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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大家还好吗？

暑期又到了！八月到十月，

是兰花、百合、菊花、月季、

茉莉、桂花、大丽花、牵牛花、

木芙蓉开花的季节，也是西瓜、

甜瓜、枇杷、葡萄、柚子、梨

子、栗子上市的季节。大自然

的创造者，不仅创造了日月水

土，还创造了水土中植物生长

所需要的养分，让每个季节都

有不同的蔬菜瓜果，供人类充

饥解渴。

我们的大自然，好似一首

美妙壮阔的交响乐，所有音符

经过精心挑选，巧妙组合，一

年四季为我们奏出不同风格的

乐章。我们可以趁着暑期多去

户外走走，观察和记录平时没

时间留意的花草树木，享受阳

光下的色彩斑斓。

在没有功课的时候，阅读

这本《慧声》，你会看到一些课

本中没有的、但大千世界中真

实存在的人与事。这些文章的

作者，很高兴与大家分享他们

的故事与心得。希望更多同学

们通过阅读，成为智慧相通的

好朋友。

《慧声》编辑部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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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有多少关于月

亮的传说令人神往，又有多少

关于月亮的词句让人传颂。朗

月当空，勾起无限遐想。

桂子月中落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

飘”， 唐代诗人宋之问在游历

灵隐寺时，曾留下了这样的诗

句。在明月皎洁的中秋夜，有

似豆的颗粒从天空飘落，传闻

那是从月宫中落下来的。

《杭州府志》也有类似的

记载，宋代僧人遵式序在一个

中秋夜，遇到天降桂子，大如

豆、圆如珠。这些桂子彷佛具

有神力一般，一种即活。

南宋诗人舒岳祥在中秋读

书，突然听到屋瓦上撒起冰雹

的声音。他祖父开门查看，然

后说“此月中桂子”。

明朝礼部尚书朱国祯，某

年中秋夜他在天台山中曾遇到

月中落桂子，还叫随身童子捡

了二升。那月中桂子大小如豫

章子，无皮、中间有仁，颜色

如白玉带有雀卵纹，可咀嚼出

芝麻气味。

正所谓有缘之人得天赐之

福，这样的事迹被记录下来，

从古籍和科学发现
看月亮的超常

文 /单宜扬

中秋话月

4



MINGHUI.ORG

神奇的大自然慧声 神奇的大自然 慧声

为后人了解神奇的月亮，留下

了珍贵的线索。

山中偶遇修凿月亮的仙人

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

俎·天呎》中记录了两个唐朝

人在山中偶遇修凿月亮的仙人

的故事。

唐文宗太和年间，两位友

人结伴到河南嵩山游览，天色

渐黑之后，他们迷路了，忽然

听到树丛中传来了打鼾声。他

们拨开荆棘观瞧，只见一个身

穿洁白布衣之人，枕着一个包

袱，睡得正香。两人上前将其

叫醒问路，那人抬头看了他们

一眼，又睡去了。两人只好再

三地喊他，那个人才坐起来，

扭过头对他们说：“过来吧”。

两人于是靠近他，并问他

来自哪里。那个人笑着说：“君

知月乃七宝合成乎？月势如

丸，其影，日烁其凸处也。常

有八万二千户修之，予即一

数。”大意是，“你们知道月亮

是由七种宝物合成的吗？月亮

的形状像个圆球，月亮上的

阴影，是由于日光照在它表

面凸起的地方而造成的。常有

八万二千户修凿月亮，我就是

其中之一。”

为了让他们相信，白衣人

还解开包袱，让他们看里边的

斧头和凿子等工具。包袱里还

有两团玉屑饭。白衣人将玉屑

饭送给二人，并说：“你们分吃

了玉屑饭，虽然不能够长生不

老，但却可以一辈子不生病。”

说完后站起身，给二人指了一

条路便不见了。

这段记载，被后世视为传

奇故事，然而，当人类走入现

5



神奇的大自然慧声 神奇的大自然 慧声

代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传奇与事实正在走向同一

个答案。

科学家发现月亮的“超常”

