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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述評

抓住机缘 人类正处在历史巨变的前夜

2019年7月19日晚，美东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烛光夜悼。（图片/大纪元）

二十三年浴血当歌 救度众生于坏灭

创世主早已来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
中说：“中共邪灵的终极目的是通
过毁灭文化、道德来阻断人得到创
世主的救度，自然将法轮功视为第
一大敌。”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是人
类最大灾难的起始，末后人类最鲜
明的时间标志。中共邪灵裹挟千年
陈腐孳生的一个低灵没入了人类历
史长河，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开
始了孽祸人间。一场毁谤佛法，迫
害人类正信良知的空前劫难降临。
从此，人类记录下了历史上最独裁
专治，最堕落腐败，最残忍暴虐的
中共末世统治。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全世
界一亿大法弟子，胸怀真善忍 ，
开始了人类史无前例的、以鲜血和
生命揭露谎言、讲清真相、在广泛
的社会层面走上救度世人的艰难路
程！
真善忍已给人类整整三十年
的福音洪传；法轮大法已给世人
二十三年的艰难救度；法轮功学
员用鲜血和生命艰苦卓绝、前赴后
继，给予世人二十三年的泣血呼
唤! 讲清真相，唤醒良知，救度至
今!……其艰辛！其壮烈！长天当
歌，撼天地，泣鬼神！
我们深切缅怀在中共二十三年
迫害中，为坚持真理救度众生而遭
受无数磨难、失去生命的四千多位
有姓名、有记录在册的法轮功学
员；我们深切缅怀无数失踪、无数
被中共活摘器官和经历各种残酷迫
害而失去生命的几百万名法轮功学
员！
宇宙相生相克的运行注定了末
劫人类的这一场正邪大战。人类在
无神论的败坏中沉迷不醒。中共
一百年的邪恶统治，在和平与暴政
之间，在良善与邪恶之间，在传统
和荒蛮之间，中华民族与这个恶魔
一直进行着悲壮的冲突与反抗，
镇压和杀戮下写不尽的壮怀激烈，
慷慨悲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的人民能够比中国人更加体会到
自由人权被剥夺，传统正信被毁
灭、文明倒退、人伦丧尽所带来的
深重的民族灾难。
尤其是中共对一亿法轮功学员
二十三年的残酷迫害，对神佛犯下
弥天大罪，并株连捆绑整个人类社
会为它犯罪，把人类推向毁灭的
深渊。 全体中国人被谎言洗脑、
欺骗，许多原本善良的人们在这
场迫害中拒绝真相，或被胁迫或主
动参与迫害； 在海外，通过金钱
外交、经济钳制、将迫害法轮功与
经济利益要挟捆绑，使一些国家政
府、媒体及西方大企业及世人，在
迫害法轮功的累累罪恶面前沉默和
熟视无睹。世人在良知被毁、道德
败坏的大潮中随波逐流，这场旷世
灾难真正毁的是无量众生！
今天的人类已走到坏灭的尽
头。 然而，人类的全面败坏、堕
落，这一切又丝丝入扣、悄然吻合
着宇宙成住坏灭的天道律法 ，魔
鬼统治世界，毁在旦夕，人类向何
处去？!

茫茫宇宙蕴含创世主的浩荡慈
悲、无量智慧和意志；他对应层层
宇宙天体，运筹帷幄当今世界成、
住、坏、灭的天道律法。当神开天
辟地，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创世
主便埋下了末劫今日救世之转机；
宇宙成、住、坏、灭的绝境中扭转
乾坤之“救”的法力!
在久远的上古，创世主奠定了
中华传统文化，通过三皇五帝、后
世， 传与古称神州中国的“半神
文化” ，奠定了中华民族神传文
化的基础。上古神州初始，人神同
期，“神为本”。颛顼时代“绝天
地通 ”， 才割断了人神的直接联
系，人类渐入“人为本”半神文化
时代。这时神便以另一种形式看护
人类。两千五百多年前，几乎同时
代出现了道教、儒教，公元一世
纪佛教又传入汉地 。从此，创世
主，不但以佛 、道这种宗教信仰
形式善化度人，并在几千年的历史
长河中，不断转生为佛、道圣人、
文人、帝王、忠臣、良将，为奠定
真理、道义、和正信，演绎了慷慨
悲壮，流芳千古的人文历史。古往
今来，沧海桑田，无数英雄史话被
代代效法，规正着人类至今。目的
使之，在宇宙正邪较量、人类最后
的正邪对决中，人，能凭着神性的
底蕴，听懂创世主的教诲，遵循创
世主的指引，平安走出大劫，走向
新生！
人类发生的一切都在神的运筹
帷幄之中，乾坤运转更无不掌握在
神的手里。虽然宇宙有相生相克的
制约，后世人类逐渐“忘了本”，
拔了自己的“根”，有神无神，一
个达尔文就把人类颠倒至今。人类
不断犯下毁灭神佛的罪恶。即便如
此，神仍旧慈悲于人，注视人类
发生的一切，有序的施使完成神的
意志，救度人类免于最后的坏灭之
中！
一九九二年，创世主悄然掀开
了救赎人类历史的最后一页。人类
在无知中，在不知不觉中迎来了创
世初始、神的辉煌和无量慈悲。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法轮大法
在世间正式传播。主佛下世传法救
度世人，这是人类开天辟地无法形
容的幸运和荣耀。
法轮大法以通过修炼“真善
忍”的心法和五套功法，使修炼者
身心康泰，纯善宽忍，百病 袪 除，
起死回生。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
效果震惊了世人，短短几年间修炼
者达到了上亿人。
法轮大法广泛洪传世界各国，
“真善忍” 打破了文化、种族、
宗教难以逾越的界限，被世界各国
人民广泛接受、崇尚和纷纷褒奖，
颂赞法轮大法这一高德大法促 进 人
类 进 步的无量功德。法轮大法属于
全人类，修者日众， 已被全世界
一切善良的人们所拥有！

