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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背图 
《推背图》在中国预言中可谓家喻户晓。它是唐初贞

观年间任司天监的李淳风和隐士袁天罡共同编著的图谶。

它共有六十像，每幅图像下面附有谶语和“颂”律诗一

首，预言了从唐至今，以至未来，在中国发生的大事。 

明太祖朱元璋畏惧其中“明朝灭亡”的预言，请宰相

刘基（刘伯温）对策。刘基献计：将明朝以后的预言顺序

打乱，流入民间，即可迷住后人。所以至今，只能从历史

的辨析中，归正顺序，后人多用金圣叹批注的版本。 

第二象 乙丑 (唐朝) 

谶曰 ：累累硕果  莫明其数  

一果一仁  即新即故  

颂曰  万物土中生  二九先成实  

一统定中原  阴盛阳先竭 

【解】预言唐朝：21 果＝21 帝。 

   “阴盛阳先竭”→女皇武则天 

“二九先成实”＝290 年，唐朝

从 618 年到 907 年。 

图中第 4 果没有把儿，因为第 4 个是武则天（女）。 

第五象  戊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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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曰：杨花飞 蜀道难  

截断竹萧方见日  

更无一吏乃乎安  

颂曰  

渔阳鼙鼓过潼关 此日君王幸剑山  

木易若逢山下鬼 定于此处葬金环 
 

【解】第五象：唐中期安史之乱和马嵬之变的历史事件。 



唐玄宗天宝 14 年（公元 755 年）11 月，安禄山伙同

部将史思明，举兵反于渔阳。安史之乱爆发。  

次年 6 月潼关陷落，玄宗逃奔成都。行至马嵬驿（今

陕西兴平），军士哗变，玄宗被逼缢杀宠幸的杨玉环。  

“杨花飞，蜀道难”：杨贵妃之死和玄宗逃亡四川。  

“截断竹萧”＝“肃”，“无一吏”＝“史”，

“安”指安禄山。此句意指肃宗即位后，才平安史之乱。  

“渔阳鼙鼓过潼关，此日君王幸剑山”：意指安禄山

举兵反于渔阳，攻陷潼关。在其兵马隆隆 过潼关之时，

唐玄宗避难奔蜀，路经蜀境内的剑山。  

“木易”＝“杨”字，“山下鬼”＝“嵬”字，“金

环”喻指杨玉环。此句意指杨贵妃葬身于马嵬驿。  

这里运用了画谜、字谜、谐音字的手法，准确地预言

了上述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令人惊叹！ 

第二十一象 损卦 

谶曰  空厥宫中 雪深三尺 

吁嗟元首  南辕北辙  

颂曰：妖氛未靖不康宁 北扫烽烟望帝京 

异姓立朝终国位 卜世三六又南行 

【解】

第二十七象  庚寅 

谶曰  惟日与月 

这一象预言北宋末年，金侵犯宋

朝，并于靖康元年攻克 封，徽宗、钦

宗被掳入北方。“妖氛未靖不康宁”指出事情发生在靖康

年间。金立张邦昌为帝，是为“异姓立朝

终国位”，“卜世三六又南行”指北宋共

9 代皇帝，而后便要南迁了。 

下民之极 

应运而兴 其色日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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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曰  朗朗照四方  

【解】 ”相合。 

“

出了皇帝）。 

第三十二象 乙未 

谶曰  马跳

颂曰 

花落尽李花残 五色旗分自北来  

【解】门中有马＝“闯”，闯王李自成

残败了。 

。 

第三十三象 丙申 

谶曰  黄河

颂曰    

【解】

 

地支＝清 12 帝。 

枝枝叶叶现金光  晃晃

江东岸上光明起  谈空说偈有真王 

日＋月＝“明”，与“照四方” “光明起

图中：树木上挂“折尺”→“朱”字。 

下民之极”→朱元璋曾是个穷和尚。 

“其色日赤”，赤＝“朱”，红色。  

“谈空说偈有真王”：谈空说偈指佛门（

北阙  犬嗷西方 

八九数尽  日月无光  

杨

太息金陵王气尽 一枝春色占长安 

灭明，“日月无光”＝“明亡”。 

“李花残”：预示李自成不久，就

“太息金陵王气尽”暗指汉人称帝的气数以尽

水清  气顺则治 

主客不分  地支无子  

天长白瀑来  胡人气不衰

藩离多撤去  稚子半可哀 

“黄河水清 气顺则治”：

黄河意指中原大地。此句指满清

入关，自顺治帝始统治中原。 

主客不分：指满清反客为主。

地支无子：隐清朝皇帝概况：12



子：在地支中为第一，“无子”→没有第一个皇

帝→第一位皇帝努尔哈赤死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前。  

天长白瀑来：满清自东北长白山一带起势； 

图中的一舟载 8 面旗帜和 10 人从东北而来，喻指满清

八旗自东北入关，入关后大清历史共有 10 位皇帝。  

金圣叹注释的《推背图》在这以前是准确的，因为他是

明末清初人，这以前对他是历史，他可以破解，而这以后

是预言未来，他只有猜测了，只把日本投降的时间猜准

了，当然，后面图象顺序的些微变动他也不可能归正。这

也能进一步验证《推背图》的真实。 

藩离多撤去：清朝国防渐弱，以至末年遭受侵略。 

稚子半可哀：清入关后 10 位皇帝，有一半(顺治、康

熙、同治、光绪、宣统)即位时不到 10 岁→稚子。  

第三十四象 丁酉 

谶曰： 头有发 衣怕白 
太平时 王杀王  

颂曰： 
太平又见血花飞 五色章成里外衣 
洪水滔天苗不秀 中原曾见梦全非 

【解】“头有发”→太平天国留长发，不按满清规定结

辫，被称为“长毛”。图中:长茅草→长毛。 

衣怕白：太平天国天京内讧中，执白旗的北王韦昌辉

屠杀了东王杨秀清全家、部下 2 万多人，血腥恐怖。  

五色章成里外衣：此句意指太平天国以五色旗为标

志，又有诸多纲领——章程。 

洪水滔天苗不秀 中原曾见梦全非：“中原曾见”指曾

国藩的中原湘军，灭亡洪秀全的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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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象 壬寅 

