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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探索

我现年五十岁，是我所在工厂的唯一的一个女性机车工。
我在二零二一年四月中旬的一个中午当班，一进车间，就按下
机车开关预热，随之准备去拿安全帽戴，却发现机车下有一团
杂物，便弯腰去收拾，突然一阵巨痛，知道自己头发被绞进履
带了，下意识的一把抓住头发，大喊：“救命！”就什么都不
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心里好像有些明白了，只是哪儿都动
弹不了，身上像压了一座大山一样。仔细听来，七嘴八舌的话
语我也能隐约听个大概：有人要请某某专家会诊；有人说请专
家会诊已没有意义了；有人说那就开病危通知书吧。病危通知
书连开了三次，每天一张。到第四天，医生说我奇迹般的醒过
来了。其实我心里明白着呢：我不会死的。就在我刚被送到医
院，医生开出第一张病危通知书的时候，我就听到了大穹深处
传来师父的声音 ( 现在记不全了，大概意思是 )：给你在地狱
除名了，你不受地狱管了，属于大法管了。这话音刚落，我的
眼泪就不停的流啊流，心里千万次的感谢师父、感恩师父 ! 师
父慈悲啊，至今还没有放弃您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还在救度着
我、呵护着我。十数年了，往事历历在目。

一九九八年初，我喜得大法修炼。“720” 之后，江氏政
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当地公安、610 强制把我抓到派出所，
逼迫放弃修炼。在淫威之下我不屈从，随后关洗脑班迫害，并
把我丈夫找去了。我不知道丈夫给公安、610 说了什么？两天
后把我放回家。我问丈夫怎么跟那帮人说的，丈夫不给我讲。
数日，公安、610 又上门骚扰。随之，丈夫就叫我跟他一块到
外地打工。初到城市打工，人生地不熟。丈夫对我约法三章：
真相传单绝对不能散发，同修也不能联系，法轮功也不要修炼
了。我据理反对！他说：来这里是避难的，你还当儿戏，先挣
点钱过日子， 修炼等以后再说。由于我性格懦弱，平时顺从
他的多。他就抓住我的弱点，得寸进尺，把我的大法书、炼
功音乐等都藏起来了。找他要，就争吵。尤其是与当地同修联
系不上，与家乡的同修又失去了联系。时间一长我就变成了常
人。一直到这次发生夺命的事故。我明白：常人的路我走绝了，
我该返回来了，返回到大法修炼里来了。是好事 !

到了第六天，医生允许我的亲人来看我了。医生对我的亲
人说：我能够被抢救过来是个生命的奇迹；也给他们医院创造
了一个奇迹，是个了不起的大事情，等等。我在心里想：什么
医院奇迹呀？是法轮大法的神迹，是师父救了我的命 !

亲人见到我那个惨状，没有不哭的。因为我整个脑袋都是
打了厚厚的石膏绷带的，只有嘴巴和两只眼睛留了黑洞子。亲
人们想打开包扎，看看我的面。医生果断的拒绝：绝对不能打
开，你们不知道伤的有多重 ? 头皮和脑盖骨都脱离开了，五官
都移位了，大脑神经伤的也很厉害，失血又多，昏迷了三天三
夜等等。现在人尚没有脱离危险期。

我当时有好多话要给亲人说。但张不了口、说不出，身子
也动弹不了，只能把话憋在肚子里。到了第二十一天，我出院
了。当天就赶到了家，来到亲人的面前。亲人们见到了一个好
端端的我，喜极而泣，一个个成了泪人儿。我就把憋了一肚子
的话讲给他 ( 她 ) 们听：是慈悲的师父、伟大的大法救了我的
命！我的生命是属于大法的，我要从新修炼法轮大法。

我修炼的心铁定了。第二天，同修就给我送来了一本《转
法轮》、炼功音乐和《忆师恩》。

五月底，我就到了原来上班的工厂，开始上班了。我要用
我的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讲清真相，救那一
方世人 !

