了表
叔，表叔微笑着对我说：我就是投胎成母猪来到你们家报恩还
账的，你想当神仙以后会实现的，你的仙缘大呀！我说我是一
个人，飞不起来呀！表叔说：会有大圣人让你实现你的愿望，
你会飞的很高。我与你还有一世缘份，会投胎成为你的儿子，
我投胎为猪就是还完账，好转世为人，不错过大圣人的到来。
我只是说：嗯嗯，此时表叔消失了。我一下子就醒了，天还没
有亮，梦里的情景是那么真实，清晰。我没有告诉家人，因为
他们已经确信老母猪就是表叔。当时我已经结婚有了身孕。

下半年的皇历九月初，老母猪生产的奶猪卖完的那一天中
午，老母猪什么也没有吃，这么多年老母猪没有生过病，母
亲正在琢磨着是怎么回事？这时老母猪叫了几声，声音较大，
我们都去看它，只见它倒在地上，眼角留有泪水，四脚动了几
下就死了。父亲拿来钱纸给它烧断气钱，悲痛的说：老表你放
心走好，你还来的钱多多有余，你为我们家里做了大贡献，我
们不会卖你的身体，会好好安葬你。下午父亲在山上挖了一大
坑，安葬了老母猪。弟弟还为老母猪写了一篇日记纪念它。

一转眼中国皇历十月，我生产的日子到了，就在月初我真
的生了一胖儿子，初叫的声音还真的像奶猪叫，父亲觉得猪年
猪月生，初叫声音像猪，取小名叫“猪猪”。我的那个梦还是
没有告诉家里人，自从小时候挨打那件事后，我已经养成什么
梦都不说出来的习惯。就这样儿子一岁多时我就到城里打工去
了。儿子二岁多的时候，法轮大法洪传到我们家乡了，父亲母
亲都得法修炼了，每天要去同大家一起炼功，就带上儿子。儿
子很乖，不吵不闹。那个时候儿子说话不是很清楚，但是比父
亲母亲先背得第一套功法口诀，同修都觉得这娃缘份大。

后来我准备回家接儿子来到城里，在老家呆了几天，母亲
当时只是说炼功可以祛病健身，我心里想到自己身体那么健
康，不需要祛病健身呀！就没有再多问母亲。父亲母亲早晚去
炼功我就自己带着儿子，那几天他高兴了就会背第一套功法口
诀给我听。一天下午儿子带着我来到猪圈（母亲年年都会养

猪），他抱着猪睡在猪身上，多么的安然。又学着猪叫对我说：
妈妈我爱猪猪，我也是猪猪，我要天天与猪猪睡，我要跟猪猪
一起吃饭。看着他那么认真可爱的样子，我流着眼泪对他说：
你上一世就是猪，现在你是人了，你就与猪多睡会儿吧。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开始了，父亲母亲当时保护了
大法书籍。我当时悟性不好错过机缘没有走进大法修炼，不清
楚这场迫害有那么严重。此时我在城里打工几年买了一小房
子，回去把儿子和父亲母亲一起接来城里，母亲说大法书我要
走哪里带哪里，我当时什么都没有想就给她收拾好带来城里。
来城里的几年我平时上班比较忙，父亲母亲修炼比较懈怠，平
时就没有谈到修炼的事。

找到大圣人 

儿子八岁那年年底，工作中我遇到一位修炼大法的同事，
他只是给我讲了大法真相，仍然没有说明是佛法修炼。母亲平
时把书放在我的衣柜上面，一天我打开衣柜，书就掉下来了，
我忙拿起书就随手翻开一看，“白日飞升”几个字一下映入
眼帘，当时脑袋“嗡”了一下，瞬间明白这就是我要的，就像
醒来一样，大圣人就是《转法轮》中的师父呀！他会让我当神
仙，我激动的热泪盈眶。马上找来那位同事，他就给我讲了大
法修炼要学法炼功。我当天就学会五套功法，与父亲母亲一同
学法了。

想到自己多年前的梦中点化这些年都没有悟到，得法不
易，错过的时间太多太多。我一定要勇猛精进。同时儿子也开
始学法炼功。儿子天目一打开就看见师父了，还给我说师父微
笑着站在他面前，轻轻拍他屁股，给他清理了附体的坏东西。
父亲母亲也精进起来了。一家三代人修炼大法，比学比修，快
乐无比。那时父亲母亲身体比以前更加健康，父亲体力好就去
工地找了一份工作，母亲对我说她现在爬楼很轻松（我们当时
住七楼），走路走多远都不累。我也是感觉一天有使不完的劲
一样。

