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轮功学员绘画作品：《偷盗村”变成“道德高尚村”》

作品取材于明慧网文章。湖北省武穴市，有个
住着数十户人家的垸子曾经偷盗之风盛行。1998
年，法轮功传进了这个小垸子，几乎家家都有人炼
法轮功，他们按“真善忍”的标准行事，带头勤俭
持家，依靠劳动致富。有位木匠收工时遗忘在路边
的电锯被屋主收好，并完璧归赵；垸里捡到的钱也
送回失主。重德行善、助人为乐在垸子蔚然成风，
该垸后来成了全镇闻名的“道德高尚村”。

金 种子  2021年3月

www.minghui.orgwww.minghui.org

第36期

明慧网 :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www.minghui.org

“丑姑”的故事

感染武汉肺炎的亲戚们
神奇痊愈

明慧网 ：www.minghui.org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2022 年6月

第43期

   邻里相助 疫中安度   邻里相助 疫中安度   
   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  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  
   庆祝 5.13  来自西方的感恩 庆祝 5.13  来自西方的感恩 
   疾病、瘟疫和天灾的缘由疾病、瘟疫和天灾的缘由



1

寄  语

法轮大法传世间，     

受益之家万万千，

祛病健身有奇效，     

道德回升人心正。

莫听中共谎言骗，  

诽谤佛法罪滔天，

盼您心明添慧眼 ， 

善待大法福无边 。

慧眼识真相

明慧期刊 
自费编印

敬请传阅

功德无量

金种子

明慧期刊  

第43期

目 录 金 CONTENTS

 �乡里乡亲

神奇的田地  ........................................2

家乡有个长寿村  .................................5

邻里相助 疫中安度  .............................6

 �积善之家

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 ...........................8

不争家产 赡养婆婆得福报 .................13

 �放眼世界

庆祝5.13  来自西方的感恩 ................14

 �善恶因果

善念德行自有福 ................................18

 �古老智慧

疾病、瘟疫和天灾的缘由 ..................22

 �心里有数

整个党支部的人都三退了  .................24

小幽默 ：“贴鼻涕” .............................25

文: 靓莲

 █油画《普照》描绘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32

〖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

道〗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可

是在要钱不要德的当今社会风

气中，各种有毒食品防不胜

防，人们不得不为购买安全食

品而费心劳神。

在一个拥有三百多家业户

的农贸市场，一家蔬菜摊位人

气特旺，总是看到顾客排队购

买，数百斤蔬菜很快被抢购一

空。为何生意如此红火，摊位

的主人郝芳（化名）热情地讲

述了其中的缘由。

优质蔬菜 传统耕种

“这些菜都是自己家种

的。我有四亩菜田，扣了三个

大棚，还有露天菜地，所有的

菜都是自然生长，比用药物催

的长得慢一些，但是绝对天

神奇的田地神奇的田地

然、绿色。”郝芳说，她不会

为了缩短蔬菜的生长周期、提

高产量而对农作物施用市面上

那些奇奇怪怪的药品。卖菜的

时候，也只卖给顾客新鲜优质

的蔬菜，当然更不会缺斤少两

宰顾客了。

“种菜、卖菜靠诚信。我

不用那些药物，菜反而长得更

好。顾客说我的菜味道好，吃

着安全放心。时间长了，来我

这里买菜的人越来越多。市场

管理员也经常把我的摊位推荐

给他们的熟人。这些年，老天

对我也额外照顾，种什么都能

卖出好价钱。”

靠着辛勤劳作、诚信经营

以及上天的恩赐，郝芳不但全

家生活富足，还拥有了三套宽

敞气派的楼房。

人生信条 健康法宝

来到郝芳的菜地，穿过一

段由绿色藤蔓和五彩鲜花装点

的小路，是一个专门种植小叶

菜的大棚，各种无污染的小菜

清新繁茂。大棚不远处是一间

供暂时休息的平房，房门上的

对联历经风雨日晒，依然醒

目 ：“重德扬善福禄至　正心

无私泰康来”。大门的福字顶

端写着“真善忍好”。想必这

就是主人的人生信条了。

“我今年五十五岁，修炼

法轮功十五年了。”看上去比

实际年龄年轻的郝芳说，“要

不是学炼法轮功，我哪里还能

种菜、卖菜？今天能不能活着

都不一定。”

郝芳说，她三十八岁时发

现腹部左边长了两个肿瘤，有

乒乓球大，因拿不出昂贵的手

术费，她就硬挺着。后来，她

整个肚子、前胸都疼，蹲不下

去，天天活受罪。

一九九六年的一天，一位

亲戚告诉郝芳，她学炼法轮

功，对身体挺好，问郝芳想不

想看《转法轮》 ？郝芳说想看，

她一看就喜欢，“书里讲做好

人的道理，讲得太好了”。

郝芳天天看《转法轮》，

过了一个月，她一摸肚子，发

现包没了！“我真是太高兴

 █文中主人公郝芳家的小叶菜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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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书比啥都好，真管事