谶曰：鸟无足 山有月 
旭初升 人都哭  

颂曰：十二月中气不和 南山有雀北山罗 
一朝听得金鸡叫 大海沉沉日已过 

【解】图： 鸟下有山 ＝“岛”字。 

鸟无足，山有月：鸟字去一足，＋山＝岛。 

旭初升，人都哭：日本岛国崛起，太阳旗到万人哭。 

十二月中＝六月，阴历六月发生的“七七事变”。  

南山有雀北山罗：“七七事变”后，日军自北南下，

似网罗扑雀一样占领中国土地，屠杀中国军民。 

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金鸡指五行属金

的酉鸡年。1945 年正是“金鸡”之年，日本战败投降。  

四十一象  甲辰 1989-1999 

谶曰：天地晦盲 草木蕃殖 
阴阳反背 上土下日 

颂曰：帽儿须戴血无头 手弄乾坤何日休 
九十九年成大错 称王只合在秦州 

【解】 89年六四，99年镇压法轮功。 

六＝儿字上加一个帽子状的东西； 

四＝血字去了头上的撇，形象四。 

即是字谜，又是比喻→血案无头。 

手弄乾坤何日休：中共颠倒黑白操纵舆论造谣诬陷。 

九十九年成大错：1999年镇压法轮功，铸成大错！原

计划3个月结束，至今迄今耗费1/4国家财力，雇佣媒体造

谣，动用军警镇压，迫害波及几亿人，数百万人被拘留、

劳教、判刑，数千人迫害致死。遭到几十个国家的谴责，

江泽民及一系列爪牙被多个国家起诉，至今骑虎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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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王只合在秦州：江泽民（王）与秦始皇那样焚书坑

儒（销毁法轮功图书，对学员抓捕、判刑、整死）相合。 

上土下日：光明之源被埋在土里（真善忍被毁谤）。 

图中：一人戏子形象，显然指江泽民（人称江戏

子），他在外国元首面前不请自上，弹钢琴、唱歌、跳

舞、梳头、背外语，大丢国格。踩圆圈，喻指镇压法轮。 

第四十四象  丁未 

谶曰：日月丽天  群阴慑服 

百灵来朝  双羽四足 
颂曰：中国而今有圣人 虽非豪杰也周成  

四夷重译称天子 否极泰来九国春 

日月丽天 群阴慑服：传大法，如日

月当空，真善忍照亮人心，群魔被震慑。 

百灵来朝 双羽四足：双羽＝禽，四足＝兽，众多邪灵

祸乱朝纲，江泽民一派衣冠禽兽把持政府，贪污腐败，金

钱外交，道德沦丧，怨声载道。禽兽嫉恨“真善忍”。 

中国而今有圣人 虽非豪杰也周成：圣人非豪杰，是象

周成王一样使天下大治。周成王缔造了历史上第一个盛

世——“成康之治”。 

四夷重译称天子：夷→外国，大法书已被译成20余种

语言。阿拉伯文是“重译”的：中文→英文→阿拉伯文。  

否极泰来九国春：历经劫难→否，方才见光明→泰。 

第五十九象 壬戌 

谶曰：无城无府 无尔无我 
天下一家 治臻大化 

颂曰：一人为大世界福 手执签筒拔去竹 
红黄黑白不分明 东南西北尽和睦 

【解】壬(阳水、洪大) 暗含“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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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戊”代表“土”，戌为“土”加“心”)＝“志”。 

无城无府 无尔无我：指不讲形式，不是宗教；教人要

无私无我。指李洪志先生洪传“真、善、忍”大法。  

天下一家 治臻大化：指不分国籍，大法度众生、并教

化全人类。指法轮大法洪传全世界。  

一人为大世界福：一人传大法德被世界、福泽全球； 

手执签筒拔去竹：指教人去执著（“执竹”谐音）。

又：签去掉竹，剩下文字。指圣人以文字传法救世度人。 

红黄黑白不分明：指大法有教无类、不分人种。 

东南西北尽和睦：指善解乱世恩怨、世界大同。  

这一象指法轮大法洪传。预见到大法不同于宗教，没

有形式，却能使人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大法将终洪传世界，解一切怨结，给人们带来永久和睦。 

第六十象   癸亥 

谶曰：  一阴一阳 无终无始 
终者自终 始者自始 

颂曰：  茫茫天数此中求  世道兴衰不自由 
万万千千说不尽  不如推背去归休 

此象是整个预言的结尾，“终者日终，始者自始”：

被历史淘汰的终被灭尽，留者进入美好的未来。 

以史为鉴，可知兴亡。预言警醒今世：被诽谤大法谎

言蒙蔽的人：结善缘，弃恶果；机缘一线，正念得生。 

二、马前课 
《马前课》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大预言之一，传

为诸葛亮所著。这部预言简洁明快，只有十四课，每一课

预言一个时代，顺序谨然。《马前课》前十课的预言丝毫

不差，后四课的预言正在发生、将要呈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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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 中下 
无力回天  鞠躬尽瘁 
阴居阳拂  八千女鬼  

