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上分给我家两间房，
伯父家把我们赶出去，霸
占了房子，从此两家结下
了仇，40多年不往来。前
几年，堂弟想改建房子，
因房契在我们这儿，他就
托人来通融。我想我是法
轮功学员，要能够舍，就
劝说母亲和弟弟把房子彻
底让给他们，刚开始修炼
大法的母亲很快就同意了。
当我把房契递给堂弟时，
他感动得泪流满面：“咱们
这40年的恩怨，一句话就
解了，真想不到啊！” 我说：
“是大法改变了我，帮我们
化解了这个恩怨。”

40年恩怨
一句话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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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一家八口
“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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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本应是人生旅途中最温馨的港

湾，但往往由于夫妻间的不和谐，搞得

家庭失去了祥和、温馨。法律硕士毕业

的谢蕙如和身为著名泌尿外科医师的丈

夫袁伦祥，双双事业有成，但在孩子教

育问题上却经常意见相左而发生摩擦，

是什么改变了这对强势的夫妇，让家庭

回归宁静，变得其乐融融呢？

生活在台湾的谢蕙如从小体弱，患

有气喘。随着四个儿子相继出生，分身

乏术的蕙如长期睡眠不足，身体每况愈

下。而针对孩子的教育问题，蕙如经常

与丈夫发生争执，她也常抱怨丈夫不会

体谅别人。夫妻俩彼

此心里都很不高兴，

家庭氛围常常处于低

沉、失和的状态，加

上严重的气喘复发，

蕙如都快得忧郁症了。

作为主刀医生，

袁伦祥平时工作压力

非常大，他萌生了寻

找精神寄托的想法。

2012年大年初一，袁

家和万事兴  幸福有秘诀

     谢蕙如及丈夫和四个可爱的孩子 

伦祥开始拜读《转法

轮》，他喜不自禁地

对妻子反复说：“就

是这个！这就是我要

的，这是我师父！”

惊讶又好奇的蕙如请

丈夫暂时给她看看，

可是丈夫无论如何都

不肯释手，蕙如迫不

及待地跑到附近书局

请了一本《转法轮》

回来，一打开就被深

深吸引住了。隔天，

蕙如就把治疗气喘的

药都扔了，而严重的

气喘却没有再犯。袁

伦祥感叹：“修炼三

个月，脖子痛，颈椎

不舒服的现象都消失了。我自己是学医

的，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也不会相信。”

 他们开始按照“真、善、忍”的原

则要求自己，为别人着想，面对矛盾的

态度也有了180度大转变。蕙如说：“与

丈夫看法不同时，我学会向内找自己的

问题，不再固执己见。我们也用‘真、善、

忍’的法理教导孩子，活泼开朗又调皮

的小男生变得很懂事听话，家庭氛围非

常愉快融洽。”

人说“家和万事兴”，袁伦祥深深地

感受到这一点。他感恩地说：“在医学界

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开刀开得好，那

你研究可能做得不是

很好；如果你研究做

得好，那你家庭应该

不太好，因为大多数

人很难兼顾。可是现

在我有自信在工作中、

学术上、家庭里都能

做好，因为我修炼的

是正法，在‘真、善、

忍’熔炼中，我们会

越做越好。”

翻墙软件下载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自由门电脑版 自由门安卓版



幸遇大法  冤家成佳偶
2002年元月，在台湾担任国小

行政主管的杨秋南，首次参加法轮大

法教师研习营，观看法轮功创始人

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

像，让他深受触动，

怎么能做到别人对

你不好时你还能对

别人好呢？

那时，他正陷

入婚姻危机。他

白天工作，晚上

还要赶赴师院

研修硕士学

位，有时还

得充当稚龄

儿女的奶爸。在多重压力

下，他的健康亮起了红灯，家庭

矛盾与日俱增，同甘共苦的妻子，

在他拼搏前程之际，却要离他而去。

妻子张竹娴本是敬业乐业的职场

妇女，加班迟归已成常事。面对家庭

事业两头忙，她渴望秋南能贴心分劳，

可事与愿违。在那艰辛的时刻，夫妻

俩时而龃龉，时而冷战，最终两人都

成了门诊老病号。

“感谢大法教会我‘先他后我’，

真心体贴身边人，让我挣脱名缰利

锁，做个达标的好丈夫。”杨秋南说，

“从淡漠无感到感同身受，在虚心向

内找、放下自我的过程中，我终于

理解了妻子的心境，矛盾迎刃而解。”

让我们聆听彼此 
琴瑟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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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全家走进大法，

