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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曾在国内大医
院当会计，当时她得了慢
性肾炎。公公是医院里有
名的肾科专家，给她用了
最好的药也只能是维持现
状。来到澳洲后，1999年
听人介绍法轮功祛病健身
有奇效，她认为这些都是
迷信。可是，在朋友的强
烈推荐下看了《转法轮》后，
身体一下子就好了。“我当
时还没炼功，只是看《转
法轮》一书身体就好了，
真是神奇！我一边看书，
肚子就咕噜咕噜响，响完
以后就上厕所往外排，气
就没有了。出国时带了很
多药，没有几天全不吃了，
身体还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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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岁的Kathy Ma是一名会计顾

问，在美国旧金山工作。她恬静祥和，

脸上总挂着淡淡的笑容。谁能想到，她

曾经在苦海中挣扎了12年。

怀孕五个月时,丈夫抛弃了她，另

寻新欢。Kathy感到孤单与羞辱，郁闷

得不能自拔。“我总想自杀，我觉得那是

我唯一的选择。”每当Kathy抑郁症发作

时，父母就用绳子把她绑起来，因为怕

她举刀或是跳楼。情况严重时，她会晕倒，

醒来后，又晕过去。

孕期的打击也影响到胎儿，儿子直

到6岁才开始说话，也感染了抑郁，寡

言少语。当她忧郁症爆发时，父母就把

孩子带到另一个房间，但是他能听到妈

妈的哭声。Kathy的父母流着泪说：“你

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受罪吗？看看你的儿

子！他比你更可怜。”Kathy无限愧疚，

她花了不少钱，咨询心理医

生和医疗专业人士，但找不

到治疗方法，犯病时就会涌

起自杀的念头。

1997年， 一 位 朋 友

向Kathy介 绍 法 轮 大 法。

Kathy看了李洪志师父的讲

法录像后惊奇地发现，她右

臂下面的囊肿消失了。“这

个囊肿困扰我很多年了，发

炎时整个右臂都

痛，痛到不能写

字。对于这件奇

妙的事，我却把

它当作偶然，没

有悟到这是法轮

大法的威力。”

直到1999年，

Kathy的 朋 友 邀

请她和法轮功学

员一起学《转法

轮》，这次她明白

了许多。“《转法

轮》解开了心中

的许多疑惑。当时我信基督教，可是对《圣

经》里有些内容并不理解。比如，为什

么人是用泥土造的？当你被人打了右脸，

为什么要把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阅读

《转法轮》以后，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

我领悟到了很多事情，我继续不停地看

书。”Kathy说，渐渐地，她的抑郁症好

转了，发作得不那么频繁了，“从一周一

次到一个月一次，然后减少到几个月一

次。我的心里升起了希望。”

最后一次发作的情景，她记忆犹新。

那天，抑郁的情绪袭来，她又陷入了痛苦、

不理智的状态。她说：“和以往不同的是，

父母突然想起了我平时常听的师父讲法

录音，他们给我播放，我立刻平静下来。

我想起了师父的教导，自杀不符合法轮

大法的法理。我一下子清醒了，我很清楚，

我不要这些想法，我要排斥它，我坚信

大法。”

“一切是那样神奇。我

坚定意念后，从此彻底摆脱

了自杀的冲动，折磨我12

年的抑郁症消失了，再也没

有复发过。” Kathy说，“儿

子也和我一起修炼大法，脸

上露出了笑容。看到我和儿

子的变化，父母也开始修炼，

现在家里充满了笑声。”

单亲妈妈走出抑郁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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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是那样神奇。
我 坚 定 意 念 后，
从此彻底摆脱了
自杀的冲动，折
磨我12年的抑郁
症消失了，再也
没有复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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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罕见皮肤病彻底痊愈
去年三月末，外甥女和外甥

