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2期 大法洪传时代 

 □文/澳洲悉尼法轮大法弟子 

明慧网 有缘人   

    古今中外 老百姓都非常敬重真

正的修炼人 在以前 许多国王都要求

自己的一位王子出家成为修炼人 在

中国古代 一个人要是犯了王法 但他

决心改过而又发心出家成为修炼人的

话 尘世中的法律也可以对他既往不

究 泰国和缅甸有一个风俗 老百姓煮

好了饭会静等寺院里的和尚来化缘

他们会把锅里的第一口饭先给了修炼

人 全家人才开始吃饭 供养时他们都

合十鞠躬 非常虔诚 真修行者大都是

无权无势 过着清苦日子的人 那为什

么老百姓会如此敬重他们呢 我觉得

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1) 真正的修

炼者都是大觉

者 (佛 道 神)的门徒 老百姓敬重

和供养神灵 当然也会敬重和供养修

炼人   

 2) 真正的修炼者虽然现在很清苦 但

他一定有一个无比美好的将来 这个

无比美好的将来是他自己通过无比艰

苦的修炼修出来的 老百姓都知道善

恶有报的因果道理 他们善待修炼人

就是善待自己 也给自己创造一个好

的未来   

 3) 人人皆有佛性 但修炼是很苦的

不一定人人都走上修炼的道路 老百

姓从内心里佩服和敬仰修炼人   

    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亿人在修炼

法轮大法 其中绝大多数的修炼者在

中国大陆  您也许不知道 您的机遇

是古人想得也得不到的 不是吗 古人
到处找真正的修炼人供养 以给自己积
累多一些福德 他们一辈子找来找去还
不一定能找到一位 而当今您在中国可
以遇到几位或几十位法轮大法的修炼
者 这不是您难得的机遇吗 能遇到真

正的修炼人是很有福气的 常言道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善待一位普

通人都会有好报 何况善待一位修炼

人呢 如果能和几位或几十位法轮大

法弟子结善缘 那您会结下多大的善

果呢   

    如果有人给您钱财和职位叫您去

害一个修炼人 您干不干   

    得不偿失 三思而行  … 

    望您能珍惜这难得的机缘 善待

法轮功修炼者 以给自己和后代一个

美好的未来      

话说 修炼人  ──致大陆的中国人 

   刘伯温为明朝开国宰相

也是中国三大民间预言之一

的 烧饼歌 的作者 他准确

的预言了从明初一直到今天

所发生的主要事件 尤其是预

见了法轮大法的洪传及其对

人类社会的深远意义 下面就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预言中的

今天   

   帝曰 末后道何人传 温

曰 有诗为证 不相僧来不相

道 头戴四两羊绒帽 真佛不

在寺院内 他掌弥勒元头教   

帝曰 弥勒降凡在哪里 温

曰 听臣道来 未来教主临下

凡 不落宰府共官员 不在皇

宫为太子 不在僧门与道院

降在寒门草堂内 燕南赵北把

金散   

   帝曰 清朝尽 你说得明

白 使后人看 温曰 不敢尽

言 海运未开是大清 开了海

运动刀兵 若是运运重开了

必是老水还了京   

   帝曰 老水有何么 温曰

有有有 众道会下引进修行

大变小 老转少 和尚到把佳

人要 真可笑来真可笑 女嫁

僧人时来到   

   帝曰 你因何说道字 温

曰 上末后时年 万祖下界

千佛临凡 普天星斗 阿汉群

真 满天菩萨 难脱此劫 乃

是未来佛 下方传道 天上天

下诸佛诸祖 不遇金线之路

难躲此劫 削了果位 末后勒

封八十一劫   

解: 由来:  

   这段预言说明了今天法轮

大法的由来 开始和传播

末后道何人传 指末法后期

的正法正道由何人传 温曰

不相僧来不相道 指不是过

去宗教中那种人 头戴四两

羊绒帽 乃是一个比方 因为

今天人的头发 男士 只有四

两那么重 真佛不在寺院

内 他掌弥勒元头教 清楚

地说明弥勒佛下来不在佛教

中 而且是 降在寒门草堂

内 完全是贫苦的平民家庭

因为李洪志师父传出法轮大

法是以 法轮功 的形式 而

不是佛教和其他宗教 而且李

先生降生后家庭贫困   

   关于降凡与洪法地点   

  帝曰 弥勒降凡在哪里

温曰 听臣道来 未来教主临

下凡 一段清楚地说明

身世 最后一段 燕南赵北

把金散 燕 指河北北部

古称燕国 燕南 即北京一

带 赵 古代指河北南部及

周围 因为古赵国国都为邯

郸 位于北京正南方 所以燕

南赵北是指北京无疑 把金

散 是把佛法度人的宇宙大法

传给世间

人 他比

金子还要

珍贵 所以洪法度人谓之 把

金散 这是指 92 年开始李洪

志师父在北京洪传大法   

时   期: 

 清朝过后的若干时期到 全

面开放 的所谓改革开放时期

运运重开了 而且当政之

人是以水为名字 老水 别

有所指 这里不讲   

   帝曰 清朝尽 你说得明

白 使后人看 因为刘伯温

有烧饼歌 是给后人百姓看

的 曾经预言明以后若干朝

代 所以他说 海运未开

是大清 指清朝在门户开放之

前是稳定的 开了海运动刀

兵 指清末以后列强入侵中

国 然后连年战争一直到 运

运重开了 就是中国彻底开放

对外贸易 包括目前的入世

贸 必是老水还了京

老水 指水中之物 水为名

还了京 指坐京城做国君   

   帝曰 老水有何么 是

问 老水带有什么变化 温

曰 有有有 众道会下引进修

行 众道 指各种修炼方法

集中后 引进修炼 后句 大

变小 老转少 指大法修炼是

性命双修 人会变得年轻   

道 如何修   

   帝曰 你因何说道字 温

曰 上末后时年 指末法

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 上 如

上古 指早期古代 是指时间

万祖下界 千佛临凡 普天

星斗 阿汉群真 满天菩萨

难脱此劫 清楚地说出了天上

的佛道神以致更高层生命都

要下来接受同化这个大法

此劫 是指打下来到人中

利用人身来同化法轮大法 如

佛菩萨乃是指佛 普天星斗

阿汉群真又指道和另外的法

门 乃是未来佛 弥勒佛或可

叫未来佛 下方传道 天上

天下诸佛诸祖 不管是谁 不

遇法轮大法这个珍贵的 一

线之路 就是唯一的比金子

还珍贵的一线之路 难躲此

劫 会削了果位   

     这段对话真是讲的明之又

明 把今天的时代特点和大

法洪传讲得清清楚楚 更令

人震惊的是 他提到就连天

上诸佛诸祖 都要下来同

化 “真 善 忍” 大法 这与

西方预言中提到的人神同在

一世的时代是一个意思 由

此可见诽谤大法 迫害真修

大法弟子一定是罪业深重

的 天机已露待何时 真相

大显悟已迟 悟哉  

刘伯温 烧饼歌 预言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