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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开始了，尽管
校外培训辅导班取消，家
长们仍是对孩子的前途忧
心忡忡，教育内卷确实让
家长和孩子都疲惫不堪，
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呢？

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
了她的经历：儿子在大学
期间，因压力太大出现头
昏、失眠、食欲不振等问题，
整天情绪低落，感觉生活
失去了意义。如何让他拥
有健康的身心去应对高强
度的学习压力？这不是简
单的说教能解决的，只有
让儿子同化 “真善忍” 的
法理，才能走出困境。儿
子阅读《转法轮》后，内
心变得阳光而平静，最终
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并
如期赴海外攻读硕士学位。
教给孩子 “真善忍”
的做人准则，才是
最好的教育，是孩
子一生的福田。

孩子一生的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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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学不久的一天，夫妻俩看

到儿子小浩的作业本上，老师用大字写

着：“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出如

此温文尔雅、品学兼优的孩子，你代表

了你们这代人中的正能量。老师祝你今

后再创辉煌！” 

其实，他们是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

庭，夫妻俩都是建筑设计工程师。妈妈

修炼法轮功16年了，一直用“真、善、忍”

教育孩子。从幼儿园至今，老师们对小

浩的评价普遍是：礼貌、善良、头脑清晰、

学习办事有条理、干净整洁。经常有老

师和家长问他们是如何教育孩子的，夫

妻俩仔细回想，他们没有对他进行过

什么刻意的说教，只是利用休息

时间给孩子读法轮大法书籍，

讲讲传统文化故事。

另一位法轮功学员

说，因为小升初，女儿提

出上补习班。可是很快发

现，高强度的补习不仅让

女儿失去了自由时间，更

重要的是学法炼功无法保证

后，女儿整日精神萎靡，学习

效率低下，成绩反而下降了。身心疲惫

的我和女儿决定不再陷入补课的乱象中，

抽空多学法。大法给她开智开慧，她的

内心也变得平和，学习效率反而提高，

期末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次朋友来家

小聚，见到女儿乐观自信，心灵手巧，

夸奖我对孩子教育成功。我笑笑说：“我

女儿修炼大法，法轮大法就是这个世界

上最好的教育。”

14岁的王瀚从小跟父亲修炼法轮

功，品学兼优，但也受周围环境影响玩

电子游戏。当父母与他沟通后，王瀚发

自内心地意识到到游戏中充满打斗与厮

杀，让人在虚拟世界得到欲望的满足，

与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

忍”原则背道而驰，他下决

心去掉瘾好，不再随波逐

流。可见，在孩子心里播

下“真、善、忍”的种子，

才能孕育出健康、阳光的

心灵，也是带给孩子的最

大精神财富。

孩子们的春天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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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幸福与未来不在强制的知识灌输里，而在他们拥有“真、善、忍”
的内心里。

     打坐让孩子身心健康、内心平和。

    不用家长督促与陪伴，王瀚
自己学《转法轮》



家长说：“你和别人不一样”
我是一名初中教师。有一年春季

刚开学不久，我们班有个学生辍学了，

经了解是因为和继母闹矛盾了。我找

到这个学生和她的父亲及继母，分别

和他们交流一些想法。最后学生复学

了，住在我家，回自己家吃饭，我无

偿地成了孩子在校外的半个监护人。

当时我担任的是毕业班班主任，

我家开的店铺生意也很忙。这个学生

由于家庭缘故，心理并没有健康成长。

同事提醒我：“你可别费了很大的精

力，没有收获，甚至招来埋怨。”

我想，法轮大法师父要求我们处

处体现出做好人来，做任何事要为别

人着想，我不能放弃。我便按照“真

善忍”的道理来引导学生，鼓励她和

父亲、继母沟通。一个月后，学生和

继母说话了，关系缓和了；两个月后，

学生回家帮继母做点儿家务了；三个

月后，学生以全县俄语生第七名的成

绩考入了县重点高中。

我还遇到过这样一名学生。

2010年，一个初三时才来我们班的

住宿生，因为泡网吧的恶习不改，加

上课任教师的汇报，家长把学生狠狠

地收拾了一顿。家长回家了，学生随

后就收拾行李也去了车站。我在车站

和这个学生谈了足足两个小时后，他

擦着眼泪说：“老师，咱们回学校。”

后来，学生把这事和家长说了，

我也和家长就孩子的教育问题聊了很

多。家长来看孩子时，非要给我钱表

示谢意。我谢绝了，家长说：“你和别

人不一样。”

中考成绩下来了，这个学生以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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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群教师，践行着“真善
忍”这一普世价值，心持光明，
福泽于莘莘学子；如浊世清流，
在世风日下的当今，逆流而上。

