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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乡村夫妇的平凡小事

惊喜
1998 年 11 月，法轮功传

到小山村。村里想学的几位老

人谁也不认识字，他们请董乐

给他们读书，董乐很爽快地答

应了下来。

没读几天《转法轮》（法

董乐和蓝秀是一对普通的乡村夫妇。两人没有显耀的地位，

也没有特殊的才能，但村里人对他们非常敬佩和尊重，提起夫

妇俩就有说不完的故事。

轮功的主要著作），董乐的心

灵就被震撼了：呀，这本书咋

这么好啊！书中讲的都是如何

做好人的道理，事事按照“真

善忍”的标准对照自己，只做

好事，不做坏事。讲到了人只

有重视道德的修养，才能减少

各种灾祸，才有幸福。再加上

五套简单易学的炼功动作，这

就是修炼法轮功。不用报名，

不用登记，不收费用，想学就

学，想走就走，没有任何人强

迫你，全凭自己的意愿。

董乐就这样开始学炼法轮

功了。当时的董乐已被食道炎

的病痛折磨半年多了。为了治

病，他曾去过县里、市里的多

家医院，看过专家，寻过名医，

都没有好转。董乐的妻子也是

身患多种病，其中有种怪病发

作时，只能躺下不动，否则会

出现生命危险。董乐想着自己

已经是三十五六岁的人了，妻

子病弱，上有老人，下有几个

孩子，如果自己身体垮了，会

给家里带来多大的不幸啊！生

活还能有什么希望，他不敢想

下去 ......

令董乐惊喜的是，炼法轮

功后，折磨了他半年多的食道

炎不翼而飞。不久，蓝秀也学

了法轮功，神奇同样在妻子的

身上展现了，蓝秀成了一个健

康的人。

夫妇俩自炼法轮功以后，

吃了亏也不与人计较，见谁有

困难了就主动帮助。家庭和睦，

邻里融洽，尤其蓝秀和婆母的

关系，就像亲生母女一样。有

人悄悄对蓝秀说：“我要生活在

你们家，活都活不够。”也有

人说：“别看我们不吱声，平时

都在跟你们学着哪。”

付钱
董乐家雇了一辆联合收割

机收麦子，谁知在收麦子的时

候，车主忘记了关仓门，几个

来回，麦粒撒得遍地都是。

董乐和蓝秀没说一句责备

的话，收完麦子照样一分不少

地把钱付给了车主。车主十分

感动，对人说：“这家人太好

了，要搁别人家，不但不给钱，

说不定还让赔偿损失呢。”

村里有人外出办事，听到

有人议论法轮功，就说：“俺

村就有炼法轮功的，他们真是

好人，雇人割麦子给撒得满地

都是，他不讹人家，还一分不

少地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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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油
村里有天来了个换油的，

用棉籽换油。新棉籽七斤换一

斤油，隔年的陈棉籽八斤换一

斤油。董乐从家里拎了一编织

袋棉籽去换油。换油的小贩问

他，棉籽是新的还是陈的？董

乐抓起一把看了看，好像是新

的，就回答说是新的。小贩跟

着抓起一把棉籽看了看，也觉

着是新的，于是按七斤棉籽一

斤油的量换给了他。

董乐拎着油回了家，为了

确认没办错事情，又问妻子蓝

秀，那棉籽是新的还是陈的？

蓝秀说是陈的。

董乐懊悔得不行，把换油

的事情如实告诉了蓝秀。夫妻

二人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咋能

占别人的便宜，二人决定把多

给的油退回去。

董 乐 立 马 拎 着 油 来 到 街

上，很抱歉地对换油的小贩说：

“是我搞错了，把陈棉籽当成

新棉籽，多要了你的油。我们

是炼法轮功的，不能占别人的

便宜，得把多给的油退给你。”