中国古人相信天象，认为天象的变化，也就是星体（包
括流星）的特殊排列或特殊的云气变化，是天意的显现。所
以古人一直怀着敬畏之心观测天象，正如《易经》所说“观
乎天文，以察时变”。这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只是持现代
科学为准则的人不相信而已。

天象学整体上很复杂，非一般人所能为，有许多细致入
微之处，需要静心体悟与分析才能悟到天象变化之真意。但
肉眼能观测到的明亮彗星其含义相对简单，就举彗星为例说
明天象学的神奇。

天象学上认为彗星往往象征“除旧布新”的天意安排。
《左传·昭公十七年》中说：“彗，所以除旧布新也”，民
间也把彗星称为“扫帚星”，意为如扫帚一般清除旧的灰尘。
彗星预兆除旧布新的例证在历史有很多。例如《唐会要·卷
四十三》记载：“太极元年（公元 712 年）七月四日，有彗
入太微垣”，天象学上“太微垣”象征政府、朝堂，结果第
二年（公元 713 年），把持大唐朝政的太平公主势力被清除，
大唐朝政重归天子掌控。

所有彗星中，人们最熟知的就是哈雷彗星，每隔 75 ～ 76
年回来一次，今天就说说它最近两次回归，所预示的天象变
化。

1910 年至 1911 年哈雷彗星回归，当时正值清朝统治终结。
哈雷彗星的出现使人们认为改朝换代是天意，更加倾向革命
党。清末许多人的记载、回忆中都提到了彗星的出现。例如
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郭廷以、后来成为政治学家的萨孟武和
当时年幼的丁玲都看到了彗星。果然公历 1912 年 2 月 12 日，
溥仪下诏退位，清朝正式结束。

1986 年哈雷彗星回归，确切的说应该是 1985 年底至 1986
年 5 月哈雷彗星回归地球（1986 年 4 月 11 日距地球最近）。
当时苏共党魁戈尔巴乔夫，在 1986 年初的苏共二十七大确立
了戈尔巴乔夫作为总书记的最高领导地位，并确立了戈尔巴
乔夫改革的路线。

1986 年 4 月 26 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切尔
诺贝利核电站位于现今乌克兰北部，距离现乌克兰首都基辅
110 公里。爆炸五天后，苏共当局要求各地举行庆祝五一活动，
乌克兰也不能例外，于是基辅依旧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庆祝
活动。本应尽可能减少外出的人们，毫无保护的在大街上呼
吸着含有核辐射粉尘的空气。记者当时拍摄了一些游行现场
照片，洗出来后发现明显偏暗，后来才知道，这是照片受到
核辐射所致。事故真相曝光后，被欺骗的乌克兰人民愤怒了，
爆发了抗议，最终演变为乌克兰独立运动，掀起了苏联加盟
共和国独立的浪潮。从此苏联解体的浪潮再也无法遏制。

1991 年 8 月 19 日，妄想挽救苏联的保守派发动政变，可
只过了三天就失败了。1991 年 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顺应
天意宣布苏联正式解体终结，曾经看起来强大无比的苏联，
在哈雷彗星回归五年半之后，就走入了历史的垃圾堆，被淘
汰了。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天意是人抗拒不了的。在天意面
前人们只能顺从，否则就会遭殃。

目前通晓天象的高人，都已经看到现在是“天灭中共”
的天象，凡想要挽救中共的人都必定失败。而且与苏共灭亡
不同的是，中共不仅害人太多，还杀害了众多的修炼人，上
天一定要降下灾劫清算它的罪，到时所有中共成员与支持者
一个都跑不了。世人必须远离中共，厌弃中共才能平安渡过
此劫；曾误入过中共组织的人，唯有赶快退出中共的一切组
织才能在未来保平安。