女婿带着七个月的儿子从外地赶

回老家，我们都震惊了，从来也没

有见过这么严重的皮肤病，孩子长什

么样，根本就看不出来，就像被毁容

了一样。

外甥女说，孩子出生不几天，身

上就开始起一些红疙瘩，后来浑身都

长满了，头上、脸上、手上、脚上、

肚子上、后背，连生殖器上都长了。

这些疙瘩流黄水，流到哪儿，哪儿就

一片片地长出疙瘩来。之后，再结成

厚厚的痂，掉了一层再结一层，结痂

很厚的地方干裂，往外渗血。

看着幼小的孩子那无奈无助的眼

神，听着他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奋

力挣扎着使劲儿摇头，那百般痛苦的

样子，大人们的心也在煎熬着。

孩子九个月大的时候，情况更严

重了。白天黑夜大多时候都得大人抱

着睡。躺着睡时必须始终保持仰卧，

大人一边一个躺着，使劲攥住他的手，

怕他挠破皮肤：一旦挠破，面部、头

部又是血迹又是黄水。

喂奶的时候也得使劲按住他的

手，不让他抓挠。还得保证他的头不

要碰到什么东西，碰到什么，孩子就

拼命用头去顶，翻白眼，像抽风的样

子，非常可怕。这种情况出现好几次。

正常孩子到九个月的时候，都

应该加辅食了，但孩子除了母乳什么

都不能吃，吃了就过敏。外甥女从一

位全国知名的中医大夫那里买回了

3000元的药，抹上后就开始咳嗽；

还开了一种偏方，把蒲公英的水加上

白糖给孩子喝，喝了两天就严重地拉

肚子。外甥女婿找医生开来的外敷药，

敷了两天疙瘩反而更多了。花钱买来

的这些药

都没法再用了，医院也束手无策，拒

不接收。能试的都试了，一家人的承

受到了极限。这时，外甥女婿什么也

不说了，同意外甥女给孩子播放大法

师父的讲法录音。

外甥女从小就跟着我姐姐修炼法

轮功，她开始日夜不停地给孩子播放

师父讲法录音，还把师父的诗词《洪

吟》一首一首地背给孩子听。当孩子

哭闹不止、没有任何办法时，外甥女

就大声背《洪吟》，孩子就会渐渐安

静下来。

外甥女婿不修炼，他都会背《洪

吟》中的《苦其心志》了。孩子哭叫

的时候，他抱着孩子在地上来回走，

口里背着大法师父的诗词。

当时的处境虽然很难，但我们都

坚信师父一定会保护孩子，法轮大法

有超常的威力，孩子一定会康复的。

奇迹出现了！孩子一天天好转，

11个月大的时候能吃能睡了。半个

月后，折磨孩子的皮肤病彻底好了，

结痂全掉了，没有留下任何疤痕。孩

子真实的模样呈现出来了，白白胖胖

的。现在孩子的身体发育很好，什么

都正常了，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

    女博士：从误解到分享

今年5月13日的世界法轮大法

日也是李洪志师父七十华诞，越南裔

法轮功学员黄女士一家特意驾车500

公里赶到悉尼参加庆祝活动。黄女士

回忆说：“2016年底同学向她介绍法

轮功，但她在网上看到过污蔑法轮功

的消息，对法轮功有误解，所以没有

学炼。后来刚到澳洲没几天，两岁的

女儿就发高烧，住院一周。那段时间，

为了照顾女儿在新的环境中增强免疫

力，我无法专注于博士研究。渐渐地，

我的健康也出现了问题，我和丈夫连

续几个月轮流感冒，咳嗽，发烧。”

幸运的是，2017年底再次见到

同学时，黄女士说出自己的误解，同

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她讲清了法轮

功真相，她才认识到那是中共的造谣

污蔑，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于

是我开始每天听师父讲法录音，学炼

功法动作。”黄女士说：“修炼近两个

月后，不仅我的健康得到了改善；而

且从小到大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

题，也通过阅读《转法轮》和师父的

各地讲法找到了答案。后来我把《转

法轮》一书和视频介绍给很多亲戚和

朋友，我的丈夫、父母、妹妹和我的

一些朋友、同事现在都在修炼法轮大

法。我自己也顺利地拿到博士学位。”

奇迹出现了！孩子一天天好
转，11个月大的时候能吃能
睡了。半个月后，折磨孩子
的皮肤病彻底好了，结痂全
掉了，没有留下任何疤痕。

祛病健身  
见证奇迹

     左图：孩子的皮肤病严重得可怕。
右图：孩子的皮肤病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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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型货车车底神奇逃生
从自行车前轮被压扁，到孩子瞬

间跳下自行车，紧接着被卷入车底后，

又被一股力量推出。天啊！极短的时

间内，两次的夺命，孩子就这样的逃

过去了！

2019年10月22日午后，孩子

上学路上被一辆拉沙子的重型卡车撞

了。重型卡车在十字路口拐弯，孩子

是骑自行车直行，司机没看见。撞后，

孩子骑的自行车前轱辘被汽车车轮压

入，孩子瞬间跳下自行车，紧接着就

被卷入车底。

司机不知道已经发生了事故，还

在正常往前开车，路对

面的司机看见车底下卷

入了一个穿校服的学生，

就猛劲地按喇叭，并打

手势，让他停车。司机

踩刹车的同时，孩子被

一股力量从车底下推了

出来。他们就急忙把孩

子送到了医院。

在医院的急诊室，

我看到了异常平静的孩

子。“妈，我没事，”