小贩很感动：炼法轮功的

这么好，真是当今社会上难找

的好人！他说什么也不让董乐

退油。十几个村民目睹了此事，

个个打心中敬佩。

排水
有一年的初秋连降大雨，

很 多 田 地 都 被 淹 没， 为 保 庄

稼，人们就用水泵从田里往外

排水。村里一些人为图方便，

直接把田里的水排到地头的路

上。因为村里地势低洼，排出

的水顺着路“哗哗”地往村里

淌，村子里到处是积水。村民

们叫苦连连，对着那些乱排水

的人又恨又骂。

董乐和蓝秀也拉了水泵去

田里排水，二人趟着泥泞，深

一脚浅一脚地接了一二百米的

水龙带，把水排到了小河里。

他们花费了比别人成倍多的时

间，才把田里的水排完。

这件事在村里引起了很大

震动，人们都说，还是人家炼

法轮功的好啊，人家才是真正

的好人哪！

Email 索 取： 用海外邮箱发邮件给 freeget.one@gmail.com 或
xiazai@upup.info，内容任意，主题任意，不能空白。

网址索取 （通过以下网址下载翻墙软件）：
电脑版：https://git.io/fgp88    
               https://git.io/umexe
安卓版：https://git.io/fgm88  
               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温馨提示：用国产浏览器可能打不开这些网址，
建议使用 IE、Edge、Chrome 或火狐等浏览器。

扫码即看

网门 APP 下载

翻墙软件索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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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金种子》中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故事里的

主人公就在我们的身边，是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中的一员。由于

考虑到安全问题，很多故事都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

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怀着真诚与感恩的心，要把他们的真实

经历告诉给大家，不只是分享人生的喜悦与感恩，更希望在人生

遭遇困境时，分享经验，提供借鉴。

在新年之初，我们再次为大家奉上手绘 2021 年明慧故事年

历《金种子》。年历采用传统绘画手法，以山水为背景，为您展

现乡村特有的风土人情；同时也与您分享了几位主人公的故事。

愿您：早日明真相，新年福相随！

《绝处逢生》受益者众

一份真诚
而特别的礼物

新的一年开始了，《金种子》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平安、

快乐，吉祥如意！

《绝处逢生》

很多疾病无法被攻克，很多人仍然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

中。在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身患顽疾和绝症的人的悲凉故

事。可是他们因各种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

开始了使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本书收集的这些故事均采编于明慧网 minghui.org，本书也

是“明慧丛书”系列的一集。这些故事仅仅是沧海一粟，因为在

当前中国大陆的迫害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很多修炼者暂时还无法

将他们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发表供更多的人借鉴。

愿被病痛逼到绝路上的朋友，能够受益于本书，给自己的人

生重新敞开希望的大门。

可突破网络封锁（方法见 5 页），访问明慧网 minghui.org，免费下
载明慧丛书《绝处逢生》，还可以浏览明慧网，分享更多人的人生经历。

明 慧 丛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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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被撞的过程：

“那天下午我运桃从市场

回来后，妻子让我去办点事，

我就骑上电瓶车去了。正在大

路右侧人行道上往前骑着，突

然被后面一辆轿车给撞出去了

二三十米远，我赶紧爬起来，

活动活动，看了看哪里也没事，

就是右胳膊擦破了皮在流血。”

“那司机吓坏了，赶紧跑

过来说：‘没事吧？我喝酒了，

对不起，咱们上医院看看吧！’”

“我说：‘没事，就是胳

膊擦破了皮。”我一看这个司

机还是我以前的同事，我也没

讹人家。我又没事儿，讹人家

干什么？到就近的诊所消了消

毒，抹了点药，包了包，就让

他走了。他要给我钱，我也没

要。那司机感动得非要晚上到

我家去看我，我也谢绝了。”

张哥接过话：“你想想被

车撞出去那么远，要是一般的

人能撞不坏吗？你却啥事儿没

有，你这是三退得了福报了！

‘三退保平安！’不是一句口号，

不是一个标语，而是真真切切、

实实在在存在的。”

刘司机感叹地说：“可不

是嘛，原来三退真的能保平安

哪！‘三退保平安’是真实不虚

的啊！这次我是真的相信了。”

常常有人向法轮功学员索要护身符，这是为啥呢？因为法
轮功的护身符上有得福报的方法：“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诚念得福报”。为啥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得
福报呢？因为“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在法轮大法遭到
迫害时，您还能明白是非、支持善良，这是最珍贵的一念，就
会得到上天的佑护。这不是迷信，这是“善恶有报”天理的体现。
全国各地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危难时刻化险为夷的例子
比比皆是。

