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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述評

蒙鸠营巢的启示——如何自救？
荀子《劝学》里有则寓言“蒙鸠营巢”，
很短，却意味深长。
原文如下：“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
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
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
什么意思呢？说是南方有一种鸟叫蒙鸠，
它把窝搭在芦苇穗上，非常柔软精美舒适，可
大风吹来，芦苇被折断，就落得巢覆蛋碎雏
死。不是巢搭的不好，而是搭错了地方呀。
你的窝搭的再好再舒服，可一旦搭错地
方，终究免不了悲惨的下场。你把自己的身
家性命寄托在脆弱不堪的芦苇之上，哪里会
有好结果呢？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良臣
择主而事。选择一定要慎重，选择错了，就
要付出代价。
中共刚刚篡政那阵子，民国留下来了多少
大家、精英，从海外回来了多少热血男儿，
都对中共心存幻想，都想要为建设所谓新中

国出力，可在中共的专制暴政之下，最后有
哪个实现了报国之志？哪个不是落得“凄凄
惨惨戚戚”？
当然，也有明智如胡适之辈，早就洞彻了
中共的骗人害人本质，或走台湾，或远徙海
外，逃脱了中共的荼毒。
与之相呼应的，如六七十年代的逃港潮和
这几十年的出国热，不都是在主动逃离中共
的魔掌吗？
孔子讲过：“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危邦不居，乱邦莫入”。趋吉避凶乃是人
的本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叫执
拗；越是危险越向前，那是煽惑。
当然，现实是复杂的，有时候你可能感觉
不到危险，人家告诉你危险你也不相信，还
会有人骗你说一切都很美好很安全。有时，
已经很危险了，自己却觉的正是好时候。比
如今日之中国，富人权贵都在想办法逃离，

反倒是底层的老百姓很多还迷醉在中共的谎
言里，相信着什么大国崛起和太平盛世的鬼
话。
房顶漏了可以修补，根基坏了那是一定要
塌的。中共一直宣传为国为民，可事实上何曾
有一天真正为国为民，只有共产党的利益才是
至高无上的。为了共产党的利益，国土可以出
卖，人民可以荼毒，世界可以欺骗，与天地人
斗，雁过要拔毛，过河就拆桥，无原则，无底
线，无所不为，连真善忍这样最普世的价值都
要疯狂迫害。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彻头彻尾
的根里坏，没有任何改好的可能。那些逃离的
人，正是看明白了这一点。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疯狂了半个多世纪
的中共，已经是四面楚歌，穷途末路。君不
见，贵州平塘藏字石，天意昭示“中国共产
党亡”；君不见，从美洲到欧洲，从澳洲到
亚洲，举世滔滔声讨中共罪恶；君不见，三

退大潮汹涌澎湃，四亿国人觉醒，主动退出
中共党团队组织。
中共的贼船说沉就沉了，赶紧自救逃生
吧，不要再妄想任何奇迹发生。危险而不自
知固然可怕，自知危险依然不去规避，希图
侥幸，也许很快就会尝到痛悔的滋味。
如何自救？如何逃生？其实很简单，真的
不需要背井离乡，不需要远遁海外，只要认
清中共，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从心里彻底
与中共划清界限，唤醒自己真善忍的本性，
就能得到拯救，如此而已。这看似简单的背
后，是神的巨大承受，是神的无量慈悲，是
神在网开一面，神在引领人们觉醒。
请停下匆匆的脚步，静下心来听听真相，
摒弃你的偏见，放下你的成见，重新审视自
己所认识的所谓现实吧，为自己生命的未
来，做出无悔的选择！莫让蒙鸠营巢的悲剧
在自己身上重演。◎（梅归）