  诸葛亮《出师表》中写道：“臣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所以第一課在写自己：“无力回天，鞠躬尽瘁”。 

八千女鬼，四字相加＝ 魏，指蜀汉要被魏国灭掉。 

第三课 ○●●●●● 下下 
扰扰中原 山河无主 
二三其位 羊终马始 

第二课讲晋朝统一，第三课预言中原从分乱到合一：
八王之乱→南北朝，马始→混乱始于司马家族的晋朝；羊
终→隋朝杨坚再次统一中原，结束乱世。 

第四课 ●●○●○● 中上 
十八男儿 起于太原 
动则得解 日月丽天 

十八男儿，起于太原，“十八子”，三字相加＝ 
“李”字。李世民当初是从太原起兵，打下大唐江山。
“日月、天”＝ “曌”字，武则天自己起名武曌。 

第七课 ●○●○○● 中中 
一元复始 以刚处中 
五五相传 尔西我东 

元朝以铁腕一统中华，五五共 10 代君主，后各汗國分裂。 

第九课 ○●○●●● 中上 
水月有主 古月为君 
十传绝统 相敬若宾 

《马前课》是后人编的吗？—— 非也！ 
因为当时解《马前课》是清朝嘉庆年间，一个 86 岁的

老僧所解。他只能解出第九课的一半，以后就解不了了。 
水月有主 ＝ “清”；满清入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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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为君 ＝ “胡”人为君，北方外族的政权。 
十传绝统：清传十世，后亡于宣统；  
相敬若宾：清末敬畏“外宾”，列强侵犯中原。 

第十一课 ○●○○●○ 中下 

四门乍辟 突如其来 
晨鸡一声 其道大衰 

按《马前课》一朝一课的规律，第 10 课民国的故事，
第 11 课必然讲中共的兴亡了，应运而生，应劫而灭。 

四门乍辟：乍辟→刚 ，二战后国门初步 放。这又
是一个字谜：“共”字，象一个方形城池的四个门，下边
的门刚 的形状。 

突如其来：没有想到共产党会异军突起，夺得天下； 
晨鸡一声，其道大衰：晨，对应 10 天干中的“乙”，

鸡，对应 12 地支中的“酉”，晨鸡＝乙酉（2005）年；什
么“一声”，使中共大衰？2005 年最高亢的声音→中共最
怕最恨→《九评中国共产党》。   

中共对《九评》极度恐慌，不敢发表半字评论，唯恐
人见天机。一边“保先”，一边截堵《九评》的流传。 

2005 年 9 月 22 日，上网声明退党及其附属组织者已
达 4,466,105 人。天象之下，人间退党的大潮波澜壮阔。 

第十二课 ●○○○○● 上中 
拯患救难 是唯圣人 
阳复而治 晦极生明 

拯患救难 是唯圣人：中共当政后的运动，有 8000
万～1 亿人受害致死，腐败不堪，道德沦丧，苛捐重税，
黎民大怨。使世人道德回升的只有圣人，人人重德天下将
大治。1992 年传出的‘法轮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广大
的民众带入“真、善、忍”的修炼中，带动了道德回升。 

阳复而治 晦极生明：自古传正法，必历尽磨难方成
大道。中共镇压法轮功，各预言都算到了这一步，如今封
杀言论，红色恐怖依旧。然而，阴到盛时阳自生，晦暗至



极生光明。法轮功反而在世界 60 多个国家地区广为传播。
否极泰来，劫难过后，正法必胜（同其它预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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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 

贤不遗野 天下一家 
无名无德 光耀中华 

第十四課（完） 

占得此课 易数乃终 
前古后今 其道无穷 

很多的预言，都描绘了劫难后会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前
景。劫难过后，人间正法，邪恶被淘汰，人心归正。明白
了这个天机（占得此课），顺天意而行，将受益无穷。 

 

三、梅花诗 
《梅花诗》，北宋邵雍所著。邵雍，是北宋风靡遐迩

的鸿儒，更是易学大师，他著作中《铁板神数》和《梅花

心易》，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今天，熟悉邵雍的人虽不

多，但民间仍然流传着他的一些名言警句：“一年之际在

于春，一天之际在于晨，一生之际在于勤”。 

《梅花诗》对后世做了奇准的预言。全诗分为十节：  

    

   第一节： 荡荡天门万古 ，几人归去几人来。 

山河虽好非完璧，不信黄金是祸胎。  

      “荡荡天门万古 ，几人归去几人来。”从结尾才

能悟明其意。 

   北宋软弱，宋徽宗，不听忠臣的规劝，一意要结盟金

国，并同意把每年进贡给辽国的贡品转给金国，不相信这

定都“黄”龙府的大“金”国才是宋朝真正的“祸胎”。

靖康年间的 “靖康耻”，北宋皇帝、宫妃、亲王、满朝大

臣等 3000 多人被后金国掠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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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天地相乘数一原，忽逢甲子又兴元。 

年华二八乾坤改，看尽残花总不言。  

      忽逢甲子又兴元：的“忽”字隐涉了元世祖忽必

烈。忽必烈 1260 年即大汗位，1264 年（甲子年）登基兴

建元朝后又迁都燕京。1271 年，改国号为大元。 

年华二八乾坤改：二八→88，从公元 1279 年宋朝最后

灭亡算到公元 1368 年元朝被灭，88 年。 

看尽残花总不言：影射元顺帝时，宦官扑不花扣压警

讯不上报皇帝的害元之事。正是“残花”“总不言”。  

    