为啥人们喜欢戴法轮功护身符？

张哥（化名）住的地方盛

产 苹 果、 蜜 桃 等 水 果。2019

年 6 月，他家的亲戚做生意，

雇了两辆货车拉桃发往外地，

请张哥去帮着管理账目。

第一天，一位姓刘的司机

装完货封车时，张哥拿着运费

走到他跟前说：“做一个司机

天天在路上跑车很辛苦，平安

最重要啊！你看现在路上人多、

车多、危险多，家里人最担心

的就是你的安全。听说过‘三

退保平安’吗？就是把你入过

的党、团、队从心里退出来，

能得到神佛的护佑……”刘司机

仔细听着，明白了为什么要退

中共的党团队，就同意了三退。

张哥又拿出一个车挂递给

刘司机说：“把护身符挂在车

上，无论遇到什么危险一定不

要忘了念 :‘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九字真言，就一定

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保平安

的！”他说：“知道了。”然

后笑着开车走了。

过了十多天，张哥正在收

桃记账，看到一群人围着刘司

机，他的右胳膊上都是伤疤，

已经结了痂。他正在跟那些围

着他的卖桃果农说：“我昨天

下午骑着电瓶车靠右走着，突

然被一辆轿车撞出去了 30 米

远，我爬起来啥事没有，就是

胳膊擦破了皮，没耽误今天拉

桃。”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

“你真命大。”

又过了些天，张哥正好坐

刘司机的车去收购点，刘司机

见到张哥很高兴，一上车就滔

滔不绝地跟他说起了自己出车

司机：
这次我是真的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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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国际文化季
法轮功赢赞誉

2020 年 11 月 1 日， 台

湾 高 雄 一 年 一 度 的 冈 山 妈 祖

“国际文化丰游季”系列活动，

有一百多个队伍参加，吸引了

上万人。立法委员多人前来助

阵支持。主办单位特别邀请法

轮功团体与会。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穿行冈

山热闹市街，沿途吸引满满的

民众观看，或跟着队伍走、或

拿手机拍照留念，对法轮功队

伍赞不绝口。

法 轮 功 团 体 今 年 是 第 七

次受邀参加。主办单位寿天宫

主委戴清福表示：“很高兴也

很感谢能邀请到法轮功天国乐

团、腰鼓队、炼功队等参加，

法轮功团队因为修炼关系，人

人朝气蓬勃，个个精神抖擞，

表演专业，非常有特色，是非

常优质的团队。法轮功团队的

精神、服装、纪律都是一流的，

法轮功团队赢得非常高的评价

和掌声。”

经营饮食业二十多年的潘

女士，因最近腰酸厉害，朋友

推荐她炼炼法轮功。白天错过

了法轮功的队伍，她就一直等

1

1、寿天宫主委戴清福先生（中），

在活动开始前特别来跟天国乐团

合影。

2、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

3、活泼亲切的腰鼓队

4、祥和优美的炼功队伍

5、天国乐团和腰鼓队还特别受邀

参加综艺联欢会的表演

5 4

3

▲天国乐团后面美丽的仙女队

2

11

到天黑。晚会时当天国乐团吹

起响亮的“法轮大法好”时，

潘女士说她听得心头很舒服，

不自觉流泪了。她说：“天国

乐 团 看 起 来 各 种 年 龄 层 的 都

有，个个精神抖擞，吹奏的乐

曲听起来很舒服感人，我回去

要请我女儿上网帮忙找附近的

炼功点，我也要炼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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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到美国的山东维权人士界

立建说，美国作为世界自由的灯塔，

可以说是国际代表。可是这次大选，

谎言让共产主义横扫一切，让人心

痛。就是在这样的对比下，民众对

“大纪元”、“新唐人”等正义媒体，

竖起大拇指，英文“大纪元”APP 

在苹果商店下载量成为新闻报刊类第一。

界立建由衷地感叹：“很感恩李洪志大师，他教育这么一大

批人，为地区、为国家造福，传递那份善良、让人向善，这才是

朗朗乾坤前方的一个指路灯塔。”