孩子悄声地对我

说，“我念‘法

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了。从

我意识到出事的

那一刻，我就不

停地念，一直没

停过。”

X光片子的结果

出来了：孩子的脚肌腱没有

断，不用做手术了。但有三处骨折的

地方，需要固定。还有大脚趾内侧皮

肉处有撕伤的地方，需要缝十针左右。

我们白天去

医院打点滴，

换药，晚上回

家住。我

每天都

和孩子学

法、炼功，每天孩子都有变化，简直

是一天一个样。第六天骨折就痊愈了，

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一分钱也没要

司机的。

我对肇事司机说：“你知道为什

么你和我家孩子躲过了这大劫难吗？

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很多年了，我和

我的家人都有大法师父在管着。孩

子在车底下的时候，是

一股力量把他推出来的。

我家孩子一米七的大个

子，是怎么在车底下躲

过那几个大车轱辘的呢？

戴的眼镜都没掉，完好

无损的。你遇到我们，

多有福气啊，化解了一

场恶缘哪！”他很惊讶。

我说：“有机会你拜读一

下《转法轮》就明白了。”

他听了之后，眼睛里闪烁着感

动的泪光，对我说：“是吗，

我现在就想看看。”

孩子在车祸中奇

迹般地逃生，挽救了

两个家庭。回想

着这场惊心动

魄的过程，

我忍不住哭

了。我修炼

20多年了，

面对生活中的

挫折和艰辛，从

点点滴滴的小事到

生死攸关的大事，无不浸透着师父对

弟子的慈悲。法轮大法可以改变一个

人的命运，使人得到福报。我希望人

们都能静下心来了解法轮大法的真

相，法轮大法是真正来救人的佛法。

    生死关头母婴得救
大伯哥、大伯嫂都修炼法轮功，

侄儿也是在修炼大法的家庭环境中长

大，侄媳也对大法很尊重，看过《九评》

光盘，选择了“三退”。

侄媳临产那天，孩子都露头了，

可就是卡夹住出不来，变成了难产。

更糟的是，因为早上喝了瓶饮料，医

生一叫出力，她就猛吐起来，足足吐

了一个小时。后来，她已经完全没力

气了，觉的头很晕。医生说再拖下去，

婴儿会被窒息，产妇也可能有生命危

险，决定用器械吸住婴儿头部，强行

拉出来。可是，有许多案例这样处理，

婴儿被拉出来后，不一定能成活，即

便能成活，也会留下后遗症，会成弱

智儿或痴呆儿。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孩子已

经被卡夹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当时

情况万分危急！由于孩子已经出了子

宫，根本没办法做剖宫手术抢救孩子

了，医生和护士们都束手无策了。最

后，医生只能通知家属签字，说再等

最后两分钟，孩子再生不出来，就要

用机器吸出来了，否则可能母子都难

保。当时侄媳听了也没觉着害怕，只

是记住婆婆说的“诚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她就在心里默默地念起来：“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

奇迹出现了！就在这生死关头，

侄媳觉得自己已经无力可使，孩子却

顺利出来了！一切都正常，呱呱啼

哭！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惊呼，真是

奇迹！按照常理，孩子憋了两个小时

早就窒息了，大家都说是侄媳运气好。

事后侄媳无比感恩地说：“我知

道，这不是我的运气好，而是大法师

父保护了我们母子，感谢师父的救命

之恩！” 

孩子在车底下的
时候，是一股力
量 把 他 推 出 来
的。我家孩子一
米 七 的 大 个 子，
是怎么在车底下
躲过那几个大车
轱辘的呢？”

危难时刻  
慈悲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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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辅导老师的成功秘诀 
去年疫情期间要参加高考的小春