   第四节： 毕竟英雄起布衣，朱门不是旧黄畿。 

飞来燕子寻常事， 到李花春已非。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当过和尚，后参加红巾

军，于 1368 年在南京称帝，“朱门”不再是旧黄畿了。 

“飞来燕子寻常事”，燕王朱棣夺取帝位的历史。 

“ 到李花春已非”，“李花”：闯王李自成。1644 年

春，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于景山上自尽，明朝灭

亡，所谓“春已非”。  

    

   第五节： 胡儿骑马走长安， 辟中原海境宽。 

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汉中看。  

     胡儿骑马走长安：满清入主中原。清朝前期，国势大

兴，有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特别是被后人称为“千

古一帝”的康熙皇帝，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平定了各种

内乱外侵，使中国的版图空前地扩展。另外，自清代 始

海外通商， 辟港口，正所谓“ 辟中原海境宽”。  

    洪水乍平洪水起，第一个“洪水”，指是 1851 年洪秀

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象洪水一样席卷半个中国，历时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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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之久。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第二个“洪

水”：1911 年，武昌起义成功，黎元洪，被拥为中华民国

军政府都督，袁世凯死后又成为总统，清王朝彻底灭亡。 

清光宜向汉中看，清朝最终应向“汉中”（武汉）

看。…… 

    

第七节： 云雾苍茫各一天，可怜西北起烽烟。 

东来暴客西来盗，还有胡儿在眼前。  

   云雾苍茫各一天：大陆和台湾呈现了对立分治。 

可怜西北起烽烟：新疆叛乱和入藏镇压西藏藏民运动。 

东来暴客西来盗：东→朝鲜战争；西→中印边界之战。 

胡儿在眼前：北方，中苏珍宝岛之战。  

       

第八节： 如棋世事局初残，共济和衷却大难。 

豹死犹留皮一袭，最佳秋色在长安。  

  如棋世事局初残：“世上的事历来象一盘棋，一方是

共产国际联盟，一方是自由社会体系。十年前对共产国家

一方来讲，就已经是残局一盘了。”  

共济和衷却大难：“共产国际的联盟彻底解体。百分

之九十的国家放弃共产主义。这对共产党来讲真是大难临

头。” 

豹死犹留皮一袭：（前苏联的版图宛如一只奔跑的豹

子）“苏联象一只豹。共产党体系解体了，但是表面却象

留了一张皮一样被中国政府继承。因为此时的中国人民也

已不相信共产主义了，只不过是中国当权者想利用共产党

形式维持政权而已。”  

最佳秋色在长安：“对于中国目前的当权者来说，自

己也不相信共产党，很明确的目的是在利用共产党的表面



形式来控制权力，因此极力地粉饰虚假的所谓大好形势。

即使最佳秋色（也是党的最后时刻）再好，秋色自然不会

长久。长安也指中国的京城，泛指中国。” 

第九节：火龙蛰起燕门秋，原璧应难赵氏收。 

一院奇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  

   火龙蛰起燕门秋：红龙→中共；蛰起：从冬眠中被惊

醒；“秋”——秋杀。“中国共产党在天上的最低空间中

以红色恶龙为表现形式。这一句隐喻“六四”学生与民众

在天安门请愿后遭屠杀的事件。” 

原壁应难赵氏收：“原壁泛指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应

了这一难。赵紫阳因此而被打压。”  

一院奇花春有主：“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前，在

中国大陆到处是法轮大法弟子，遍及全国，都佩戴法轮功

徽章，到处可看到大法法轮图，形如奇花。‘春有主’是

指某年的春天，遭到迫害的大法弟子会堂堂正正地与师父

相见。” 

连宵风雨不须愁：“大法弟子的被迫害，用历史眼光

来看，无论邪恶怎么猖狂，如连夜的风雨不须愁。风雨一

过天就会大亮。”  

第十节：数点梅花天地春 欲将剥复问前因 

寰中自有承平日 四海为家孰主宾 

数点梅花天地春:“经过严冬考验

的大法弟子遍及世界、遍及中国大

陆，如傲霜雪的梅花展示着春天的到

来。那是法正人间的时刻。” 

欲将剥复问前因:“剥复是两个

卦的名词。剥极必复,也指物极必

反。历史如转轮,有前因必有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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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都是为这次正法安排的。” 

寰中自有承平日：“大法弟子历尽邪恶的考验，在邪

恶灭亡中走向美好的未来。” 

   数点梅花天地春是画龙点睛之笔，全诗的题目即来自这

里。结尾与诗头一句的“荡荡天门万古 ，几人归去几人

来”遥相呼应，天机乃明。 

多少人被这滚滚红尘所迷惑而忘记了先天的夙愿，也

许埋藏于您心灵深处的灵犀，正在等待这福音善缘……  
 

四、百字铭——转轮藏头诗 
此为民间流传的预言，半世纪前被发现，破解如下： 

大   

总不移少引证凭处处道  
半兑传济口急急莫有本  

解读顺序 

字坤堤木金水合改人无  
上离垂大愿人火人示涯  
会眼柳誓喜笑八也维际  
同着杨鸿喜笑九把时人  
合方着结济归九 弄愈  
个八赵归璧完乃提入好  
机面西还子佛来算扣愈  
玄即立为转九丹金知奇  

【藏头诗】前一句最后一字的一半，是后一句第一个字。 

大道本无涯际，示人愈好愈奇：此“大道、大法”无

边无际，传示给人们，真是太好、太奇珍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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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金丹九转，专为立即玄机：得大法，即得旋机、