通过修炼，后来我天目能看到的范围更大了，能看到的时
间也更久了，能看到人的前世，这就是法轮大法书《转法轮》
中说的“宿命通”功能，人们也叫特异功能。看到儿子还在明
朝时转生过王爷；在法国 19 世纪转生过，当时是一位独具奇
趣的风景画家。这两世就不详说了。他几生的性格都是那么平
和而舒缓，呆在他身边的人都会安静下来。

其实，人都是通过轮回的过程，欠债的还债，报恩的报恩，
否则何来的善缘和恶缘？何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
不报，只是时候未到”？

愿大家能守一个“忍”字，就会少做冲动的坏事，就不欠
人家的，也就不需要还债，从而为自己省掉很多的大麻烦。

四川大法弟子 雪莲

公元 1920 年 ( 民国九年 )12 月 16 日（黄历十一月初七），
当时的甘肃省海原县（现在划给了宁夏）发生了里氏 8.5 级
特大地震，震源深度 17 公里，一共造成了 28.82 万人死亡，
约 30 万人受伤，数十座县城遭受破坏。强烈的震动持续了
十余分钟，当时世界上有 96 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
被称之为 " 环球大震 "。灭顶之灾突如其来，几十万生灵顿
时涂炭，事后据幸存者回忆，震前一段时间就出现了种种神
秘人物、现象，点化人们赶快逃离。由于海原县及周边震区
地处西北当时交通、文化都不发达，竟没有人在地震前以文
字方式记录这种种奇闻异事。本文所记述的神秘传说，来自
灾后幸存者及其后裔的口口相传，来自于地震研究者、史志
工作者的采访调查。

一、神秘人物谐音点化民众快逃

地震前出现了一批神秘人物，装束不同，但都以各自方
式点化快逃。震前不久，一个和尚在海原县四处游走，举止
异常，左手拿枣，右手拿桃（谐音：早逃），人们不知何意；
地震来临的那一天，有一个疯疯癫癫的道士在路上走着，行
为怪异，一手拿着一颗枣子，另一只手拿着一颗桃，嘴里高
喊 " 枣桃、枣桃 "（谐音：早逃），但往来行色匆匆的路人
顶着凛冽的寒风，无暇顾及这个 " 怪老头 " 满嘴的 " 胡言 "，
绝大多数人没有在意这位疯癫的道人。灾后人们才反应过
来，这一僧一道是用谐音点化人“早逃”，可惜只有极个别
的人悟到，成功在灾难前逃离。而将他们当做过街老鼠诋毁
谩骂的人，都最终难逃厄运。

还有人回忆，震前突然出现个须发全白的乞丐老汉，一
只手儿好，另一只手儿溃烂恶心，腰里别着个打狗棒，领着
个小白狗，好手里拿着个烂桃，烂手里拿着个好桃，一路高
叫着“桃儿！桃儿！”人们不解其意，一笑了之。大灾之后，
幸存者恍然大悟，好手里拿烂桃，烂手里拿个好桃意为：好
好守在家里，难逃此劫，反之不守在家中的，就好逃出此劫。
手谐音“守”，桃谐音“逃”，同样是谐音点化，只不过更
复杂一些。

二、神秘人物诱导儿童传唱“摇摆歌”，预

示地震来临

地震前几个月，海原的孩子们都在传唱着童谣《摇摆
歌》。《摇摆歌》没有固定的歌词，孩子们看到什么唱什么，
每句话的最后都要加上一句“摇摇摆”、“摇着呢”或“哗
啦”、“咯噔”一类模拟垮塌的象声词，冥冥中似乎预示着
地动山摇的大地震即将降临。面对童谣，成人们毫不在意，

以为是孩子们瞎唱着玩，劫难过后才知道这是提前预警。人
们回忆了几首《摇摆歌》的歌词如下：

" 大豌豆开花，摇一摇，麦出穗；不是王法吆，摇摇摆，
咱两个睡；一碗羊肉摇一摇白花了；世上的好人吆，摇摇摆，
贼杀了 "……

" 雷吼一声口子开，摇一摇，天塌了，摆一摆，山塌了，
咯呀咯噔摇，哗呀哗啦摇……"。

《摇摆歌》是怎么传唱的，灾后经过反复回忆、追问幸
存儿童，才知道早在震前头一两年间，就有穿着奇怪的人在
海原境内游走哼唱古怪歌谣。有的人说是道人，有的说是和
尚，有的说是白胡子老汉，也有的说是货郎，有的还说是乞
丐。因歌谣中多重复“摇摆，哗啦，咯噔”等衬托、过渡词
语，而且旋律简单易学，儿童好奇，学而唱之。一传十，十
传百，见啥唱啥，不拘一格，于是形成了各种版本的摇摆歌。

