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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述評

谁点燃了汤加海底火山？
汤加海底火山在一月十四日爆
发，火山爆发的级别是四级，相当
于一千颗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汤
加海底电缆被摧毁，和世界失去
了联系。现在的科技很发达，从
卫星观测图中，可以看出汤加岛屿
的变化。此前，就有科学家在发
出警言，说海底火山在蠢蠢欲动。
此后，很多的科学家也在推测汤加
海底火山爆发给周边环境带来的影
响。
人世间的事情，自会有人去评
论。可是，在另外空间又是怎样的
显现呢？
我在静坐中，看见了汤加火
山喷发的原由。我看见白色的云
层被拨开，一位白衣神袛出现，
他是西方的神的形象，他注视着
下方，然后，一只手高高抬起，
手中举着火折子，那个火折子被
神用力抛下，从空中直坠海上，
火折子劈开海面，点燃了汤加海
底火山。我看到这个场景时，发
出了一念：无论什么事情的发
生，都事出有因，这个因由是什
么，可以明示给我吗？神说：你
应该知道啊？我发出一念：我知
道的是我认为的理，我想知道神
处理事情的理，而且这个来自神
的理（神谕），我想告知世人
啊！
那个神看了看我，随后打出了
五个字：众生的业力。我表示谢
意，云层又扩大些，我看见这位神

的旁边，位列着几位神，手中都拿
着火器，一位神手中拿着弓弩和火
箭，一位神身后插着招火旗，还有
一位神手中有硫磺珠，还有一位神
手中握着一个攒火瓶，他们都穿着
白色的长袍。很快，这些神都隐去
了，白色的云层复现，感觉晴朗的
天空未曾出现过什么事情。我心中
有不安，在这一年中，还会有很震
撼的火灾吧。
其实在人世间发生的事情，背
后都有高层因素在参与。在前几
年，中国南海领域内中日有冲突，
有开天目的人提前看到，有天神拿
着弓箭，冲南海那个地方射出一
箭，不久，南海地方就起了冲突。
古罗马庞贝城的湮没，是因为
维苏威火山的喷发，我看过修炼人
写的一篇文章，详尽的阐述了庞贝
灭亡的原因。文章说因为庞贝人道
德败坏、穷奢极欲、无恶不作，神
调遣火龙，火龙喷出火珠，点燃了
维苏威火山。
神点燃火山的方式是不一样
的，我知道的一种方式，是神仙拉
开弓弩射出火箭，去点燃火山。比
如1815年印度尼西亚的坦博拉火山
爆发，就是神射出了火箭，那次射
箭的威力比较大，一次射出三只
箭，射了三次。坦博拉火山爆发级
别是七级，相当于上万颗原子弹爆
炸，神给出的死亡人数是九万人。
随后，火山喷发的后效应出现，
1816年被称为“无夏之年”、“饥

饿之年”，因为火山喷发的大量二
氧化硫和气溶胶等 進 入大气层，使
全球气温降低。欧洲许多地方颗粒
无收，饥荒的同时，还出现了瘟
疫、暴乱，死亡人数达20万。在亚
洲，中国云南七月降大雪、冰雹，
庄稼颗粒无收，人们易子而食，饥
莩遍野，东北、山东等地也出现灾
害。在美国，夏天气温本该35度的
地方，出现了零度情况，人们乘雪
橇出行。科学家认为，火山爆发引
发了地质灾难。
还有历史上的楼兰，有关楼兰
的灭亡，一位修炼人在文章中说，
楼兰被漫漫黄沙埋没，同样是因为
楼兰人道德的沦丧，这个国家从国
王到臣民，从商人到百姓，都沉湎
于欲望之中，都违背了神给人确定
的、人应该遵守的规范。楼兰的国
君跪拜了邪灵，臣民纵欲嗜色，无
所不为，护卫楼兰的天神、地神、
水神，诸多的神仙，都放弃了楼
兰，楼兰被拿着沙盘的神灵扬沙湮
灭。
我的师父说：“人类不是讲劫
难吗？实际是宗教讲的。每到一个
时期要出现一次大劫，每到一个时
期出现一次小劫。小劫难就让局部
的人类毁灭，局部地区已变的很坏
了，就把它销毁。地震，大陆板块
沉下去，沙暴盖住，或者是什么瘟
疫、战争，小的劫难是局部的。”
（《转法轮（卷二）》〈人类的堕
落与觉者的出现〉）