海内外民众的感恩 

2020 年的感恩节来临之际，海内外民众纷纷向法轮

功创始人表达感恩，和感谢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传播真相。

维权人士：法轮功是指路灯塔

感恩法轮功学员坚持传真相

原陕西润泽医药有限公司业务

代表赵明，因为声援香港反送中遭

中共威胁而逃离中国。他说：“他

们（法轮功学员）为争取中国人的

自由做出的努力，是非常非常卓越

的。”赵明祝福李洪志先生和所有

法轮功成员“感恩节快乐”。赵明一家

澳洲的越南移民玛丽 • 阿维安

娜（Mary Avina）表示，她自小就

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我父母从

越南来，逃离共产党。”她说，很

多世人想象不到共产党的邪恶，如

果不持续揭露其罪恶，它会害更多

的人。玛丽并感谢法轮功学员多年

来坚持不懈地传播真相。

感谢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传播真相

感谢法轮功学员站出来说真话

加拿大的加琳娜（Galina）女

士来自前苏联，她说：“共产党就

是谎言，无所不在的谎言，全部是

谎言，没有别的，既邪恶又撒谎成

性。”她感谢法轮功学员站出来说

真话，“能把这个问题说出来，这非

常好，让人们思考，这是最重要的。”

澳大利亚越南移民玛丽 • 阿

维安娜（中）

加琳娜女士（左）

界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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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法轮功学员开发破网软件

新西兰官员：愿法轮功学员继续传播真相

大陆民众文先生对法轮功学员

开发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软件，帮

助很多人看到世界真相，表示非常

感激，“我现在才知道，在现在这

个时代，真相讯息是非常重要的。”

他希望透过“大纪元”、“新唐人”

媒体力量，传递中国百姓的心声，

让更多海外的人，尤其是美国人，知道共产党的邪恶。

他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表示敬佩，“祝福他身体健康，

让法轮功发扬得更好！”

新 西 兰 奥 克 兰 公 民 自 由 委

员 会 主 席 巴 里 • 威 尔 森（Barry 

Wilson）感慨地说：“法轮功让自

由精神在新西兰续存，并让新西兰

人确切地知道了在中国大陆的人们

身上发生了什么。愿他们继续传播

这一信息，愿他们繁荣昌盛，我向

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巴里 • 威尔森

五大破网软件

家睡觉，震耳的洪水“轰隆”

一声，从街面上冲下来，把

大爷家的房门冲开，洪水

“哗”地一下涌进屋里。

大爷被洪水声震醒了，

赶紧趟水冲出门，打着

雨伞站在高处，呆呆地

看着被洪水淹没的房屋，

半晌没缓过神来。

侄女站在她家二楼往四处

看，同时也拍了视频，她放给

我看：啊呀！只见满屏幕里都

是浑浊黄色的洪水，房屋、树木、

农田里的禾苗，都在洪水中，

还有横七竖八漂浮的家具、挣

扎的家畜等等，真是惨不忍睹。

当时，侄女心里叫苦，不

知自家一楼被淹成啥样了？她

下楼去查看情况：真神奇，一

楼一点水都没有漫进来。她又

去看房前屋后的走廊，都是干

干的，一点儿水没进。后来她

想起来了，她经常敬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给侄

女一家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

相，一家大小都退出了中共的

侄女：“洪水不
进我家门哪！”

2020 年 10 月 1 日放假期

间，侄女一家人从一百多公里

远的老家来我家做客，讲了一

件很神奇的事情。

今 年 7、8 月 份 时， 有 几

天下暴雨，雨水就像从天上往

下倾倒一样，狂风刮倒大树，

河里的洪水漫过了河堤。侄女

家那一片地区也被洪水淹了。

侄女家的房子建在大街旁

边，离街道一百多米远。街道

的路面比她家地面高一些，周

围 很 多 邻 居 家 的 地 势 也 比 她

家高。

这天中午，邻居大爷正在

放眼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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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队有个湖南人黄老

二。2016 年 大 概 六、 七 月 份

的时候，黄老二不知得了什么

病，一天晕倒好几次，救护车

也来抢救了多次。

黄 老 二 知 道 我 修 炼 法 轮

功，有一天特地来找我，说是

知道有人看了法轮功的这本书

后，病就好了，他也想看看。

我借了一本《转法轮》给他。

后来黄老二来还书时，说：“真

善忍好，忍字难做到啊。”我

又给了他几本法轮功的真相期

刊看。

2017年正月的一天下午，

我在屋后菜地里摘着菜，听见

有人在喊，抬头一看，黄老二

来了。他说：“老姐姐，我来

感谢你了，法轮功太好了！”

看他那么激动，想必是有

什么高兴事儿了。我进屋搬了

个凳子，让他坐下慢慢地说。

黄老二说，邻居有个老太婆心

不好，总害人，他见到她就心

“

”