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些用谐音点化以及诱导儿童传
唱“摇摆歌”的神秘人，都是神仙化身或是明了天机的修炼
人，在用不同的方式预警，救那些能够悟到真意的人。

三、儿童震前看见死者背上均插旗

震区有个山村，爱好秦腔的村民们每晚都聚集在一孔特
大的崖窑内排戏，场面分外热闹。有一家的小孙子好奇，哭
闹着非要爷爷领他去看戏。爷爷被缠的没办法，只好背着孙
子挤入窑里张望。在昏暗的油灯下，爷爷还没看清演的是啥
戏，孙子却说害怕，一定要回家。爷爷十分生气，骂孙子不
懂事，带着孙子转身刚出窑门，地面就突然抖动，崖窑垮塌，
演戏看戏的几十人无一生还。

事后，爷爷问孙子当时看到了什么，孙子说：窑里的人
背上都插着一面黄旗子（也有说法是白旗子）。其实儿童有
时候天目是开的，必要时就有可能看见另外空间的景物，
这个小孩能看见这些人背上都插着旗，是因为各种灾劫比如
地震、瘟疫都是神在控制的，谁该被震死、谁该被瘟死都是
有定数有原因的，背上插的旗就是此人在劫数中，要应劫而
死的标志。当然有定数也就有变数，有些人改变了自己的状
态，脱离了罪恶或负面的状态，变好了，真正悔改了，不再
是上天淘汰的对象，例如变的信神了，能够相信，能悟到灾
难的预警就会得救，逃出此劫，大难不死。

四、结语

现在距离海原大地震已经超过一百年了，历史来到了一
个关键的时刻：中共对中华大地的统治已经七十余载了，中
共本是西方外来的思想垃圾对中国搞思想控制与文化殖民的
产物。中共不仅淫乱成风、贪腐成习，更邪恶的是它发动的
各种大小运动迫害死至少八千万中国人，迫害死大量的修炼
人，中共彻底败坏了人伦与文化、突破了道德底线，罪不可
恕。上天早已给中共定下了注定遭天灭的结局：贵州省平塘
县发现一块巨石，其断裂的截面上有清晰、整齐的“中国共
产党亡”这六个凸起的大字，经多次专家考证：这六个字由
两亿多年前的海绵、海百合茎、腕足类等古生物化石排列组
合而成。其形态和现代生物截然不同，在 21 世纪的今天也
是找不到的，而且无任何胶体黏连的痕迹，完全是纯天然形
成的“无任何人工雕凿”。如此奇迹，其实就是上天在借由
这块巨石降下神谕，判处中共死刑。而中共在人间就是由一
个个的党、团员个体组成的组织，中共灭亡势必牵连其全体
成员一起遭灾，一同为其殉葬，这将是一场大悲剧。

历史上很多大悲剧发生前，都有人用各种方式去救人，
就象本文介绍的海原地震前有僧、道、白胡子老人等神秘人
用谐音方式预警，但历史上一般都不能直说。可今天是一个
特殊的，宇宙中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出于修炼人的最大慈
悲就允许直说，能不能得救就看人们信不信了。所以为了拯
救曾误入中共的同胞们，明了天机的大法弟子站出来救人，
他们替天直言：天要灭中共，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这
不是政治而是上天有好生之德，修炼人在顺天意救人。为什
么这些年各种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很多敏感的人都有一种大
灾难、大变革要出现的预感，就是因为上天要渐渐的灭掉中
共及其政权，同时又要给时间、给机会让良知尚在的人认清
中共，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而得救。

从 2019 年开始，中共病毒肆掠全球，许多开了天目的
修行人都看到了：这场瘟疫是由瘟神控制的，目标就是要逐
步清除中共组织成员，和一切中共的同路人、支持者。海原
大地震前，应劫当死的人被插了旗；今天同样很多人都已经
被瘟神做了将在瘟疫中死亡的标记，另外空间也在系统登记
死亡名册，在死亡名册上有名的人如不退党都将在天灾人祸
中死去。要想保平安，只有彻底的唾弃中共，不当它的支持
者和同路人，曾经加入过各种中共组织的人，必须声明退出
中共党、团、队组织才有可能得救。因为中共的罪恶太大了，
上天必定彻底清算这个组织乃至它的每一个成员，瘟疫与其
它各种天灾就是执行这个天命来的。你不退出中共，你继续
支持中共，那你也是清算的目标，未来很可能就是感染瘟疫
之人，甚至因此而丧生。反之你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状态，从
中共这个罪恶组织中脱离了、退出了，那你就不是上天要淘
汰的对像了，天灭中共的天灾就与你无关了。希望您做出明
智的选择。

海原大地震前的奇闻 文／德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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