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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日，李洪志师父在明慧网和海外媒体上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首次

向世界众生揭示宇宙与人类的天机。全文如下：

李洪志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

首先借中国新年之时向大家问好！

过年本应讲几句大家喜欢听的年话，但我

看到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人类。为此众神、佛

要求我向世界众生说几句神要说的话，句句天

机，为的是叫人知道真相，再给人得救的机会。

为什么会有人类，宇宙从生成到末后要经

过漫长的成、住、坏、灭四个阶段的过程。宇

宙一旦到了最后“灭”的过程中的末后，天体

中的一切，包括我们生存的宇宙就将在一瞬间

解体无存！一切生命尽灭！

人死只是表面的身体败坏老化，而人的元

神（真正自我没有死去）会在下一世中转生。

宇宙有成、住、坏、灭，人有生、老、病、死，

这是宇宙的规律，神也会有此过程，只是漫长，

更大的神会更漫长。他们的生死没有痛苦，而

且过程都是清醒的，就象换件外衣一样。也就

是说生命一般情况下不会死亡。如果宇宙、天

体在成、住、坏、灭的最后阶段解体了，生命

也不存在转生了，一切生命与物体皆无存，化

为尘埃，一切归空。目前人世间正在经历成、住、

坏、灭的“灭”的最后过程。末后的一切都会

变的不好了，所以才会灭，因此目前的社会才

会这么乱。人无善念，乱性，心理变态，毒品

泛滥，不信神等乱象丛生，这是天体末后的必

然，就是到这时候了！

创世主珍惜众神与众多善良美好的生命和

天体中那些美好的造化，因此在“坏”的初期，

就带领一些神来到天体的最外层（统称法界外）

无神之地，造了地球。地球无法独立存在，必

须有相应的天体结构形成一个生命与生物的循

环体系才能存在。为此，创世主在地球之外造

了一个大的范围，众神叫“三界”。不到末

后救度时，无论多高的神，无创世主同意，不

得随意出入三界。三界范围内有三大界，地上

众生包括人类这层叫“欲界”；在欲界之上是

第二界为“色界”；再上一层是第三界为“无

色界”。一界比一界高而美好，但都无法与法

界与法界之上的众天国相比。人类通常所说的

天，其实是色界与无色界三界内的天。因为每

一界都有十层天，三界内共有三十三层天加三

界本身。人在欲界，这是最低层，环境也最恶

劣。人生苦短，最可怕的是人世无正理，在宇

宙中人的理是反的（除神对人讲的法理外）。

如：胜者为王、兵争天下、强者为英雄等等，

在神眼中都不是正理，都是杀来抢来的。宇宙

与神不会这样，可是在人这却是必须的，是可

行的，这是人界的理，与宇宙的理对照是“反

理”，所以要回天就得按正理“修”才行。

有的人比别人过的好点，就觉得很好了，那是

人在此界人与人比，其实都在宇宙的垃圾堆里

生存而已。三界建在天体宇宙的最外层，这里

是分子、原子等最低、最粗、最脏的粒子组成

的。在神的眼里，这就是宇宙的垃圾排放之处。

因此神把分子这一层粒子视为泥土，是最低层

的地方，这也是宗教中所说的“上帝用泥土造

了人”的原意，其实就是用分子构成的这一层

物质造了人。

众神造人是创世主的指派，叫不同的神照

着自己的样子造不同形貌的人，所以有白种人，

有黄种人，有黑种人等种族，这只是外形不同，

内在的生命是创世主给的，所以都有共同的价

值观。创世主叫神造人的目地是末后救度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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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包括众神时所用。