我知道这是

做到了‘忍’的结果

党、团、队组织。每人还送了

一张真相护身符，告诉她们常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能保平安。

侄女说：“是法轮功师父在

保护我们，洪水不进我家门哪！”

烦。自从他看了《转法轮》这

本书，看了真相资料里的故事

后，就想照着学。

一次，邻居老太婆把自家

田里的石头扔到了黄老二的田

边，当时他的肺都要气炸了！

可忽然想到了“真、善、忍”，

想到了真相资料里讲的“六尺

巷”的故事，他的心里一下子

又通畅了，忍了下来。想起法

轮功书上讲的要做好事、做善

事，黄老二把石头都捡了起来，

用车推走了。

还有一次，老太婆把黄老

二家掉下来的衣服扔到水沟里

去了，黄老二

忍住了，没吱

声儿。过了些

天，他看到老

太婆家晒的衣

服有掉到地上

的，便以德报

怨，捡起来给

老太婆送了过

去。老太婆笑

着感谢了他。

现在黄老

二看见老太婆心里也不动气了。

他 说：“ 我 知 道 这 是 做 到 了

‘忍’的结果。”

黄老二说他现在心里不气

了，病也好了，又能骑自行车

驮菜上街卖，又能挖地了。我

问他得的什么病？他说：“心

脏病、脑梗塞、高血压，头昏

晕倒是常事。现在好了，感谢

老姐姐！”我说应该感谢法轮

功师父。

黄老二说：“当然要感谢

法轮功师父！你给我看的真相

资料，我要上街发给别人看，

让别人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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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末，燕燕包了一

片果园。其他果农都是在果子

生长的五六个月里，不断地撒

化肥、上农药、喷灭菌剂、抹

膨大剂，结出来的果子才又大

又光鲜。但燕燕坚持要生产无

公害水果，虽然这样做会使果

子产量降低，经济受损，但她

宁可自己吃亏，也要让人吃到

纯 绿 色 放 心 的 果 子。 从 春 天

燕燕有位交往了几十年的

同事是炼法轮功的，在平时的

接触交流中，她了解了很多关

于法轮功的真相，因此很认可

法轮功。燕燕平时真相护身符

带着不离身，无论走路还是坐

车，有空就在心里默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些年来，

就没生过啥病，她经常感叹自

己是受了法轮功的益了。

燕燕种的果子
为啥不遭虫子咬

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却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
和造谣诋毁。善恶有报是天理，自古以来迫害良善者都没有
好下场。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真相，就是为了让善良的人们
明白：不要因为听信了中共谎言，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迫害，
而令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他们自己拿钱、冒着危险告诉您
真相，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您平安。

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到夏天，别人家的果园都打了

四五遍农药了，她只在果树开

花时，喷了一遍农药。

有一天，燕燕让炼法轮功

的同事帮她买了两个能插卡的

太阳能播放器，安装上《法轮

大法好》的歌曲。她把太阳能

播放器插到果园的地上，从此，

果园里 24 小时飘荡着“法轮

大法好”的歌声……

2020 年 8 月， 燕 燕 邀 请

同事去她家果园看看，她说：

“你看隔壁果园，打了无数遍

农药，他家最大的果儿跟我家

最小的果子一般大；本来我还

以为不打农药，果子会遭虫子

的！ 现 在 看 来， 虫 子 少 之 又

少，几乎没有。好像虫子只吃

果叶，不吃果子。真是太神奇

了！”说着，她还扒开果树的

叶子给同事看——真的，树叶

上偶尔能看到虫子的痕迹，可

仔细检查果子，却一个虫子眼

儿都没有。

前些天，刮台风、下暴雨，

把燕燕家果园边上种的玉米都

刮倒了。几天后天晴了，她到

果园一看，倒伏的玉米又都站

了起来，而且都站得直直的，

就像从来没被刮倒过一样。她

跟人讲起这件事时说：“我是

因为放了法轮大法好的歌，才

得到这样好的福报，是法轮大

法保护了我家的玉米。”

生命因此得福报诚念法轮大法好人心与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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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真言生意兴隆 是保护，还是在试验？