儿，我以后就信这个了，学到

底！现在我的身体比二十多岁

时都好。”郝芳说。年过半百

的她，如今每天只睡四个多小

时，却精力充沛，除了干地里

的活，每天还要把三百多斤菜

运到市里的农贸市场。

启迪善念  散播希望

一个女干部经常来买郝芳

的菜，郝芳告诉她记住“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女干部

说 ：“你知道我哪儿的？我是

政法委的，专管这个事。”

“哪儿的也得保健康、保

平安，迫害法轮功就是害自

己。大的道理不说，炼法轮功

讲道德、讲诚信，把我这样的

好人抓起来，你愿意吃有毒的

菜呀？”郝芳说，“我凭良心

种菜，保人一时健康 ；告诉你

法轮功真相，为的是你生命的

永远。”女干部点点头，要了

一张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的卡片放进钱包，郑重

地说 ：“我知道了，记住了。”

所长道出心里话

从郝芳身上，这个市场很

多人都看到了法轮功好。有一

天，收拾摊位的时候，市场管

理所所长经过郝芳身边。郝芳

对他说 ：“所长，你入过党，

我帮你退了。请记住法轮大法

好，顺应天意保平安。”

所长不仅同意，还说谢

谢。他往前走了几步，又返回

来对郝芳说 ：“我儿子叫某某，

在大学入了党，给他也退了。

我观察你七年了，法轮功好，

我相信。” 
郝芳说，这样的事例太多

了，这些事情无关金钱，无关

政治。一个生命明白真相后选

择善良，比世上最可贵的财物

还要珍贵千倍万倍。

人人的心田，都是一片神

奇的土地，那里埋藏着善的种

子，孕育着生命最纯真的希

望。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每一时每一刻都是收获季节，

愿我们 敞开心扉，别让永恒

的幸福错过。

 ■文：李梅（中国大陆）

我是退休公务员，今年陪

八十七岁母亲回老家住了一段

时间。老家村庄有十户人家，

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十个。因

村里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挣钱

去了，老人们在家看房子、带

孙子、养鸡鸭。他们个个健

康，耳聪目明，所以这个村被

称为长寿村。

村里的老人有个健康法

宝，就是经常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人

人都有大法护身符，家家用法

轮功真相挂历。每逢新年，户

户都贴真相对联。

村里有一位六十五岁的婆

婆，原来有腰椎间盘突出，痛

苦了三十多年。法轮功学员跟

她讲真相后，婆婆退出了曾经

加入的共青团、少先队，天

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不到一个月，腰痛消失

了，以前每走几步就腰痛难

忍，现在走多远都不痛了。

村里有一位七十岁的老

汉，看见老婆婆念大法真言把

腰痛念好了，非常羡慕。有一

天，老汉做了一个梦，梦中他

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把十年的风湿脚痛病

念好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他

的脚真的不痛了。从此老汉天

天坚持念九字真言。

我原来也是疾病缠身，修

炼法轮功一年后所有的病痛一

扫而光。我的母亲现年八十七

岁，我的婆婆已经九十四岁。

两位老人共有十个子女，但她

们长期住我家。原因是，只要

住在其他子女家，不到一个月

就患病，要住院吃药，很痛

苦。和我一起住，她们只要诚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就能吃、能走、能睡，一切正

常。这全托大法的洪福。

家乡有个长寿村家乡有个长寿村

金种子www.minghui.org乡里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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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秀惠（中国大陆）

我搬了新家，刚刚安顿下

来，左邻右舍还没说过话呢，

疫情就突然爆发了。

马上是封城、封小区，整

座城市几乎停止了！向窗外看

去，看不到人影，也看不到

车辆。能看到的就是穿着白衣

服的防疫人员，听到的就是 ：

“下楼做核酸。”每天都是重

复地做核酸检测。

邻家孩子呈阳性

突然有一天，我听到有人

敲邻居家的门，说他家孩子核

酸检测呈阳性，可大人是阴

性，他家的门给贴上了封条。

我们两家是门紧挨着门

的，我很为邻居着急，孩子才

五岁，很有可能是在做核酸检

测时交叉感染的。

我 修 炼 法 轮 大 法 已 有

二十五年，深信大法能救了他

们一家。可是，邻居家的门已

经贴了封条，怎么办？我左思

右想，终于找到了办法。我们

楼层下面是商业铺，后面是有

缓台的。于是我从楼梯道的窗

户跳到缓台上，然后走过去敲

了他家的窗户。

与邻居分享避疫良方

开始邻居不敢开窗，我告

诉他们 ：“我是隔壁邻居，听

到你家孩子是阳性，很为你们

着急，我得告诉你们很重要的

事，开开窗吧，我不怕。”