重拾健康和乐。竹娴衷心感

念师恩，让他们走出婚姻

危机。

  传统教育惠泽子女
秋南夫妻俩育有一双儿

女，女儿彩眉五个月大时，突

然高烧不退，送医

院后确诊为“尿

路闭锁不全”，

因尿液回流导

致 细 菌 感 染。

医生说，依病症

级别，尚不用开

刀，但无法根治，

必须长期服用抗生素。

服药近两年，原本白白胖胖的可爱婴

孩，因食欲不振而变得瘦弱。

 秋南得法后，对于“得与失”“病

与业”有了深入理解，夫妻俩决定主

动停药。而事实证明，在大法慈悲能

量的护持下，孩子依然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地成长。

秋南一家连

年观看世界第一

秀——神韵艺

术团的演出。

也因为正

统艺术

文化的浸润熏陶，开启了孩子们学习

艺术的兴趣。

孩子们先后赴台湾云林就读以古

典艺术教育闻名的茑松艺术高中，儿

子立宏学美术，女儿彩眉习舞蹈。兄

妹俩在术德兼修的茑松艺术摇篮中成

长，经历六年扎实的基本功训练，他

们不但品格端正，更奠定了深厚的古

典艺术根基，立宏还荣获了新唐人全

世界人物写实画大赛荣誉奖。

现已就读大学的彩眉，一日上学

途中，为闪避行车，不慎擦撞到骑楼

旁的古董车。她停车查看后，径入屋

内向主人致歉，表明赔偿意愿。未料

车子送修后，主人竟和颜称道：“没

关系，你不用付钱了，因为你很诚实，

时下已罕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杨家齐心向善，其乐融融。秋南

说:“在浑沌复杂的社会，世人价值

标准都已混淆，感谢大法让我明辨是

非，不致迷失

方向，能够以

‘真、善、忍’

对待他人。”竹

娴说：“大法就

像浊世中的一股

清流，我们能保

有心中的清明，

感谢大法助我家

庭迎来逆转。”

生命是一首跌宕多姿的歌。在椰
林南国，由杨秋南和张竹娴共谱
的爱之旋律，从巍颤到悠扬，一
如雨后春阳。“是‘真、善、忍’
调和了我们的弦音，让我们聆听
彼此,琴瑟和鸣。”回顾来时的路，
他们庆幸修炼法轮大法，迎来崭
新的人生。

     上图：杨秋南幸福的一家  中图：女儿彩眉参加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亚太区初赛    
     下图：儿子立宏在绘制油画



2019年夏天，我的女儿怀上了

双胞胎，但在怀孕22周做四维检查

时，被查出宫颈机能不全，宫口已呈

U型开放，意味着要流产，住院保胎

了一个月。

我的母亲和我的两个姐姐都修炼

法轮功。她们告诉我和女儿，诚心敬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化

险为夷，平安无事。于是，在女儿保

胎期间我就开始默念“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求大法师

父保护我女儿和腹中的胎儿。

当丈夫和女婿都想放弃的时候
2019年10月19日，医生和护

士紧急把临产的女儿推进产房，在推

进产房的瞬间，医生大声问：“胎儿是

27周+6天，生下来如果有呼吸，有

哭声，家属同不同意抢救？”我女婿

回答：“孩子太小，没发育好，以后会

面临脑瘫痴呆的风险，我放弃抢救。”

其实，女婿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

没有道理，这是临界于流产和早产之

间，时间太短肯定存在着发育不全的

问题，而且女婿家本来就家境贫寒，

女婿觉的根本就无法承担从经济上到

精神与情感上的沉重负担。但是想到

即将到来的两个小生命，我实在无法

接受这样的现实。

第一个外孙出生了，体重1.8

斤；7分钟后，第二个外孙也顺利出

生，体重2.2斤。这时医生说孩子

出生顺利，过程中没有缺氧，哭声清

脆，值得抢救。让把孩子的包被拿

来，给孩子包裹上。我让女婿去楼下

车里拿，催促了三次，半个多小时过

去了，他仍然没动，他还是坚持放弃

这两个孩子。我丈夫和女婿意见一致，

放弃抢救。丈夫对我大喊大叫：“孩

子爸爸都放弃抢救了，你干嘛还要坚

持抢救？以后孩子有问题，你担得起

吗？你不落埋怨吗？你花得起钱吗？

这俩孩子救活了没有百八十万，也得

五六十万，你有钱吗？”

看到眼前一心想要放弃孩子的女

婿与发怒的丈夫，再想到在产房内刚

刚来到这个世上光着身子无人顾及哇

哇哭叫着的两个小生命，此时的我已

经接近崩溃，我泣不成声地给我的大

姐打电话。修炼法轮功的大姐在电话

里大声地对我们说：“那是孩子，是生

命，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呀，怎么能放

弃他们生存的权利？人必须要善，必

须要救孩子！”

于是他俩才不情愿地把孩子的包

被拿了过来，孩子住进了保温箱。

只有法轮大法才能创造奇迹
随之而来的就是花销问题，住院

第一天，一个孩子就花了1.4万元。

这时，大姐给了我1万元，说这钱不

用还，拿去给孩子救命吧。在大姐的

带动下一家人帮我凑钱，解决了我们

的燃眉之急。

一天，医院突然通知老二肺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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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很严重，同时还有肺出血，严重贫

血，肠道功能不全，双肾分离，随时

会有生命危险，让家属做好放弃的思

想准备。大姐对我说：“你就心诚意诚

地念‘法轮大法好’吧，就求大法师

父救这俩孩子，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救

命，只有法轮大法才能创造奇迹。”