一天，秀云（化名）到农

贸市场去买冬储菜。刚一进市

场，就看见两个 20 多岁的小

伙子坐在地上，守着一大汽车

的苹果梨，有几千斤，眼巴巴

地看着过往的行人，渴望人们

能光顾他们的生意。

秀云走过去问了下价格，

两个小伙儿看到有人来，连忙

热情地介绍起来，他们的苹果

梨是从产地运来的，而且价格

便宜，10 元钱 6 斤。秀云一看，

果真像他们说的挺新鲜，就买

了 3 斤梨。买完梨，秀云给他

们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儿，

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会事事顺利的。

两个小伙子高兴地答应了，做

了三退。

三天后，秀云再次到农贸

市场，远远地就看到小伙子卖

梨的地方围了很多人，走到跟

前一看，一大汽车的梨已经卖

光了，秀云上前问其中的一个

小伙子：“还认识我吗？”

这个小伙子一下就认出了

秀云，高兴地对她说：“姨，

你告诉我们的办法真好使，我

们的梨不但卖光了，还不够卖。

姨，我还要卖白菜，你还有什

么办法？”

秀云说：“你就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

小伙高兴地说：“姨，我

记住了，我一定诚心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

卖菜小哥俩
生意顺的妙招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
为根本指导，辅以简单优美的五套功法。法轮功一
经传出，短短几年传遍神州大地，一亿人身心受益，
道德升华，身体健康。法轮大法福益社会，深得世
界各族裔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迄今，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获得各国各界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超过
4800 项。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
40 余种文字，在全球传播，并可翻墙从法轮大法网
站（www.falundafa.org）免费下载。

走近法轮功

2020 年 12 月 5 日，台湾 5400 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排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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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达到“脱贫”标准了吗？ 
据报道，像茶蔚村这样不

承认脱贫的农户不在少数，那

么脱贫的标准是什么呢？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

主任刘永富表示：贫困户的脱

贫，标准是到 2020 年时（年） 

收入达到 4000 元左右，并且

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

医疗、义务教育、住房安全有

保障”，所谓两不愁、三保障。

听起来蛮动人的，实际情

况又如何呢？ 

“脱贫”对他们来说遥不
可及

东 北 老 农 朱 先 生 说， 脱

贫对他来说遥不可及。他月领

168 元低保补助度日艰难，勉

强地活着，实在不行的时候， 

唯一能续命的是门口的垃圾箱。

还例举了他们村里的陈大刚， 

地被政府征收了，没给补偿、

也没低保，天天到垃圾箱里捡

食人家吃剩的馊、酸饭菜。最

后不声不响地死去了！ 

农户朱先生的情况不是个

例，江西九江并不是落后地区， 

但当地市民李先生也说，他们

所在的城市，有的家庭已经到

了很困顿的地步，勉强能温饱。

凉 山 州 失 地 农 民 张 女 士

说：“四川脱贫是造假的，我

们这个地方的拆迁户饭都吃不

起，这些失地农民 50 岁以上

的打工没人要，根本就没有收

入的。山区里面的很多老百姓

都是自生自灭的，他们根本就

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签字”就算“脱贫”？！ 
四川凉山昭觉县一名县委

书记阿兹对媒体说，“全都算

上啦，系统不再录入新的贫困

户。”即从 2020 年年初不再

往管理系统中录入新的贫困户。

50 多岁的黄常碧，是四川

蓬安河舒镇原尖峰社区二社村

民，因他不愿在“已经脱贫” 

的名单上签字，地方政府雇佣

流氓地痞对他进行威胁恐吓。

他在恐惧之下无奈被迫签字。

新华社报道：为了全面脱

贫，基层干部一遍遍入户、一

遍遍沟通，啃下一个个“硬骨

头”……在强大的思想攻势下， 

广大贫困户终于承认：我们也

许是脱贫了…… 

山东省菏泽市某村一对夫

妇仅靠两亩地的微薄收入生活。

丈夫有病生活不能自理，妻子

领取 500 元扶贫款。村干部勒

令他们谎报家庭年收入 10000 

元，并说：“现在没有贫困户

了， 不报 10000 不中。” 

妻子说，这简直是大跃进

重现，“我们收入根本没有那

么多，却让报那么多，那不跟

以前的浮夸风一样？” 

纵观共产党的历史，它就

是靠谎言维系的。1958 年， 

中共搞“大跃进”，搞出粮食“亩

产几万斤”“放卫星”的荒谬事。 

并直接导致其后出现的三年大

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但它却

对外谎称“三年自然灾害”。

如今所谓的“全面脱贫” 

