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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真实而又直白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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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高洁

对历史上流传到今天的预言，
有很多人很感兴趣。 89 年 6.4 的时
候，我正上高中，星期天回到家，
正好家门口有很多人在聊天，聊的
内容居然是唐朝的《推背图》。同
家族的二哥对我说 ：“天安门这场
事件历史上早有预言，《推背图》上
有一幅图说的就是胡耀邦去世，这
是个导火索。”又讲了后边的几幅
图，推测出来可能要发生的事情。
当然后边的并不准。

去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
从武汉爆发，多少人感到震惊。很
快有网友推出《陕西太白山刘伯温
碑记》，原来明朝的刘伯温早有预
言，很多人把注重点放在了“十愁”
上面，感受到劫难的可怕，没有去
思考文中暗含的度过劫难的方法，
文中多次提到了“善”；更没有去深
入研究文中暗含的字谜。后来法轮
功学员破解了内含的“真、善、忍”
三字，与法轮功学员劝人危难面前
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可以得福报是吻合的，但是在中共
谎言面前，有几人真正相信。

预言是什么？就是人说的天
机，把天定的历史发展进程讲出来
了，因为天机不可泄露，随便泄露
天机是要遭报应的，所以古人通过
隐晦难懂的方式呈现给人，事情不
发生谁也猜不出来，未来的什么劫
难，人也不可能躲过，人还是不知
道，也就不算泄露天机。

预言的存在有什么好处呢？告
诉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定好的，人
间的一切都是有定数的，人只能顺
其自然，顺应天理，善良的活着 ；
人间没有长久的东西，唯有修炼才
能解脱自己。

预言能不能破解，肯定能破
解，那个破解的时机也是有安排
的。预言的存在也是为了今天人的

得救而出现，经过千百年的孕育，
在人被中共谎言迷惑的不相信人是
神佛安排的，不相信宿命论，相信
无神论、进化论时，预言的出现也
是在启悟人的善念与良知，启悟人
神佛的存在。预言也告诉人法轮功
的出现是必然的，中共迫害法轮功
也是有原因的。但是中共为什么迫
害法轮功，迫害法轮功的目的是什
么，中共为什么怕真、善、忍，这
才是人应该下一番功夫去思考弄明
白的问题。

法轮功真相能告诉人这一切。
法轮功真相才是最真实而又直白的

“预言”。法轮功真相中讲到了“天
灭中共”，这是不是预言？而且讲
的非常直白，谁都能听的懂。这不
是泄露天机吗？因为是救人需要，
是顺应天象的变化，符合了今天人
的思维方式。用古人的表达方式讲

“天灭中共”，就不会有人相信了。
贵州有一块“藏字石”，2002 年 6
月出现的，上面有“中國共產党亡”
六个大字，石头距今约 2.7 亿年。
配合这个天象变化，法轮功学员揭
示出“天灭中共”的天机，就不是
泄露天机，而是天意的表达，但是
深受中共党文化的毒害，多少人 
相信？！

法轮功学员配合天象的变化，
在告诉人真实的法轮功同时，2004
年 11 月底，在海外的大纪元中文
网站推出《九评共产党》一书，这
本书系统阐述了共产党的邪恶本
质，把中共是什么，为什么迫害法
轮功揭露的清清楚楚。为了世人的
得救，在大纪元开辟退党网站，明
白真相的人们可以用化名、小名、
原名、笔名等在这个网站发表退出
中共党、团、队的声明，简称“三
退”，这是上天给人的一次抹除加
入中共党团队时发的毒誓，《圣经
- 启示录》上把这个毒誓称为“兽
印”。由此引发了势不可挡的全球

“三退”大潮。至今为止，经过法轮
功学员 22 年艰苦的讲真相付出，
已经有 3 亿 7 千多万人退出了中共
的党、团、队。在中共党文化谎言
的欺骗之下，人要明白真相得救多
么的艰难，但是真相内容通俗易
懂，没有叫人任何猜测的东西，没
有任何门槛，不看身份地位，真相
面前人人平等。

从流传到今天的传统文化故事
中看，如各种版本的红眼石狮故
事，神佛救人还要考验人心，而法
轮功学员作为神佛的使者，以普通
人面目出现，有着各行各业的工
作，不需要考验人心，谁都可以听
真相，真相资料不需要您天南海北
去找寻，直接捧送到家门口，想得
救一念就成。今天世人的得救最方
便直接，坐在家门口表态同意三
退，有法轮功学员帮您办理三退声
明，坚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生命的未来就发生改
变，还会给现实生活带来意想不到
的福报，这是古人找寻几千年都遇
不到的大好事，今天身处末劫时代
的人遇到了。