（1）月球自转一周的时

间正好和它公转一周的时间相

同，所以月球永远以同一面向

着地球。科学家发现，月球面

对地球的一面是相当光滑的，

而背面却有着密密麻麻的环形

山。如果是自然形成的，正反

两面受到陨石撞击的几率应该

是一样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

分别呢？

（2）一般天然卫星的轨道

都是椭圆的，而月球轨道却是

圆形的。我们知道，只有人造

地球卫星的轨道才是圆形的。

（3）1969年，“阿波罗”13

号宇宙飞船在进入月球轨道的

时候，让飞船的第三级火箭撞

击月球，结果放在月球表面的

月震仪显示，月球震动的时间

持续了三个小时。这个持续振

动的现象，让科学家怀疑，月

球内部可能是空心的。

（4）科学家研究月球土壤

样品后，发现里面竟含有纯铁

和纯钛，这是自然界不会有的

纯金属矿。这些发现，竟然意

外的呼应了《天呎》中“修月人”

所说的，月球是由七种金属合

成的球体。

一个又一个新的发现，刷

新着人类对于宇宙、天体的认

知。勇于面对事实的科学家

们，不会被以进化论、无神论

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所

局限。美国航天计划的开拓者

罗伯特·贾斯特罗曾有一句名

言：“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

后，却发现神学家早就坐在那

里了！”

6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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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科学》期

刊上刊登过一幅彩色风景画，

绘画出自51岁的阿马甘之手。

阿马甘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的贫民区，生下来就双目失明。

18岁之后，他开始用手指作画，

画山川、湖泊、房屋、人物和

蝴蝶。令人惊奇的是他没感知

过这些景色，却对色彩、阴影

和透视比例处理得非常专业。

于是，科学家邀请阿马甘

接受科学测验。科学家将很多

只玻璃杯在桌子上排成两列，

请他画素描。他按距离远近，

描画出了它们的位置和形态。

科学家“惊得都不会呼吸

了”！他们扫描盲画家的大脑，

发现在他作画的时候，大脑中

负责视觉功能的区域在发光，

就像人“看”到东西时那样。

科学家由此认为，人体

中存在着神秘的“第三只眼”，

只不过正常人太依赖我们的肉

眼来接受外部信息，就使这种

能力退化了。而像阿马甘这样

的盲人，只能在自身中揣摩世

界的模样，就使这种先天的本

能发达起来。

现代医学证实了

“第三只眼”真实存在

人体解剖学发现，在两眉

中心向后方的沿线上，在人脑

的中间偏后、大脑和小脑之间，

有个叫做松果体的器官。

大量实验表明，松果体可

能是直接感光器官。当小白鼠

的视网膜缺失，无法发挥感光

功能的情况下，松果体仍然可

以感光。

第三只眼
文 /归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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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猜测，可能有一条通

向松果体的隐秘传递光信号的

通路，不为人所知。

松果体的细胞结构与视网

膜非常类似。一些研究者认为，

松果体就是人类神秘的“第三

只眼”，它可以用某些方法激

活，从而捕捉到肉眼看不到的

不可见光，直接在脑海中成像，

而无须经过视神经的传导。

其实，近代科学在早期就

意识到“第三只眼”（松果体）

的存在和意义了。17世纪法国

哲学家笛卡儿提出，人是一种

心灵和物质身体共存的二元存

在物，而松果体正是“灵魂的

宝座”，人的身与心通过它发

生着交互作用。

古文明世界中

“第三只眼”无处不在

中国古代称松果体为“天

目”。传统中医讲“望、闻、问、

切”，将望诊置于首位，因为

古代高明的中医很多都是开了

天目的，一眼望去就能看到病

出生时已双目失明的土耳其画家阿马甘和他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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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表皮、肌肉、五脏六腑、