只是中共的“面子工程”，是“数

字脱贫”，它跟百姓实际民生

没有太大关系。它只不过是中

共无数个谎言中的又一个谎言。

2020 年，党不批准你穷？

 2020 年 11 月 23 日贵州

省宣布全省实现“脱贫摘帽”

后，央视宣布中国全面迈进了

小康社会。

然而就在三天前，11 月

20 日《新京报》报道，云南省

昭通市镇雄县茶蔚村的一位村

民，因拒绝签字承认脱贫，而

被村委会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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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晨：这红薯怎么卖啊？

卖菜人：2 元一斤，好着呢，你看看，这可是纯沙土地的 ......

赵晨：是啊，给我称 2 斤。听您口音 ...... 河南的？

卖菜人：嗬，一猜一个准儿啊。

赵晨：哈哈，那我就再猜一下子，看您这气势就不是一般种

田的人吧！

（这个中年男士，胖胖的身材）

卖菜人：哈哈哈哈，我是我村的大队书记，还没退呢。看不

惯他们（共产党）闹闹嘈嘈地不办实事（为村民），躲出来净净心，

也帮孩子们干点啥。

赵晨：是呀，共产党的活最不好干！今天这个令，明天那个

令，大事、小事都造假，就是骗老百姓啊！

卖菜人：嗯 ......

赵晨：老兄，考考你，你是党内人，你知道本世纪共产党造

的最大假是啥？

卖菜人：是啥？

赵晨：“天安门自焚”呗，说是法轮功人干的，把全国人都

骗了，结果被外国给揭穿了 ......

卖菜人：唉，这事呀，我知道！当年我还是被派去跟队的呢！

那事（自焚）之前广场就戒严了，别说炼法轮功的，连一个游人

也没有。哪是人家法轮功人干的！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啊……

2001 年 1 月 23 日，中共导演“天安门自焚”骗局，

栽赃法轮功，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细心人在央视“焦

点访谈”播出的录像中发现了诸多疑点，下面是其中两处。

大队书记：
这事我知道 ...... 世纪骗局：“天安门自焚”

烧不坏的塑料瓶与警察摆拍 CCTV 镜头显示：王进东全
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雪
碧瓶在火中却不燃烧、不变
形，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
头发也还完整；警察在旁边
拎着灭火毯摇来晃去，等王
进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
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拍戏？

凶手重击刘春玲的头部
CCTV 镜头慢放显示：刘春
玲并非被烧死，而是被重物
击中头部倒地。①一手臂抡
起，猛击刘春玲头部。②接
着一条状物弹起。③刘用手
触摸被击打部位，随之倒地。
④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
打击的方位。

3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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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种子www.minghui.org顺天意三退保命 街谈巷议遇病客善心救助

