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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镜

文／孙思贤

　　⼀一九九九年年七⽉月⼆二⼗十⽇日，

中共发动了了对法轮功的全⾯面迫

害，其中充当迫害中先导作⽤用

的谣⾔言之⼀一就是说法轮功不不叫

⼈人吃药，死了了⼀一千四百多⼈人。

并且利利⽤用各级媒体，把只要和

法轮功沾过边的有病⼈人都拉来

凑数，还在医院⾥里里搜罗重病⼈人，

只要病⼈人说⾃自⼰己是练法轮功得

的病，交换条件就是报销医药

费。在这样的情况下，拼凑了了

⼀一部份所谓有名有姓的例例⼦子来

抹⿊黑法轮功，不不但歪曲事实，

⽽而且直接毒害了了很⼤大⼀一部份对

法轮功并不不完全了了解的⼈人。

　　1998年年，为配合国家体委

对各⽓气功功派的调查和申报⼯工

作，在北北京市，武汉市，⼤大连

地区，⼴广东省及其它地区均由

当地医学专家⼩小组对当地法轮

功学员进⾏行行表格抽样调查，重

点收集了了各地学员修炼前后疾

病变化情况，上述调查发现被

调查者的⼼心理理状况和精神状况

得到极⼤大改善，北北京市和⼴广东

省的报告显示有86.5%的学员

认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后⼼心性

变好，道德回升，⼼心理理得到了了

彻底的⾃自我调节和提⾼高。特别

是北北京万⼈人报告并对修炼前健

康的学员进⾏行行了了调查，结果显

示57.9%的学员在身体状况上

改善，88.4%的学员在⼼心理理精

神状况上得到改善。调查也发

现平均每位学员每年年节约医药

费2600元以上，可⻅见其经济效

益也⼗十分可观，利利国利利⺠民。

　　⼀一家美国权威性刊物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1999

年年2⽉月刊登的⽂文章谈到，⼀一位

⾼高层官员说：“ 法轮功和其他⽓气

功可以使每⼈人每年年节省医药费

1000元。如果炼功⼈人是⼀一亿，

就可以节省⼀一千亿元。朱镕基

对此⾮非常⾼高兴。国家可以更更好

地使⽤用这笔钱”。

　　在迫害开始，中共的⼝口径

⻢马上来了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

弯，⽐比如中央电视台曾播出了了

⼀一个所谓“ 罗锅事件”，此⼈人

名叫张海海⻘青，因患脊椎炎到北北

京协和医院看病，他妻⼦子说当

时在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

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了⼀一个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和当时排

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

不不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

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看病着

急，张海海⻘青就胡说⾃自⼰己是炼法

轮功炼成了了罗锅，并且按记者

写好的台词说了了些不不好的话。

结果是先挂了了号，但药费没有

减半。连张海海⻘青的妻⼦子也说中

央电视台尽骗⼈人，药费都是⾃自

⼰己花的。

　　成都市⼀一⽼老老⼈人得了了病，住

在四川某医院，⼀一记者模样的

⼈人对⽼老老⼈人讲：“ 你就说你是练法

轮功练出来的病，医院就不不停

你的药，你的医疗费也有地⽅方

报销了了。”⽼老老⼈人断然拒绝了了。当

晚，他竟能独⾃自下床⾏行行⾛走。他

⼜又惊⼜又喜，对亲友及病房的⼈人

讲：是不不是法轮功的师⽗父管我

了了？！⼤大家都觉得不不可思议。

　　法轮功在中国⼤大地弘传的

26年年中，其祛病健身的奇效

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中共抛

出这个法轮功不不叫⼈人吃药的谎

⾔言，要抹⿊黑法轮功，让⼈人们觉

得法轮功讲的不不合道理理，会给

⼈人带来⽣生命危险，从⽽而让⼈人们

对法轮功产⽣生偏⻅见甚⾄至仇恨，

从⽽而认同中共的所谓“ 取缔”

的合理理。这个谎⾔言为中共的全

⾯面迫害提供了了精神层⾯面的⼀一根

打⼈人的棍⼦子，把中共利利⽤用政治

⼿手段抹⿊黑法轮功合情合理理化。 

「不让吃药」是精心炮制的政治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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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主为了了最后救度众