法轮之妙，胜过一世修得的九转金丹之功。 

几个合同会上，一字半总不移：谈《转法轮》成书情

况。师父多次讲法授功录文后，汇集合后付印的。  

多少引证凭处，外处有人示维：可理解为修炼得法者

功效、奇效的活生生实例太多，吸引了广大的民众。  

系时弄入扣算，廿来佛子还西：意此事安排井然有

序，丝毫不差，历时廿年，二十年圆满结束。  

四面八方着眼，艮离坤兑传济：大法传及中国、世

界，修炼者众多。 

齐口急急莫改，文人也把 提：中国当局电视台、广

播台、报纸、新闻、所有喉舌，大肆污蔑攻击师父和大

法。而这种做法是：文人提 残害众生之举。 

是乃完璧归赵、走着杨柳垂堤：最终还“法轮大法”

正义和李老师清白、大法弟子昭雪。春风再现，师归故国

之事。【与《梅花诗》“一院奇花春有主”相应】  

土木金水合火，八八九九归济：法正乾坤一切归正。  

齐结鸿誓大愿，原人笑笑喜喜：传法者，得法者誓愿

已了。皆大欢喜， 最终（最中间）笑笑喜喜。 

此诗 101 字，预言了天象变化的大事，叹为观止！ 
 

五、佛教的预言 
佛经记载优昙婆罗花每 3000

年 花一次，此奇花的出现意味着

转轮圣王将在人间正法，而最近韩

国几个禅院的佛像上均现此花。 

佛教中的弥勒佛像是最通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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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经典的弥勒佛像身上有 18 个小孩在玩，喻指“十八

子” →李，弥勒在世间姓李；弥勒佛交脚而坐，不双盘趺

跏坐，喻指将在凡人间传法，不入寺院。 

佛教中弥勒佛是未来佛，释迦弟子最终须被弥勒佛度

成圆满。但一般认为弥勒下世还很久远。但是，佛经中确

有弥勒提前下世之说。 

 

六、《诸世纪》——法国 诺查丹玛斯 
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是西方最著名的预言书。

书中诗篇虽不按时间顺序排列，但对事件的描述准确惊

人，也让当政者恐慌，曾把它列为禁书。书中预言了法国

大革命、拿破仑的兴衰、希特勒、二战等等，这类注解已

经很多。这里只探讨对当今未来的部分预言。 

1. 对江泽民（基督精神之敌）的预言 

（25 章注解本第 2 章第 20 首，原本纪一第 50 首） 

一个人将出生于三个水字符号中， 

他在星期四设宴行乐， 

他的名声、赞誉、地位和权力在陆地和海洋膨胀， 

给东方带来麻烦。 

江泽民生于“江苏”，发迹于“上海”，入主“中南

海”，→3 个水字，他当政时中国水灾连年。该首与《启

示录》预言（从海里升起一头兽……）完全吻合。 

他曾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出卖国土、腐败治国，打

击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切信仰和气功组织，疯狂镇压法轮

功和广大炼功民众，给中国及周边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 

2. 1999 年镇压法轮功 



（25 章注解本第 24 章第 23 首，原本纪十第 72 首） 

1999 年 7 月 

为使安哥鲁亚王复活  

＝马克思

玛尔斯 
恐怖大王将从天而落 

届时前后玛尔斯将统治天下  

说是为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 

所有对《诸世纪》的破解，都把这首当做全书最重要

的对当今的预言。因为诺氏的预言在时间上向来含糊，语

言也如谜语一般。但这首明明白白写下 1999 年 7 月，言语

直白地警告，没有任何其它解释的余地。那些破解都写于

1999 年以前，所以都猜错了。有人误解为这是世界末日，

结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大为攻击。现在看来，谜底明朗了： 
该首在时间上和《推背图》中“99 年成大错”一致。 
1999 年 7 月红色恐怖镇压法轮功，中国十几亿人被强

制洗脑，灌输中共谣言，几百万人被查处、拘留、劳教、

判刑，买通海外媒体造谣，监控海外学员，殃及世界。 
“……一九九九年七月为使其王复活，恐怖从天而

落，正是中共中央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大

法与大法弟子 始全面的邪恶镇压，抓人、打人、劳教、

判刑、毁书、利用军、警、特务、外交及所有电台、电视

台、报纸，采用流氓手段铺天盖地的造谣迫害，大有天塌

之势，其邪恶程度覆盖了全世界……” 
 届时前后玛尔斯将统治天下：“是说在一九九九年前

后马克思在统治世界。其实目前不只是共产党社会搞马克

思的一套，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搞的社会福利等也是资本主

义制度下的共产主义的东西，表面上是自由社会，实质上

好象全世界都是在搞共产主义，从共产主义国家来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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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人都有一个同感：觉得这里好象共产主义一

样，只是不讲暴力革命那一套。” 
说是为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也是共产党讲的要解

放全人类的说法，和西方社会用重税收，搞社会福利等的

所指。” 
99 年后破解了这两篇，《诸世纪》中一系列大家都未

能破解的的预言，也就明朗化了，篇幅所限，仅选二例。 

3.（25 章注解本第 5 章第 7 首、原本纪二第 27 首）  

圣言遭受从天而降的打压 

寸步难行 

秘密与真象被封闭 

他们还会继续前进 

很明显→法轮功被中共镇压后的情况，封闭真相，禁

锢言论。法轮功貌似寸步难行，实际在艰难中前进。 

4. 无人敢妄言的预言 

（25 章注解本第 7 章第 12 首，原本纪三第 2 首） 
神的声音清晰地响在耳边  

行为神秘活动于天地之间 

肉体心精神都坚不可摧 

天地万物他踩于足下 

仿佛他的座垫 

所有的注解本，都在这首直言不讳的赞美诗面前望而

却步，《诸世纪》不谈及历史，所以不是讲耶稣，诺氏在

预言未来，谁能担当这样称颂？25 章注解本将这首解释为

“宇宙之神到来了”。结合《推背图》44、59 象，《马前

课》12 课、《百字铭》全篇及后面的外国预言，不难看出

这首在说什么，也只有恐怖大王，才配给他制造魔难。 
5. 今日才能预见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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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章注解本第9章第24首，纪三第49首) 