直到骨髓的所有情况，还能看

到病的根本原因。

据《史记》记载，扁鹊就

具有“视人五脏颜色”的能力。

扁鹊四次见齐桓侯，看到他身

体的病变过程，每次跟齐桓侯

说病况，齐桓侯都不信。当扁

鹊第四次见齐桓侯时，看到他

已病入骨髓，无药可救，便逃

之夭夭了。不久齐桓侯真的死

了。”“讳疾忌医”这个成语就

是这样来的。

《封神演义》中的二郎神

杨戬就修炼出了第三只眼。老

子在《道德经》中说：“不出

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就是说，一个修炼层次很高的

人，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的

事；不往窗外看，就能见到天

道万物的运行。

在很多佛教画像及雕刻

中，佛像头部眉心处有个佛眼。

释迦牟尼讲“一粒沙里含三千

大千世界”，就是他在微观中

看到的情况。

还可追溯到远古时代。考

古学者在内蒙古发现了五千年

前红山文化遗迹，在巨大的岩

画上刻的人物头像，眉心处有

第三只眼；在墓地的陪葬品中，

也有三只眼睛的小玉人。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写

道：“（松果体）胜过一万个肉

眼，只要透过这里，就能看见

真理”。狄奥尼索斯是古罗马

的酒神，他的形象是手持茴香

权杖交织着常春藤叶子，顶部

有一个松果。

从苏美尔到古埃及、古印

度、亚述人，从古希腊罗马到

梵蒂冈，第三只眼的记述遍布

古文明世界，具有象征意义的

松果随处可见。古人崇尚松果，

在他们看来，“第三只眼”是

我们通向更高智慧和能量级别

的通道或桥梁，能唤醒我们许

多超常能力和不朽力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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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能证明有神吗？在回

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

看一些科学发现。这些发现，

曾促使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们重新思考宇宙的起源。

一、“大爆炸”理论与中西创世

传说

在二十世纪之前，大多

数科学家都认为宇宙一直存

在，从未有过开始。1992年，

美国宇航局宇宙背景探测器

（COBE）卫星实验证明，宇宙

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光和能量闪

光中曾经有过一次开始，科学

家们称其为“大爆炸”。

“大爆炸”所带来的从无

到有的创世事件，与《圣经》

中关于创世的叙述存在相似

之处，这让许多科学家感到

震惊。此前，他们嘲笑《圣

经》，认为里面关于创世的说

法是不科学的。不可知论者、

负责COBE实验的诺贝尔奖获

得者乔治·斯穆特（George 

Smoot）也承认了这种相似之

处，他说：“毫无疑问，大爆炸

作为一种事件，与基督教从无

到有的（创世）观点存在相似

之处。”

二、若无精妙设计，“大爆炸”

无法产生生命

物理学家计算出，要想

让生命存在，引力和其它自然

力量必须恰到好处，否则我们

的宇宙就不可能存在。如果膨

胀率稍微弱一点，引力就会把

所有物质拉回“大收缩”中。

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史蒂

文 /宇思

科学能证明有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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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霍金写道：“如果大爆炸一

秒后的膨胀速度小几万亿分之

一，宇宙就会在达到现在的大

小之前坍缩。”另一方面，如

果膨胀速率大一点点，星系、

恒星和行星就不会形成，更不

会有人类。

要想让生命存在，太阳系

和行星的条件必须恰到好处。

例如，如果没有氧气，人类将

无法呼吸，而且氢、氮、钠、碳、

钙和磷等其它元素也是生命所

必需的；地球、太阳和月球的

大小、温度、相对距离和化学

成分也必须恰到好处；还有很

多其它的条件需要精心调整，

否则就不会存在任何生命。作

为不可知论者的霍金也承认：

“这些数字的值似乎经过了非

常精细的调整，才使生命的发

展成为可能。”

如果人类能在随机爆炸中

偶然存在，概率有多大呢？一

位天文学家计算出的概率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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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万亿万亿万亿万亿万亿万

