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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慧声

少年朋友们，大家好！

经过半年的沉寂，《慧声》

又和大家见面啦！

当功课沉重，你可曾闷闷

不乐？当被家长唠叨，你可曾

心灵孤寂？当被人误解，你可

曾愤愤不平？当一切顺利，你

可能得意忘形？

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人

有苦乐。古人说：“玉不琢，不

成器。”璞玉经过好工匠的雕琢

和打磨才能成为稀世珍品，人

生经过上天的锤炼才能圆满结

局。所以说，不管高兴还是难

过，每段经历都可为心灵的成

长提供营养；无论顺境还是逆

境，每个际遇都在帮我们了解

自己、理解他人。风和日丽的

日子是上天的奖励，而风霜雨

雪的日子则让我们更能感受幸

福的来之不易。

“真”让人纯净，“善”使

人智慧，“忍”能扩展胸怀。愿

《慧声》为你带来真、善、忍，

为你增加信心和勇气。

让我们一起分享“真”带

来的喜悦、“善”构成的快乐、

“忍”铸就的平和。

祝愿大家在乱世中保持身

心健康、自信地成长！

《慧声编辑部》

二零二二年五月

3 卷首语

4 神奇的大自然
为何“视而不见”？

6 慧思考
英国公布“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
康熙家训

10 成长故事
我俩又成了好朋友
从毫无兴趣到名列前茅

16 慧知天下
修炼的妈妈心性高

20 慧探索
共振

24 慧心语
幸福的“小莲花”
不约而同的感谢

目
录



5

神奇的大自然慧声 神奇的大自然 慧声

为何“视而不见”?
文 /西玉

旧金山Smith-Kettlewell

眼睛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发

现，人只能看到自己大脑决定

让我们看到的事物，有的时候

暴露在视野里的东西，我们却

“视而不见”。

据《自然》杂志报道，在

这项研究里参加研究的人被显

示一些旋转的蓝色的点，背景

则是一些静止不动的黄点。然

而无一例外的是，黄点消失在

人们的视野中。擦掉黄点的并

不是计算机，而是人的大脑。

文章认为，似乎大脑早就

有了现成的关于世界是什么样

子的理论，然后按照这个理论

决定人可以看到什么。比如大

脑只让人看到旋转的蓝点，他

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运动引起

的视盲”。人们常常有一个观念：

自己五官感受得到的是实实在

在的，然后大脑对这些感受进

行的分析就应该是事物或者世

界的真相了。如果从这个科学

发现来看，其实是大脑决定让

你看得见什么，看不见什么。

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大脑

眼球 视神经 松果体

视觉皮层

眼睛如何成像示意图

呢？是什么让大脑储存了世界

应该是什么样的信息呢？

人眼可看见的光波波长范

围是312nm到1050nm，微

观上和宏观上人眼所能看见的

都是茫茫宇宙中很小的一部分。

然而摄入视野的物体还得经过

大脑的筛选才能让人看到，所

以人对宇宙和世界的认知确实

因为人的身体感官的能力而受

到局限。

有趣的是，《科学》杂志上

还登载了另一篇研究论文，报

道了六个月的婴儿对人脸和动

物脸的区分能力比九个月的婴

儿还强。六个月的婴儿可以区

别各种语言的不同，而九个月

的婴儿只能区别自己母语的不

同。人们都一直认为人的能力

是后天教育出来的，其实人真

正的一些神奇的能力正是在后

天中被埋没了。

上述研究让我们看到，随

着年龄增长，人的一些天然能

力在发生退化，就像九个月的

婴儿相对于六个月婴儿的退化。

正因为我们有了这双只能看到

可见光的眼睛，和一个已经装

有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大脑，

所以人类才看不见宇宙和世界

真正的模样。只有通过修炼，

达到返本归真的境界，才能真

正了解生命和宇宙的真相。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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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国公布了“故意

