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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述評

近期大陆多地异常天象示警
古人认为天人合一，认为天象
与人类社会、与人间大事存在对应
关系。例如《三国志》就记载诸葛
亮死时，有流星自东南坠于蜀营
内，后来《三国演义》中也沿用了
这则记载。过去笔者小时候受无神
论思想毒害，认为这是偶然或编
造；长大后阅读古书，发现越来越
多天象与人间对应的记载，方知古
人讲的天人感应确有道理。
1997年2月15日，山东鄄城火
流星从天而降，夜晚亮如白昼，陨
石雨带长达50里，横跨黄河故道两
岸。当时笔者听到新闻对此事的报
道，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有大
事要发生，有大人物快死了。果不
其然，当年2月19日，中共实权党
魁邓某某就死了。
笔者后来又查了下古书中流星
陨落与大人物去世的关系，历史上
的记载不算少，仅举几例如下。
《宋史·卷四百一十二·列传
第一百七十一》中记录，南宋大将
军孟珙有卓越的军事才干，为朝廷
立过多次战功。他在宋蒙之战中，
担负大任与蒙古军浴血奋战，成为
支撑南宋王朝的擎天柱，可惜不得
宋理宗信任。孟珙心灰意冷，上表
辞职，南宋理宗马上给予批准。孟
珙本来身体就患有疾病，在被猜忌
的情况下，心情非常抑郁，一病
不起。淳 祐 六年（公元1246年）九
月，有一颗大星突然从天上坠落，
声如雷鸣，随后狂风大作，折断树
木，人们都说这是将星陨落，当晚
孟珙就去世了。
《明史·杨信民传》中也记
载，明朝官员杨信民颇有政绩，雷
厉风行。后来广州出现暴动，杨
信民被任命为巡抚广东的“钦差大
臣”，紧急调回已被围困几个月的
广州城。杨信民入城后，先以安民
告示安定民心，开仓赈粮，解决平
民困难。然后大开城门给必经出入
的百姓发木牌“通行证”。围困广
州的暴民当看到杨信民维护百姓，
开仓救济，大开城门的举动，对抗
情绪大为缓解，最终心服口服，约
定了归降的日期。杨信民化解了一
场危机，如果这场危机不化解，结
局一定是朝廷大军围剿，那么军民
死伤都会非常惨重。可是杨信民也
因积劳成疾而去世，他去世前七

2022 年 7 月 21 日，约两千来自美国东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反迫害 23 周年”大型集会和游
行，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 ，同时祝贺近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天，有颗大星在广州城外坠落。
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
字“伯涵”，号“涤生”，与李鸿
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
大名臣”。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
年）二月初二傍晚时分，曾国藩在
儿子搀扶下，于南京总督府后花园
中游览，忽然脚麻不能触地，还没
等回到房中，曾国藩身体已经瘫
软，人已去世。来自淮安的官员庞
继云和泰州的官员成天凌在前往祭
奠曾国藩的路上相遇，交谈之下，
两人竟同见过一神奇天象：初二日
黄昏时，有一极其耀眼的大星向西
陨落，其时正值曾国藩逝世！后来
各界名流为其题写的诸多挽联中，
有些就提到了他去世时的流星陨落
事件。
试举几例如下：“大星忽陨，
廿六载门墙回首，代陈遗疏剧悲
哀”（作者：梅启照）；“大星忽
陨，合四海通才硕学，共哭元勋”
（作者：欧阳柄钧）；“救东南亿
万姓疮痍，维持元气，崇节让，酿
休和，卿月重来，大星忽陨，群
生同一哭，感恩况是受公知”（作

者：金国琛）。
近期国内多地都有火流星的陨
落，例如今年7月10日甘肃华亭出
现火流星；7月15日，中共党魁刚
刚离开新疆，7月16日深夜新疆库
尔勒、吐鲁番等地都看到了火流星
的陨落，道道亮光划破夜空，有的
大个的甚至照亮了夜空。我看到这
些新闻的时候，心中又忽然冒出一
个念头：这是上天对当今中共党魁
及追随者的严重警告，再不停止迫
害，则性命堪忧！第二天，7月17
日又看到湖北省广水市出现“二日
并现”的奇观。“二日并现”现代
气象学认为是幻日，是一种大气折
射现象。可是古代天象学却认为这
是不祥之兆。《诗纬·推度灾》：
“逆天地，绝人伦，则二日出相
争”，“两日并出，天下争王”；
《河图》曰：“两日照天下，民
饥”。
如此密集的异常天象，聚集在
七月出现，使我联想起一个日子
“七二零”。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
日，以时任中共党魁江鬼为首的政
治流氓集团，发起了一场对法轮功