八方救度 神谕再三
在传统文化被毁，道德败坏的
大潮中，很多世人随波逐流，百唤
不回，人类至今否定神的存在，已

听不懂神的教诲，面临被毁的危机
四伏。
宇宙中的邪恶势力对应人间的
首恶江泽民邪恶集团，通过中共邪
党迫害法轮功群体、祸乱全人类，
最终目的是将人类毁灭。对法轮功
的迫害将断掉法轮大法对人类的最
终救赎。因此这场迫害上下贯通、
邪恶至极。然而，全世界的大法弟
子不辱使命。
法庭上，所谓的法官说:“就凭
你口袋里这张法轮功传单我判你三
年大狱！”；另一所谓法官说:“你
喊一句法轮大法好我判你一年，你
刚才连喊六句，我判你六年坐大
牢。”六一零恶首李岚清说：“不
放弃修炼就撤职、开除、判劳教！
断他们一切生路！”江鬼说：“法
轮功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
查身源，直接火化；三个月消灭法
轮功。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截断、
肉体上消灭。”
然而，胸怀真善忍，充满神性
的法轮功学员，在一张真相传单判
三年的严刑之下，使大陆资料点遍
地开花；不少七八十岁的老弟子
操起鼠标、翻墙上网，下载上传，
编辑排版；长街小巷，机关高院，
商场宾馆，酒吧客栈，公安局派出
所，中央机关国务院，大法真相资
料频传；小弟子老弟子、所有大法
弟子，出生入死，岁岁年年，把救
世的真相发送八方十面。他们舍尽
功名利禄，倾尽所有资财建资料点
买电脑、买耗材；面对家园离散，
面对牢狱监禁，面对百种酷刑摧
残，面对魔鬼活摘器官，他（她）
们生死无惧，对神的信念坚守依
然！二十二年，世界各地所有大法
弟子无愧的走过了这段辉煌岁月。
如今那片从远古醒来的神州沃土，
已有三亿九千多万人退出中共党团
队获得新生。
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创世主
的一切安排尽在其中。
一九九二年，主佛已把佛法传
给了世人，法轮大法洪传全球。从
欧洲到南美，从澳洲到北美，世界
的每一个角落都被神顾眷。四十多
种文字全球发行的法轮大法书籍，
将佛法再次呈给人类：
神韵艺术团、神韵交响乐团全
球巡演，神圣辉煌，德被亿万、救
度众生无限！
中英文大纪元报、新唐人电视
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世纪影
视基地等广播全球，引领当今世界
潮流走回正统；识正邪、守正信、
辨忠奸，远离中共，把神的慈悲救
度广传！人民报、看中国、各类杂
志、刊物、网络平台、自媒体面对
不同阶层、群体，如春雨润物，开
示万般！明慧网、正见网、退出中
共网站、《追查国际网站、大纪元
网站、新唐人网站、天网恢恢等诸
多著名网站，报道真相，揭露黑
暗，匡扶人间正义，把神的慈悲与
威严，神性的美好与良善广布洪
传。
街头巷尾、名胜古迹、景点公
园、大法弟子浊世清莲，循循启迪
世人退党退团退队，劝三退救人
急；不分国度、不分肤色、不论信