感染武汉新冠病毒”的试验结

果。该试验是二零二一年二月

由英国政府批准，由英国政府

疫苗特别工作组、帝国理工学

院、医学实验公司hVIVO等

机构合作进行的。原本拟招募

九十名十八岁至三十岁未感染

过新冠病毒的健康志愿者，让

他们故意感染新冠病毒，从而

“深入研究新冠病毒影响人体

的过程”。

不过，从目前公布的结

果看，只有三十六名十八岁至

三十岁年轻、健康、而且未注

射过疫苗的自愿者参加了这项

人体挑战试验。每一位受试者，

都在鼻子里喷进了相同剂量的

新冠病毒，这个剂量相当于一

个病毒带原者在其病毒量最高

的时候从鼻子里喷出的一滴微

小飞沫。

在那些被感染的受试者当

中，病毒很快就发挥威力，在

短短四十二个小时之内就首

次出现症状和测得阳性确诊结

果。但试验结果有些出乎人们

的意料，因为只有一半人被感

染，也就是说，十八名受试者

即便被直接喷了病毒，却依旧

没被感染。这是不是很神奇？

因此，关注试验的研究者

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另

外一半没有接种过疫苗，也没

有被感染过、没有免疫力的人，

却能够抵抗新冠病毒？他们认

为这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其

实，古今中外历史上，从不缺

英国公布
“故意感染病毒”试验结果

文 / 茹之

乏那些不回避瘟疫但却病毒不

侵之人。

比如公元五四一年到公元

五九一年期间，古罗马帝国因

为迫害基督教，发生了四次可

怕的瘟疫，《圣徒传》的作者

兼历史学家约翰见证了第一次

瘟疫，而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

瑞尔斯亲身经历了四次瘟疫。

他们都用笔记录了当时的惨

况。伊瓦格瑞尔斯写道：“有一

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

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

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他

们完全不被感染。还有人因为

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

动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

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

起。但是，仿佛疾病不愿意让

他们心想事成似的，他们依然

如故。”

中国古代这样的例子也不

少，仅举两例。比如晋朝有一

个叫瘐兖的人，某一年，他的

家乡发生瘟疫，两个兄长都因

此病逝，二哥也病情危急。瘐

兖不肯听从父母之命离去，要

照顾二哥。数十天后，村里疫

情渐渐消退。家人回家后，看

到瘐兖二哥的病已经好了大

半，而他本人则好端端地完全

没有被传染。

清代学者朱梅叔在《埋忧

集》里也记述了一地发生瘟疫

时的情况。书生王玉锡拜陈君

山为师。疫情中，陈君山家染

疫，一夜就死了五个人。亲戚

好友都不敢进他家探视，而王

玉锡却进到屋里，将死者用棺

材收敛好，最后还发现有个婴

儿“犹略有微息”。王玉锡将

婴儿抱出，找到医生，救回孩

子一条命。之后，王玉锡也平

安无事。

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数不

胜数，让很多人认识到一个奥

妙：“病毒不侵善人。”也有人

把这叫做“瘟疫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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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家训

现在电视连续剧很多，很

多古装剧把我们中华民族的祖

先和历史说得卑鄙、丑恶不堪。

那些电视形象和唐诗、宋词、《古

文观止》中反映出的作者风貌

和境界，与西安市出土的兵马

俑的神情气度，与中国人敬天

知命、尊老爱幼的传统几乎格

格不入。

每个有文化的人都知道，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实，后人

应该怀着尊重事实和学习研究

的态度，而不应该随着自己的

喜好而改变历史原貌。

历史对每个人、每个国家

都很重要，因为了解历史才能

继承祖先的智慧和优秀传统，

才能起点高。

比如清朝的康熙皇帝，是

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皇帝之一。

康熙皇帝一生兢兢业业，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谓耗

尽心血和精力。他在位六十年，

功绩举世公认，却反而被中国

人自己的电视剧所毁谤。尽管

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古籍

学习、还原一些历史的真实情

况。康熙皇帝对家教非常重视。

从雍正、乾隆等有作为的皇帝

身上，可以看到康熙皇帝家教

的影响。

康熙平时在宫中经常给皇

子皇孙以教诲，雍正即位后，

对父亲的家训加以追述、整

理，汇编成《庭训格言》，共

二百四十六则。

今天我们摘取其中的几条，

用以提升我们的自我修养。

1. 怀善念、行善事，最能安详

平和。

2. 自律，才有生活品质。

3.认错、改错，才是成长契机。

4. 吃苦是福。

5. 慎独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6. 不轻视人，不说别人无知。

康熙曾对诸官说：“朕经常

想到祖先托付的重任。对皇子

的教育及早抓起，不敢忽视怠

慢。天未亮即起来，亲自检查

督促课业，东宫太子及诸皇子，

排列次序上殿，一一背诵经书，

至于日偏西时，还令其习字、

习射，复讲至于深夜。自春开始，

直到岁末，没有旷日。”

康熙教子的种种做法，曾

由法国传教士白晋以亲身见闻，

向法国皇帝路易十四作了报告。

白晋在报告中说：中国皇上以

父爱的模范施以皇子教育，令

人敬佩。中国的皇上特别注意

对皇子们施以道德教育，努力

进行与他们身份相称的各种训

练，教之以经史、诗文、书画、

音乐、几何、天文、骑射、游泳、

火器等等。

康熙的儿孙们，多数能文

能武，尤其在他之后即位的雍

正皇帝，功业显赫，见识超人；

乾隆皇帝，儒雅倜傥，自号“十

全皇帝”。

以下是康熙皇帝教育皇子

的两条家训：

A.“敬畏之心不可不存。”

B.“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请选择正确答案：人都会

犯错误的。犯了错之后能改正

过来，就是最大的善。这句话

用古文说是A还是B？原文你

能背下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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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十三岁，从小跟姥

姥和姥爷修炼法轮大法。在修

炼过程中，遇到一些心性上的

考验，但是我会听师父的话，

按照大法真、善、忍要求自己。

我俩又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在学校时，我不小

心碰了一个女同学。她立即狠

狠地踩了我的脚，还骂我。我

当时就想发作，就在这时，我

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的：“你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