的邪恶、血腥迫害，试图在三个月
内消灭法轮功。可是二十三年过去
了，在这场有史以来最邪恶至极的
血腥镇压迫害面前，法轮功竟然奇
迹般的生存下来，并在全世界发扬
光大，遍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这
是中共都想不到的正义奇迹、神
迹。我悟到上天如此多的异象除了
预示灾难，警告当权者外，更大的
意义是想让人重新审视中共发起的
这场迫害，从正面认识法轮功。
那么我就极简单的就我的认
识，浅显的说一下法轮功吧。佛法
流传有不同的形式，不一定局限在
宗教形式中。其实释迦牟尼当年最
开始也只是自己带着弟子们在林中
苦修，并没有寺院、佛像这些宗教
形式。法轮功就是以气功形式传出
的佛家修炼大法，是真正的佛法，
不仅在祛病健身上有奇效，更重
要的是法轮功修炼特别强调“真、
善、忍”的心性要求。法轮功学员
在各行各业，在各种环境中，始
终坚持以“真、善、忍”来要求自
己，遇到矛盾向内找，对社会风气
有极为良好的作用，因此法轮功得

到了广泛的洪传与敬佩。可是以无
神论起家的中共和小肚鸡肠、心胸
狭隘的中共时任党魁江鬼，却妒忌
法轮功获得如此良好的声望，因此
毫无正当理由的在一九九九年七月
二十日，发起了对法轮功的邪恶迫
害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既然法轮功是佛法，法轮功弟
子就是佛法修炼者，是佛弟子，那
么对佛法和佛弟子的迫害就是惊天
的大罪。中共不仅犯下迫害的大
罪，而且在迫害中手段之邪恶，远
远超出正常人的想象，例如国际社
会已经普遍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
弟子的人体器官，然后焚尸灭迹。
中共罪恶之大早已罄竹难书，在因
果报应的必然法则面前，中共已经
被上天、被众神判处了死刑。中共
作为一个组织就是由一个个组织成
员，也就是一个个具体的党、团、
队成员构成。那么中共的灭亡必然
牵连到所有的中共党、团成员。也
就是说曾误入中共组织的人如不尽
快退出，那么到中共灭亡时都会作
为中共的一份子、中共的细胞，而
随着中共一起毁灭。要想得救，这
些人必须声明退党、退团、退队。
为了救人，法轮功弟子广泛的
劝人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他们是
真正的慈悲救度众生之人。请大家
能静下心来，听听他们讲述的真
相，理智的重新审视中共及由中共
发起的一切害人运动对国家、民族
造成的伤害，认清中共的魔鬼面
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
害，是对人性、人类普世价值的践
踏与摧残，中共暴政摧毁了中华
文化、道德、信仰绵延几千年的传
承，使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
系全面崩溃，将中华民族拖向灾难
深渊。抵制中共是一切明白真相的
善良人的必然选择。请用您的良知
与善念，在这场善与恶的较量中，
做出您的抉择。
当今天象变化之大、之密集，
真的说明当今就是“天灭中共”的
大时代。人顺应天意，顺应这一天
象变化，顺应时代的变化，未来必
有福报与荣耀；如果逆天而行，妄
图挽救中共，或拒不退党，就是要
当中共的一部分，未来必将与中共
邪党同受天谴，落得个悔不当初的
下场。◎（德惠）

美国会委员会：停止迫害法轮功
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美国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7月20日
发布两条推特，要求中共必须停止迫害法轮
功，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CECC在推特中写道，“过去23年来，中
国（中共）政府为了消灭法轮功，对法轮功
学员实施了骇人听闻的人权侵害。”“这些人
权侵害必须停止，所有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
必须释放。”
1999年7月20日 ， 中 共 党 魁 江 泽 民 由 于
恐惧法轮功人数超过中共党员，以及法轮功
“真、善、忍”原则与共产党意识形态不同
等原因，下令残酷镇压。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3年来，至少确认

4828位已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难
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判刑、遭
受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
“我们敦促联合国（UN）全面调查正在
中国发生的暴行。”CECC的推特写道。
中共迫害法轮功持续23年至今。据明慧
网，仅2022年上半年，新确认92位法轮功学员
被中共迫害离世，新确认366人被中共非法判
刑。其中，51岁的成都市法轮功学员黄素兰
被绑架3天，即被迫害致死；天津法轮功学员
褚继东，被非法判刑13年，现被关押在银川
市看守所……
CECC7月20日还发布了另一条推特，其中
写道：“我们敦促中国（中共）政府立即释