异的成绩考入了县重点高中，家长领

着孩子来我家谢我，当时家里有客人，

家长就把500元钱悄悄地放在了我家

的厨房，走后才打电话告诉我，说：“这

是我们真心的谢意，你一定要收下。”

我当然不能收这份钱，教育好学

生是我份内的事。后来我把钱给了在

读高中的这个学生。过后，他的妈妈

打电话给我，哽咽地说：“王老师，你

让我怎么说呢！你这样的好人，只有

在炼法轮功里才有。你要多保重！”

不领取 “公开红包”的老师
李妍是长

春市首届物理

学科“十佳”

教师。她所在

的东北师大附

中是全国知名

学校，也是当

地的权贵学校，

省市领导的亲

属子女都在这

所学校里就读，她可以随时获取家长

的各类好处。修炼法轮功后，这类事

情，她都一一谢绝。

2000年，她配课的班级有一个

男孩儿，李妍教的这门学科他学得特

别好。家长出于感激，给她送来了一

个贵重的女士皮包。当时这位男家长

放下东西转身就走了，李妍一时没能

追上他。当晚，李妍便去了当地的卓

展名店，把包退换了现金900多元，

然后把钱装进信封，第二天让学生捎

还给他父亲。

2003年SARS爆发期间，有位

家长戴着大口罩，给李妍送来从国外

买来的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的注射液。

她说：“你不是教物理的李妍老师吗？

以前你曾教过我儿子，当时孩子学习

不好很自卑。可您在课堂上，常常能

发现他微小的进步，总是鼓励他。这

注射液我们家只有五瓶，我儿子心里

惦记老师，一再叮嘱我让老师您多保

重。”李妍心领了家长和学生的好意，

但婉言谢绝了她的礼物。这位善良的

母亲目光温柔而诚恳，一直重复着一

句话：“您可多保重啊！”

学校多次福利分房，为谦让他人，

李妍一次也没有申报过；学校付钱的

旅游活动每年两三次，她没去过一次，

是大家公认的德才兼备的好老师。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李妍被学校

剥夺了做教师的资格，被降职为管理

教材的职员，工资收入减半。每到年

底，上一级教材部门都要给下属各学

校的教材业务员私下里发红包、购物

卡、大件物品等，全市近200个业务

员，她是唯一一个不领取这“公开红

包”的人。然而就是这么一位优秀的

教师，十多年来被剥夺教师资格，多

次遭到中共的酷刑洗脑迫害。

法轮大法

     李妍



2009年我从师范大学毕业后，

去一所小学代课，担任一年级四班的

班主任。刚刚开学，学生天麒的妈妈

拿着一个表格来找我，让我记录天麒

在校期间睡了几次觉，课间摔了几个

跤，吐了几次舌头……我觉得奇怪。

此后，我就注意观察天麒，他确实爱

睡觉，爱摔跤，一说话就吐舌头。

“他就是我的命啊！”
第二天放学，天麒妈妈又来了，

眼睛哭得肿肿的。她说：“医院说天

麒得了癔症，让我记录他一天的情况。

天麒有两个姐姐，我好不容易有了个

儿子，他就是我的命啊！可现在得了

这种病，让我怎么活？ 

“天麒小时候聪明伶俐。可暑假

前，意外手腕骨折。没过多久，手腕

好了，性格却变了。天天嗜睡，嗜吃，

好像怎么睡都不够，怎么吃都不饱。

天麒还变得不懂礼貌，性格暴躁，稍

稍有一点不顺心，就大发雷霆。体重

直线上升，像横着长一样。我们带他

去医院拍片子，做全身检查，一点问

题都没有。又去了北京儿童医院抽骨

髓，也没问题。各大医院都看了，医

生说这种病几乎是没有痊愈的，一辈

子都离不开药。我真是绝望了，老鼠

药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娘俩死了

算了。”说着，天麒妈妈泪如雨下。

我看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就跟她

说：“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功？

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有些人的疑

难杂症，就是炼法轮功炼好的。”天

麒妈妈说：“法轮功？不是国家不让

炼吗？”我说：“那是电视上的造谣宣

传，是污蔑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

是假的。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

教人向善。只有了解了，才知道法

轮功有多好，多珍贵。您可以试试。”