邻居戴上口罩，开了窗

子。我给了他们一个真相 U
盘，让他们好好看看，会明白

很多事情。

我还告诉他们，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是

避疫的良方，在这两年多的疫

情期间，救了无数人。诚心念

动，就会得到大法的帮助、保

邻里相助 疫中安度邻里相助 疫中安度
护。此外，如果生活上缺啥，

尽管说，我想办法帮他们。看

得出来，他们很受感动，相信

三退保平安，都做了三退（退

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隔离八天 平安回家

两天后，他们全家被通知

到方舱医院隔离。临走之前，

他们打电话给我，想让我帮忙

收留宠物狗。

我向来是不喜欢动物的，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二话

没说就同意了。同时，送给了

他们一个 PVC 卡片的护身符，

嘱咐他们诚心敬念上面的“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

言，会带给他们平安。

邻居一家到了方舱医院

后，和发烧的人在一起，很害

怕被感染上。我在电话中提醒

他们念九字真言，安慰他们不

用怕，有神佛护佑，也许一周

就能回家了。

结果，奇迹真的在他们身

上发生了，到了第八天晚上，

邻居一家都回来了，是方舱医

院第一批回家的人。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法轮大法是高德佛家 
大法，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 
会与宇宙中的正能量产生共振，增强免疫力，抵御
病毒。法轮大法救度一切善良人，不分信仰。很多
人虽然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但他们相信大法好，认
同真、善、忍，诚心念诵九字真言都起作用。

诚念九字真言 增强正能量诚念九字真言 增强正能量

金种子www.minghui.org乡里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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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玉兰（黑龙江）

　　我今年八十七岁，出生在

一个信佛的家庭。受父母的影

响，我从小信佛，只做善事。

父亲的郑重嘱咐

　　父亲是一位老式的教书先

生，经常看一些预言类的古

书，如《推背图》等。我从小

喜欢听父亲讲古代修炼人成神

成仙的故事。

　　父亲多次说过一件事：等

到圣人木子李传“三宝”的时

候，就可以一世修成佛，跳出

六道轮回。自那时起，我就一

直盼着“三宝”传世。父亲

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

 █绘画 ：《大法宝书到咱村》

临终前，一再嘱咐我和哥哥：

“活佛木子李传 ‘三宝’，看来

我是赶不上了，你们能赶上个

边。到时候，可别错过啊！”

疾病缠身中苦挨

　　十八岁那年，我出嫁了，

丈夫家在农村，经常吃不饱。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两眼视线

模糊，几乎要失明了；两条腿

因风湿病弯成罗圈形，疼得不

能正常走路，三伏天都穿着棉

裤；还有严重的头疼、肺心

病，等等。可是不管多苦，父

亲的叮嘱一直支撑着我，让我

一天一天苦苦地等待。

　　一九九三年的一天，哥哥

来我家，我俩又说起父亲叮嘱

的圣人木子李传“三宝”的

事，怎么还没有消息？疾病缠

身的我悲观无奈，流着泪对哥

哥说：“看来，我也等不到那

一天了。” 
　　更让我痛苦的是，我的儿

子也有病，他得了再生障碍性

贫血，因输血又感染了乙肝，

一直靠服药维持着。

“三宝”终于盼来了

一九九四年十月的一天，

在城里上班的儿子回家，他看

上去很兴奋，满面红光。儿子

一进门就说 ：“妈，我这次是

回来教你炼法轮功的。这功法

太神奇了，我刚炼了半个月，

就觉得全身舒服……法轮功是

佛家高德功法，正好你信佛，

你就炼吧。我还给你带来了李

老师的教功录像带。”

我一听是佛家功，师父姓

李，心里觉得很高兴。看到教

功录像中的李洪志师父，就感

到特别亲切，好象在哪里见过

这位师父。

突然，我的眼睛看东西清

亮起来，当电视上放出三个大

字，并说出“真、善、忍”的

时候，我不禁喊了一声 ：“哎

呀！这就是‘三宝’在传世

啊！”顿时，一股热流贯穿全

身，我激动得眼泪哗哗地流，

怎么也止不住。看完教功录

像，我就跟儿子学炼法轮功的

五套功法。

积善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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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真法脱胎换骨