追溯20年前《长春》故事“是用生命换来的”
“我把《长春》的每个细节铭 春》里的受访者之一。而这部纪录 动下，我走出了恐惧。他们是我心 是加拿大角逐奥斯卡的提名影片。
记在心。”“‘305插播’是用生命 片中的主人公刘成军，在20年前曾 中真正的英雄。”
这一切的荣誉属于那些英雄。然
换来的。”魏利生10月22日晚在纽 给魏利生的生命带来重大的影响。
而，再高的奖项也无法和他们生命
“‘305 插播’是用生命换来的”
约曼哈顿Film Forum影院门口前说。 两人在狱中相识，他对那段岁月仍
的价值相比。”魏利生说。
这是他半个月以来第17次观看。
记忆犹新。
20年前“305插播事件”的参与
获加拿大提名角逐第95届奥斯
者全部被非法抓捕，并被判处最高 “《长春》揭示的真相是中共所最不
“他们是我心中真正的英雄”
卡最佳国际影片的中文动漫纪录片
20年的监禁。其中至少8人被迫害致 愿意看到的”
《长春》（Eternal Spring）在曼哈
“我最早是在劳教所认识了刘 死，参与者中只有一人逃离中国大
顿首映后，又加长了一周的放映。 成军。”魏利生回忆道，“他像大 陆。
纪录片《长春》触及了一个尖
自上周五（10月21日）开始，全美 哥 哥 一 样 ， 带 着 当 时 只 有 2 0 岁 的
魏利生说，中共政权什么都做 锐的问题，即中国人的信仰自由和
AMC连锁剧院也在47个城市的80家 我，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历程。恶警 得出来，一旦被其抓捕，就面临着 言论自由问题。
剧院公映。
逼我们唱中共歌曲，对我们进行各 生命的危险。
“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西方社会
《长春》将现代镜头与基于大雄 种迫害。我当时心里很恐惧，不敢
他回忆道，“在做插播之前，刘 有这些自由，这就是西方社会和当今
艺术灵感的3D动画相结合，追溯一 站出来反抗，害怕再遭酷刑折磨。 成军就曾经说过，这是掉脑袋的事 中国很大的区别。在中共国，你不可
个20年前发生在中国长春的电视插播 心 里 也 不 知 这 样 的 日 子 会 持 续 多 情。”“但为了长春人、为了中国民 以说真话，不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不
事件，通过目击者和知情者，讲述了 久。”
众了解法轮功真相，他们选择了挺身 可以为信仰发声，现在人们看到了在
一个前所未有的反迫害故事。
“梁振兴、刘成军他们用各种 而出。他们是真正的勇士。”
新疆、香港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类似
长 春 人 魏 利 生 是 当 年 “ 3 0 5 插 办法在狱中反迫害，他们的正义行
“这是一部制作水平高超的纪 的（遭中共打压的）情形。”
播事件”的知情人，因此成为《长 为，使邪恶有所收敛。在他们的带 录片，在澳大利亚获得至尊奖，又
魏利生表示，“让人说话是最

基本的权利。难道说真话就是参与
政治了吗？我不这样认为。法轮
功不参与政治，法轮功提倡‘真善
忍’普世价值。我个人也没有任何
政治诉求，只是想把‘305插播’的
真相告诉人们。在中共国，讲真相
要付出生命的代价。20年过去了，
中共并没有改变，直到如今迫害还
在继续着。”
“《长春》揭示的真相是中共
最不愿意看到的。”在这部纪录片
发布后，魏利生介绍，“中共在中
国封杀了大雄的所有作品。我们参
演人员的亲朋好友，也都不同程度
地受到中共的骚扰和威胁。”
目前生活在自由社会的魏利生
说，“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一定要把他们的事迹讲出来。”◎
（文／于丽丽）

从公安厅局官员落马看作恶者们的可悲结局！
大纪元2022年9月17日刊登一篇署名王友
群的文章《二十大前盘点近年清洗的公安厅
局官员》，其中公安厅局落马遭报的官员数
目之多，让人看了触目惊心！这只是中共旗
下的一个衙门的情况，中共政权坏到了一个
什么程度的缩影。由此可想而知今天的中共
已经坏到了什么程度，烂到了什么程度，无
可救药到了什么程度，中共已经病入膏肓、
犹如癌症晚期！
《二十大前盘点近年清洗的公安厅局官
员》一文中说：中共二十大前，习近平当局
一直在对公安系统进行清洗，中国大陆23个
省、5个自治区的公安厅、4个直辖市的公安
局，有一批公安厅长、副厅长、局长、副局
长，或其他厅局级官员被清洗。