这一次的汤加火山喷发，有人
说：“汤加火山喷发，就死了三个
人。”人其实不知道，六道轮回，
人是可以转生成动物、植物、物质
的，是带着业力走的。一位修炼人
对我说过，她在丁香丛中，欣赏着
美景，却不料一眼看到了一棵丁香
树在另外空间的表现，就是整个树
木从根到梢都是黑乎乎的，那个树
木对她说：“你看看我，带的业力
这样大，真的很可怜。”
这一次，汤加火山喷发，海里
生灵涂炭，数量未可知，这也是局
部地区的劫难，对生物、对空气、
对气候都会有影响。其实，大范围
的劫难在2019年已经开始了，就是
瘟疫，但是，对比于预言，还没有
那么暴虐。
天有好生之德，看似绝路出现
时，生机也必然留给人。中世纪，
黑死病袭击了欧洲，德国的一个小
镇上的居民，在神前发誓，每隔十
年要上演一次耶稣受难的剧目，希
望瘟疫能避开小镇，结果瘟疫果真
避开了小镇。小镇的居民怀着对神
的敬意和感恩，每过十年都要上演
一次耶稣受难的剧目，后人沿袭着
这个传统，兑现着祖辈在神前的誓
约，几百年过去了，这个神圣的誓
约一直在兑现中。
通晓天意的人说，天上的神仙
是轮值的，每过十年左右就要有更
换。现在人对神的信仰已经在动摇
中，更多的人，在关注着欲望的满

足和放纵，不修身养德。其实，福
是德换来的，德就象你储备在银行
里的钱，不积德行善，储备金终究
有告罄的一天。那时可能就要面临
灰色尴尬的人生。尤其现在的许多
人，摒弃了神，不承认神，甚至侮
辱神，就是把自己置在了最危险的
地方。《易经》上说：“天垂象，
见吉凶”，这几年，凶象是不少
的，人要学会自救。
我记得以往的神韵晚会最后一
个节目是在邪党疯狂迫害大法弟子
时，灾难很快来临，灾难的表现是
和铺天的巨浪、海啸、洪水有关。
在今年的神韵晚会上，最后一个节
目表现的也是危难来临时的景象，
是与火有关，巨大的火球，从天而
降，毁坏着建筑、涂炭了生灵。
人，出于低能的考虑，或者因
为魔的蛊惑，不承认神的存在，可
是，神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诚如古老的神话所言，神造
了人，岁月变迁中，人的欲望的膨
胀，不想受束缚，在魔的欺骗下，
相信了魔鬼制造出来的无神论，把
人引上了生命的歧途。
放眼当今的世界，不信神的人
比比皆是，可是，可怜的人啊，不
要拒绝那些苦口婆心的劝善，不要
错过得救的机缘，一定要明白事情
的真相，分清好坏。大法弟子真诚
的希望生命能避开劫难，得到救
度。◎（谨秋）

没有丰碑的纪念--纪念长春插播二十周年
三月是曼妙的时日，春回大地，万物复
苏。三月是受难的时日，那些勇士，在三月
被毒打，被虐杀。三月是铭记的时日，2002
年3月5日，这一天震撼寰宇、惊愕世界。
2002年3月5日，长春有线电视网被切入，
插播了法轮功真相节目。这是中共非法诬陷镇
压法轮佛法500多天以后，最大面积、最大力
度的一次真相披露。真相如暖阳，消除了谎言
的阴霾；真相如春雨，涤荡了人们的心田；真
相也如春雷，惊动了魔鬼的老巢。
密令“杀无赦”之后，短短几天内，
五千多名学员被抓捕，参与电视插播的学员
中，至少七人被打死，被活活打死。血雨腥
风、天昏地暗，暴力下的他们，何去何从？
据 悉 ， 在 非 法 开 庭 审 理 学 员 时 ，15位 学 员
不停的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
好！”开始是两个警察看一个，后来增加到
三个警察看一个，一只胳膊一个警察，另一
个警察掐脖子阻止说话。
梁振兴、刘成军、雷明，他们遭受了老
虎凳、捏睾丸、背铐、电棍电肛门、五马分
尸抻刑等酷刑折磨，而在每一次遍体鳞伤之
后，他们没有怀恨、没有恐惧，只有良善。