亿万亿万亿分之一。

三、谁是DNA的设计师？

DNA（脱氧核糖核酸）作

为一种生物大分子，可以组成

遗传指令，引导生物发育与生

命机能运作，主要功能是储存

信息。

计算机存储的数据是基于

0和1的二进制系统，而DNA

有四种碱基（A、T、G和C），

因此具有极高的存储密度。重

量不到一块方糖的DNA可存

储世界上所有的电影。微软创

始人比尔·盖茨说，“DNA就

像一个计算机程序，但比我们

开发的任何软件都先进得多。”

即使是最忠实的进化论

者 也 承 认，DNA错 综 复 杂

的起源是无法解释的。DNA

双螺旋结构的共同发现者之

一、进化论者弗朗西斯·克里

克（Francis Crick） 相 信，

DNA不可能自然地起源于地

球，他写道：“一个拥有我们现

在所掌握的一切知识的诚实的

人只能说，在某种意义上，生

命的起源在当时看来简直是个

奇迹，要使它发生，必须满足

的条件是如此之多。”

21世纪初，无神论的领军

人物安东尼·弗卢（Antony 

Flew）在研究DNA背后的智

慧时，他的无神论戛然结束。

他发现，DNA背后的“软件”

太复杂了，不可能在没有“设

计师”的情况下诞生。

结语

本文列举了天文学和分

子生物学领域的三个革命性发

现。或许，这些科学发现仍然

难以直接证实神的存在，但其

中包含的智慧确实远非自然力

量所能及，称其为“神迹”也

不为过。科学难以解释的“神

迹”还有很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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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南部的古镇曼席

特（Mamshit）遗址，人们发

现了这些镶有卍字符的马赛克

地板。曼席特是公元四世纪的

纳巴顿（Nabatean）四城镇

之一。  

马赛克是一种古老、耐久

的装饰，在拜占庭时期和中世

纪都相当盛行，直到十三世纪

后渐为壁画所取代。马赛克艺

术是把类似于玻璃、有色小石

子等装饰材料镶嵌于水泥或石

膏上，一般用于地板、墙面及

圆型屋顶为多。图中这些镶有

卍字符的马赛克是当时一个叫

做尼罗（Nile）的教堂的地板。

希特勒制造的“卍是纳

粹标志”这个概念依然笼罩着

世界，至今仍让很多西方人望

之心惊。卍字符真的属于希特

勒和纳粹吗？肯定不是，因为

希特勒即便活到今天，也不过

130多岁，而卍字符在人类社

会已经存在了至少上万年。

以色列遗址发现
镶有卍字符的马赛克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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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说她开始修炼法轮大

法的那一天，刚好是我出生满

一个月。因为我家和外婆家住

在同一个小区，从我出生就是

外婆带着我。

外婆经常读法轮大法的书

给我听，等我长大一点了，就

教我炼功。直到小学毕业，我

一直跟外婆修炼，有时还一起

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人。有时晚

上醒来看到外婆在炼功，我不

哭不闹，也不出声打扰外婆，

自己站在小凳子上和外婆一起

炼功。

我原来的学习成绩一般。

到了初中，我明白大法弟子就

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

要求自己，知道修炼人在哪里

都应该做个好人。我就想，我

要听师父的话，我是学生就应

成绩的黑马
文 /明明（中国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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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好好学习。自那以后，我的

成绩一直往上升，老师和同学

说我：“就像一匹黑马，一直往

上冲！”