妈妈特意找到我，希望我能辅导小春，

因为我之前辅导过她亲戚的孩子，顺

利考上了大学。

小春是复读，高考必须成功。疫

情期间上网课效果不好，一家人压力

很大。小春来了之后，看到他很多知

识就像没学过一样，如何快速帮助他

提高成绩呢？我心里有底，明真相，

做“三退”，得福报，这是不止一次

被验证的成功经验。所以在讲课中，

我适时地把大法真相告诉了他，小春

很认同。我又把中共的暴政、中共如

何设计“天安门自焚”来嫁祸法轮功、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等等真

相告诉他，并给他退了团、队。

对学生而言，平和的内心、乐

观的态度，是影响学习效率的重要因

素之一；所以，无论他知识点掌握得

如何，考得多差，错得

多么离谱，我都积极鼓

励，不说消极的话。小

春的妈妈和我说：“我

也请我的同学辅导孩子

另一门功课，可是每次

他都把孩子说的一无是

处，以至于我和孩子到

他那里辅导，都是很痛苦的煎熬！但

您就不同，每一次孩子回来，都信心

满满；我每一次和您通完电话后，都

感觉充满希望。真的感谢您！您是我

们家的贵人！”

高考分数出来了，

小春的妈妈第一时间

告诉了我，对于分数，

大家都很满意，最后

小春如愿考上大学。

小春父母要

请我吃饭，席间

我们相谈甚欢。

他俩都是医生，

我给他们讲了两

名武汉医生感染

武汉肺炎，后来

通过念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康复

的奇迹，他俩是第一次听说。

小春的爸爸说：“当年在济南求

学，在千佛山看到很多人在炼法轮

功。”我说：“的确如此，1999年7

月20日迫害之前，有上亿人修炼法

轮功，当时只有元凶江泽民想镇压法

轮功。”我又和他们谈到贵州“藏字石”

上“中國共產黨亡”的六个大字是天

然形成的。他们在手机上搜“藏字石”，

原来真有这事。

我说：“上天要灭中共，我们加

入党团队的时候都发过誓言，要把生

命献给它，这是个毒誓，只要内心愿

意退出中共组织，就可以抹去这个毒

誓，就能避开劫难。咱们都是善良人，

不能跟着中共倒楣！”他们点头称是，

愿意“三退”。

我告诉他们，我们相聚于此，是

缘分，我不是为钱而来，是为缘而来。 

小春的妈妈从包里

拿出一个装着厚厚一沓

钱的信封说：“这是事先

给您准备好的，但听了

您的谈话后，我觉得拿

出来送给您，是对您的

侮辱，您是一个真正的

老师！”

    婆罗花开  小妹的心亮了
2009年秋，小弟在小妹家的阳

台盆栽玉麒麟花梗上，发现开了从未

见过的小白花，他觉的很像我平时常

讲的优昙婆罗花。小妹就找出了我送

给她的2009年神韵光盘晚会播放，

看到第三个节目就是“婆罗花开”。

这才印证得清清楚楚，她家开的真是

优昙婆罗花！小妹兴高采烈地打电话

告诉了全家人和她的同学、朋友。

优昙婆罗花是神佛之花，三千年

才在人间开放一次。优昙婆罗花盛开

之时，就是法轮圣王在世间传佛法救

度众生之时。大家相约到小妹家看优

昙婆罗花。我儿子请来电影专业的同

学，用专业高清摄像机把婆罗花近距

离拍了下来。镜头中的优昙婆罗花熠

熠生辉，圣洁无比，放大来看，每朵

花的周边都有一环金光，祥瑞而神奇。

小妹以前不爱听大法真相，见证

了优昙婆罗花的神奇，态度马上就转

变了，兴致勃勃地拿出神韵光盘给大

家播放。小妹及家人，还有请来拍摄

的同学，都“三退”了。

说来也神奇，小妹明白真相，做

了“三退”后，很多事都顺起来了：

思想没那么固执了，人觉得很轻松；

一向很差的身体越来越好了；生意忽

然好起来了，赚到钱了；小妹还买了

一辆挺有名的蓝色新轿车。她把“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护身符挂在

车上，有一次遭遇严重车祸，母子俩

毫发无损，平平安安。

这是事先给您准备
好的，但听了您的
谈话后，我觉得拿
出来送给您，是对
您的侮辱，您是一
个真正的老师！”

明真相  
得福报

     韩国寺院佛像上的优昙婆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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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30，我才从手术台上

走下来，当天手术很多，从早上8：

30就开始做手术，体力消耗很大。

抓紧时间检查了今天刚送来的一位病

人，看到他眼内炎感染很重，我决定

马上做手术。我的助手说：“老师，您

的身体年轻人都比不了。像您这样资

历的教授，谁晚上来给病人做手术，

都是第二天再做。”