仰 ，解体中共全球大征签。
一纸传单、一张展板、一个单
行本、一盒光盘、一本《九评共产
党》、一朵小莲花，大法弟子倾囊
印制，源源不断，二十三年如一；
同样是神的信息、神的牵手、生命
得救的机缘！
普度众生， 回归传统，人类
再展生机。办小学、办高中、办大
学； 全球华人摄影大奖赛、全球
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全世界华人
武术大赛、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
画大赛、全世界华人小提琴大赛、
国际钢琴大赛、全世界声乐大赛、
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全世界中
国古典舞大赛等九大赛……这一切
的一切，充满主佛慈悲的旨意! 幸
运的人类早已在神的八方救度之
中！
今天，全世界范围内已开始了
对共产邪恶主义的清理和对人类传
统的回归。 中华民族是神赋的民
族、神赋的国度，中华文化也是神
赋的文化，在末世大劫之前读懂天
机，听懂神言，才能获得神的救
度。
天机示人、神谕再三。二零零
四年，《九评共产党》问世，相继
《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
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
世界》，四篇旷世奇文是神对救赎
人类的全面解读；对人间万象、古
往今来邪魔乱世之渊源， 进 行了鞭
辟入里的剥离，揭示了当今人类社
会的一切症结、人类的出路；给人
类开示了神的告诫，神的教诲，神
指引的路!
一个生命如何对待法轮功真
相，实际是选择你自己生命的去
留。 四篇旷世奇文，敲响了共产
主义灭亡的丧钟 ，真实的历史再
现 ，将共产国际一个多世纪的
罪恶昭彰于世 。洞察历史理性思
辨，直面现实良知觉醒。回归人类
正信，未来传统复兴 ，将人类的
精神桎梏共产邪恶彻底解体。这一
天即将来临！

佛恩浩荡 寄语当今
佛恩浩荡，寄语当今。神，为
救末劫当今的世人，古往今来铺
垫了千万年，人类也为此等待了
千万年，只不过沧海桑田，随着
岁月的流逝，人们忘却了所有的
以 往 …… 如 今 ， 能 赶 在 与 神 同 期
的今日，得到神的慈悲救度，是
说不尽的人之万幸! 请珍惜这瞬间
将逝的最后机缘，走近法轮功，

接受真相，特别是那些无数次拒
绝真相被蒙蔽的生命、包括那些
为中共站台的生命，请接一份真
相，认真倾听一次劝善，神性会
把人的良知启迪！把握生命，平
安度过最终的人类大劫！
目前，中共恶党对法轮功学员
的迫害仍然持续不断，为掩盖百
年罪恶和“中共病毒”给世界带来
的灾难， 拼命迫害阻止法轮功学
员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据明
慧网报道，2021年有58名老年法轮
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含冤离世，
1,318人被绑架骚扰，278人被非法
判刑，327人被抄家抢劫，142人被
扣发养老金，55人被暴力采血，13
人被迫离家出走。共计2,191人老年
法轮功学员遭迫害。2021年，中共
法庭、警察敲诈勒索老年法轮功学
员205万6,547元，其中法庭罚金118
万600元，警察敲诈勒索87万5947
元。而2022年1-3月就有44名法轮
功学员遭迫害离世。仅3月份有74
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公安局、检察
院、法院合谋枉判。
中共邪恶和现政权罔顾神的慈
悲，一意孤行，已走到了邪恶至极
的最后一步。 二十三年过去了，
迫害依旧，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
官这样血腥的杀戮依然在继续。
法轮功的资讯是神的信息。
一九九九年迫害之初，法轮功学员
曾一再给恶首江泽民及中共机会，
在最初的几年间，中国大陆及世界
各地的无数法轮功学员赴京上访，
或致函中国政府，陈情事实， 讲
明真相 ，希望政府纠正错误，停
止迫害， 但中共江氏置若罔闻，
将迫害步步升级；胡锦涛当政，也
同样给足了胡氏机会；今天，神同
样给足了习近平机会，就象给所有
生命选择机会一样。
神的慈悲与威严同在！神必有
神的时限，天灭中共是神的威严！
神的意志！神的意志不可抗拒！
中共和江系迫害法轮功犯下
了与纳粹战犯同罪的“群体灭
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
罪”。 所有拒绝劝善、置若罔
闻、死心塌地的追随中共者；继续
行恶者； 至今仍与中共江氏邪恶
集团同流合污者， 必将被送上与
纳粹迫害者同罪的绞架，成为即将
到来的解体中共、全球公审江泽民
的陪葬，并将被神一同销毁。
佛恩浩荡，救度再三。中共灭
亡在即，生死去留，命悬一念间，
对法轮大法的态度是衡定所有生命
去留的标准！遵循神的旨意，生命
才有未来!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文
指出：“彻底解体共产邪党，清理
人间的共产主义邪恶因素，全面
反思近二百年来人类社会的堕落
和魔变，成为今天人类的当务之
急。归正人心，净化社会，走回传
统，重建信仰，重新体认与神的联
系，找回与神的纽带，这是每个人
的责任，也是每个人得救的希望所
在！”
人类正处在历史巨变的前夜，
人间正法洪势急速推 进 ，讲真相，
加速救人，还需全体大法弟子共同
努力。天象已到最后尽头，神的意
志即将兑现！
法轮大法是全人类生命的依
托、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
将看到人类从大乱走向大治，实现
和平转型的伟大变更。创世主将再
造人类历史的辉煌，把神的慈悲和
神的福祉再一次赐给人类!所有得
救的众生都将跨入人类伟大的新时
代！
法轮大法的无量慈悲，无量威
德，无量救度 ，已是德仁广布，
感天撼地 ，人类定将万古当歌 ！
◎（黎明）

引发三退大潮

到2022年6月30日截止
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

398,23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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