我每天都站在孩子住的新生儿重

症监护室门前，专注地默念着“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希望小生命能

平平安安。

奇迹真的发生了！老大在保温箱

里住了69天以后转入普通病房，由

1.8斤长到了4.2斤，老二在保温箱

住了78天后，也转为普通病房，体

重由2.2斤也长到了4斤。

出院时医生建议随时观察老大的

疝气，说只有手术能治好。老二排便

问题要去北京专院治疗。后因武汉肺

炎重大疫情，没去北京给孩子看病。

大姐告诉我，给孩子放法轮大法师父

的讲法听，我的女儿就每天给孩子放

大法师父的讲法。

如今，两个孩子都好了，壮实可

爱。孩子的爷爷奶奶看着白胖胖的孙

子，乐得合不拢嘴。由衷地感谢大法

师父救了孩子的命。这是法轮大法创

造的生命奇迹。

那是孩子，是生命，是两个
活生生的人呀，怎么能放弃
他们生存的权利？人必须要
善，必须要救孩子！”

大法救了险被放弃的双胞胎



几年前，我搬到一个新的住处，
那里的邻居基本上都是大企业的高
管或高职称人员。楼上的邻居是一
位中学高级教师，天天监视着我。 

怎么办？我是大法弟子，要想
救他们，就得让他们了解真相。于
是我主动接触他们，主动打招呼，
关心他们，其中有的打招呼十几次，
才鼻子哼一声。 

监视我的楼上邻居家三次漏水
到我家，第一次漏水是他们没关水
龙头，告诉他们，他们气都不吭。
第二次傍晚，他家水管破了，漏了
很深的水到我家。我赶快上楼收拾，
老伴也上楼帮他们家收拾，他们有
点感动了，说谢谢。第三次漏水把
我家的电短路了，我们找来维修人
员，把墙打了好几处洞，才找到源头。
这次他们说：“这邻居真好，要是换
一家起码要赔几千元呢。” 

2015年的一天，我讲真相回
来，突然碰见他们夫妻，我想这一

次一定要给他们讲真相。我客气
地把女主人拉到我家坐下，开门
见山地说：“你是不是带有任务，监
视炼法轮功的？”她支支吾吾说没有。
我接着说，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
很多人炼功或者念“九字真言”病
都好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
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迫害修“真、
善、忍”的好人是有罪的，你可不
能被中共欺骗，跟着它干坏事。

她马上说：“我的老公得了肺癌，
才从省城第二次开刀回来，医生说
只能活三个月了，内脏没有一样是
好的。”还说她自己的脸上三叉神经
处长了一个疔疮，听人说不死也得
烂掉半边脸。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我尽量安慰她，等她回去后，我拿
了一些真相资料马上去送给她，给
他们做了“三退”（退出党、团、队）。
告诉他们诚心诚意地念 “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会受益的。 

过了两个星期，她高兴地来我

家，说她老伴
精神好了，能吃

两碗饭，她的脸
也不疼了。她说，他

们每天早晨四点钟起
床，把光盘里的师父法像放

出来，用花生仁、松子仁、核桃仁
敬师父，跪在师父法像前念一百遍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在路上
碰见我，欣喜若狂地把一张医院的
化验单递到我跟前说：“你看，你看，
五项指标全正常了，完全好了！”我
说：“我真为你高兴，恭喜你！这是
大法的神奇。” 

后来，我到她家给她全家八口
做了“三退”，八口人都在起诉江泽
民的征签表上签了名。现在他们每
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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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原是中共党员，一说到“藏

字石”就不相信，说除非亲眼见了；

劝他退党，也不退。2013年，我和

他到贵州旅游，特意去看“藏字石”。

到了贵州，本来旅游团安排大客

车去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去的那天特

别奇怪， 一车十几人这事那事的都不

去了。听说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会把

我们安排到其他旅游团。导游说：“今

天真特殊，领导要我们用小轿车送你

们俩去掌布乡看‘藏字石’， 这是从

来没有过的事，你们运气真好。” 

我们亲眼看到了“藏字石”，知

道很多专家鉴定了是天然形成的。

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

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國共產党亡”，

非常震撼！其中那个“亡”字特别大。

我丈夫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信服了。

另外，在去看“藏字石”的路上，

有一棵倒下的枫树，据说也有五百年

了，是要建造风景区的头天晚上断裂

倒下的，里面全是蛀虫。树的旁边有

碑文，我就记住这么一句：“你杆再粗，

根再深，腐败就得倒。”这是老天在

警示世人，共产党的末日到了，“天

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

我丈夫亲眼看见了“藏字石”，

回家后立即让我给他退党，他严重的

心脏病也好了，他这个说住院就住院

的老病号，从此再也没去过医院。

邻居一家八口“三退”   

神看人心，真心声明 “三
退”，真名、化名、小
名皆可。用翻墙软件登
录退党网站：tuidang.
epochtimes.com 自由门电脑版

     风景区“藏字石”实景，天然形成
六个大字“中國共産党亡”凸出石面。
右图：平塘县掌布乡风景区门票上就印着奇石上的这六个大字：中國共産党亡。

亲见“藏字石”  顽固丈夫退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