她似信非信地答应了。

“找到了活着的意义”
两个月过去了，天麒妈妈也没来

找我。我知道天麒得了这种病，没有

对他另眼相看，反而更加照顾他了，

对他说话也更加温柔。天麒有的时候

不听话，我也不会呵斥他，只是给他

讲道理。

三个月后的一天，天麒妈妈突然

来找我，她告诉我说：“我全都明白了，

原来法轮功这么好，电视上说的全都

是假的。”我高兴地说：“您看书了？

开始修炼了？”她说：“嗯。三个月前，

你和我说法轮功，我根本没心思听，

脑子里只有我儿子的病。我和天麒爸

爸又求来一个灵符，只管用了一个礼

拜。之后，天麒就恢复了原状，这下

我们真的是死心了。我突然想起你说

的话，就找到我们周围炼法轮功的阿

姨，跟她借了一本《转法轮》。我一

口气看完了，整个人豁然开朗，原来

大法师父把人活着的意义都写在里面

了。我炼完功，浑身舒畅。这不，炼

了一个月了。”

我说：“原来如此，怪不得您今

天的气色和几个月前相比，像换了个

人似的。” 她说：“是啊！那时候，我

整天想着怎么带儿子去死，根本不想

活了。现在不是了，我找到了活着的

意义了。”

见证大法超常
转眼，孩子们该上二年级了。我

对天麒妈妈说，不如让天麒和你一起

修炼，不但可以强身健体，还能开智

开慧。天麒觉着吃药太苦了，也治不

好病，也愿意修炼大法。天麒和妈妈

每天学法，炼功，病情逐渐好转，睡

觉、吃东西逐渐正常了，厚厚的舌苔

不见了，口臭也消失了，很少发脾气

了。在班里很乐于助人，还经常邀请

小伙伴去家里玩儿，和别人分享自己

的玩具、零食和开心的事。天麒妈妈

又惊又喜，对大法师父无限感恩。

天麒爸爸带着天麒到医院做了各

种检查，确信天麒修炼法轮功后病好

了。他对亲朋好友说：“身体不舒服的

人，可以找天麒妈妈一起炼法轮功。”

现在上高中的天麒高大英俊，说

起话来温文尔雅。谁会想到他曾经是

个嗜睡、爱摔跤、一说话就吐舌头的

癔症患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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癔症儿一家的命运转折
一个医院都无法治愈的癔症患者，一个走向绝望的家庭，
是谁妙手回春，让他们重新拥有了幸福的家？

天麒爸爸带着天麒到医院做
了各种检查，确信天麒修炼法
轮功后病好了。他对亲朋好友
说：“身体不舒服的人，可以
找天麒妈妈一起炼法轮功。”



“我不喜欢上学，我不知道上学

的目的是什么。不过，我母亲与其他

华裔母亲一样，希望我可以有一个好

成绩。但我一直都是勉强维持在仅及

格的水平。所以母亲会责备我，也会

因为我轻易被骗、被人欺负而生气。”

生活在美国的90后青年陈传斌说。

在陈传斌的印象中，上高中后，

自己似乎从未与母亲进行过一次正常

的家常对话。他说：“即便有对话，也

只是围绕着我的学习成绩，所以感觉

没有什么好讲的。”

直到2007年，陈传斌的母亲开

始修炼法轮功，一切才出现转机。“当

时母亲送给我一本英文版的《转法

轮》。我翻开书一读，就觉得内心瞬

间清亮，就感觉这是我等待已久的，

我相信在人之上有更高的生命。”

当时，陈传斌正在上高中，高中

毕业时成绩并不好，但还是如父母之

愿上了大学，主修生物工程。他说：“其

实我自己对科学感兴趣，但成绩有时

却不及格。在我父母看来，只要我最

终能毕业就心满意足了。”

到了大学二年级，他开始跟不上。

“我的成绩一般都是D或者是C-，面

临被退学的危险。这时我才突然警醒，

身为一名法轮功学员，师父让我们在

各种环境中都要做个好人，做好本职

工作。既然这样，我作为学生就应该

好好学习，认真做功课。这些做不到，

如何能有好成绩？我怎么能说自己是

在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呢？”

想明白了后，他开始每天认真读

《转法轮》，改掉了以往不做功课、打

游戏、考试前一晚才想起看书的坏毛

病，同时通过校方提供的特殊课程重

拾学业。“不可思议的是，我的成绩

从C一路飙升到了A。就像师父所教

导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把心放宽，

努力学习，我的成绩后来就很稳定。”

陈传斌说。

陈传斌不仅以优秀的成绩大学

毕业，工作几年后又去美国名校攻读

MBA。回顾所经历的这一切，他说：

“法轮大法就是我人生中的导航灯，

在我最迷茫时，‘真善忍’为我指出

了正确的人生方向。如果不是因为修

炼，自己或许就在迷茫中自暴自弃，

被社会腐蚀，沾染上社会中的不良习

气。所以，我很庆幸自己在很年轻时

就走上修炼之路。”