无论学习怎么忙，我都尽

量地帮助成绩不好的同学。为

此学校还给我发了一个奖状：

“帮扶之星”。从开始上学一直

到现在，我获得了很多奖状。

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本市

的重点高中。到了高中我的学

习成绩更突出了，经常在班级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上高中学

习真的很忙，没有时间炼功，

我就周末抽时间和外婆学法，

平时在上学的路上就背《论

语》，每天都背。

前几天开家长会，老师说：

“班里的学风很不好，同学们

大部份都不努力。”家长们都

很着急，也很操心，说同学们

迷恋手机、网络，不听父母的

话。我之所以不沾染那些东西，

没有那种不良行为，是因为我

有法轮大法做指导。

爸爸妈妈都支持我跟外婆

学大法，因为从小到大，我各

方面从来都不用他俩操心，也

没有什么青春期的逆反状态，

一直都很听话。爸爸妈妈和外

婆周围所有的大人都觉的我是

一个“不可思议”的孩子，“太

神奇”了。

大法教我淡泊名利

虽然我的家庭条件不错，

但我从来都不会为此去炫耀。

我还是要求自己尽量的看淡名

利，不过奢华的生活。

有时，爸爸妈妈给我买一

些名牌的衣服。我看了看衣服

上的标价，好贵，就跟他们说：”

那么贵你们也舍得买，太奢侈

了。我都不好意思穿，也不舍

得穿。“

在高中，我是走读生，所

以我在高中都没怎么吃过学校

的饭菜。但今年疫情期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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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全封闭管理学生，所以我就

只能在学校吃饭，一餐5元至

12元不等。爸爸妈妈就让我吃

12元的，我觉的太贵，不舍得

吃，偶尔吃12元的，感觉是

比较好吃，但我还是吃便宜的，

不追求口腹之欲。

从小到大，别人都夸奖我

有礼貌，懂事，不骂人，不打架，

别人骂我我也不生气。家人也

都说我从来都不生气，不发脾

气。记得外公让我教他在手机

上玩微信，外公没有学会就发

脾气骂我，我也不生气，等外

公不生气了，我就继续教，教

了很多次，后来他终于学会了。

在这教的过程中，我也不记得

被他骂了多少次，但我从来都

不生他的气，也不怨恨他。有

时做事也没有多想，是觉的应

该那样做，也许这就是一个生

命同化大法后的状态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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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修炼有神奇

我是辽宁的大法小弟子，

今年15岁了。妈妈让我把在

大法中发生的奇迹都记录下

来，等有机会上网投稿。下面

是我在修大法中发生的神奇事

情，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师父教我解一元一次方程

2019年9月1日， 我 升

入初中一年级了，新学期开始

了，我期待着全新的学习生活。

可是开学没有几天，我发现数

学老师讲课我完全不明白，我

有些郁闷，是我变笨了吗？课

后又问其他同学，结果他们都

说：“我们也听不懂，只是我们

假期在外面补课了，所以老师

讲的不明白无所谓，反正我们

是学过了！”

我听后心里说不出来是什

么滋味，回家和妈妈说了这个

经过。妈妈说：“我和爸爸也辅

导不了你啊！实在没有办法我

们也去报个辅导班吧！也不能

看着你一点题也不会做呀！”

现在社会败坏，道德下滑

得很厉害，老师也被污染了，

为了挣钱也不在乎师德——在

课堂上不好好讲课，私底下却

让我们报他的补课班，家长们

都气得咬牙切齿。

当时，这件事把刚修炼不

久的爸爸也给气坏了，有几次

甚至想去老师家找他理论，但

都被妈妈劝住了。妈妈提醒说，

李洪志师父告诉我们：“你是修

炼人，要做到忍，不能和他一

样的，你要和他一样的，你不

文 /（中国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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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常人了吗？”妈妈还对我

说：“《转法轮》里讲了，‘修在

自己，功在师父。’大法开智

开慧，师父会管你的。”

我求师父帮我去掉对数学

老师的怨恨心。第二天上数学

课，老师还是像以前一样概括

地讲课。我还是听不懂，但我

心里没有怨恨而是很平静。晚

上回家写完作业上床就睡觉

了。很快就睡着了。

在梦中我，清晰看到有位

老师在给我讲课。这位老师在

讲解一元一次方程，在黑板上

按照每个步骤写下了解题，都

是知识点，讲得好清楚、好明

白呀！我都懂了！原来我不笨

呀，是学校老师没有好好讲课

的原因啊！

这位讲课的老师到底是谁

呢？是我们学校哪个班的老师

呢？我仔细看看这位讲课的老

师，噢，原来是师父啊！一激

动，梦醒了！但知识点已深深

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早上我连忙叫妈妈，把梦

里面的事情讲给妈妈听。妈妈

惊讶地问我：“是真的吗？”我

说：“是真的，我清清楚楚地记

得呢！”