历五百多年世人方注意  

他的存在是那个时代的荣誉 

伟大的启示在瞬间产生  

同世纪的人得到巨大满足 

这首也是所有的注解本没有解 的――没有对应历史
上的任何事件，所以应是99年后的事。25章注解本认为：
这是“秘密救世主的出现”，和前面讲述的是一回事：
“他来塑造人类的灵魂”。 

历五百多年→字谜。500 多年人们才醒悟？人类不会

这么傻！所以应该是字谜――这还是在《诸世纪》里比较

好解的：西方人以耶稣诞生年记公元元年，这里诺氏可能

是以自己的出生（1503）年来隐喻的，所以，应是 2004 年

后的某年以后，对法轮功镇压结束后，人们才完全醒悟。

这样才和第 4 句吻合，不然第 4 句和第 1 句前后矛盾。 

七、圣经《启示录》 

※  《启示录》第 12 章——赤龙下世 

12:3“一条红色大龙，长着 7 个头，10 个角。”  

12:7、8 ：“米迦勒和他的天使对赤龙作战……赤龙

被击败了；它和它的使者不得再留在天上。于是，那条大

赤龙被摔下来，它就是那条古蛇，名叫魔鬼或撒旦，是迷

惑全人类的。”  

12:12 ：“地和海可有灾祸了。因为魔鬼已经满 忿

恨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 

赤龙→中共。中共的旗、徽、标记均是血红的赤色，

红色革命、红色军队、红色政权，文革的红色海洋，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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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中共的祖宗在《共产党宣言》第一句：“一个可怕

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 

中国北宋预言《梅花诗》，也预言了赤龙及其“六

四”：“火龙蛰起燕门秋，原壁应难赵氏收”，与此相应

（秋：秋杀之意）。 

中共操纵媒体，谎言欺骗全人类：历次政治运动即是

典型，而其它时候，习惯性的欺骗是中共媒体惯技。  

※  《启示录》第 13 章——赤龙谤神 

13:1 :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里上来，有十角七头，

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13:4～7 ：“全地的人，都很惊奇跟了那兽。又拜那

龙，因为龙将自己的权柄，王座，能力都交给了兽。也拜

那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那兽得到一张夸

大亵渎的嘴巴，又被授权可随意行事四十二个月，那兽

口侮辱神、亵渎他的名、他的居所和所有住在天上的，它

被准许攻击神的子民，也被授权可辖制各部落、各民族、

各国家和说各种语言的人。” 

握有重权的兽→曾握党政军权的江泽民，外号大蛤蟆 

兽得到一张夸大亵渎的嘴巴…… 口侮辱神……攻击

神的子民→造谣诬陷，疯狂诋毁法轮功导师、买断海外媒

体散布谣言、镇压炼功群众。 

13:16 ：“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

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

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聪明

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 666。” 

666：江→6 划，共→6 划，610 办公室→江泽民的

“文革领导小组”，凌驾公检法之上，专门镇压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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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受记：入党、团宣誓右手握拳，表 和党一致，

举右手。 

额头受记：公检法头带警徽、国徽，军人的帽徽。 

不得做买卖→不得谋生，不支持镇压就被 除抓走。 

※  《启示录》第 14 章——福音与警告 

14:6：“我又看见另一个天使在空中飞着；他有永恒

的福音要向世上各国家、各部落、各民族和说各种语言的

人宣布。” 

指→法轮功的洪传和传播法轮功真象。 

14:9～11：“第三位天使大声说：谁敬拜那兽和兽

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的，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倒在神忿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们要在圣天使和羔羊

面前受烈火和硫磺的酷刑……那些敬拜那兽和兽像以及额

上有它名号的印记的，日夜不得安宁。” 

※  《启示录》第 16 章——天惩 

16:1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

说、你们去、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16:2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

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 
    16:8、9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太阳上、叫太阳能用

火烤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

名、并不悔改。” 
16:10： “第五个天使把他那一碗倒在兽的王座上，

于是黑暗笼罩了兽的国度……他们因所受的痛苦和身上所

受的疮而亵渎神，仍然不离弃他们恶行。” 

→镇压法轮功，招来天灾人祸不断，众生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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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录》——神示主人公 

17 章 14：“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

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

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19 章 16：“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

主之主”。 
善＝“一、只、羊”三字的组合，“只”倒写。羔羊

喻指“善”，这里指“真善忍”大法。 
19 章 16 的描述，和上文《诸世纪》选解第 4 篇相应。 

 

八、  古波斯预言——对当今的预言 
距今约 3000 年，在古波斯王朝有一位著名的预言家萨

拉 塞 思 彻 （ Zarathushtra ， 希 腊 人 称 ： 萨 若 思 特

Zoroaster），萨拉塞思彻教派就是基于他所传的东西建立

的，一度占据统治地位 (公元前 559 年～公元 651 年)。 

他们有一本书：《东方圣书》（“Zandi Vohuman 

Yasht”，E. W. West 译，牛津大学出版社，第五卷，

1897） ，其中有对现在(大约 2000 年)的一些预言： 

1.  “所有人都在崇尚贪婪，相信错误的信仰。他们

身体变胖，但是灵魂饥饿(56)。” 