⽣生，在中国亲⾃自奠定了了通天的

中华传统⽂文化，系统安排了了传

统⽂文化各个领域的通天（神）

因素。破坏这样的⽂文化，也就

切断了了⼈人和神之间的联系。当

今中国⼈人的“ ⽂文化” 与祖辈传

统已经⼤大相径庭。邪灵把中华

传统⽂文化整个偷换为⽆无神论的

思想体系，使⼈人的⽂文化失去了了

根，传统价值不不复存在，与神

相通的因素被破坏。毁灭这样

的⽂文化，就能直接毁了了⼈人。

　　本书已经向读者揭示了了共

产红魔在物质层⾯面上对⼈人的

“ 杀” 、在思想层⾯面上对⼈人的

“ 骗” 。这⼀一章将揭示共产党

在超出⼈人能看⻅见的更更⼤大范围，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和

毁灭。

1. 偷天换日，篡上神位

1）中共篡上神位

　　神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了

⼈人，因此每个⼈人都有神性，具

体表现在⼈人有求真、向善之⼼心，

有⽣生命升华的需要，有返回天

国家园的渴望。与此对应，每

个⽂文化在其结构中都有⼀一个⾄至 

⾼高⽆无上的位置，有的⺠民族称之 

为“ 道”，有的⺠民族称之为“ 神”。 

我们称这个位置为“ 神位”。

　　共产党在⼈人间篡夺政权

后，⽤用暴暴⼒力力毁灭了了中华⽂文物。

但是，中华⽂文化中的神位，不不

仅是神奠定⽂文化时建⽴立的结

构，也是神造⼈人时赋予⼈人的内

涵。这种通天的安排要拿掉⾮非

常不不容易易。在共产党⻓长时期

“ 排神” 的运作中，由恨和宇

宙中败坏物质集合成的邪恶灵

体，或⽈曰“ 共产邪灵” ，偷偷

附上了了⼈人⼼心中和中华⽂文化结构

中被劫空的“ 神位” ，冠冕堂

皇地冒充起“ 正神”来。

　　在这个“ 神位” 上，共产

党成了了“ 真理理”和“ 道德”的制

定者。它推⾏行行⽆无神论，强制⼈人

们忘掉⾃自⼰己的神，让⼈人们认为

⾃自⼰己没有根，就是这⼀一⽣生这⼀一

世，死后⼀一了了百了了。共产党让

⼈人不不把⾃自⼰己轮回转世的⽣生命当

作真正的⽣生命，不不承认和神的

渊源关系。在神还没有放弃⼈人

的时候，共产党就强迫、诱骗

⼈人先排斥神，⼈人类因此被推向

了了毁灭的边缘。这个天⼤大的阴

谋，邪恶⾄至极。

　　共产党宣扬“ ⽆无神论”，不不 

仅要否定⼈人的⽣生命来源于神，

还有⼀一层含义，是掩盖它⾃自⼰己

不不是神⽽而是“ 邪灵” 的真实本

质。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

　　第⼀一，⼈人如果相信有神，

就相信有魔。在任何⼀一个宗教

中“ 上帝—撒旦” 和“ 佛—魔”

都是对⽐比着出现的，因为神度

⼈人的时候必然会告诉⼈人：⼈人会

在信仰中遭到磨难，这些磨

难很多都是魔的诱惑。因此共

产党就告诉⼈人“ 没有神”，这

样也就等于告诉⼈人“ 没有魔”，

从⽽而掩盖了了它是魔的真相。

　　第⼆二，当⼈人不不相信有神的

时候，⼈人就放弃了了神的拯救。这 

样，即使神要救⼈人，⼈人也不不接

受，神最终被迫放弃⼈人。这时

候⼈人⾃自然就落到了了魔的掌中。

　　⽂文⾰革后，中国⼈人在反思历

史中，也认识到中共党魁被捧

上了了神坛。这是⾮非常表⾯面的认

识——党为什什么能把党魁捧上

“ 神坛” ？这个现象的实质是：

共产邪灵篡夺了了中华⽂文化中、

中国⼈人⼼心中原本属于神的位

置。

　　世上遭受⽆无数痛苦的⺠民

族，⽆无⼀一不不是因为过早地背离

了了⾃自⼰己的神。没有神的护佑，

苦难如影相随，前途⼀一⽚片⿊黑暗。

　　⼀一个⼈人被邪灵附体，痛苦

⾄至极；⼀一个国家被邪灵附体，

国家的主宰在邪灵⼿手中，⺠民族

的⼤大脑被邪灵掌控，这个⺠民族

必定万劫不不复。就连邪党的党

魁们也逃不不脱和其他⼈人⼀一样悲

惨的结局。因此认清邪灵、抛

弃邪灵是⼈人类的共同使命。

2）毁灭通天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从其发端就蕴含

通天的真机，为将来得救的世

⼈人能够明了了神的开示做了了周全

安排。“ 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

观法于地⋯⋯”《帝王世纪》如

是记载伏羲⽒氏创制书契（上古

⽂文字）和⼋八卦。五千年年历朝历

代，神带领中华⺠民族不不断充实

了了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博⼤大

精深，充分体现了了神的眷顾和

护佑。

　　⼈人是神的⼦子⺠民，神的造

化。⼀一⽅方⾯面，⼈人的外在形体、

内赋秉性是神按照⾃自⼰己的特点

造的。⼈人伦价值来源于神，⼈人

应当修德敬天，顺天意⽽而⾏行行以

报天恩；另⼀一⽅方⾯面，⼈人体是个

⼩小宇宙，《⻩黄帝内经》中论述了了

⼈人体内以五脏为核⼼心的五⼤大系

统，通过五⾏行行和外部世界各⽅方

各⾯面的宇宙对应，即“ ⼈人之合

于天道也”。⼈人顺天道修炼可

以养⽣生，甚⾄至得道回归神的天

国。这是贯穿中华⽂文明的修炼

⽂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

都是通天的，⼈人体、阴阳、五

⾏行行、⼋八卦、太极、河图、洛洛

书、中医、⽂文字、⾳音乐⋯⋯都

是和宇宙全⽅方位的构成相对应

的，⼈人称“ 全息” 。懂的⼈人就

能看懂内在的关联，其中有宇

宙范围、有天象、有阴阳、有

否泰、有善恶、魔要捣乱、恶

运降⾄至、神要救⼈人、⼈人要选择

等等。

　　共产红魔在破坏传统⽂文化

的过程中，也从⼈人身上开⼑刀，

把⼈人的⼼心灵、⽣生活、知识⼀一⼑刀

⼑刀与神切断，让⼈人糊涂迷茫，

不不愿看懂甚⾄至愿意也理理解不不了了

通天⽂文化的内涵。红魔的⽬目的

和⼿手法都是在切断⼈人和神的联

系。⼈人如果⽆无法理理解传统⽂文化

的内涵，道德标准就会丧失，

⼈人类的⾏行行为就会变异下滑，直

⾄至被淘汰，这就是红魔达成其

终极⽬目的的⽅方式。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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