是啊，我要不修炼法轮大法，我

的身心不会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我

哪会有体力再继续做下一台手术？我

是一名眼科主任，今年54岁，1996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法轮大法中修

出的慈悲心，让我能善待每一位患者。

半夜紧急手术  保住病人眼球
半夜12点多，我又上了手术台，

手术中看到病人眼睛里感染的情况，

验证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第二天

再做，眼球可能就保不住了，那就没

有视力了。现在病人的眼球保住了，

还有0.3的视力。

第二天查房时，

他的家属问我：“您就

是给我爸做手术的医

生啊？”我说：“是。”

他郑重地给我鞠了一

个90度的躬。

出 院 时， 这 位

家属找到我说：“主

任，我家人真心地感

谢您。我感觉您不是

一般人，我跟您说话，

感觉全身都在震动，

汗毛往起竖，您说话有能量。”

随后，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

他明白了大法是被中共污蔑的，高兴

地退出了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并连

连说：“法轮功好，您说的话我信，法

轮功真了不起！”

玻璃体手术创奇迹
近十年来，我主要从事玻璃体手

术治疗眼底疾病。这种手术难度高，

风险大，学习曲线长。在2019年的

眼科年会上，我发现了玻璃体手术模

拟器，就开始练习。我做了一个完整

的玻璃体手术操作过程，没有失误，

每个步骤都做到了完美，我知道我有

能力做好玻璃体手术。

记得我第一次做这种手术时，患

病状况是玻璃体积血，病人非常信任

我。我在术前认真评估了病情，认为

自己有能力把手术做好。信心十足的

我上了手术台。我心里平静，精力集

中。每一步骤， 我都做得到位。不求

快，只求稳，顺利完成了手术。术后

第二天，病人的视力达到0.8，病人

非常满意。

这方面的国内专家都说，作为一

名玻璃体手术的医生，要不做瞎一百

个眼睛，你都成不了一名真正玻璃体

手术的医生。可是，我从第一个手术

病例开始的三年间，没有一例是失败

的，这还不是奇迹吗？

在一次国内专家的学术交流会

上，我把我的几个手术病例拿出来交

流，目的是请全国专

家给我看看有哪些不

足。专家们看完后都

说：“虽然这位医生刚

做玻璃体手术，但她

是一个真正的玻璃体

手术大夫！她对手术

中出现的复杂情况能

够冷静判断，耐心处

理，直到处理到位，

非常专业。每个手术

都做得很好，手术效

果就说明了一切，值

得钦佩！”

拒绝“红包”
几年前，一位地级市宣传部门的

领导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很严重。

我看病人非常担心，就开导他说：

“现在设备好，技术好，像你这样的

病人，治疗效果好的不少。你千万别

这么紧张，精神一紧张，血糖、血压

都不稳。”住院期间，在我的关心下，

他的心情好多了，他很感激我。手术

前，他和他妻子给我送红包，我拒绝

不要。他们很惊讶，说：“哪有不收

红包的啊？！”是啊，像我这种水平

的医生，手术台数这么多，一年下来，

光红包就至少能收入五十万元。

我告诉他们：“我是炼法轮功的。

大法师父叫我们做最好的人，做事为

别人着想，我从来不要红包。”我给

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及我和家人的

受益情况。他说：“没听到你讲之前，

我们对法轮功的认识都是反面的。主

任，我们和你这几天的接触中，看到

你对每个病人都那么真诚，我就知道

法轮大法好。”

他俩都用化名“三退”了，并诚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多

次关心地说：“主任，你可要注意安全

啊，我们病人不能没有你这样的好医

生啊！”我给他做了手术术后，他的

视力竟然恢复到了正常，这也是他明

白真相得到了福报。

身心净化  
返本归真

玻璃体手术
从不失败的医生

这方面的国内专家都
说，作为一名玻璃体
手术的医生，要不做
瞎一百个眼睛，你都
成不了一名真正玻璃
体手术的医生。可是，
我从第一个手术病例
开始的三年间，没有
一例是失败的。这还
不是奇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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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怨解怨  慈悲了愿
1993年，女儿才七岁，丈夫突