“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穿帮镜头

“三退”是指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初中国人加入

中共党团队组织时，都发过“为其奉献终身”的誓言，那就等于要

与之同命运。中共作恶多端，必遭天遣。当上天要灭它时，当然

会连带它的成员——党员、团员、队员。所以退出中共组织，是

避免天灭中共时受到连累。截至 2021 年 1 月，在海外大纪元退

党网站声明“三退”的人数已超过 3.7 亿。

为什么会有三亿人声明“三退”？

街谈巷议

2020 年11月7日，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大游行。

声明三退方法如下（真名、化名同样有效）：

◎用海外邮箱发送三退声明至退党邮箱：

    tuidang@epochtimes.com

◎用翻墙软件登录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三退：    

    tuidang.epochtimes.com 或全球退党中心网站：

    tuidang.org 在线办理“退党（团队）证书”。

◎电话：001-416-361-9895 或 001-514-342-1023

◎传真：001-201-625-6301 或 001-510-372-0176

◎可先将声明张贴在适当的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扫码三退

清朝时，安徽寿州有一位

赵翁，平时里乐于做善事。一

天，他在路边看见一位客人躺

倒在地上，一直不停地呻吟着。

赵翁想问清楚情况，但那人却

完全说不出话了。赵翁到旁边

的客店去询问，才了解到这人

住在客店有一个多月，房费饭

钱都缴不出来了。如今又病着，

看样子危在旦夕。

店主害怕日后承担责任，

就叫店里的伙计把病人扛了出

善心救人一命 
十年后得善报 

一个人的善念，可以挽救他人的性命；也正因为善念，提携了
自己的运程，改善了自身的命运。赵翁因自己救人的善行，种下了善
因，而得到了善报，还惠及了自己的子孙后代。

去。赵翁对店主说：“这位客

人单身一人，孤苦无依，实在

可怜。劳烦店家的伙计将他扛

进店里。凡是他所有的调养、

住宿、饮食等费用，都由我来

支付。”赵翁言而有信，为这

位客人支付了一切住店、治病

等费用。

过了十多天，客人的病情

大幅好转，能自己扶着墙壁走

动了。店家对客人讲述了他能

活命的原由。客人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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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恳求伙计扶着他去拜见了赵

翁，当面向他道谢。赵翁为客

人的病情好转感到真心高兴，

两人相见后，你一言，我一语

地攀谈起来。赵翁问客人：“你

是哪里的人，因为什么原因到

了这里呢？”

客人解释说，他家在关口

外，来这里是为了礼拜包公。

途经芜湖时，因为客船翻掉落

了水，他被好心人救了起来。

然而，他的家人和行李都被河

水 冲 散 了， 只 好 独 自 一 人 来

到这里。但不幸又染上重病，

若不是赵翁出钱相救，他早就

没命了。赵翁留客人在家里住

下，安排人悉心地照顾他。这

位客人正值壮年，身体很快就

康复了。

当客人离开的时候，赵翁

赠送了他几十两银子，并派人

找到幅包公的画像送给他。原

来关口外的百姓一直以来尊敬

供奉包公，好比内地供奉关公

一样。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赵翁

所住的乡里发生了灾荒，赵翁

到官署去上报了灾情，引来很

多人大闹官衙。因为这件事，

赵翁受到牵连，被发配充军，

戍守边关。

赵翁被差役押解出关，到

了要住宿的时候，看到附近并

没有驿站，只有一座高宅大院。

押解的差役就想着在门外借宿

一晚。这时从宅院里面走出来

一个看门人，呵斥他们离开。

赵翁说：“我是江南寿州人，

来到此地找不到可以歇息的地

方。恳求行个方便。”

看门人转身去禀报主人。

主人一听是寿州人，急忙派人

询问对方的姓名。赵翁如实相

告。不一会儿，这家仆人打开

了中门，赵翁看见一个年轻的

公子，头戴蓝顶，恭敬地出来

迎接他，请他进去。他后面有

位老者头戴着宝石顶，站在门

内等候着，并向赵翁行礼，请

他到厅堂上座。

待赵翁坐稳后，公子向他

磕头跪拜；老者则以宾主的礼

节，向赵翁致敬。赵翁被眼前

的变故搞得仓皇失措，不知怎

么回事。他仔细观察公子，原

来正是十多年前，他救起的那

个倒地不起的病人。

公子热情地招待赵翁，让

他留在府上居住。接着，公子又

写信给边关的将军，协调安排

好了赵翁被发配充军的事情。

三年之后，赵翁得到了赦

免，可以回到家乡去了。临走

之前，公子赠送了他五千金作

为路途上的花费。已经家道中

落的赵翁，后来又在公子的帮

助下，很快振兴起来。他的子

孙后代也很昌盛，有的还享有

功名。

一个人的善念，可以挽救

他人的性命；也正因为善念，

提携了自己的运程，改善了自

身的命运。赵翁因自己救人的

善行，种下了善因，而得到了善

报，还惠及了自己的子孙后代。

事据《劝戒录类编》卷 2

客人叩谢赵翁（网络图片） 赵翁被充军（网络图片）

赵翁家又振兴起来（网络图片）



法轮功学员绘画作品：《妯娌和睦了》

作品取材于明慧网文章。一农户家有三妯娌，
小妯娌爱芳常受两个大妯娌的欺负，过得很委屈。
1998年，爱芳修炼法轮大法了，处处忍让，为别人
着想。公公年老需要人照顾，两个大妯娌都不管，爱
芳就把公公接过来赡养。后来公公去世，安葬费儿女
们都不肯出钱，还是爱芳出的。通过这些事，三妯娌
的关系和睦了。村里有个哑巴，每次见到爱芳都会竖
起大拇指，嘴里使劲地憋出一个“好”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