那么为什么创世主要叫众神在这么低劣的

环境造人类呢？因为这里是宇宙的最低层，是

最苦的地方，苦才能修炼，苦才能消罪业。在

苦中人还能保持善良，还知感恩，做一个好人，

这就是在提高自己。而且救度是从下而上的过

程，必须从最低处开始。生命在这里活的苦，

人与人也会有利益的冲突，自然环境的恶劣，

人为生存要劳思劳力等等等等，都能给生命提

供提高、消业的机会。苦能消罪业是一定的，

痛苦与矛盾中，人还能保持善良就会积功德，

从而生命得到提升。

到了近代创世主要用人体救度宇宙众生

时，人体中原有的生命多数由“神”转生为人

所替代。因为人体可以在苦中消罪业，同时在

无正理中，能坚守神说的正理，又能保持善良

就会得到生命的提高。末后已到，三界天门已

开，创世主已在选择这种人救度。

天体宇宙在成住坏的过程中一切都不纯净

了，都不如初成时好了，才会走向“灭”的。

也就是说天体中的一切都坏了，众生都不象初

始时那么好了，生命也都不纯净了，都有罪业

了，所以才会灭的。宗教中把这种罪叫“原罪”。

为了挽救天宇，创世主叫众神、众主下世在此

环境中当人，吃苦、提高、消罪，重新塑造自己，

从而再回天堂。（因为创世主救人的同时也在

重新造宇宙）新天宇是绝对纯净美好的，在艰

苦环境中人能保持善念，面对现代观念的冲击，

人能坚持传统观念，在无神论、進化论的冲击

中，还能信神，这样的人就达到得救回天国的

目地。一切乱象都是神在最后安排的，目地是

考验众生能否得救度，同时苦也能在这过程中

消罪业，一切为救人回天国世界而为之。

那么也就是说，人生在世不是为了什么社

会成就。人生奋斗、拼搏，不择手段的获取，

这只能把人变坏。下世当人是为了消罪业，以

修好自己为目地的。人来世是为了得救，是为

了等创世主救回天国世界才来当人的，等待中

生生世世都在积累功德，这也是人轮回转生的

目地，乱世是为了成就众生。然而也有一些人

面对困难求神帮助时，没有得到满足而开始恨

神，从而走向反神的地步，甚至入魔道造下新

的罪业。此等人赶快走回来，向神乞求宽恕，

回头是岸。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

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的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

一生、下一世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

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福德多，

下一世就可能用福德换来高官厚禄，也可能换

来各种钱财福分等，包括家庭是否幸福，甚至

子女如何。这就是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当大

官，有人无家可归的根本原因，不是共产邪党

所宣传的均贫富的那一套魔鬼的说词。宇宙是

公平的，生命做的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

还，今生不还下生还，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

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天、地、

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

对哪些生命不好。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

无福的根本原因。

得与失的表现，在现实中看上去就如社会

的正常表现一样，根本上是生命自己造成的前

因后果。但是有与没有、得与失，在人类社会

的表现上是符合人类社会状况的，所以人生在

世无论你的生活贫富，一定要做好事，不做坏

事，保持善良，敬天敬神，乐于助人。这样就

会积下福德，来世就会有福报。在中国过去的

老人们经常讲，今生苦点不要怨天怨地，多做

点好事多积点德，下一世就好了，也就是说上

一辈子没干好事，没积福德，你求神来帮助也

没用。宇宙有宇宙的法则，神也得遵照。神干

了不该干的，神也会受到责罚。不是人想的那

么简单，你想要什么神就得给你办到？条件是

你必须有前世积下的福德，用福德来换取！因

为这是宇宙的法理所决定的。但从根上来讲，

这不是积福德的根本目地。人生在世多积福德，

为的是用来积累铺垫自己回天之路才是最关键

的，而不是为换取人生的一时一世的幸福！

师 李洪志

壬寅年腊月廿九日

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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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妈妈的故事：                                      
不信鬼神的地下党  亲身体验修炼超常

孙弘出生在一个笃信无神论的家庭。她的

妈妈曾在 1936 年加入中共，孙妈妈当时刚满

18岁，在江苏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

孙妈妈那时不信鬼神，当年曾常常在半夜

里孤身穿越阴森森的坟地，为地下党传递资料。

在日本侵华以后，孙妈妈与地下党组织失去联

系，离开了共产党。但是无神论对她的影响，

一直延续到她 76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为止。

1994 年，已开始修炼的孙弘向妈妈介绍

了法轮功。那个时候孙妈妈疾病缠身，包括冠

心病、高度近视加白内障、听力严重下降、胃

病、坐骨神经痛等。

当孙弘给妈妈念了一遍《法轮功》一书后，

没想到孙妈妈听完马上就说：“说得真好啊！” 