遇车祸昏迷不醒，我想喊他名字唤醒

他，公公突然对我大喊“你在干什

么？”，仿佛这一切不幸是我造成的，

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丈夫三天后就

去世了。事后公公做出让我更意想不

到的事情，提出要把孩子带走，还去

我丈夫单位要丧葬费和部分赔偿金，

单位说这些钱只能给他妻子。

丈夫的突然离去，公公的一连串

所为，想想以后的生活，再想想正在

医院里病重的自己的父亲，我感到泰

山压顶。我终于撑不住了，倒在了当

时的招待所里，我已没有精力去跟他

们理论了，对公公的怨恨也结下了。

后来我带着女儿调回了省城，我

教书的学校离公公家很近。公公家的

一个亲戚和我是一个学校的，公公知

道我们回来，五年中三次来学校想看

孩子，我都没有见他。

1998年1月，我修炼法轮功后

一身病都好了，真是美妙极了，我好

像是换了一个人。对照“真、善、忍”

的法理，我想到了对公公的怨恨，我

从心里想改变，但又觉得很难，这个

结很牢，没有缝隙，甚至不愿去碰它。

可是，如果我不去改变，怎么能算是

个修炼人呢？怎么能算是个好人呢？

正好我听亲戚说公公身体不好，

我就让亲戚传话，说我要去看他。还

没等我去，公公就来学

校了，见到孙女就哭了。

看到这五六年间，公公

老了很多，精神状态也

不太好，我心生怜悯，

觉得他也很苦。我第一

次想到：公公其实也不

容易。作为一个男人，

我婆婆早逝，他又当爹，又当娘，

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上学、工作、

成家，公公花费了多少心血，还

要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这难以

承受的痛苦。也难怪他当时有不

理智的行为，难怪他把钱看得那

么重。

而我，为什么这些年就没有

想到这些呢？我不能站在公公的

角度上去看问题，老是坚守着一

颗怨恨的心不放，增添了他思念

儿子、又看不到孙女的痛苦。他

一次次的来学校，都见不到孩子，

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

想到这，我有些愕然，感到

先前的我，好像不再是我。我发

现自己变了，思想观念上有了一

个很大的转弯：能为别人着想了，能

体会别人的感受了。之后，我就请公

公到家里来，做他爱吃的食物，跟他

找话题聊天，让他感到虽然儿子不在

了，但在这里，他也能享受到天伦之

乐。时间长了，公公感受到了我是真

心对他好，他很感动，并同意“三退”。

后来公公去了养老院，我就经常

买东西去看他。他们家族中的人，都

知道我对公公孝敬，养老院的人也知

道。有一次，我去看公公，他不在，

我就与同室的老人唠嗑。这位老人说：

“你爸说你对他最好。”我说：“我条件

不好，一个人带着孩子。孩子正在上

大学，经济条件有限。我只能尽点做

子女的孝心。”唠着唠着，我看到那

位老人的目光移向了门口，不说话了。

我回头一看，公公正站在那里擦眼泪。

公公过世后留下遗嘱，把他一生

仅有的一点积蓄分给了几个儿女，也

有我的一份，还把一些工资留给了我

女儿。我想公公明白了

大法真相，生命会有好

的归宿。

    大法可正人心
一次，我去大女儿

的公公家，亲家大哥领

来了一个人，他想了解

法轮功，问了很多问题，我们聊了四

个小时。他听完后，当时决定学法炼

功。回家后，他媳妇不让他炼，因为

他媳妇信基督教。

我告诉他突破家庭关的最好办

法。我问他：“你做过饭吗？抱过柴

吗？叠过被吗？喂过鸡鸭鹅吗？”他

说都没有。我说：“这回反过来，活儿

你全包。光嘴上说修炼不行，得做到。”

他回家真的什么活儿都干了。

两天后，媳妇诧异地问他怎么变

了。他说：“我学大法了，师父叫我

做好人。在家，也得给你当个好丈夫，

给孩子当个好爸爸。今后，我烟也不

抽，酒也不喝了，钱也不赌了。”他

媳妇乐得不得了，见人就讲大法好。

几天后，一个老头看到他的变化

太大了，也想学大法，还和我大女儿、

大女婿他们一起学法。他们把“法轮

大法好”等真相标语、条幅贴到很多

电线杆上，挂在树上，粉红色的，绿

色的，字很大，老远就看见了。

一夜之间挂出这么多真相条幅，

把村书记吓坏了。我和书记说：“别害

怕，那是保护全村父老乡亲幸福平安

的。上级不管，你就当没看见。上级

要是找你，你就说：‘我们揭掉，他们

还会再贴上，我们也没有办法’。”书

记笑了，不再管了。

修心向善  
宽容忍让

我 发 现 自 己 变
了，思想观念上
有了一个很大的
转弯：能为别人
着想了，能体会
别人的感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