梁振兴在从四平监狱离开时，很多包夹犯人
把他送到监狱门口，梁振兴告诉他们“记住
大法好”。那时的他每天被持续打骂，身体
非常虚弱，已经伤痕累累，有时神志不清。
修炼者为什么义无反顾地讲述真相？因
为中共的造谣诋毁了佛法，而如果被洗脑的
民众，参与诬陷佛法，迫害大法徒，就犯下
了如山如天的谤佛之罪，是要生受煎熬、死
入地狱的。佛经中害佛者在地狱承受剥皮之
疼，焚身之痛的记载，比比皆是，只是很多
人不知不晓、
如果没有他们传播真相，谎言会毒害更
多的民众，迫害也会更加肆无忌惮，中国会
再次陷入文革式的互害模式，中华民族也会
因为谤佛而走向苦难深渊。是电视插播的勇
士们，在弥天大谎下澄清真相、在暴力镇压
下拯救苍生。以赤子之心唤醒众生，用皮肉
之躯承受酷刑。从血泊中站起来，在鞭挞下
仍恻隐。澄清真相才能挽救世人，而修炼者
选择铁肩担道义。
二十年过去了，那些故去的勇士们，他
们的坟头有谁祭奠？他们的父母有谁照顾？
他们的妻儿有谁怜惜？苍天无语、大地无

声、人间无言。让泪水、汗水、苦水尽情流
淌吧；让清歌、离歌、挽歌悠悠唱响吧。长
春因他们而长青，长春因他们而长存。
请原谅我们没有给你们送花，隔山隔
水，不知何处；请原谅我们没有慰藉你们的
亲人，千里迢迢，音信杳无。而我们，会记
住你们永远的笑容，记住你们出生入死的坦
荡，记住你们的无怨无恨，记住你们的大忍
大善；而我们，会铭记你们无畏的身影，会
追随你们的脚步，会承接你们的志向。
2002年3月5日，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纪念震惊世界的真
相插播，我们怀念因插播而逝去的英雄，我
们更应该关注还在受苦受难的修炼者。我们
还应该思考：在正邪、善恶、真假的较量
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才不负人性尊
严，才不负同根手足，才不负华夏文明，才
对得起苍天厚土，才对得住后世子孙。
霍介夫（曾任长春市宽城南广场派出所
警长）在目睹刘海波被酷刑逼供之后，他实
在看不下去了。他想方设法阻止酷刑，他拒
绝合谋掩盖真相，他指出迫害缺乏法律依
据，他实名提供证词，揭开了刘海波被虐

杀真相。孙立东（原长春市宽城区刑警大队
长）是刘海波迫害致死的元凶之一。2004年
初，孙立东猝死在办公室，刑警们都说其抓
法轮功学员遭报应了。
同胞，你选择什么？是像霍介夫那样，
阻止迫害、揭露真相，还是像孙立东那样残
害良善。你的选择也决定了你的未来。人为
万物之灵，是因心有恻隐，而当善心全无，
那就禽兽不如。
真相插播像春天的惊雷，在那一夜，将
中共谎言的完全击碎。同时，修炼者的无
畏、智慧与理性，也在鼓励着国人，勇敢地
质疑谎言、突破封锁、寻找真相。现在，越
来越多的中国人，每天都在翻越红墙，浏览
真相。而每个知情者，都会去思考，也会为
正义添砖加瓦。
二十年过去了，长春，没有给他们立丰
碑；中国，没有给他们公正；世界，在因为
他们作为先驱者的付出而在清醒；天堂，已
为他们戴上王冠。这是一次没有丰碑的纪
念，这丰碑不在土地，这丰碑在心田，这丰
碑不在长春，这丰碑在苍穹，这丰碑不止三
月，这丰碑亘古永存。◎（陆文）

由铁链女事件想到的

中共酷刑：恶警强奸、轮奸及纵容男犯或社会上的流氓强奸、轮奸法轮
功女学员
目前铁链女事件已经引起人类
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些天那个项上
拴着铁链、身裹被子爬在地上的女
人以及那个清纯少女李岩的镜头老
是飘荡在眼前，挥之不去。此时不
免想起那些身在所谓“共和国”的
狱中被警察、犯人、坏人等那些人
皮裹着的匪类们强行奸污、蹂躏的
女人，想起那些女性法轮功学员被
性侵迫害的悲惨的镜头……在此仅
举几例，以证实中共惨绝人寰的罪
恶，告知人们中共就是残害人类的
魔鬼：
2000年10月，辽宁省马三家劳