　　我信了几十年的佛，就想

跳出六道轮回。可是，以前我

把磕头、烧香、吃素、念经当

作修炼了。听了李洪志师父的

讲法录音，我才明白修炼主要

是修心性。

　　以前，面对丈夫的吵骂、

公婆的不公、生活的困苦，我

的心里充满了怨恨。听了师父

的讲法，我才真正明白：一切

苦都是自己欠下的业债造成

的。还清了业债，才能真正跳

出六道轮回，回归天国。

　　当我真正按照大法真、

善、忍的标准修心时，师父

就给我净化了身体，让我吐

出、排出很多脏东西。不到两

个月，我所有的病差不多都好

了！夏天再也不用穿棉裤了！

脸色变得白里透红，很多人都

说我年轻了一、二十岁！

全家二十多口走进修炼

　　很快，我们全家除了一个

女婿，其余的二十多口人都走

入了大法修炼。我家人的变

化，特别是我和我儿子、大女

儿的身体变化，让全屯人都很

震惊。之后，多位乡亲和村民

都来修炼大法了。

佛光普照我们村

　　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所有

的路都被大雪封了，送公粮的

车出不了村，学生不能上学。

村书记急得在大喇叭里喊：“共

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出来清

理道路！”喊了一上午，也没

有一个人去清理。

　　那时我们村已有几十人修

炼法轮功，大家一商量，拿着

铁掀、扫把，把整条道上厚厚

的积雪很快清理了，当天公粮

就送走了。

　　村民们向我们招手，高兴

地喊：“法轮功好！谢谢法轮

功！”村书记说：“什么共产党

员，真不如法轮功学员。等我

有钱了，我就给你们法轮功盖

个大的炼功房，让更多的人都

来炼法轮功。”

　　自从法轮大法在我们屯传

开后，不修炼的人都在发生着

变化。为丢东西骂街的、邻居

之间打仗的事越来越少。

风云突变  好人蒙难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全屯

二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

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了两个

月，对大法的坚信毫不动摇，

最后他们无条件放我回家。

　　随着迫害越来越疯狂，儿

子、儿媳、大女婿都被非法劳

教。已是处级干部的儿子，后

来又被枉判十二年冤狱。

　　儿子在狱中被恶人折磨得

奄奄一息，原本一百四、五十

斤的体重，只剩下六十多斤。

恶人认为他不可能好了，为推

卸责任，用担架把他送回家。

　　通过学法炼功，儿子又奇

迹般活过来了！师父和大法再

次救了我儿子的命！

黑夜中的光芒

　　二零零九年，儿媳又被警

察绑架。我和孙女拿着展板和

传单去市场，把我们全家受迫

害的经历告诉大家，很多人都

为我们鸣不平。

　　警察企图阻止我们，把我

推倒在地，还不停手。

　　一位买菜的市民愤怒地对

警察说：“你们这是人民警察

吗？也太不像话了！她这么大

年纪了，你们这样对待她，你

们家没有老人吗？！”

　　警察说：“你别管，你知

道啥！”买菜的人说：“我就知

 █书法作品 ：真善忍

积善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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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轮大法好’！”警察一