90后：从差生到优秀

高考超常发挥 秘诀何在？
2020年我所带的班级学生高考

超常发挥，成了一匹匹“杀出的黑马”，

他们金榜题名的秘诀是什么呢？

这个毕业班中有个女孩，学习非

常刻苦，可成绩上不来。高考前成绩

降到了班里的倒数。她妈妈急得吃不

好，睡不好，每次给我打电话，我都

能感受到她的焦虑。之前我就给她妈

妈讲过大法真相，孩子的妈妈已选择

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我让她和孩子默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高考分数公布了，孩子的

成绩超出本科线58分，被北京的一

所院校录取。女孩的妈妈把这个好消

息告诉我，高兴地说要请我吃饭。我

告诉她：“我们法轮功学员都是诚心

实意地帮助别人，不图回报，你要谢，

就谢大法师父吧！”

班里两个班长

平时考试成绩没超

过一本线，他们很

着急。高考前我给

他们讲了大法真相，

告诉他们：“只要坚

信法轮大法好，真心

‘三退’，就会有好结果。”他俩很相

信我的话，都同意“三退”，也都默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高考时，

两人超常发挥，考上了一本大学。

2020年年初，武汉肺炎爆发期

间，我利用给学生谈心减压的机会，

给孩子们讲大法真相，送给他们护身

符和真相资料，全班大部分同学都退

了团、队。这些孩子们在高考中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甚至平时排名倒数，

成绩从没达到过300分的一名学生竟

然考出了415分，考上北京的一所艺

术大学。还有个女学生，复课时成绩

是400多分，高考考了600多分。

学生们能取得这样令人惊喜的好

成绩，是因为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相，

做了“三退”，法轮大法赐给了他们

意想不到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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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将动作与精神结合在一

起，很平和，能消除人们的压抑感，

缓解学生压力。”英国剑桥大学学生

会负责改善学生健康状况的艾玛·布

莱克本说。早在2007年，法轮功学

员就应邀到英国剑桥大学教功。

1999年7月20日，中共党魁江

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打算三个

月内消灭法轮功，但法轮功至今弘传

至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善

忍”的价值得到世界认同，中共迫害

信仰自由受到国际谴责。

在印度班加罗尔有超过80所

学校的师生炼法轮功，他们一般

都安排在体育课上集体炼功。在

Byreshawara学 校， 从2001年 夏

开始，斯里兰姆·瑞迪校长就主动邀

请法轮功学员去教功。一个学期后

他惊奇地发现，初中水平考试的合

格率突然跃升到100%，而往年只有

50%，全印度的平均合格率也只有

62%。瑞迪校长深信法轮功的神奇，

他将《转法轮》的序言《论语》（英

文版）放入该校英文教材的最前面。

法轮功走进海外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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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迪校长本人也受益匪浅，折磨他

40多年的哮喘病在炼功后不翼而飞。

2017年8月，美国南卡罗莱纳

大学艾肯分校终身教授谢田先生开设

了“法轮大法打坐及修炼导论”课，

这是一门“荣誉课程”，是美国大学

专门给学校里学术成绩最好的学生准

备的。4个月后，学生们分享学习心得，

他们普遍认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可

以帮助减轻身心压力，而《转法轮》

中倡导的修炼原则“真善忍”引导他

们变成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健康的人。

学生Erin说：“如果有人早点告诉我，

学炼法轮功能够让我集中精力并且更

健康，那我早开始学炼了！”

    自左至右: 1、2019年台湾大学校庆，法轮功队伍成亮点  2、印度学生集体炼法轮功  3、法轮功学员应邀到英国剑桥大学教功  4、美
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举办真善忍美展  5、美国教授谢田在大学课堂上介绍法轮功  6、爱尔兰学生在学校学炼法轮功 

长笛女孩：内心发光的孩子

12岁的阿丽娜（右图）住在乌

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她在不到

一年的时间，就学会了吹奏长笛，并

登台表演。

之所以选择这个乐器，是因为长

笛让她联想到天上的世界。 她说：“在

古代绘画中，我注意到演奏古老乐器

的女子，不是演奏钢琴，那个是比较

阳刚的乐器，她们是吹奏长笛、竖笛

等。绘画中还有小天使演奏这些轻巧

的乐器，声音柔美，

好像天上的感觉。”