教所发生将18名法轮功女学员被扒
光衣服投入男牢，遭轮奸、污辱，
至少5人死亡、7人精神失常的惨
案。2001年4月19日，马三家劳教
所秘密把尹丽萍与其他9名法轮功
女学员秘密押送到一所关押男犯的
张士劳教所。每个女法轮功学员所
住的房间都有几名男犯……
法轮功学员尹丽萍讲到她被群
体性侵害时说：“他们四、五个男
犯人把我扔到了床上，有摁胳膊，
摁腿的，其中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骑在了我身上猛砸我的脸和头，我
被打的记忆就停留在这里……等我

醒来时，我的身旁已经躺了三个男
人，我被他们群体性侵害的时候还
被录了像。那天我发誓如果我活着
出去，我一定会告他们，如果我死
在那里，我的灵魂绝不会放过他
们，因为他们的所为不是人类能干
得出来的。”
2001年2月，湖南省长沙市法
轮功学员邹锦老人（女，77岁），
被非法判刑九年。在看守所被刑讯
逼供期间，两警察拿着电棍来审问
她，在得不到回答时，将她拖到床
上，手脚绑成大字，剥掉她的裤
子，兽性大作，轮流奸污了这位老
人。奸污了还不罢休，又将电棍使
劲塞进她的阴道里电击，强迫她招
供。老人决不配合，痛得大声喊
叫，直到昏迷过去，两名警察才将
电棍从阴道抽出。阴道鲜血直流，
一个多月里都只能躺着，不断痛苦
呻吟。
2003年5月13日晚，重庆大学高
压输变电专业研究生魏星艳，被沙
坪坝白鹤林看守所恶警当着两名女
嫌犯的面强奸；河北涿州市发生了
恶警何雪健当着另一恶警的面，奸
污和他的妈妈年龄相仿的法轮功学
员的惨案。
镇压迫害法轮功期间各地发生
许多强奸女法轮功学员的案件。
如： 28岁周姓女法轮功学员在贵州
省女子劳教所两次被强暴、轮奸；
北京前门派出所所长马曾勇公然强
奸、猥亵多名法轮功女学员；祝霞

在四川洗脑班被下药后多次被强
奸，导致精神异常；成都两名女大
学生在成都驻北京办事处被警察强
奸；河北邢台公安局与邢台桥东公
安局恶警将法轮功女学员在车上轮
奸；在山西长治精神病院，19岁姑
娘三个晚上被轮奸14次；在北京昌
平精神病院，父母是法轮功修炼者
的年仅9岁的女孩，被三个打手多
次强奸……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二十多年
当中，究竟有过多少这样惨绝人寰
的惨案，真是罄竹难书啊！歌词
《不要我了》中写到：“这个世界
就这样不要我了吗？你的璀璨埋
葬多少无辜？”、“岁月静好的底
牌是残酷”。是应该让这个表面布
满“伟光正”光环而实质是惨无人
道、人神共愤的中共国落幕了！人

类需要的是一个拥有民主、自由、
和平、安宁与美好的国家！
据说目前已经有数十亿人在关
注中国大陆发生的“铁链女”事
件，关注的同时是在审视着这个号
称“伟光正”的国家，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国家？是谁制造了这么多
惨绝人寰的悲剧？这种惨无人道的
事情还能让它在人类社会存在吗？
笔者认为，“铁链女”事件是
上天对人类的警告，是在点化人类
到了应该尽快猛醒的时候了！ “天
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邪恶不能
与人类共存，这个祸乱人间、毁灭
人类的邪恶政权的消亡应该不会太
久！地球是供人类生存的空间，
而不是让邪恶逞凶的乐园！◎（石
音）

引发三退大潮
引发
到2022年2月28日截止
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

392,090,009

动态网可透过国外信箱发邮件给 d_ip@dongtaiwang.com 来取得 , 动态网可透过 Skype 加入 dongtaiwang-ip.go 为好友来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