看这气氛，都跑了。

　　我和孙女又抱着展板到市

里最繁华的超市喊冤，很多市

民看了展板内容，都发出了善

念。有的人跟着抹眼泪，有的

人往我们的兜里扔钱。我们

说：“不要钱，你们知道我们

是好人就行了，能帮我们喊冤

更好。”越多人知道真相，迫

害就会解体。没过几天，我儿

媳无条件获释。

珍惜万古机缘

　　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

身体一直很健康。

　　我常常想，我能在花甲之

年，在十恶毒世中，得到这万

古不遇的法轮大法，走上返本

归真之路，真是太幸运了。

　　每当遇到有缘人，我都会

给他们讲我等待“三宝”、修

炼大法的神奇故事，告诉他们

千万别错过这万古机缘。

 ■文:王善珍 （山东）

我今年六十一岁，虽然还

没有修炼法轮功，但我很喜欢

看法轮功真相资料，上面有很

多做好人得福报的故事。看多

了，我变得心胸宽广，没分到

家产也不计较，毫无怨言地赡

养照顾患痴呆症的高龄婆婆。

婆婆今年九十一岁，患老

年痴呆病四年多了。她有两个

儿子、四个女儿，我丈夫排行

老大。婆婆偏袒小闺女，将所

有的家产都给了她。房改后，

婆婆分得的一百三十八平米的

楼房、十四万元的住房补贴及

一辈子的存款都被四妹独占。

小叔子和其他三个小姑子气得

不赡养婆婆。

我丈夫也几次想和他四妹

理论。每次我都心平气和地

劝他 ：法轮功真相资料上说

“吃亏是福”，“人在做，天在

看”……再说生气上火就容易

得病，多不合算哪！

我还劝丈夫 ：善有善报，

有神佛照顾咱们不得病、不遭

灾，生意好就能多挣钱，咱们

的日子不一定比他们过得差。

生儿养老天经地义，谁都不

养，咱也得养，就当你娘只生

了你一个孩子。我这个当媳妇

的都无怨无悔，你这个当儿子

的还有什么不平的呢？

在我的劝说下，丈夫的气

消了，自觉自愿地赡养老人。

说来也奇怪，婆婆除了痴呆，

其它什么病都没有，一顿能吃

五个炒鸡蛋。有时我们在外面

忙，她自己在家也不惹祸。

我们经营的布行生意红

火，如今同行普遍经营下滑，

但我们家一点也没少挣，而且

事事顺利。

邻居们都羡慕我们，说 ：

“行好得好，真是一点也不

假。”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明

白真相做好人，大法给予我们

的福报。

什么是法轮功？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修

炼大法，按照宇宙真、善、忍特性指导修炼，包括五套

缓、慢、圆的功法。实践证明，修炼法轮功对祛病健身、

提升道德有显著的功效。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有

人修炼法轮功，修炼总人数超过一亿。

　　今年五月十三日是法轮大法传世三十周年纪念日，

全球逾千名政要向各地法轮功学员颁发褒奖、发送贺信，

赞扬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先生对人类健康和福祉做出的杰

出贡献。今年美国有一百多个城市宣布五月十三日为“法

轮大法日”；加拿大有二十三个城镇举行升旗仪式，升起

法轮大法旗帜，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不争家产 赡养婆婆得福报不争家产 赡养婆婆得福报

积善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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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伯灵顿市（Burlington）市长玛丽安·米德·沃德

（Marianne Meed Ward，左三）亲自升起法轮大法旗帜。她说：“法

轮大法的价值观是真、善、忍。正是这些可贵的品质帮助我们一起

渡过了这场大瘟疫。” 

 ■明慧通讯员综合报导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三日是

法轮功传世三十周年纪念日，

也是第二十三届世界法轮大法

日。全球各族裔法轮功弟子感

激李洪志师父的救度之恩，并

分享修炼法轮大法给自己带来

的身心变化。

庆祝 5.13 来自西方的感恩庆祝 5.13 来自西方的感恩

史蒂夫轻松戒酒

史蒂夫是一位美洲原住民，有欧洲血统。

多年来，他一直尽最大的努力戒酒，但是戒

不掉。二零一九年他修炼法轮功后，情况发

生了变化。

史蒂夫开始是自己在家炼功，后来发现

住家附近就有法轮功炼功点。“于是我从橱柜

里抓起最后一瓶酒，扔进了垃圾箱。从那以

后，我再也没有喝过酒。在炼功点现场，我

看到无数神奇的东西旋转着从天而降，如同

天上的繁星。”史蒂夫说。

“我在网上找到教学视频，看到师父打

大手印，喜悦和平安从我的心里涌出，热泪

开始止不住地流淌。”

乔瑟走出脑震荡痛苦

乔瑟曾在加拿大一家银行工作了三十多

年。二零一二年的一天，她在一个老式保险

柜的下层存放现金时，一起身，头撞到坚硬

的柜门上，造成脑震荡。

随后两年，她不得不停止工作，上医院

治疗，留下恶心、头痛等后遗症。

二零一九年，乔瑟因脑震荡再次停止了

工作。这年夏天，她的表弟向她推荐法轮功。

乔瑟购买了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可是

乔瑟（Josée）
加拿大人

现居加拿大魁北克

史蒂夫（Stevie）
美洲原住民

现居美国科罗拉多

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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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Natalie）
俄罗斯裔

现居德国曼海姆

琵尔优（Pirjo）
瑞典人、注册护士

现居瑞典哥德堡

因头部受伤造成她认知障碍，读书、炼功都

很困难。得知蒙特利尔唐人街附近有法轮功

炼功点，乔瑟接连去了三天，感受到强大的

能量，她的身体和头脑一下轻松了。

乔瑟从此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她的生

活发生了许多变化，除了健康得到显著改善

外，她还戒掉了大麻，去掉了对母亲很深的

积怨，现在母女俩可以愉快地交流。

娜塔莉见证九字真言的神奇

娜塔莉 (Natalie) 从二零零零年开始修炼

法轮大法。她回忆童年时代在俄罗斯生活，

体弱多病，经常看医生。修炼法轮功后，身

体状况越来越好，现在是健康人。

娜塔莉现居德国曼海姆。她说，有一天

她回家时，发现电梯停电了，她住在第十

层，只好爬楼梯。爬着爬着，突然看见她楼

上的邻居——一对德国母女坐在楼梯上哭。

“于是，我问她们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否帮

上忙。母亲说，她们没力气爬这么高的楼，

母女俩都有糖尿病，女儿尤其严重，已经住

院好几次了。”