文中说：
落马官员最多的是重庆市公安局（略）
四个直辖市公安局中，清洗动静最大的可
能是北京市公安局（略）
落马官员最多的是辽宁省公安厅（略）
5个自治区公安厅中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
落马官员最多（略）
受贿额数惊人：如原辽宁省公安厅长李文
喜，受贿5.46亿余元；原江苏省公安厅长王立
科，受贿4.4亿元；原辽宁省公安厅长薛恒，
受贿1.35亿元；原内蒙古公安厅长马明，受贿
1.5亿元。
所有厅、局都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
以辽宁为例。辽宁省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至2022年

3月，辽宁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599人，
排名全国第二。王大伟任辽宁省公安厅长期
间，17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排名全国
第一。
大 连 被 迫 害 致 死 的 法 轮 功 学 员 至 少 147
名，数千人被关押到戒毒所、看守所和洗脑
班；827人被非法劳教，371人被非法判刑。
作恶者们在兑现善恶有报的天理：上述
公安厅局长，或厅局级官员，在台上的时
候，都不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都不相
信“恶有恶报”。他们才敢无法无天，胆大
妄为，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导致许多无辜
的好人，被迫害致伤、致残、致疯、致死。
但是，善恶有报的天理衡量着一切。时辰一
到，这些人全遭恶报。

据明慧网显示，目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
到报应的中共各级官员已达两万余人。中国
有句古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
迟。周永康、李东生、周本顺、张越、傅政
华、孙力军等成千上万参与迫害的中共恶人
们已遭报落网。那些还未报应上身的，只是
时辰未到而已。
传说，阴曹地府有一幅写给阳间的对联：
上联云──“阳间三世，伤天害理皆由你”，
下联云──“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
横批──“你可来了”，地狱的大门无时不在
向恶人们敞开着……
奉劝那些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赶快
清醒，切莫再执迷不悟，继续做恶，毁了自
己的前程和生命的永远！◎（文／石铭）

一柄古剑的启示
这把剑，在时光中，坚忍了两
千多年，在无声与黑暗里，在重压
下，在扭曲中。曲，不等于屈。
但这无法从外观辨别。两千多
年，它就那样一动不动的弯曲着，
像驼背的老朽，像无用的废铁，像
人们眼中的垃圾。
这是近代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中
发现的，一把迷一般的古剑。一个
一百五十公斤重的将军俑，无巧不
成书的把它压弯了，弯成了四十五
度。这把剑就这样弯曲着，一年又
一年，一千年又一千年，经过多少
朝代的风风雨雨，经过多少人的生
生世世，默默等着上苍的安排。

曲，不等于屈。
是曲是屈只有天知道。即使这
把剑自己，也许只有得以舒展的那
一刻，才知道自己能否再度伸直。
在暗黑的尘埋世界里，这一刻，仿
佛永远不会到来，然而，仿佛永远
不会到来的这一刻，在冥冥的安排
下，真的到来了。
当开挖的人们小心翼翼移开上
面沉重的兵马俑，想拾起这柄弯剑
时，在移开的一刹那，这柄剑瞬间
弹直，如同埋伏两千多年苦守战机
的勇士，机缘一到，刹那间一片寒
光怒乍……
这是一柄历经两千年却不腐不
朽、曲而不屈的神奇古剑。然而命运
啊，为何您安排这把剑，要以如此坚
忍的方式，跨越千年来到现在？

前些天看一个报道时，突然想
到了这把剑，突然感受到它背后的
启示，那一刻，我泪如雨下。
那个报道是一位善良的女士，令
人尊敬的大学教师，与人为善的普通
法轮功修炼者，只因告诉人们好人被
迫害的真相，告诉人们人应该学好
的道理，就被中共以极度流氓的手
段酷刑折磨，最后无法承受而万念俱
灰。我当时真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的
愤怒，那是对毫无人性的邪恶异类无
尽的怒火，那些专以毁灭善良为目地
的东西，根本就不配在宇宙中成为生
灵，更不配被称为人。
我又生起无尽的悲恸。在那个
被邪恶蹂躏的国度，那个猖獗的
魔鬼以扭曲好人灵魂为乐的人间炼
狱，多少好人曾陷入这样或那样的
折磨，在重压下、在凌辱中被扭曲
着，以至自怨自责、自暴自弃，甚
至万念俱灰。
不屈，简简单单两个字，一放到
现实压力前，立刻变成了沉甸甸的字
眼。尤其在中国大陆，尤其当你是个
有良心、有理智、有正义感的，更
尤其你是像法轮功修炼者这样能看
透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的。当不屈
二字，要在中共邪恶变态的环境下书
写，甚至要用生命去谱就时，就更不
是随口一说这么简单了。能直而不曲
的真了不起，但现实中毕竟还有许多
人做不到，然而我们不能忘了一点：
这是迫害！这是邪恶的迫害！被迫害
下的扭曲那不是生命的真实意愿。难

