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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背图 是中国历史

上著名的预言书 前三十

二象按历史事件的时间顺

序排列 准确程度达百分

之百 因此 历代皇帝都把

其列为禁书 是怕因谣言

四传 人心浮动 危及政

权 更有人将 推背图 中

对明朝以后历史事件预言

的诸象顺序打乱 使后人

难以译解 然而第五十九

六十象是公认的最后两

象 因为是最后两象 寓意

深远 与今天的每个人都

有重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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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戍 (土有心)含

一 志 字 泽山咸卦  

谶曰 无城无府 无尔无我  

解 不讲形式 不是宗教

教人要无私无我 先他后

我 这一句指李洪志先生

洪传宇宙真理 真 善

忍 大法   

天下一家 治臻大化  

解 不分国籍 大法度唐

人 并教化全人类   

颂曰   

一人为大世界福 (德被世

界 福泽全球) 

手执签筒拔去竹 (教人去

执著 同化宇宙特性) 

红黄黑白不分明 (有教无

类 不分人种) 

东南西北尽和睦 (善解乱

世恩怨 世界大同)  

解 这一象指大法洪传无

疑 预见到大法是不同于

过去宗教的正法 没有任

何形式 却能使人修出

无私无我 先他后我的

正觉 (摘自

法轮佛法--

精 进 要 旨

佛性无漏 )

大法 终将在全世界洪

传 可解决尘世一切矛盾

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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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者日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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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可能觉得表面

文字很明白 却不明何意

其实所有的预言都讲到现

在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

期 如周易推出的阴阳反

背 含物极必反 大变动的

意思 玛雅预言 和北美洲

印地安人也都认为现在是

清理 净化时期 不好的事

物和人将被淘汰掉 然后

新的历史才会开始 由于

是天机之天机 过去任何

预言都不敢说的太明 而

现在已到了非讲不行的时

候了 其实当初作预言的

时候 也就是要在今天才

讲出来   

    现在是旧的人类历史

已结束 新的历史即将开

始的过渡时期 由于人类

社会道德水准的败坏 到

今天已经完全背离了宇宙

特性 真 善 忍 法轮

大法把宇宙的真理告诉了

人 使上亿的人身心得以

净化 道德得以升华 是在

新旧宇宙交替时期救度世

人的正法正道 但是 一

阴一阳 有好的就有坏

的 这是旧宇宙相生相克

的理 大法的洪传 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磨难 教人

真 善 忍 做好人 又

能净化身体的正法却遭到

了恶人的诽谤与迫害 表

面上迫害的是大法弟子

实际上是在害所有的人

正如诗中所言 终者日

终 始者自始 用白话讲

就是该被历史淘汰的终将

被淘汰 该进入未来的也

一定能进入未来 但是谁

要 终 谁将 始 诗

中说的 茫茫天数此中

求 世道兴衰不自由 其实

就是回答 社会的兴衰 不

是人们的一厢情愿 社会

以及每个个人的未来 其

实只有那些符合宇宙规律

的安排方可成立的 就象

人们常说 违反自然规律

做事 必将受到自然的惩

罚 但是人们却不知道那

自然规律的根本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都觉得

在历史与命运面前十分无

奈的原因 而在历史的今

天 开天辟地头一次告诉

了人 真 善 忍 是宇宙

至理 那么预言中所讲的

终将被历史淘汰的 正是

那些诬陷 迫害和仇视大

法的败类 可怜可悲的是

许多人被谎言蒙蔽 在无

知地助纣为孽 历史安排

在今天将预言解出 为的

是及时地挽救被谎言蒙蔽

的人们 同时警告恶人 切

莫继续行恶 或可得一线

机会   

   古人将这些预言留

与今天 正是为告诫世人

珍惜自己 善待大法 作

始者自始 之人 莫作

终者日终 之辈呀  

 

 

最后两象 寓意深远 与今天的每个人都有重大关系   

唐朝 推背图  

大陆弟子狱中诗 自勉 
明慧网 身陷囹圄中 

神游天体外 

寂寞淘浊沙 

心净出纯金 

正与邪的交锋

最激烈时也是最

寂静 看似平

常的事物中可能

蕴含着伟大的力

量  

发生在您身边的感人故事  

回归的旅程 
网上免费下载 书籍2.6M  

http://pkg2.minghui.org/
dafa_baozhang/journey-of-return/

hgdlc-chm.zip 

 一个大陆大学生的  

   我是一个普普

通通的大学生 是

一个研究哲学的

人 自从电视 报纸上对法轮功开始

报道攻击时 我完全听信了报道 真

认为那像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

误认为报道者的说法是对的 可是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了解法轮功真

相 接触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和阅读

大法书籍 才知道大法确实是难得

的修炼大道 真是人类前所未闻的

天机 电视台 报纸只是为少数当权

者服务 完全是在捏造 诬蔑 诽谤

栽赃 陷害 我现在完全觉醒了 并

开始后悔我曾经的无知和盲目 听

信反面宣传的谣言 诽谤过大法 我

对过去的罪过表示深深的忏悔 我

要加倍弥补 并走入修炼者的行列

我相信慈悲的师父一定会救度我    

    同时奉劝那些仍执迷不悟的相

信电视 报纸的人们 我们已被谣言

送到悬崖边上了 前面是万丈深渊

呀 赶快悬崖勒马 排除头脑中被

电视 报纸灌进的谣言吧 重新做

人 把真 善 忍大法记在心中 解

救自己 正面认识法轮功 用自己的

良心忏悔吧 自己的生命被那欺世

的谎言迫害所断送 值得吗 宁可

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才是值得的         

忏 悔 

左  

篆刻  

人间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