“第二天，我又遇见了那位母亲。她告

诉我，她女儿又住院了。于是，我把随身携

带的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书签

送给她。告诉她，让她女儿念上边的九字真

言，念得越多越好。”娜塔莉说，“大约两周

后，我再次遇见母女俩。女儿兴奋地告诉

我，她念了书签上的‘法轮大法好，真善

好’九字真言，她的病现在好了。母女俩不

停地向我道谢。”

说到这，娜塔莉眼眶湿润了。她由衷地

说 ：“法轮大法太伟大了，……我会告诉更

多的人真、善、忍的美好。”

琵尔优亲身感受大法的超常

一九九五年四月七日至十四日，法轮功

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结束了在法国的传法教功

后，应邀到瑞典哥德堡传法教功。当年有

一百多人有幸参加，大多数是西方人，哥德

堡注册护士琵尔优就是其中之一。

琵尔优回忆道 ：“当时师父让我们想一

下自己身体有病、疼痛或有问题的地方。我

的后背已经疼了两年多，晚上疼得难以入

睡。我正想到这里，突然间感到一阵风穿过

后背，顿时感到一身轻，疼痛瞬间消失。我

亲身感受到大法的超常。”

琵尔优修炼法轮大法至今二十七年了，

她说 ：“修炼人和其他人一样，也会遇到各

种矛盾和困难。在困境中，我会慈悲宽容地

对待他人，不会去报复别人。大法教我要永

远这样去做。”

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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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小慧（中国大陆）　

编者按：当作者还是一个纯真的少年时，因蒙受冤屈被迫失学、

失去自由。但社会的不公没有使他沉沦，走出冤狱，他仍然是

个阳光青年，到哪里都是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工作。几年

后，他收获了上天赐予的人生福分…… 

善念德行自有福善念德行自有福
　　少年时，我从亲戚那里得

到一本《转法轮》，我被书中

真、善、忍的法理深深吸引，

知道了人来在世上的真正目

的，是按宇宙特性真、善、忍

做好人，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 
直至返本归真。我确定了法轮

功就是我要修的大法大道。那

时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每天放

学后捧着《转法轮》通读。

少年的苦难

　　不幸的是，一九九九年七

月迫害开始了。我因为向同学

讲法轮功真相，遭老师举报，

先后被关进洗脑班、拘留所、

看守所。我坚信真、善、忍没

有错，不肯放弃修炼，未成年

的我被非法劳教两年。

　　村里人、邻居都说：“这

孩子，因为炼法轮功被关起来

了，这一辈子毁了，还有谁家

的姑娘跟他啊。”

　　非法关押结束时，我已成

年。因为迫害，我失去了学

业，在市区的科技园区找了一

份生产线的工作。

　　单位的同事都是年龄相仿

的年轻人，休息时我跟同事们

讲传统故事，幽默笑话，当然

还有法轮功真相。我们班的同

事明白真相后几乎都做了“三

退”，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党、

团、队组织。

不做假的信条

　　我在这个单位有一次转正

的机会。从临时工转为正式

工，是每个临时工人都盼望的

事情。我们领导主动找到我，

让我参加转正面试，我通过

了。接着，需要准备转正的材

料，其中有一个是毕业证书。

　　我找到领导，告诉她我没

有毕业证，因为我修炼法轮大

法遭受迫害，失去了学业。在

我讲述自己这段遭遇时，领导

落下了同情的眼泪。

　　领导说：“没想到你年纪

这么小，却经历那么多本不该

你这个年纪经历的事情。我做

主，你去办一个假的毕业证，

在这儿转正了，就到我身边当

我的跟班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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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学大法，修的

是真、善、忍，我不去办假

证。不转正，我也会好好工

作。”领导表示理解，也尊重

我的选择。自那以后，我被领

导提拔当了我们班里的线长，

负责带新员工和其他员工的工

作安排。

幸福的婚姻

　　因为工作调动，我认识了

另一班的同事，这其中就有我

现在的妻子。

　　她是一位清纯善良的女

孩，很喜欢听我讲传统文化故

事，我们相互产生了好感。我

给她讲了我的经历，并把《转

法轮》捧给她。她看了书后，

认同书中讲的真、善、忍法

理，也开始修炼法轮功。

　　结婚后，妻子和我父母、

爷爷、奶奶生活在一个院子

里，从来没有吵过架，生活非

常幸福。后来，妻子生了一对

健康可爱的双胞胎儿子，可把

全家美坏了。街坊邻居都说我

找了一个好妻子。

　　有个五十多岁的邻居，经

常来我家玩，我喊他老哥。他

是党员，我给他讲真相，他听

明白了。“现在还有几个能和

婆婆生活在一起的……。真羡

慕你们四世同堂，这是老弟你

修炼法轮功的福份。”