孙弘问妈妈：“那你炼不炼呀？”孙妈妈毫不

犹豫地说：“炼！”从此，孙妈妈以 76岁的

高龄走入了大法修炼。

在炼第二套功法时，孙妈妈的天目就开了，

看到了许多另外空间美妙的景象。法轮大法给

孙妈妈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她每天一大早起来

炼完功后，就是专心地拜读《转法轮》（法轮

功指导修炼的主要书籍），经常读着读着就会

心地笑了，那种心灵的喜乐和自在只有真正读

懂的人才会有。

在孙妈妈修炼 10年中，所有慢性病一次

都没犯过。2004 年孙妈妈 86岁时，在毫无痛

苦中无疾而终 ,并有了一个美好的生命归宿。

■ 女儿孙弘的故事：                                   
被医生断言短命  如今高寿健康

受母亲影响孙弘也从小笃信无神论。她从

小体弱多病，22岁时医生曾说她活不到40岁。

孙弘患有肺气肿、痛胸、肺心病、支气管扩张

等重症，还患有慢性肝炎、肠炎、关节炎、膀

胱炎、失眠、便秘等多种疾病。同事们都在背

后叫她“半条命”，她随时随地都可能倒下去。

1994 年 6 月，看见亲戚们修炼法轮功的

巨大变化后，孙弘也开始走入修炼。修炼法轮

功 1个月左右，孙弘的体重就增加了 8斤。身

上的疾病在不知不觉中全部消失，连最严重的

肺心病也彻底好了。孙弘从一个说话都累、瘦

得皮包骨头的人变成红光满面的健康人，不怕

严寒酷暑，不怕风吹雨打，什么都能忍受，不

忌酸甜苦辣，什么都能吃。

随着修炼孙弘越来越明白无神论鼓吹的

“看不见的就不相信”是非常不科学的。她明

白了神佛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掌握着更高科

学的更高级生命。孙弘的婆婆曾说她“活不到

老”，然而在满身病痛中艰难活到51岁的孙弘，

从52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80多岁了。

今天，孙弘怀着无比感恩的心，讲述了她

和妈妈的故事。她说：“法轮大法法力无边！

智慧无限！师尊以无限的慈悲救度着宇宙众

生。在这新年之际，我愿以我和妈妈两个原本

坚定的无神论者是如何被神救度的故事，来证

实法轮大法的伟大！”◇

昔日无神论者
今日感恩被大法救度 
她们来自笃信无神论的家庭，从没想到自己会

与修炼或佛法有什么牵连。然而在见证了法轮

大法在亲友身上出现的奇迹，尤其是在阅读了

法轮大法著作后，她们义无反顾地成了一名法

轮大法弟子。

80 岁的孙弘80 岁的孙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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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过坎坷艰辛 迎来柳暗花明

■ 人生迷茫：不堪承受的苦难

埃尔哈姆（Elham）现住加拿大多伦多，

她是来自中东的移民。从出生起，她的人生充

满了坎坷与艰辛。因此，她总是感到难过和负

面。她一直都想要知道：为什么我要活得这么

艰难，吃这么多苦？小时候，她听了祖辈讲的

神话传说，相信有更高智慧生命的存在。所以，

她反复去书店的宗教区域阅读各类书籍，寻找

真正的神和人生的意义。 

她说：“后来当生活的痛苦超出了我的承

受范围时，曾多次尝试服毒自杀。可是，每一

次我都醒了过来，身体完全恢复。我也不小心

掉到火坑里面去，导致皮肤烧伤；还在怀孕时

遭遇了严重车祸。可是我都活了下来。冥冥中

我感到有神在照看着我，不让我死去，可是我

却不知道为什么。”

在30岁出头的时候，她患上了脑瘤。“我

很高兴，因为之前一直求死不得，现在终于可

以通过疾病离开这个世界。可是，在心底深处，

我又感到失落，因为我找了那么久，都没有找

到真正的神，以及人生的意义，所以我感到很

不甘心就此死去。”她说。

■ 幸运降临：
祈祷得到回应

“我虔诚地

向神祈祷：如果您存在，能否显现给我？我找

了您一辈子，让我在死前知道答案，可以吗？”