2020年2月，寒假到了，

时间比较充足一些了，我可以

天天学法炼功了。我每天开始

抄《转法轮》，抄完几段后就

炼功。没放假时，晚上写完作

业就是炼第1、3、4套功法。

现在放假了，我每天晚饭后抄

一段《转法轮》，然后就开始

炼5套功法。

炼功消业

一天，轻松地炼完第一套

功法之后，我感觉身体发热，

又出了一些汗。开始炼第二套

功法的第一个动作时，我的膝

盖到脚面脚趾明显地变成黑紫

色了，而且还感觉特别痒，痒

的忍不住地想笑，还想用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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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痒痒的部位。妈妈让我坚持

住，消业不能乱动，让我用意

念抑制。于是我心想：你们这

些业力，我不怕你们，我今天

把你们全部消灭掉！就这样坚

持着，忍着。

等炼第二个动作“腹前抱

轮”时，因为动作相对容易，

可以缓解一下了。到第三个动

作开始的时候，腿脚的颜色变

得更快了，清楚地看见双腿双

脚逐渐从内侧向外侧变成粉红

色，原来黑紫色的皮肤变成粉

红色了，可以感觉出肉色部份

发热，也不痒了，而紫黑色部

份冰凉而且痒。继续坚持着。

到第四个动作结束后，我的双

脚已经完全变为正常的肤色，

干干净净的了。

我带着喜悦的心情炼完四

套功法后就去洗澡了。洗澡时，

看到一些花皮肤不见了，完全

变白了，也细嫩了，身体滑溜

溜的！从浴室出来，我连忙告

诉妈妈。妈妈说：“哎呀太好啦，

师父把你的身体净化了，以后

就是健康的身体，好好学法炼

功吧！”

修炼大法中还出现很多神

奇的事情。以上仅仅是我经历

中的点滴。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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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数次大瘟疫

中，往往都是在人们放松警惕

时，像海啸一样袭来，令人猝

不及防。

伦敦大瘟疫：

突如其来，又突然消失

1832年3月的一个夜晚，

法国巴黎的舞厅里，人们正在

狂欢，身在巴黎的德国诗人海

涅，亲眼目睹了这个悲惨的时

刻，“3月29日，当巴黎宣布

出现霍乱时，许多人都不以为

然。他们讥笑疾病的恐惧者，

更不理睬霍乱的出现。

“突然，在一个舞场中，

一个小丑双腿一软倒了下来。

他摘下自己的面具后，人们惊

讶地发现，他的脸色已经青

紫。笑声顿时消失。马车迅速

地把这些狂欢者从舞场送往医

院，但不久他们便一排排地倒

下了，身上还穿着狂欢时的服

装……”

突然降临的瘟疫，像海啸

一样袭来，令人猝不及防。

欧洲曾发生过“黑死病”。

早在1518年，英国政府就第

一次公布了《瘟疫法》，染疫

者禁止外出，否则判重罪甚至

处死；没有染疫的家庭成员若

四处游荡将被当成流浪者，受

鞭笞或监禁。然而，防疫条令

并不能阻止瘟疫。

1831年，伦敦出现霍乱

疫情。人们紧急从伦敦搬迁到

历史与现实：

文 /郑宇明

突然到来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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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避疫，可是那里变得和城

市一样可怕，无处躲藏。当瘟

疫蔓延到欧洲时，霍乱还夺走

了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黑

格尔的性命。然而神秘的伦敦

大瘟疫，在1832年戛然停止。

曾经有人置疑，是否18

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的航运、

交通，使得病毒更容易传播？

然而回望一下发生在公元6世

纪的罗马大瘟疫，这样的说法

就不攻自破，那时无论东西方

都是封建社会，没有任何新式

的航运交通工具，然而瘟疫一

样可以在短时间传播到广大的

区域。

画家描绘的瘟疫（1630 年，法国画家 Nicolas Pous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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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流感：

