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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探索

二零一七年十月，我的小孙子来到世上，一个月后，我抱
他时发现他的后脖子颈窝有一个奇怪的胎记。因为太小没怎
么多想，三个月时更清楚了，是一个红色的印记。再仔细看，
发现是中共邪党的标记，镰刀锤子。

怎么会是这样？我是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深
知恶党的残暴。这些年遭遇的迫害，给原本幸福、快乐的家庭
带来了诸多伤害。他为什么带着邪恶的标记转生到我家？孙子
的胎记在警示我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天，我突然发现孙子象四年前已去世的孙女。而在同一
天，他奶奶也觉得他长的和孙女一样。

孙女生下来时就发现不正常，呼吸很弱，当天因呼吸中断
被抢救，在三个月时因癫痫住院，医生诊断为脑缺损，建议放
弃治疗。她在这个世上仅活了十一个月就离世了。难道是孙女
转生又来到了我们家？如果是她，怎么会有这印记呢？

孙女虽然脑缺损，但她来到我们家，就是一个珍贵的生
命。她眼睛不会动，不追物。手脚无力，腰、背都是软的，头
一直耷拉着。不会笑，哭泣的声音都很小。我没有放弃可怜的
孙女，相信师父、大法一定能救了她。我背《论语》给她听，
我和照顾她的姑奶每天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给
她听大法音乐，在师父的呵护下把她养到十一个月。

我是修炼人，孙子如果是孙女转世，孙女又怎么会带着这
个邪恶的东西转生？

这使我想起八年前去世的舅父。舅父曾经看过《转法轮》
这本书，也炼过功，九九年邪恶开始疯狂打压，舅父因恐惧迫
害，不敢炼了。后来还参加了邪党组织的文艺宣传队，宣传队
还表演诽谤大法的节目。舅父后来中风住院，做完脑手术后回
家，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八个月后舅父去世了。昏迷期间舅父
的眼睛不会动，手脚抽搐、卷曲，只好用牵引器固定手脚。他
的面部极为痛苦。舅母说她做了一个梦，梦到舅父被铁链子捆
绑在柱子上受罪。舅父在痛苦中离世前一周，我和另外两名同
修去看望他，问他认识我们吗？如果认识就眨眨眼睛，他神奇
的眨了眨眼睛，流泪了。舅父醒了十分钟左右，虽不能讲话，
却能认识我和同修。

我很懊悔，为什么没在舅父生前给他做三退，没能救了
他？是他抱着三退得救的希望来到我们家，带着邪恶所授的印
记来了。目的是惊醒我为他抹去那红龙的兽记。孙女的脑缺损
不就是舅父前世的状态吗？

是师父为小孙女消去了业力。小孙子的到来就证明了这一
切，他健康可爱，白里透红，动手能力强，带有舅父生前多
才多艺的生命特点。小孙子在五、六个月的时候，我一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就开心的笑了。

我一直想给去世舅父做三退，担心舅妈不同意，所以一直
拖到现在。那天我想，我也是他的家人，我要赶快给已故的舅
父退了，让他的生命有个好的归宿。我将舅父的名字给同修让
上网做三退。奇怪的是两天后，小孙子用小手猛抓那个胎记，
可能痒的厉害。第二天早上，我发现那个血红色的印记淡了许
多，几乎消失，看不出来了。小孙子曾在八个月的时候，突然

有一天那个胎记发痒，小孙子的哭喊声是撕心裂肺，象是要命
的感觉。我立刻叫师父，孙子哭声马上停止，恢复平静。

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
和精神是一性的。在搞人体科学研究当中，现在科学家认为，
人的大脑发出的思维就是物质。那么它是物质存在的东西，
它不就是人的精神中的东西吗？它不就是一性的吗？” 宣誓
和“三退”（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看似精神的东西，
却在这个生命的第二世、第三世的物质身体上体现出来。

这个轮回故事告诉我：人身难得，在有生之年，要珍惜佛
法洪传的珍贵机缘，切莫等到失去人身再后悔啊！舅父二次
转生到大法弟子家只为三退，求一个平安，得到大法的护佑，
有个好的归宿。慈悲的师父给孙女消去了业力，让她极快的走
完了痛苦的人生，再次来世。

 “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是告诉大家，这个党已经做
了太多的坏事，迫害死了几千万人，现在又造下了迫害佛法的
大罪。善恶有报是天理，不想受其牵连的，赶快退出来。因
为加入党团队的时候都对着血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邪灵）
奋斗终生，把一生献给它，这可是毒誓。人们一宣誓就是和中
共签约了，这个邪兽（中共在天上被称作红色恶龙）就是在人
身上打下它的印记（中共邪党的标记，镰刀锤子），就成为它
的一份子，就成了被上天清除的对象。