现在肥胖成了世界问题，中国也紧跟时尚。大陆儿童

的肥胖率 8.1%，2003 年北京低龄学童肥胖率为 15.4%；广

泛宣传的物质享受反映着贪婪物欲和失去精神信仰。 

2. “乌云和青蛙弄黑了整个天空” 

这是一个比喻，青蛙→蛤蟆，综合前面的预言分析，

不难看出，这里喻指江泽民（元神是蛤蟆，外号大蛤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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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遮天，迫害法轮功，不仅在中国造成红色恐怖，颠倒

黑的宣传殃及世界。 

3. “雨常下在不该下的时候” 

中国多少年都不遇的大旱和百年不遇的洪水。看上去

的确是“雨下在不该下的地方”。→中共倒行逆施，招来

天谴，天灾人祸不断。 

4. “正法如此珍贵、神圣和难得。” 

“一次萨拉塞思彻问他的‘智能之主’：‘还有多久

才到宇宙的更新和最后的审判（Frashegird）意指“未来

之体”）的再造？’ 主答道：‘再过 3000 年。’”

(Pahlavi Rivayat, 25 章，A.V. Williams 翻译, 1990) 

按“3000 年”推算，正好是公元 2000 年前后。这是

各种预言警示人们的：人间正法的时间段。 

5. “宇宙中正邪之战，最终会以邪恶的毁灭告终。” 

6. “95. 主会将邪恶之魔逐出天宇，还有那些他们刚

入侵时带来的充满憎恨的乌云和邪恶。” 

“96. 有一个人说：‘永世之主会销毁其外形，使其

无力。邪魔不会再有，再也不会造了……’” 

“98. 那时，邪恶者会受到惩罚，善恶将会有报。” 

这里意思很明显，对人间正法的预言和其它预言也一

致，不需多言了。 

 

九、玛雅预言：1992-2012 将发生大事 

玛雅预言是建立在其历法基础上的，这种预言方式很

像中国人用周易来推算，其思想都是研究天体运行规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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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讲述：我们的太阳系正经历着一

人类社会变迁的对应关系。美国一位历史学家何西（Jose 

Arguelles）博士以其毕生精力在研究着玛雅文明。在他的

著 作 《 玛 雅 效

应》一书中对玛

雅历有着详细的

论述（原著：The 

Mayan Factor: 

Path Beyond 

Technology 1973

年  由

Bear&Company 出版

个历时 5125 年的「大周期」（The Great Cycle）。时

间：公元前 3113 年～公元 2012 年，这个「大周期」分为

13 个阶段。每阶段划分为 20 个演化时期每个时期历时约

20 年。 
※ 大周期 → 地球更新期 ※ 

“1992～2012 年这 20 年中，地球已进入了‘大周

期’最后阶段的最后一个时期，这是“与银河系同步”前

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他们称之为地球更新期” 

(Regeneration Period)，这时地球要完全达到净化。 

※ 地球更新之始 → 1992 年 ※ 

公元 755 年，玛雅一位僧侣预言：1991 年后人类将发

生两个大事件，人的宇宙意识觉醒和地球的净化与再生。 

根据玛雅历法，1992 年是最后一个 Baktun (第 1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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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一个 20 年的第 1 年。在这个 20 年中，地球将被净

化，人心也会被净化(这与北美印第安人对现代的预言极为

相似)，腐败物要被剔除被淘汰，而好的健康的则将会被留

下来并最终与银河系同步。 

→20 年与《百字铭》中的 20 年一致。 

1992 年正是李洪志先生在社会上公 传“真善忍”大 
法的第一年，到 99 年全世界的得法者已近亿之众。“真善

忍”心法教学员内醒、去执著、渐渐达到无私物我的境

界，使得众人从拜金、物欲的中超脱出来。 

全世界这么大的人群修心向善，应该可以被认为是

“净化地球”的明证。1999 年 7 月，江氏集团 始镇压法

轮大法，几乎所有预言都预言了这场劫难的考验。 

同时也使“真善忍”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个人都

会思考→这就是人类淘汰前，人自己选择未来的机会。 

※ 本次人类文明结束 → 新文明 始 ※ 

“地球更新期”过后，地球将走出银河射线的范围。 

2012 年 12 月 31 日将是玛雅人长历法(Long Count 

Calendar)中本次人类文明结束的日子。在这一年冬至 

(Winter Solstice)，太阳将与银河系的黄道(Ecliptic)和

赤道(Equator)所形成的交叉点完全重合(左图)此后，人类

将进入与本次文明毫无关系的一个全新的文明。 

此时的太阳恰好落在银河系的缝隙中，或者说银河系

“座”在地球上，如同为地球 启一扇“天门”(右图)，

终结日暗示全人类在精神和意识方面的觉醒转变（Cosmic 

Awareness and Spiritual Transition），进入新文明。 

 