放许那、邓翠萍、卞丽潮和所有被关押的法
轮功学员，包括被CECC收录的政治犯数据库
中的法轮功学员。”
许那、邓翠萍和卞丽潮三人，是受到
CECC重点关注的被关押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许那，因曾向《大纪元时报》
提供疫情信息，2022年1月14日被中共非法判
刑8年。因修炼法轮功，许那多次遭迫害：
2001年被非法判刑5年，2008年又被非法判刑3
年；许那的丈夫、法轮功学员于宙，2008年2
月6日被中共迫害致死。
邓翠萍是美国佛州法轮功学员鲁苑青的
母亲。她因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判刑6
年，现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卞丽潮，是河北唐山市开滦第十中学教
师，也是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12年2
月25日直接下令在华北跨省抓捕的一百多名
法轮功学员之一。卞丽潮当年被非法重刑12
年，非法关押至今。
美国国会CECC的政治犯数据收录了逾
1,500例知名的政治犯案例，其中也包括多位
法轮功学员。
CECC于2000年10月成立。该委员会具有
两党和两院性质，专门研究和监督中国的人
权状况和法治发展。过去二十余年来，CECC
每年向国会和总统就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情况
提交年度报告。◎（李辰）

法轮功学员肖艳萍一家的悲惨遭遇
据明慧网近日报道，陕西省汉中
市汉台区法院对已被监禁近四年的法
轮功学员肖艳萍非法判刑五年。面对
一年一个多月的非法余刑，亲人们希
望肖女士能尽快健康、平安地回到家
中，她儿子更是苦盼着与母亲团聚。
肖艳萍女士原是陕西省南郑区大
河 坎 镇 长 空 仪 表 厂 （ 76 号 信 箱 ） 职
工，修炼法轮功以前身体状况很差，
是个药罐子，先天性脑血管畸形，
曾于一九八八年十月在北京宣武医院
脑外科做过开颅手术。术后综合症使
她常年失眠、头痛，因失血过多又得
了失血性贫血，右心室肥大，大夫说
是心肌炎，做心电图时波动微弱，起
伏很小。她还有妇科病、右腿膝关节
炎、气管炎、鼻炎等。一九九六年十
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那些乱七八糟
的毛病不知不觉中没了。她严格按照
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来要求自己，
遇到矛盾向内去找，处处为别人着
想；在工作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兢
兢业业，踏实肯干。

因为信仰使肖艳萍一家家破人
亡，苦不堪言。二零零二年夏季，
她儿子考取了汉一中重点学校。然而
刚刚入学第四天，母亲就被绑架，男
孩承受着社会、学校、生活的巨大压
力，成绩下降，最后辍学。二零零
七年，她儿子因母亲修炼法轮功受株
连，被部队遣返回家。儿子受不了这
沉重的打击曾喝农药自杀，幸遇人相
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肖艳萍的父亲因女儿遭迫害受到
严重打击，得了 末 期糖尿病综合症，
在二零零五年冬过早离开人世。在肖
艳萍被非法劳教期间，压力重重的丈
夫出车祸身亡。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
后，肖艳萍因修炼法轮功，曾先后六
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多次身陷囹圄，
她两次被非法劳教共三年半，一次被
非法判刑八年，两次非法拘留，加上
这次被诬判五年，她在中共迫害法
轮功的二十三年里，竟获冤刑达十六
年半之久。这场迫害不但使肖艳萍失

去公职，且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她的
父亲、丈夫、母亲先后离世。在陕西
女子监狱，她遭受各种体罚、精神折
磨以及繁重的劳役迫害，受尽屈辱。
（详情请看明慧网二零二二年六月
二十九日文章《又被诬判五年 陕西
汉中肖艳萍遭冤刑共十六年半》）
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十三年来，
在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名誉上搞
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等灭
绝政策下，上亿法轮功学员被污蔑，
近百万学员被骚扰、非法绑架、关
押、劳教、判刑，甚至被酷刑致死或
活摘器官致死，千百万家庭被迫害得
支离破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肖
艳萍一家只是千百万被中共血腥迫害
家庭的一个缩影！
今年四月二十五日，美国国际宗
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公布二零
二二年度全球宗教自由报告。报告
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继续恶
化。鉴于中共系统、持续和严重地侵
犯宗教自由，将中共重新指定为‘特

别关注国’。”自一九九九年以来，
中共已连续23年被列入“特别关注
国”名单。但在这23年中，中共迫害
法轮功的恶行却丝毫未变，这是中共
的邪恶本质决定的，祸乱人间、毁灭
人类是共产邪灵存在的终极目的。只
要它存在一天，迫害法轮功就不会停
止，肖艳萍一家的悲剧就会重演。目
前中共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末日前更是垂死挣扎，疯狂无度。希
望世界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不
再停留在口头或字面上继续上当受
骗，被谎言蒙蔽欺骗。
愿所有善良的人们及国际社会关
注肖艳萍一家的悲惨遭遇，关注所有
处在被迫害中的法轮功学员，解体中
共，结束这场长达23年的残酷迫害！
◎（石铭）

引发三退大潮
到2022年7月30日截止
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

399,8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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