希望人们能识正邪，赶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抹去
兽印，得到神佛的护佑，做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中华儿女，
走向美好的未来！

科学家在一些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神经网络模拟宇
宙系统中，也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从单个星系的特性居
然能推测出整个宇宙的组成结构。

宇宙学家通常需要研究尽可能多的星系、天体，才能
更好地了解宇宙的组成结构。但是一些研究者发现他们近
年开发的一个机器学习系统有着不一样的研究能力：这个
系统只需要探查其中一个模拟星系的特性，就能预测出它
所在的整套模拟宇宙的组成结构。

换言之，这套系统总结出某种规律，可以帮助天文学
家通过研究构建宇宙的基础单元，探究整体宇宙的某些特
性。

据《连线》（Wired）杂志报导，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
之一纽约 Flatiron Institute 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弗朗西斯科·
维拉埃斯库萨 - 纳瓦罗（Francisco Villaescusa-Navarro）说：
“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不需要测量数百万个星系，就看
一个星系。这居然起作用，这太神奇了。”

这份论文 1 月 6 日发表在预印网 arXiv，并已提交给
同行评审。这个名为“基于机器学习模拟的宇宙学和天体
物理学”（Cosmology and Astrophysics with Machine Learning 
Simulations，缩写为 CAMELS）项目，用机器学习算法模拟
构建了 2,000 个数字宇宙。

这些模拟宇宙里面物质和暗能量的比例不相同。物质
所占的比例从 10% ～ 50% 不等，其余的成分为暗能量。
这里所说的物质包括普通可见物质和不可见的暗物质，暗
能量则是科学家认为推动宇宙不断膨胀的因素。科学家认
为现实宇宙中三分之一的成分是可见物质和不可见的暗物

质，另外三分之二是暗能量。

这些模拟宇宙启动后能够自动演化：暗物质和可见物
质交织互动形成各个星系，还能看到宇宙中像超新星爆发、
位于星系中心的超级黑洞向两端发出喷射流等激烈的天文
事件。

合作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学
生居比特·丁（Jupiter Ding）接手一个任务，用机器学习
算法构建一套神经网络系统，用于研究这些模拟宇宙。这
项任务本来只是一个机会让居比特·丁熟悉机器学习算法。

所谓“神经网络系统”是人工智能领域内的一个分支，
用复杂的算法让机器从海量的数据中找到规律。也就是说，
这类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类大脑总结、思考的能力，
所以这类系统被称为“神经网络”。现在各个科研领域都
在使用这些系统，它们能够帮助科研人员节省大量时间。
科学家能够在“神经网络”得到的初步结果或有了某些新
发现后，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进一步研究。

这套系统有了新的发现。居比特·丁开发的神经网络
在研究了多个数字宇宙内近百万个模拟星系后，居然发现，
其实从每个星系的体积、组成结构、质量等十几个特征，
就能推测出它所在的整套模拟宇宙的物质密度。

这个规律令人意外。于是研究人员再分析来自另外几
十个模拟宇宙内的几千个星系。这几十个模拟宇宙是这套
神经网络之前还没有研究过的。研究人员用这套规律推测
这些数字宇宙的物质密度，结果发现推测结果的误差还不
到 10%。

研究组花了半年的时间调查这套神经网络发现的规
律。一开始他们怀疑也许是某些错误造成的。结果发现这
种规律的确存在。他们还发现，星系各方面大约一共 17 个
特性都与整个宇宙的物质密度相关。而且，这不会随着星
系的合并、恒星爆炸、黑洞喷发等各种演化过程的出现而
改变。

朋友，读完这篇研究成果，您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
是不是就是在按照中国人的老祖宗讲的“道”而运行，大
到宇宙，小到个体，无不是一个全息现象。当数据大到足
够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事物的规律，这篇文章就是一个
例证。冥冥之中是不是有一个制定这个规律的至高无上的
神—造物主呢？

从任何一个星系
可揭示整个宇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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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父两次转生我家只为抹去兽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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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 NGC5728，这个似眼睛一般的美丽星
系，是一个距离地球约 1.3 亿光年的螺旋星系。
图片来源 ：ESA/Hubble, A. Riess et al., J. Greene

若干年前，
如果有人问我：

承传了几千年的中
华 文 化 内 涵 是 什
么？ 我 还 真 不 知

该如何回答，更别
说其精髓了。直至在人生的路上遭

遇第一次挫折，流连于山水、道观之间 ......