花费一番功夫研究研究法轮
功真相，您就什么都明白了。如
果对法轮功感兴趣，想明白法轮
功是什么，身处大陆的您可以通
过破网软件登录法轮大法网站，
免费下载所有法轮功书籍，免费
下载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带、
录像带、教功录像带等。想修
炼，神佛也为人开辟了最方便的
条件。认真的下一番功夫研究研
究法轮功真相，您会得到大丰
收，会成为人生最大赢家。

中共的存在是为了毁灭人类，
它一日不亡，它就会给人间设置谎
言障碍，阻止您明白真相，阻止您
接触法轮功真相。它用暴力迫害法
轮功学员的方式恐吓人心 ；用污蔑
法轮功的形式败坏佛法形像 ；用签

订协议书等形式绑架民众参与到迫
害中来 ；用放纵假、恶、斗、色情
等败坏道德的方式对抗真、善、
忍 ；用升官发财的方式蛊惑中共各
级官员继续非法绑架、起诉、枉判
法轮功学员……

中共利用各种方式，放纵人的
贪欲，叫人静不下心来去思考这些
问题 ；把社会搞坏，叫人的思想不
是在生活困难上，就是在揪心孩子
的学习、未来出路上。没有这些后
顾之忧的有权有钱人，把他们推向
人间享乐方面，忙于包二奶、N 奶
上，忙于官商勾结、官官相护上，
为了私欲而忙。中共毁灭人类可谓
费尽了心机。

但是中共这么邪恶的做法却抵
不过人明白真相时的那一念，善念
出来了，作出选择了，就被神佛定
为得救的生命，就从中共的恶报深
渊中解脱出来了。如果您能进一步
了解真相，善念强大后，出了慈悲
心，想让自己的亲朋好友也得救，
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
也摆脱中共邪教的桎梏，也有好的
未来，这是积下无量功德的巨大救
人善举，这个生命的未来会得到
神佛的护佑，回归他的天国，已
经不仅仅是获得巨大的福报的问 
题了。

中共不怕古代预言在民间的流
传，它知道今天的人看不明白，也
不一定相信，但它怕法轮功真相的
传播，因为法轮功真相能把过去、
现在与未来讲明白了，能把中共的
老底与罪恶目的讲清楚，能给人一
个美好未来，能救人。中共害人，
法轮功真相救人，这才是中共惧怕
法轮功真相的根本原因。

善良的中国人，如果您能把有
限的精力和时间用在研究研究法
轮功真相上，真的会成为人生大赢
家，这是人间多大的官与金钱都换
不来的无价之宝！◎

法轮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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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石铭

据明慧网报道，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邪党江泽民流氓集团发动
了一场前所未有、邪恶至极的对法
轮功的残酷迫害，陕西省法轮功学
员也遭受了中共的长期迫害。而迫
害者遭恶报的可怕结果也在陆续呈
现，印证着“善恶必报”的天理。

在此仅举陕西省近两年遭恶报
的数名中共高官的案例 ：

案 例 1 ：2020 年 7 月 31 日，
天津市中院宣判 ：中共陕西省委原
书记赵正永，因受贿 7.17 亿元人
民币，被判处死缓（死刑，缓期二
年执行），死缓期满减为无期徒刑
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赵正永在陕任省委政法委书
记、省长、省委书记十五年，一直
主导省“610 办公室”和公检法系统
迫害法轮功，致使全省至少 1142 人
次被绑架、296 人次被非法劳教、
220 人被非法逮捕、209 人被非法判
刑、353 人次被非法洗脑、325 人次
被非法抄家、51 人被迫害致死，近
百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罪恶
累累，堪称陕西迫害法轮功的首恶。