秋季突袭的二波疫情更为凶猛

在20世纪之初，曾发生

过一场被称为“所有大流行之

母”的西班牙流感。

1918年3月，病毒沿着

海岸线开始四处散播。西班牙

最先受到它的发难，所以人们

称之为“西班牙流感”。春季

虽然是流感高发季节，但患者

都能快速康复，死亡率也不比

平时高。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

尚未结束，战争的消息占据着

全球的头条新闻。

然而到了秋天，一切都变

了。这种之前并不罕见的病毒

突然以剧毒毒株的形式出现，

患者往往在几小时或几天内死

亡。四个月之内，西班牙流感

在世界各地蔓延，甚至连最偏

远的社区也不放过。

一般情况下，世界性流感

死亡曲线呈U形，儿童、老人

和抵抗力弱的人群占据死亡高

峰。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

死亡曲线却呈独特的W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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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老人之外，还有一

个特殊的死亡高峰人群：约

20～ 40岁青壮年，占据整个

大流感死亡人数的50%。据推

测，小于65岁的病死者占死

亡总人数的99%。

到了1919年3月份，疫

情突然消失。西班牙大流

感，来去匆匆，突发突止，在

1918到1920年短短两年间，

造成全球4000万至5000万

人死亡。

科学家预警：

“将如海啸般席卷而来”

从2020年开始蔓延的中

共病毒疫情，变种再变种。丹

麦总理弗雷德里克森在一篇

文章中，形容变种病毒传播速

度惊人的情景，“想像一下坐

在哥本哈根的帕肯体育场的顶

层，这是一个可容纳38000

人的足球场。用水龙头滴水将

其灌满，第一分钟滴一滴，第

二分钟滴两滴，第三分钟滴四

滴。”弗雷德里克森说，按照

这样的速度，将在44分钟内

填满体育场。但在前42分钟，

体育场几乎是空的。“关键是，

当你意识到水位上升时，已经

来不及了。”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

究所一名学者评论说，这会造

成全球卫生体系崩溃，也就是

说，随着病毒的变异，变种可

能隐藏在人群里，每到季节就

发作。在此情形下，研究人员

认为，大规模封城、展开检测、

执行严格的卫生限制，这种中

国防疫模式将无济于事。

千万不要被“抗疫”神话迷惑

人们对病毒的认知非常有

限。在大灾难面前，人类是渺

小的，只有多一些敬畏，多一

些反省，以“真、善、忍”的

标准做好人，才能保证自己成

为幸存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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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四年级的小学生，

2021年9月得法。记得三年

级下学期，有一天，得法不久

的班导师告诉我们：“你做坏事

会得到小恶魔（业力），做好

事才有小天使（德）。”就是这

句话打动了我的心，让我想开

始了解大法。

以前妹妹和我吵架时，我

都会大声骂妹妹。但是学了大

法，每当妹妹和我有争执时，

我便主动向内找，跟妹妹说：

“对不起，我对你太凶了。”每

当我改变自己的态度时，妹妹

的态度也变好了，让我感受到

大法就是这么神奇，只要看到

自己心中的“尖刺”（执着心），

就要向内找，把它拔掉，就不

会再为这些小事去争去斗了。

有一次，同学在活动中心

偷偷的请我们吃零食，我们吃

的很开心。但很快我就发现这

是不对的行为，已经违反校规

了。虽然没有其他人看到，但

我知道身边的佛、道、神都看

到了。所以，我主动告诉班导

师：“老师，对不起，我不应该

在学校偷吃零食，我知道错了，

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

当时我内心感到很踏实，

还告诉一起吃零食的同学我跟

老师承认了，没想到他们也一

个个都去跟老师道歉了。老师

笑着说我们很诚实，懂得向内

找。虽然老师还是扣了我们的

常规分数，但我想，身边的佛、

道、神一定都见证了我的改变。

今年三月，我突然得了脑

真善忍伴我渡过难关
文 /杨杨（中国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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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头痛不已、高烧不退，还