观音洞位于筑城西南的一个角落，是本地很有名的道观。
数十座楼台、殿阁随悬崖绝壁而建，蜿蜒起伏，奇伟俊俏。
香火常年不断，非常旺盛。那段时间每逢周末，我就会去转
一转，散散心。5 元一张的门票进去就会看到紧挨大门处有一
张桌子，有一位 40 岁上下的男士在给人算命。他主要是用算
“八字”和“摇纳法”给人预测吉凶。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是谁啊？居然在道
观里算命，还给他摆了一张桌子。我虽然也看过易经的书，
但是对算命之类的我从来都不信。去的时间长了，才发现他
只有在周末，星期六和星期天中午 12 点到 1 点给人算命。过
了这个时辰就不再算了。长年如此。

找他算命的人很多，许多都是慕名而来。后来才知道他
有贵州省民政厅颁发的“易经证书”，省里的高官基本都开
车来请他去家里算过。算的最多的还是普通民众。有些穷人
算了命之后，没有钱给他。他也不在意，还主动不收钱。由
于他姓朱，大家也都尊称他为朱老师。

我还真没想到给人算命会有不收钱的。也不知道他算命
是不是真的那么准。一天，终于忍不住回家问了母亲我的生
辰八字，就是出生年、月、日、时。

当时他把我的八字一排，然后就说了一句：1990 年你“岁
运并临”，不死都要脱层皮。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惊的我出

了一身冷汗。这里的人都不认识我，我又是单身游玩，没人
知道我的个人信息。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交谈中，他了解到我也学过一点易经，就指点了一下。
本来用“八字”算一生的运数要收 30 元人民币，但他只收了
我 10 元钱。

回到家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世间真的有高人能算出人
的吉凶祸褔。实在是忍不住，我将此事告诉了我表哥的好友
陆成伟。他这个人性格耿直，爱较真，看不惯别人偷奸耍滑。
从部队转业回来后和我在一个单位。什么鬼神啊，一概不信。
你要说哪里闹鬼，他会叫你带他去亲眼看看。就因为这样，
30 多岁了也没谈上恋爱。和女朋友交往最多三天就没了下文。
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丁，父母亲为了他的婚事愁的不行。

果然，他一听就说：你带我去，我就不信他会算的准。
就这样，回家问了母亲生辰八字我们就去了观音洞。

朱老师把他的“八字”一排就说了一句：先点一件事，
说准了我们再往下说。你 18 岁到 22 岁期间，必定是远离家门，
在外吃俸禄。陆成伟听了当时一呆：咦，你怎么知道？我的
朋友（是指我），都不知道我的事，你怎么会知道。

原来陆成伟 18 岁就去外省当了 4 年的兵。那时基本上都
是三年兵的多，四年兵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震惊之余，陆成伟问了他最关心的事——婚姻。朱老师
掐指细念了一下：你的婚姻从官运上起。今年年底 11 月份左
右，你会有一件好事。我们再三追问是什么事，朱老师都笑
而不答。只说了一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当时我们算命的时候是 5 月底，慢慢的就把这个事忘了。
没想到，到了年底陆成伟却被评为出席分厂的“十佳青年”，
这一下在全厂出了名了。他当时说：我都不知道是谁把我的

名字报上去的，还被选上了。因为他性情耿直，得罪的人不
少。所以这次被选为“十佳青年”真是感到意外。

好事就这样来了，然后婚姻也动了。一位性情温和、相
貌俊俏的女孩主动约会他，俩人就这样好上了。老丈人一家
也都很喜欢他。后来小俩口有了一个可爱的男孩。

他的心愿算是了了，但是会一点易经的我却时常不安。
我用“四柱预测”给自己排了“八字”，发现我一进 31 岁，
有十年的大运和年柱的天干地支“天克地冲”。这种情况，
如果“八字”五行中没有相生相合来化解的话，就预示着前
途坎坷，多磨难或大凶。如果人的一生，真的是有命运在安
排的话，那我以后该怎么去走完我的人生。难道人真的是有
命的吗？

思考多日后，想了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再找一个高人算
一下。打探多日，才知观音洞中还有一位“高人”。

据说这位道长在道观中已经住了许多年了。可能是为了
感谢道观给他落脚之地，所以他也给人算命，但却从不收钱。
对前来算命的只有一个要求，如果算准了、应验了，真要感
谢的话，就请买一盆花送给道观即可。而且对这个要求也不
强求，送不送花都不勉强。因为道长算命很准，所以送花的
人很多，观音洞一进门就可以看到数排一眼看不到头的，一
盆盆各式各样的花草。对于这样淡泊名、利的老道我也是第
一次遇到。

唐道长 70 多岁，思维清晰，精神矍铄。把我的“八字”
排了之后，他的讲法和朱老师极其相似。都说到了我要到 35
岁以上才起运，也就是日子才会好过。

从我自身和陆成伟的经历可以得知，人的一生，发生过
或没发生过的事，都是可以预测到的。人真的是有命的。

文／李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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