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 圣经 启示录 是一部伟大的

预言 预言了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和将要

发生的大事 然而长期以来 人们对 启

示录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误解甚多

比如 人们普遍一直误认为圣经 启示录

中描述的焦点是在中东 而当前真正影响

人类未来的大事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本文对 启示录 进行一些探讨 起抛砖

引玉的作用 希望能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

人民的重视 对中国正在发生的许多事能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清醒地看到整个人类

面临问题的严重性 把握好自己 为自己

和本国人民造福   

赤龙是共产党  
启示录 第十二章三段描述一个七头十

角的赤 (红)龙 正确破解 启示录 中预

言的一个关键是如何认识这个赤龙问题

因为

预言

中反

对上帝的兽 魔鬼

的一切权力来自于

这个赤龙 (第十三章

二段) 人们一旦对

这个赤龙认识清楚 就不难找到具有

666 数字标志的兽   

     根据 启示录 第十二章九段 赤龙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在现在流行的看法中 人们通常把赤龙仅

仅看成是魔鬼撒旦的象征 其实 启示录

中的赤龙不仅代表魔鬼撒旦 而且有明确

所指 那就是共产党 目前修炼界有真功

夫的人都已经知道 中国共产党在天上

的最低空间中以红色恶龙为表现形式

而在人这个空间 人们也都看到了 长期

以来 各国共产党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

他们最喜欢用的颜色都是大红色 包括他

们残暴的嗜血本性也是血红色的 这些现

象很难证明只是巧合   

    另外 启示录 中的确提到过东方

第十六章十二段 中国不是唯一符合

这个条件的国家 但确定这个赤龙是共产

党后 就不难看到 启示录 预言的焦点

在中国 而不是中东  

更多真相请通过国外代理访问法轮大法网站  http://minghui.ca  http://zhengjian.org  http://fgmtv.org   

世界法轮大法电台频率  

北京时间早上6 7点15.67 15.68 15.69  

15.70 12.12 12.13 12.14 12.15  

13.575 13.58 13.585 13.59MHZ  

北京时间每晚10 11点9.35 9.37 9.38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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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 衡量着一

切生命 善恶有报乃宇宙真理 为

了您生命的永远请来了解法轮功

真相 您也许还不会修炼 但请把

真善忍 记在心里 做个真正的

好人  

世界各民族修炼法轮功者日众  

图为在韩国的修炼者 

圣经 启示录 预言的 

大事件已在发生之中 

明慧网 大法弟子张方良 男 47

岁 重庆市荣昌县广顺镇人 曾任职

荣昌县副县长 为官清

廉 2001 年 10 月 他因

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

抓捕 于2002年 7月 9日被迫

害致死   

作为一名修真善忍的大法弟

子 张方良在任副县长期间清正廉洁 他

不收红包 在外吃饭自己掏钱 不揩公家

油的事迹在荣昌县干部群众中有口皆碑

这在现在的中国大陆是非常罕见的   

2001年10月张方良在铜粱县开会出差 利

用工作之余出去散发有关 法轮功 真相

资料而被抓 后来荣昌县有关部门查抄张

方良家时 发现张方良家只有几千元的存

款 又一次证明了张方良的清廉为官 当

地老百姓都说张方良是好人 是清官 被

抓后的张方良历经看守所 重庆市洗脑班

等地的迫害 由于他坚修真善忍大法的心

不动摇 最后被劫持到西山坪劳教所 不

到半年就被活活迫害致死 2002 年 7 月初

张方良的遗体被送回荣昌火化 据当地现

场有看见的群众讲 张方良瘦得不象样  

    迄今为止 至少有 449 名大法修

炼者被迫害致死 情形惨烈 数以万

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 劳教 判刑

及送精神病院 真是千古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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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弟子词 水调歌头  

    大法传浊世 幸运已无

言 圣象万古久盼 良机一线

牵 漫漫长眠难醒 厚厚掩埋

本善 归路邪恶拦 造业深如

海 身处断崖前   

    随天意 明恶善 系佛

缘 不能再误 时过犹似棋一

盘 天有神佛慈祥 地有妖魔

狰狞 一念定华山 行善不

需问 天理法无边  

 长春市公安局 

 劫持大法弟子近千人 
        7月25日长春市公安局第三

看守所劫持大法弟子近千人 现

有400多名大法弟子为抗议邪恶

迫害 集体炼功并绝食 警察每天

强行灌食并施加酷刑  

马三家集中营仍劫持 

着一千多名女大法弟子 
    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之生存

自由 信仰自由究竟何在  

临淄惊现 六月飞雪  

    7 月 29 日下午 山东淄博市

临淄城区从 15 15 到 15 20 不

少市民在临淄化工商城附近看到

天上飘下了 雪花 据反映 有

数十人见证到了这一 六月飞

雪 的奇景 中新网济南 8月 1

日曾作报道  

天下有识之士  
    生逢伟大时代 切莫让佛
法的机缘擦身而过 更莫做那
迫害天法的罪恶之徒呀  

在 旧约全书 的丹氏 (Daniel) 预言中也讲到 兽用嘴不停地

亵渎神 这些在告诉今天的人们 最后的战斗 并不是人们熟

悉的军事冲突 而是一场争取人们心灵归属的正邪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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