在陕西，赵正永积极追随江泽
民迫害法轮功，是首批并多次被海
外列入追查名单的中共官员之一。

案例 2 ：2020 年 9 月 15 日，中
共陕西省前副省长陈国强受贿案宣
判，陈国强被判有期徒刑 13 年。

2020 年 1 月 4 日， 赵 正 永 与
陈国强同日被宣布立案审查调查。
1 月 8 日，两人同日被逮捕。据报
导，赵正永在任内的诸多决策执

行，特别是对法轮功的迫害，陈国
强都脱不了干系。

案例 3 ：陕西省委原常委、秘
书长钱引安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14 年。据海外明慧网、大纪元报
导，钱引安任党政主要负责人的长
安区、雁塔区、西安市、宝鸡市，
都是陕西省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
作为主要负责人，对此负有不可推
卸的罪责。例如 ：2013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钱引安任宝鸡市委
副书记、书记期间，宝鸡市的法轮
功学员至少有 78 人被绑架，22 人
被非法判刑，4 人被非法关押洗脑
班，48 人被非法抄家，宝鸡市铁路
技术学院法轮功学员张会兰被迫害
致死。钱引安的被判刑，是迫害法
轮功者应得的天理惩罚。

案例 4 ：陕西省政法委原副书
记、省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吴新成，2018 年 7
月 21 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2019 年 8 月，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吴新成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
300 万元，对已退缴的赃款 3410 万
元及房产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
尚未追缴到位的赃款将继续追缴。

在陕西官场浸淫多年的吴新
成，积极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
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
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
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
绝政策，在省政法委和“610”任职
期间，对陕西省法轮功学员大开杀
戒。据不完全统计，吴新成在 2009
年 2月至 2013年 2月任陕西省“610”

办公室主任四年期间，陕西省法轮
功学员最少有 226 人被绑架、49 人
被非法劳教、46人被非法逮捕判刑、
77 人被非法关押洗脑班、74 人被非
法抄家、10 人被迫害致死。

案例 5 ：原陕西省咸阳市政法
委书记郭中秋遭恶报获刑 11 年。从
1999 年 7.20 开始，郭中秋紧跟江
泽民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赵正永，
在咸阳市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
2001 年晋升为咸阳市公安局党委
书记、局长后，在他的指使下，咸
阳市各区县公安警察对法轮功学员
实施绑架、抄家、罚款、拘留、劳
教、恐吓、跟踪，电话监听，敲诈
钱财，逼迫写保证书等各种迫害，
肆无忌惮。由于郭迫害手段残忍、
迫害政绩突出，被晋升为咸阳市委
常委、咸阳市政法委书记，凌驾于
咸阳市公检法司之上，统领公检法
司，对咸阳法轮功学员迫害更加 
疯狂。

从 1999 年 7.20 至 2011 年底，
在郭中秋直接策划、指挥下，咸阳
市法轮功学员至少有 143 人（192
人次）被绑架，71 人次被非法劳教，
7 人被非法逮捕、判刑，37 人被非
法关押洗脑班，66 人被非法抄家。

郭中秋在 2008 年以“奥运”为
借口，大肆迫害法轮功学员。咸阳
市法轮功学员有 39 人被绑架，14
人被非法劳教，5 人被非法逮捕、
判刑，36 人被非法抄家，咸阳市 6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案例 6 ：陕西铜川市委原常委、
政法委书记李志强被逮捕和起诉。
李志强在担任铜川市耀州区区长、

区委书记，铜川市副市长，铜川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期间，
积极追随江泽民及其在陕西的代理
人赵正永迫害法轮功，这是他遭报
的根本原因。

案例 7 ：陕西省公安厅原二级
巡视员雷雨被“双开”后逮捕。雷
雨在商洛市公安局任主要职务近 8
年，是该市公安系统在他任职期间
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

案例 8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党
组书记、厅长冯振东被逮捕并开
庭审判。冯振东从 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5 月，历任延安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他不仅组织、策划了对法轮功
的污蔑、诋毁宣传，毒害民众 ；而
且指挥了延安市公检法司对法轮功
学员的迫害，尤其是对参与起诉江
泽民（诉江）的法轮功学员的报复。

以上是明慧网报道的 16 个案例
中的 8 个案例，这些人虽然都是以
贪污受贿等原因被判刑处罚，实质
上他们的主要罪恶是迫害法轮功，
犯下了迫害修佛人的大罪，受到了
上天的惩罚。陕西省赵正永等人的
可悲下场为所有中共官员提供了一
个警示，或者是敲响了一记警钟 ：
作恶多端必遭报应，苍天在上，谁
能躲的过呢？

奉劝那些至今仍在参与迫害法
轮功的人们，立即停止迫害，悔过
自新。俗话说为人莫作亏心事，不
怕半夜鬼叫门，神目如电，上天
在记录着人的一举一动，陕西省
赵正永等人的可悲下场就是一个 
例证！◎

陕西官员被抓印证着“善恶必报”的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