阿丽娜出生在音

乐世家，她和家人，

包括弟弟都修炼法轮功。祖母说：“修

炼和打坐，开启了阿丽娜的才华，她

学得非常快。”每天在早晨上学前，

阿丽娜都会先打坐，她感到这样一天

都过得很好，在学校也一切顺利。

阿丽娜还是一个爱帮助人的孩

子，她会化解孩子们之间的矛盾，老

师都觉得她是个好帮手。阿丽娜还拍

了一部表现儿童艺术活动的电影。她

祖母说：“她是个内心善良、发光的

孩子，所以导演选中她，导演希望屏

幕上的人能够真诚地表达善念善行。”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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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讲“神目如电”，是说

人的所思所想，神都知道，善恶有报，

分毫不差。让我们来看两个“三退”

得福报的故事。

妈妈把孩子的“预备党员”
档案销毁了

2015年上半年，黑龙江一个读

高三的男孩。班主任老师让孩子的妈

妈替孩子写“入党申请书”。他妈妈

也是党员，认为入党对孩子的未来有

好处，回家就替孩子写了。写完后往

起一站，腰突然疼得很厉害，都不敢

动了。她想：“原来没这个毛病啊，怎

么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呢？”

她的一位亲属是法轮功学员，给

她讲中共建政后在土改、大饥荒、文

革、“六四”等运动中害死8000万

中国人，1999年又掀起对法轮功的

迫害，迫害佛法，天理不容，天灭中

共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可不能给中共

当陪葬，“三退”才能保平安。

她如梦方醒，非常痛快地让亲属

帮她和孩子都退出中共组织。后来，

男孩顺利考取了大学，在去学校报到

前，她从孩子自带的档案袋中拿出了

“预备党员”材料彻底销毁了，从此

她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状消失了。

他是如何考上高中的？
一位法轮功学员讲了这样一件

事，在临近中考的前三周，我接手辅

导了一名初三男生。他只语文90多

分，其他各科成绩都不好，上高中完

全没有希望，家长很着急，而考前我

只有六节课的补习时间。

我一边带他抓紧复习，一边用传

统文化中做人的理念教育他，告诉他：

“做人第一，学问第二。”这个学生在

传统文化熏陶下明白了为什么要孝敬

“三退是福” 
  真实不虚   

父母，要认真学习，要善待他人，遇

到矛盾要找自己，包容他人。

我也给他讲了红领巾是“革命烈

士”的鲜血染成的，“烈士”是死人，

死人的东西戴在脖子上能吉利吗？他

马上说：“不吉利！”当天他退出了少

先队。下课后，他逢人就讲“戴红领

巾不吉利”，碰到同学、老师、同学

的家长都讲，让很多人知道了“戴红

领巾不吉利”。

中考成绩出来了，他考得非常好，

特别是语文，考了117.5分，总分

也比高中联招线多了3分。他高兴地

说：“按照原来，我是根本就不可能考

上高中的。”

       

扫
码
三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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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的“三退”心声

今年3月26日，担任大学辅导员

以及心理健康教师的叶蕾在海外大纪

元网站上发表“三退”声明时说，一

位学生来找我谈话，说他家经济困难，

希望退学。追问之下，他说自己的父

亲因批评中共被捕，为救父亲家里花

光了钱。这名学生“政审”不过，没

有助学金，交不起学费、住宿费。听

完此事，我不由得为自己的党员身份

羞愧难当，在此声明“三退”，不再

与邪恶为伍。 

来自淮水的阿代是一

名政治思想教师。她说，

现实中的耳闻目睹以及

了解海外资讯，对中共祸国殃民的行

为越来越痛恨，我在课堂上也向学生

传播一些真实消息，为此遭上级约谈。

这些年学校对教师的言行控制越发紧

密，很多时候不得不说违心的甚至恶

心的话，而内心却对这个政党越来抵

触，对自己的言不由衷越来越不满，

精神上很痛苦。为了精神的安宁，我

和丈夫声明永久退出中共组织。

去年，来自浙江的职高教师王艳

梅说，现在中共对学生的洗脑越来越

变本加厉，要求我们定期上报学生的

思想状况，对学生进行思想改造，要

我们为党育人，这不正符合邪教的定

义吗？这次疫情蔓延，中共的所作所

为让我彻底明白了，在此宣布“三退”，

与中共组织彻底划清界限。 

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奇志是

位中学校长，他说：“我们学校有两位

老师炼法轮功，他们都是学校的教学

骨干。警察到学校来抓人，我不忍好

人被无辜迫害，就

告诉他们快走。现

在我郑重声明退出

中共组织。”

    2021年7月16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华盛顿DC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呼吁停止迫害，
并提醒世人不要再被中共无神论所蒙蔽，回归传统，尊重“真善忍”的价值，人类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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