文／德惠

据明代古籍《耳谈》记载，明代黄陂人江尉，曾经
押送银钱到北京。走到真定（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的时候，遇到大盗抢劫，江尉与他们搏斗，被砍断了两
根手指。等他到北京的时候，已经过去五天了。断指处
疼痛难忍，于是他在北京求医，只求止痛就可以。北京
仇总兵门下有位医生听说了此事，对他说：我可以续接
你的断指。幸好江尉的断指，当时被捡拾了回来。这位
医生看过断指后，当即将其对接在断口上，层层涂上药
膏，用薄板夹上加以固定，告诉江尉二十一天之内伤口
处切勿碰水。

江尉谨遵医嘱，到期后去掉薄板、药膏，发现断指
竟已经接活了，无论是外观还是屈伸运动等各项功能、
感觉，都和过去无异，只是在接口处有一道红线痕而已。
为了感谢这位神医，江尉把身上所有的钱，总共三十两
银子都赠给了他。这是湖北的万户（官职）刘子才告诉
《耳谈》作者的，他还提到这位医生的药方里有冰片、
玛瑙、象牙末、降香等药材。

断指续接

我今年 71 岁，从小听老人们说很多“鬼打墙”的故事
和各种破除方法。我是宁可信其有的，怕万一遇到了不知破
除就麻烦了，所以记忆颇深。有人却当成迷信而不信。因为
这种现象不会人人都遇到，也不会在同一个地方重复出现，
也就无法去考证，所以在中共“无神论”迷惑下很多人不相
信其真实存在。我为什么要讲“鬼打墙”的事呢？我觉得这
也是神传文化中的一部份，不能失传。讲出来供有缘人作个
参考和借鉴。首先讲两个真实的事例。

1975 年 4 月，当时我在某省军区教导大队（正团级）
参加“连排级参谋业务指挥训练班”，主要就是给你一个加
强连（含一个步兵连、加一个 82 无后座力炮兵排、一个工
兵排、一个通信班）在山地及图纸上进行连防御和连进攻演
练。就是排兵布阵。其中还有一项训练科目是“按照地图上
所标示的线路夜行军”，以班为单位考核，每个班发一张地
形图、一个指南针、一个小手电、不带武器，要求是找到图
上标志物，两小时归队。

当时我是某军分区的带队班长，10 个人其中有两位排
长，8 位正副连级干部（最大 26 岁，最小 22 岁）。在一个
漆黑的夜晚 8 点准时出发，我们班一切顺利，不到 10 点就
回到驻地休息了。可隔壁班到第二天早上 6 点我们起床出早
操时，才看到他们狼狈的回来。他们班也是 10 人，班长是
另一军分区参谋，30 岁左右。还有教导大队的一个副政委
（40 几岁）跟着。怎么回事呢？多方打听才知道是遇到了
“鬼打墙”了。11 个军人被鬼迷住，在一个坟地转了一晚
上走不出来，觉的是丑事，说要保密不让外传，怎么瞒的住
呢？

第二个例子是我转业到公安机关后，听一位年长我 10
几岁的教导员讲自己遇到“鬼打墙”的事。上世纪 90 年代
初，我分局组织所、队长、教导员集中学习。一天晚饭后没
安排活动，十几个人在聊天时，谈到底有没有“鬼打墙”的
事存在呢？这位 50 多岁的教导员就说：“肯定有‘鬼打墙
啊！’，我就亲身经历过。”他说：“那是 1983 年，老家（信
阳市）打电报说母亲病重，我赶快请假回家，那时客车少、
车速慢，到信阳下火车是凌晨三点多，还有一个半小时天才
亮，当时既没有“的士也没麻木”，家在市郊农村有八里多
路，平时走小路一个小时就能到家。我想干脆步行走回去算
了，出了市区后要经过一片坟地，以前也没怕过。结果走到
坟地边上时，不知不觉就迷迷糊糊的走进坟地了。围着那十
几座大坟一圈一圈的转，就是走不出去。天快亮了有赶集做
生意的行人来了，我才从坟地走出来。从此我一个人晚上再
也不敢走夜路了。”