之前，在寻找答案的时候，她从网上下载

了一本书，却从没打开看过。她打开电脑以后，

突然想要看看这本书。这是一本波斯文的《转

法轮》。她从《转法轮》的第一讲开始读。她

说，“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所以我就不停地哭。

看完书以后，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三个月后，

我可以出门去外面逛街了，也可以做家务，完

全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她说，“读了《转法轮》以后，我太开心

了，我想要活下去。因为我知道了我的身体和

生命有多么珍贵，也想要珍惜修炼的机会。所

以我去了医院，想要积极治疗癌症。我到了当

地最好的医院。做了检查以后，我问医生：我

还能活多久？医生告诉我，我是一个健康的人，

没有癌症。”她想起自己还有甲状腺癌，便摸

了摸自己的脖子，发现本来长了肿瘤的地方什

么都没有了。

回家的路上，她突然想起《转法轮》里面

说，“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

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

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那一瞬间，她

突然明白了，师父给了她新的生命，让她能够

修炼。她选择去原谅那些伤害过她的人，好好

生活下去。

“我想要感谢慈悲的师父回应我的祈祷，

向我展现真理，带我走上正道，并赋予了我新

生。我想要做一个精进的修炼人，改正自己的

不足。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

在她生命中的某一天，如同黑暗中出现一缕阳光、垂死的病体遇

到解药，迷茫的旅程中找到了方向一样——她遇到了法轮大法。

从此，她的人生变了样。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以“真、
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功
法，祛病健身效果神奇。1998 年，
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
当地医学专家，针对逾万民众总共
组织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
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
高达 97.9%。 

埃尔哈姆（Elham）埃尔哈姆（El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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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者：遭恶报肝癌住院

那是 2009 年 9月 12日，我得知区公安局

国保大队长王某某遭了恶报，得了肝癌，住在

人民医院。

说起王某某，我早在 2007 年就认识了，

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他抄过我的家，抢了

我家的电脑、汽车和两万多元现金，抢了我大

儿子的医生证，使我大儿子至今无法行医。我

曾 3次和他面对面讲法轮功真相，想唤醒他的

良知，从而挽救他，最长一次和他讲了约 2小

时，我告诉他，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一言一

行承担或好、或坏的后果；无神论是最大的谎

言，善恶有报是绝对的天理。我的话有理有据，

情真意切。但他不信，一意孤行。

■ 被迫害者：冒风险去医院看望救人

现在他遭了恶报，我决定冒着被抓的风险，

亲自去医院看望他，真心想救他，告诉他趁着

一息尚存，赶快向神佛忏悔认罪，并诚心念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也许还有希望。

第二天，我一进病房，王某某看到后，眼

泪流了出来。我走到他跟前说：“我来看你！”

他一边止不住地流着悔恨的眼泪，一边说：“晚

了，晚了，我不行了。”这时旁边的一个便衣

大声喊：“你是谁，叫什么名字，赶快走开！”

我看他那副凶相，就不卑不亢地告诉了他我的

名字，然后遗憾地走出病房。

■ 法轮功学员唯一目的：劝善救人

第三天上午，9个警察来我家把我绑架到

派出所。在派出所的办公室，三个警察沉默着

面对我坐着，一个拿着微型录像机，我问：“我

去看看王某某，犯了什么法？”其中一个大个

子警察问道：“你去看王某某干什么？”我平

静地说：“我想去救他。”大个子用嘲笑的口

气说：“嘿——你去救他，医生都没办法。”

我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是的，但伟大的佛法

无所不能！可惜，我被你们阻拦，没来得及告

诉他如何自救。” 

现场的气氛再次陷入了沉静。我说：“善

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时大个子忽地站了起

来指着我，大声说：“你在咒骂我！”我平静

回应：“不是我咒骂你，我说的是真理、是天

理。你没有犯罪，如果我咒骂你，我要遭恶报；

如果你犯了罪，不需要我咒骂你，上天自然会

惩罚你。”一时间又陷入了沉静。

我继续说：“善恶有报是天理，谁也逃不

脱。”这时那个拿录像机的说：“我在给你录

像呀！”我回应说：“我知道，谢谢！”接着

我继续把王某某为何遭恶报的事从法律的角度

上说了自己的看法（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

中共胁迫警察执法犯法作恶），并希望在场的

警察从中吸取教训，为了自己的未来和自己的

家人，不要象王某某那样，我希望他们全面了

解法轮功真相，看一看《九评共产党》，希望

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说到这里，大个子突然很客气地说：“你

走吧！我送你回家。” 