在加护病房里昏迷了四天。第

五天，转到普通病房后，我收

到了全班同学写的卡片。

其中小勋写：“你是我最要

好的朋友，你要常常在心里说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希

望你快点健康起来，加油！”

小蓁写：“全班都在等你回

来读《洪吟》，现在你可以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

言，真的很神奇喔！记住真、善、

忍三个字，你现在忍下来就消

业了，祝你早日康复。”

小颖写：“祝你早日康复，

希望你能赶快回来跟大家一起

修真、善、忍，大家都很想你，

希望你赶快出院。”

小妤写：“希望你可以回来

跟我们一起打坐，一起做真、善、

忍的人。祝你身体健康、早日

康复。”

小苏写：“希望你能跟我们

一起打坐，祝你健康。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

小承、小豪、小泉也纷纷

为我祝福，给我加油打气。

妈妈在辛苦照顾我的日子

里，也天天感受到来自同学们

的温暖。每天我看到同学写的

真、善、忍小卡片，既感动又

开心。住院期间，虽然很孤独，

但我时常默念九字真言，心里

有种平静的感觉，身体也比较

舒服，甚至抽血时都不疼了呢！

一个多星期后，我就康复

出院了。谢谢班导师，还有同

学们的鼓励，最重要的是感谢

李洪志大师，让我们全班都充

满正能量。小弟子叩谢师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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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同学因我而变好
文 /晶晶（中国河北）

我是个九岁的法轮大法小

弟子。今天想和大家说说在学

校里发生的两个小故事。

闹腾的班级变得安静了

一天下午在学校上第三节

课的时候，我后面座位上的同

学说：“你的衣服掉了。”我说：

“好的，我这就捡起来。”可是

我捡起来一看，这不是我的衣

服。因为我上一年级发校服时

妈妈就在我的校服上缝上了我

的名字。

后面的那个同学说：“这就

是你的衣服！”说着就连推了

我三把。老师看到了，就走过

来问：“怎么啦？”我说：“我的

校服不见了。”老师说：“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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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的衣服吗？”我着急地说：

“不是，不是，我的校服上缝

了名字，这件衣服上没有我的

名字。”

这时我突然想到：我是修

炼人，要冷静对待发生的事，

就没再说什么了。班里乱哄哄

的气氛也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大家都看着我，这时有个男生

说：“哎？我这件校服上有个

字，看看是不是你的？”我立

即跑过去一看，然后高兴地大

声说：“我的校服找到了！”

这时，我后面座位上的同

学不好意思地说：“我刚才不该

推你，我应该冷静。”我说：“没

关系。”教室里的气氛又变欢

乐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我想，是师父让我冷静下来的。

谢谢师父！

平时我们班是最能闹腾

的，就连校长都看不上我们班。

可是那天班里非常得平静，就

连我们班爱打架的男生都变的

安静了。

我明白了这就是修心性，

当我变好了，我周围的环境也

就变好了。我想，这也许就是

李洪志师父说的“修内而安外”

的一个表现吧。修炼真幸福！

“永远不要再打架了”

有一天上体育课。一个男

生突然说：“攻击女生队！”说

着就冲到我跟前打我。我想：

我应该做到师父讲的“打不还

手，骂不还口”，所以我没还

手打他。可他又连打我好几下，

并用拳头重重地打在我的肚子

上。这时我有点生气了，没忍

住，就回了他一拳。

正好这时老师吹口哨了，

我们就跑过去站好队往教室里

走。回到班里后，打我的那

个男生对我说：“下回再和你

算账！”我看着他说：“别再有

下回了，永远不要再打架了。”

他说：“好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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