道只因遭到邪恶的迫害，被扭曲了的
中国人，真的就要像邪恶期待的那样
自暴自弃，甚至陪着中共沉沦下去
吗？

不能自弃！！！
一声劲喝如从剑光中耀出，在
我沉思的心头久久回响。是啊！
这柄跨越千年锐气不减的古剑，他
也历尽了扭曲！对一柄剑来说，近
三百斤的压力何尝不是太重太重；
两千多年的扭曲更是太久太久。也
许它也曾认为自己被遗弃、被遗
忘，也许它也曾自暴自弃，甚至万
念俱灰，就像那一刻的那位女士，
就像大陆那个粪坑中的粪坑里那些
无助无奈又无力的面孔，就像在泯
灭人性的红魔苦海中苦苦挣扎的我
们——今日的炎黄子孙！
可是谁能想到，谁又能想到，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重压与扭曲后，
它终于还是一啸而直！也许它自己
也没料到吧，在漫漫长夜，当一切
仿佛全都失去，在无休的绝望里，
它所保留或许只有一念，记住自己
真实的本来，每一刻都记住自己不
是垃圾，而是尘埋下那柄紫电青霜
的利剑。就像那些在中共重压下，
无论如何内心都不放弃良知，永远
知道自己是人而不是共产垃圾的真
正的中国人！
也许，每个有灵魂的中国人，在
灵魂深处都有一把与生俱来的灵魂之
剑。无论在意气风发中，还是在无助

的泪光里，甚至在被扭曲的身形下，
谁都无法把它夺走。因为那来自华夏
的血脉，那是被华夏先祖庇护的，有
着宇宙久远印记的，除非你自己放
弃，否则谁也动不了它。
魔难，从产生那一刻起，就注定
会过去；邪恶，从出现那一刻起，就
注定要被灭尽。历尽苦难的中国人
啊，纵使经历再多扭曲，我们也真的
不能扭屈了真心。在黑暗中，在漫
漫时光里，在很难的时候，看看这柄
古剑，想想他坚忍千年的故事，无论
在他人甚至自己眼中被扭曲得如何不
堪，都要坚守你的灵魂之剑，坚信它
终将一啸而直。
也许，这就是这柄古剑这样跨
越千年来见我们的原因吧，它捎来
了祖先的口信，捎来了遥远祖先留
给遥远后代的古老启迪。
炎黄子孙不要哭！我们曾经的
深深善良足以提醒我们，我们圣洁

的灵魂来自祖先敬仰的神之国度，
而不是共产邪灵那浊臭阴沟。让我
们把心深深的活在真实中，活在善
良里，那才能为灵魂选对回家的方
向，那才能带苦海中流浪的孩子回
家。人生只是一瞬，守住自己圣洁
的灵魂，才能在生命的最终，把自
己的灵魂交还神的怀抱，而不被拖
入血魔的邪恶黑渊。
让我们一起来坚守，一起来等
待历史必然到来的那一刻吧。你
听，挖土的声音越来越近，邪恶的
重压已经在颤抖，那仿佛永远不会
到来的一刻正向你我走来。可贵的
中国人啊，奋力震开污秽的尘埋，
斩断邪恶强加的心锁吧，准备好你
的锋芒，就像那柄跨越千年的古
剑，在那一瞬，让自己毫不犹豫再
次一啸而直。
复活吧，人类圣洁的灵魂之
剑！◎（文／乾坤子）

引发三退大潮
到2022年10月31日截止
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

403,98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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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