　　老哥还说：“共产党真不

应该迫害你们法轮功，我支持

你们！我退党。”

稳定的工作

　　婚后，我在县城一家私企

找到了工作。起初工资不高，

到手三千元。这个工作要求非

常有耐心和责任心，我是修炼

人，正适合。

　　我还是用法轮大法真、

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

为别人着想，同事们都非常愿

意和我相处。

　　部门领导看到我工作认真

踏实，利益上不争不抢，在评

价中写道：“是这个行业不可

多得的人才。”跟我谈话时，

领导总是笑呵呵地说：“好好

干，将来有发展。”其他同事

在这个单位工作了五、六年，

从来没涨过工资；我刚去没多

久，领导就主动给我涨工资，

而且一涨就是一千。我知道这

是对修炼人的信任和认可。

　　又过了一年，产品需求量

大，公司把我这个工种改成了

记件的薪资标准。这样一来，

我的工资又涨了。

　　我觉得自己每月能挣八千

多，已经很高了。我对部门领

导说：“我的工资很高了，再

有涨工资的机会，给别的同事

吧，我很知足了。”

　　领导说：“你这孩子这么

踏实，工作认真负责，又有两

个儿子需要养，就得让你多挣

钱。我和公司老板申请了，老

板觉得这个制度合适。老板说

你值这个钱，别嫌工资高，还

得让你当师傅，带新员工呢。”

　　领导还说：“别看咱没有

毕业证，咱这个部门要的是实

力，不比坐办公室的差。”

　　又过了一年多，公司招聘

了新人，我被任命为教学老

师，我教的员工转正、升职，

公司都给我提成和奖金。目

前，我是部门技术负责人。在

短短几年里，我的工资从三千

涨到八千，现在的工资是每月

一万五左右，比其他部门经理

的工资都高。

　　公司上市后，对部分老员

工授予股权激励，授予的人都

是多年的老员工或对公司有特

殊贡献的人，公司老板在部门

会议上点名给我股份。

　　这一切的一切皆因为我修

炼了法轮大法，同化宇宙特性

真、善、忍，才使我成为一个

善良、向上、有责任心的人。

绵绵的福运

　　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是有福

分的，因为善恶有报，因为天

佑善良人。重德行善，才会福

运绵绵。

　　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

〈富而有德〉中写道：“君、臣、

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

得，失德而散尽。”

　　让我们守住本性中的那份

善，迎接这天赐洪福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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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周清澜

《西游记》是中国家喻户

晓的古典名著，里面的故事包

含着深邃的佛家智慧，对现代

人仍很具启发意义。

国王生病三年的根源

《西游记》第七十一回中，

唐僧师徒一行来到朱紫国倒换

关文。得知三年前，朱紫国的

王后被妖怪抢走，国王昼夜忧

思成疾，出榜招医。孙悟空揭

了榜，出手施救，治好了国王

的病。

这时，观音菩萨来收妖。

菩萨对孙悟空说 ：“那妖怪是

自己的坐骑金毛犼，它私自下

凡骗王后，帮国王消灾。因为

国王当太子时喜欢打猎，射杀

了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的雌雄

两个雀雏。国王得这个病，是

在偿还射杀雀雏的罪业。现在

三年冤愆已满，幸你来救治国

王的病。我特来收妖邪也。”