其实，我家老人从小就告诉我们有“鬼打墙”存在，
万一遇到了也别怕，可以怎么怎么破除。因为这个宇宙就是
有神就有人、有人就有鬼，我们的白天是鬼的夜晚，我们的
夜晚是鬼的白天，所以绝大多数都是晚上走夜路时遇到“鬼
打墙”。那是它们活动时间，你阴差阳错的误闯进它们的活
动区域里了，干扰了它们的事情，它就惩罚你，让人接受教
训，不要无视它们的存在。

破解的方法是：胆大的人发现后，不走了倒地就睡，一
觉醒来什么事也没有了。有的人蹲下抽袋烟、或撒泡尿也就
好了；严重的吸烟会点不着火，鬼怕火；更严重的连枪都打
不响；这时就“冷不防”（迅速）自己用拳头把自己的鼻子
捶破，或者把自己的舌头咬破，把血撒或喷出去立马就好。
鬼魅就怕血，因为鬼它是阴性的物质，人血是纯阳物质。有
的小说写着到极阴之地要带活公鸡去，看似有道理，可极阴
之地如果碰到恶鬼了你连枪都打不响，危急时刻活公鸡你能
取出血来吗？

当然对真正修佛、道、神的人或大德、大善、大孝之人
一般情况它们不敢干，因为有护法神保护，极特殊情况也有
例外。

例如：98 年冬，我当兵 10 年，当警察已 20 年，接触
各种死人也不少，胆子磨练的够大了吧？修炼法轮大法也 3
年多了，在神佛和师父的保护下，胆子就更大了。可我却遇
到了三次比“鬼打墙”还恐怖的事情。

当时我每天凌晨三点起床，三点一刻下楼去炼功点炼

功，炼完功回家吃早饭，而后去上班。有一天三点一刻我从
四楼下到二楼时，突然全身发冷，每个汗毛、头发都竖立起
来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全身；我坚持着下楼走到炼功点就
好了，我以为是偶然现象也没在意。可第二天早上又出现了
同样的情况。我心想这不是偶然的，应该悟到了：二楼左边
去年死个太婆，是我们单位同事的家属，右边前年死个男的
曾是我们单位原机关总支书记，他们的丧事我都帮忙办理
了，也没怕过；我一个大法弟子怎么会怕它们这些烂鬼呢？
可不管你心里说不怕、嘴上说不怕，可那巨大的恐惧感，使
你的每个汗毛、头发都竖立起来了，这不就是怕吗？

我想：可能是我的副元神，看到了另外空间有更邪恶的
魔鬼干扰、阻拦我去炼功。也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消去我在
千百年轮回转世中，在人中形成的人怕鬼的假理。不管怎
样，一个大法弟子怎么能被邪魔烂鬼吓倒呢？它敢再出现我
就用法轮大法（佛法）战胜它。可我怎么战胜它呢？想来想
去就觉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那么什么是佛法呢？
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他就是佛法的最高体
现，他就是最根本的佛法。”这时我心里就有底气了。

第三天早上又在同时同地出现了相同的恐惧感。我心
想：来的好，你不来我还找不到你，你来啦不就是给我消灭
你的机会吗？我就站在二楼不走，在心里默念师父在《法
轮功修订本》（第一版）中师父的题词：“心怀真善忍  法
轮 功 可 成 ” ， 大 约
念 了 30 遍， 身 上 不
冷了，头发、汗毛都
平顺了，全身也暖和
了，我才下楼去。从
此再也没有那种恐惧
感了。

这 就 是 佛 法 无
边， 只 要 你 真 信，
他就有的是办法保护
你。如果你遇到“鬼
打墙”，你就站在那
儿心里默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
我认为同样可以破除
“鬼打墙”。

文／大陆大法弟子

文／德惠哈雷慧星的最近
两次回归预示的人间大变

文／大陆大法弟子

师父给我地狱除名了师父给我地狱除名了

真实存在的
“鬼打墙”
与“破除方法”

神奇的古代中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