十、今日“藏字石”——“中国共产党亡” 
2002 年 6 月在贵州境内发现了 2.7 亿岁的“藏字

石”，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

字「中国共产党亡」，其中那个「亡」字特别的大。中国

大陆官方媒体都报道了此新闻﹐但隐去「亡」字﹐光提

「中国共产党」﹐不过人民网﹑新华网等刊出的照片中却

看得很清楚。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2002 年 6 月，原任村支书王国

富在清扫景区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块“藏字石”。  

“藏字石”是从石壁上坠落而下后分为两半，两石各

长七米有余，高近三米，重一百余吨。右石裂面清晰可见

“中国共产党亡”六个横排大字，字体匀称方整。每字近

一尺见方。笔划直挺，笔划突出于石面，如人工浮雕。  

应平塘县委、县政府的邀请，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

古生物学专家李凤麟等 15 人组成的“贵州平塘地质奇观-

中国名家科学文化考察团”，于 2003 年 12 月 5 日至 8 日

深入掌布乡进行实地考察。  

专家一致认为，掌布河谷景区“藏字石”上的字位于

距今 2.7 亿年左右的二迭统栖霞组深灰色岩中。字的均匀

排列现象，可从沉淀地质学上得到解释和说明，“藏字

石”上至今未发现人工雕凿及其它人为加工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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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考察，有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 20 多家媒体记

者及人民网、新浪网等在内的 100 多家报纸、电视、网站

转发了这一科学考察活动消息。但是没有人敢提那第六个

字「亡」，纷纷报导前五个字「中国共产党」，但每一个

亲眼观看的人都心知肚明。 

 

【后记】：预言的警示 
光阴似箭，该发生的都应验了，为什么所有的预言都

一致地指向一个“人类生死攸关的时刻”→大法洪传→劫
难→成功→人类新纪元。 

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 
  
这是人人都必须选择命运的时刻，对“真善忍”大法

的 度将定下自己的未来。如果听信赤龙（中共）对大法
的造谣诬陷，那招来的灾祸，也都在预言中警告了。 

古训：古罗马镇压基督教，招来 4 次大瘟疫，全国人
口灭掉至少 1/3，公元 250 年再次发动残暴镇压，当年招
来第 3 次大瘟疫，持续 16 年。 

※ 天理昭昭，其道好还 ※ 

   清末政府的腐败，被民众推翻。人们没有因为“康乾盛
世”的功绩而认可清末的腐败执政。而今，被中共洗脑的
人们，却不断拿出中共以前的功绩，让人们永远臣服中共
的腐败政权。没有中共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康熙就没有强
盛的清朝，所以永远也不能反清。这是什么理？ 
    应运而生，应劫而灭，兴亡的轮回，在《马前课》里
一目了然，天数茫茫，谁能例外？ 
  《九评中共》点醒人们：中共具足宗教所有的 13 个特
征，更具邪教的全部特点。它的加入仪式→对着血旗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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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生命→即被邪灵打下兽记，有兽记即在天惩之中（参
见《启示录》上文）。 
《九评中共》历数了恶党的累累罪行：前苏共政治清洗

屠杀人民 2000 万，中共各种运动造成 8000 多万中国人非
正常死亡，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口，如今中国每年出
逃资金 4000 亿元→进入各级党魁的腰包，国家银行每年至
少 70％的资产以坏帐形式流失！党费每年从党员身上吸血
上百亿；10 年股市以“国有股”强行剥夺股民资产 2000
亿元，每年利息税从银行存款中刮走 200 亿元，发行国债
盘剥，政府官僚（＝党魁）和房地产商勾结，用买房贷款
不断从百姓身上吸血……司法腐败，官匪一家，没有司法
公平，民权没有任何保证，冤家错案至少 30%，对“六
四”和“法轮功”炮制的全是冤案……行政腐败，任人唯
亲，贪官治国，结党营私，腐败恶性循环；大兴工程，从
中贪污索贿，金钱外交，买来穷国的支持兼得回扣，哪管
中国的贫民？……道德腐败，中共党魁带头，骄奢淫逸，
上行下效，搞得华夏遍地“娼盛”……中共呈现了历史所
有朝代临终的气象，再粉饰装点也瞒不过去。 

※ 化名退党保平安——上合天象、下顺民心 ※ 

  大纪元的退党网， 启了最方便之门：化名退党，不
必公 表白，交党费组织学习，走走形式无所谓，但心里
要明白已经退党了，有机会上网化名发个声明就可以了。 
  普通党员无关吗？每个党员都是中共的一分子，都在

为它补血（被吸血）。宣誓、表 支持了它每一个罪恶。 

化名退党，也就摆脱了与中共的瓜葛，最终天惩中
共，清算中共之时，也自然不在劫数之内。 

不是吗？所有预言指向的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不在
提醒人们——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吗？ 

太阳每天还是照旧的升起落下，人们还是在忙忙碌碌
中消磨了时光，繁华的都市依旧歌舞升平，人们还在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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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而奋斗。多少人会去思考，会去相信历史上神灵的预
言？但毕竟——您有缘看到了这些预言的警醒！ 

南亚大海啸，多少人在最后一刻还在享受着阳光、海
滩和甜蜜的梦。瘟疫来前，人们不也这样现实吗？可是灾
难到来后的现实是什么？别人不愿想，可是毕竟您有缘看
到了古今中外预言的天机——何人在劫，如何得生…… 

祝您拥有美好的未来！愿福音传遍有缘人。 



退出中共保平安，听明真象结善缘。 

正文顶头内容为：get gate.zip，标题等都为空白，即

可。 

收到该软件后，在联网的情况下，打 该软件，该

软件将自动登录“动 网”，点击动 网上的链接，可

自由登录被封锁的所有网站，退党网即在其中。 

突破网络封锁看世界的方法 
索取自由之门软件，给下列地址之一发 Email： 

we@att.net  

il@earthlink.net

轮回沉浮惊梦醒，福祸兴亡今一念。 
 
 
 
 
 
 
 
 
 

 

 32

mailto:we@att.net
mailto:il@earthlink.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