所以，表面上看是孙悟空

治好了国王的病，而根本原因

是他射杀雀雏的罪业还完了。

可见人得病不是无缘无故，都

是有因缘关系的。

业力与疾病、瘟疫

佛家讲，人做过不好的事

情，或者伤害过别人，都会给

自己积攒业力。当一个人的业

力多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带来

疾病或灾难 ；当一个地区业力

大的时候，那个地区就会出现

天灾人祸、战争、瘟疫等。

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是

不是在警示世人呢？

道教陈抟（音同团）老祖

在《心相篇》中讲 ：“瘟亡不

由运数，骂地咒天” 。中医典

籍《名医叙病论》曰 ：“世人

疾病、瘟疫
和天灾的缘由

不终耆寿，咸多夭殁者，皆由

不自爱惜，忿争尽意，邀名射

利，聚毒攻神……”。说明人

们为满足私欲、求名求利、亵

渎天地神灵，是导致人短寿、

疾病、瘟疫的根本原因。

凤仙郡旱灾故事的启示

《西游记》第八十七回还

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唐僧师徒

行至凤仙郡，这里因连旱三

年，饿死了很多人。郡守正在

张榜招法师，祈雨救民，孙悟

空揭榜施援。

孙悟空来到西天门，得知

凤仙郡无雨的原因是上天的惩

罚。三年前玉帝出行经过凤仙

郡，当时郡守正与妻子斗气，

一怒之下推倒供桌，还口出秽

言，造下冒犯玉帝的罪业。因

此玉帝立下“米山、面山、黄

金大锁”三件事，需等到鸡啄

米尽，狗舔得面尽，灯焰燎断

锁梃，凤仙郡才会下雨。

孙悟空返回下界，劝郡守

说 ：“趁早回心向善，念佛看

经，我还替你作为 ；如若不

改，不久天即诛之，性命不能

保矣。”郡守引罪自责，誓愿

皈依，唐三藏也给他念经。城

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

全都烧香念佛，一片善声盈

耳。霎时间米面皆无，锁梃亦

断，玉帝传旨降雨。凤仙郡百

姓从此敬天信佛。

从凤仙郡的故事可以看

出，为官者冒犯了上天，这一

方黎民百姓也会跟着遭殃。

再看今天，中共迫害法轮

佛法及修炼人，犯下了滔天罪

恶，是不是也会殃及老百姓？

由于谎言灌输，导致很多人中

毒，敌视法轮佛法，造下恶

业， 这就是邪魔毁人的伎俩。

但上天慈悲，给可贵的中

国人逃生的机会 ：了解真相，

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与

迫害法轮大法的邪魔划清界

限。上天惩罚它时，做过三退

的人就不会跟着遭殃了。

法轮功学员是修佛之人，

有救人的使命，所以甘愿冒着

巨大危险，告诉人们“三退保

平安”。愿好人得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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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来稿〗我经常

去工地给修路的工人讲真相，

许多人都知道中共迫害法轮

功是错误的。他们相信善恶有

报，相信三退保平安。

有一天，我又去工地，一

个人走到我面前说：“我们这

个党支部，你都给我们退了可

不行，你快走吧！”

我走到前边，给一个小伙 

子讲真相。讲完后，我说：“给

你退了吧，退了保你平安。” 小 

伙子说：“好，我愿意退。” 我

就给他起个化名，他很开心。

我俩聊着天，又引来了好几个

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告诉我， 

也要 “三退”，我一一给他们

起了名字，他们都很高兴。

最后，那个党支部书记

说：“都退了，都整到你那边

去了，我也退了吧。” 那天，

我一共劝退了十三人。

在这个书记眼里，中共是

“这边”，而法轮功是 “那边”。

他最后能退出来，说明他也知

道中共这边不好。

整个党支部的人都三退了整个党支部的人都三退了

什么是三退保平安 
三退是指在大纪元退党网 

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

队，废除当初加入这些组织时 
发下的毒誓（为它“献身”）。

这样当上天惩罚它时，您不会

受牵连。至今有超过 3.97 亿

中国人三退保平安。

三退方法 ：打免费三退 
电话 ：001-416-361-9895 或 
001-514-342-1023。或者用

翻墙软件登陆 ：tuidang.org。

用真名、化名、小名退都有效， 
神看人心。注意 ：超龄自动退

或不交党费，都不算三退。

〖中国大陆来稿〗一个认

识的小店老板给我讲了他经历

的一件事情。

他说 ：“一天晚上，我关

了店门回家。那天特别冷，冻

得我流鼻涕，身上没有卫生纸

了，我就往电线杆上抹。刚抹

完，一下窜出两个人，如狼似

虎地把我抓住，抢我的包。我

想 ：坏了，遇上抢劫的了。于

是我大声喊 ：‘抢钱啦！’

“他们问我干什么的，刚

才贴什么？我说，贴鼻涕。天

气太冷，流鼻涕，没有卫生纸

了，就抹到电线杆上。

“他们打开手电筒，往电

线杆一照，尴尬地说，我们以

为你是炼法轮功的呢。他们松 
手放开了我。这时我才明白，

我是遇到‘蹲坑’的警察了。他 
们凶神恶煞的样子可真吓人。”

这位小店老板是个明白

人，我曾经和他讲过真相，他

相信善恶报应，已经做了三退

（退出中共党、团、队）。

讲完“贴鼻涕”的笑话

后，他对我说 ：“你们以后可

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

小幽默：“贴鼻涕”小幽默：“贴鼻涕”

在中国炼法轮功是合法的

根据中国现有的宪法和法

律，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

第一，《宪法》规定公民

有信仰自由。

第二，公安部认定的十四

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

第三，国务院新闻出版总

署早在二零一一年已明确废除

了对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也

就是说，拥有法轮功书籍是完

全合法的。而警察抄走法轮大

法书籍，绑架法轮功学员，是

在执法犯法，将来都是要被追

责的。

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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