后来区公安局很多人都看了全程录像，有

一个姓朱的问我为什么讲得那么好。我告诉他

我讲的是大实话，是真相，没有半句虚假。◇

佛法慈悲：我真心想救他……

截至 2023 年 1 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4.07 亿。
破网登录“三退”网址：https://santui.tuidang.org，真心退出用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醒世恒言》云：“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告诫人们：

为善或为恶，终究会有报。法轮功学员舍命讲真相，就是为了让人分

清善恶，不要跟着共产党作恶遭恶报。



【明慧网】疫苗是个争论性很大的问题，

很多人说它既能减少染疫、防止重症，同时又

不是完全有效，还有不明的副作用。好处与坏

处，哪一个更大，是许多人在争论的一个焦点。

也有很多人不参与争论，但却在观察身边的事

实。有位大学毕业一年多的西人女生说，我家

只有我妈妈打了疫苗，结果也只有她感染了新

冠，发烧，身体疼痛，在家休息；后来她把病

毒传染给了我的父亲；而我，没打疫苗，也没

被传染。

今冬殡仪馆里忙碌得超乎想像，微信群里

讣告不断……，但到底死了多少人，有人在乎

吗？

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中国大陆现在是“一

个国家，两个世界”，即：如果眼睛在医院，

会觉得疫情严重得不得了；如果在大街上，发

现车水马龙，人头攒动。

共产党想的是，让老百姓自生自灭两三个

月，就算死亡上亿人，也对社会没有什么人人

惊心的震荡，所以很多大陆人现在很乐观。

然而，这些恰好是中共设置的迷障，和给

中国人多年洗脑的成效。在人命问题上，中国

人的眼睛重点得放在看家人、看亲友和身边熟

识的人，因为比看电视、看路人更容易得到货

真价实的信息。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国人口多，死一个小百分比的“路人”，

人眼很难看出来。例如，“公私合营”和“土

改”，死了多少业主和乡绅，几十年过去了，

很多人仍浑然不觉。“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

死了几千万人，北京街头看不出来。“文革”

死了多少“臭老九”、“走资派”、“叛徒”、

“反革命”，报纸上看不出来。2003 年，萨

斯让中国死了多少人，多少官员在高压下瞒报

死亡数据，上海街头看不出来。江泽民下令放

开手活摘器官，杀死了多少法轮功修炼者，老

百姓浑然不觉，直到自家的孩子失踪了，才开

始拼命打听。

又如，“文革”后多少出尽风头的肇事者

被拉去边疆枪毙，世人浑然不觉，因为大街上

多一个陌生人少一个陌生人没人在意；政府机

关的办公楼里，当权者走了一波又来一批，走

的那波如何了结的，事不关己，人们不会过多

地去在意。

再说眼前的大瘟疫，死了多少人，死因是

什么，从死亡证书上看不出来，甚至连很多死

者的家属都觉得死了也正常、死了就死了，火

化、销掉户口，活人的日子继续过。

对整个中国来说，中共搞运动整死几千万

人，都是全国人口的一个小百分比；死多少人，

剩下的人都是大百分比。中共百年历史，每一

个残酷无情的非正常死亡率，都未改变“中国

是人口大国”的事实。陌生人的生死，民众无

法知晓真正的信息，知晓了也做不了什么，时

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成了中共洗脑的“驯服羔

羊”、“忠实受众”。人的命，连个数字都不

是，最后连国人自己都默认了。

中国古老的智慧，认为瘟疫是社会整体的

业力太大所致，瘟神不误伤无辜，也不会漏过

谁。疫苗和死亡的真相，众人有着难以排除的

心结和迷障，因为科学有很多局限，商家有很

多利益，中共有很多谎言……

疫情中的迷障，是中国人百年迷障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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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迷障的延续
疫情之谜 文 / 一言

▲ 疫情死亡人数众多，注销户口也排队。通知显示：
今天注销户口已满号，请明天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