你就是常人，你要比他来的更

欢，你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

我是炼功人，不能和常人一样，

这个念头一出，顿时我合上了

张开的嘴，平静地离开了她。

事后，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过

了一个心性关。

我俩又成了好朋友
文 /豆豆（中国大陆）

有一次，我在同学后边轻

轻地推了他一下，那个同学回

过头来，照着我前胸狠狠地捶

了我一顿，我刚想还手打他，

一想我是炼功人，马上控制住

自己的情绪。那个同学打了我，

还告诉了老师，我被老师狠狠

地训了一顿，还被罚站。

回家后，妈妈觉得我受委

屈了，要去找老师。我对妈妈

说：“你不用管了。师父让遇到

矛盾找自己，是我不对，先推

的他。”

第二天，我向同学道歉说：

“对不起，我不应该动手推你。”

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该揍

你。”我俩又成了好朋友。

消业

在家放假的一个下午，我

忽然浑身刺痒。不久发现自己

身上起了许多粉红色疙瘩。当

时我立刻醒悟过来：是自己这

段时间太沉迷于视频了。于是

我开始炼法轮桩法，炼完功之

后，疙瘩竟奇迹般地退了下去。

今年八月份，回老家的第

二天晚上，我正和姥姥炼功，

突然觉得腿站不稳，脑袋迷糊。

姥姥一摸，我发烧了，就叫我

休息一会儿。我说，这是师父

给我消业呢！继续炼。一至四

套功法炼完后，接着发了半个

小时的正念，然后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我一切恢复正常。

去掉爱玩游戏的执著心

我的师父说：“人就象一个

容器，装進去什么就是什么。”

我有一个不好的执著心——特

别爱玩手机游戏。曾经把游戏

卸了三次，但还是控制不住想

玩。为了管住自己，我每次都

把手机放在姥姥屋里，努力地

去掉爱玩游戏的执著心。

现在，我还在努力地去掉

各种执著心，按照法轮大法的

标准，提高自己的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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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毫无兴趣
到名列前茅

幼儿园的逃课生活

我儿子叫乐乐。他从小性

格内向。乐乐到了上幼儿园的

年龄，我们选择了当地较有名

的私立幼儿园。乐乐进入小班，

没几天便哭闹着不去了。

到了第三年，乐乐答应去

上幼儿大班了。我们在幼儿园

大班试着给他报了跆拳道和钢

琴的特色课程。跆拳道刚刚学

习了不到一个月，他就不肯学

了。钢琴课也只坚持了半年。

就这样，他勉强上了一年的幼

儿大班。

喜爱“世外桃源”

乐乐七岁了。经过和乐乐

爸爸一起再三考虑，我们把他

文 /乐乐妈（中国山西）

送去了一家不同于国内现有教

学体制的培训学校。学校在小

学阶段只教授古典诗词与数学，

不参加每年教委组织的年级考

试。就这样，乐乐开启了五年

不考试的世外桃源般的小学生

活。学校每天早上跑操，上午

朗诵古诗文，下午学习数学，

晚上几乎没啥作业，又不参加

考试，还没有体育、音乐、美

术的学习。乐乐学得轻松快乐！

为学籍而转学

由于国家教育部执行学籍

制，没有正规学籍的乐乐不准

接受中学教育。所以在五年级

后半年，我们被迫给儿子转入

正规的小学。学校虽然接收了

乐乐，把他插进了一个年级重

点班，但是他的学习可真成大

问题了。

开始正式上课后，发现乐

乐除了数学能跟上之外，英语

整个儿落下五年的课程，语文

除了会背诵一些古诗词，语法

知识点全都不会，日记作文根

本不懂写作的格式，拼音写字

都成了问题。

上学第一次英语单词测

试，儿子考了十二分。但细心

的英语老师发现，乐乐虽然只

考了十二分，那是因他从入学

到考试时只学了十二个新单

词。这说明他的记忆力很好，

教过的都会。就凭这一点，老

师们没有放弃他。

智慧开始展现

面对这样的情况，乐乐的

学习成了我和乐乐爸爸发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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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大事。可乐乐与他姥姥却

充满自信。儿子在加紧学习的

同时，还特别听姥姥的话，经

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九字真言。他们认为自己

做好了，法轮大法的师父就会

给乐乐智慧。

乐乐相信法轮大法是因为

他从小由姥姥带大，姥姥修炼

法轮大法。乐乐在三岁之前，

几乎天天都跟着姥姥听李洪志

师父的讲法录音。他天真、善

良，跟着姥姥接触的是五千年

传统文化，很相信宇宙间神佛

的存在，也深信因果报应和轮

回的事。

乐乐到了七岁的时候，姥

姥听说他被老师取笑，就在他

上小学之前的暑假期间，拉

着他一起学习天书《转法轮》。

从念诵《转法轮》开始，乐乐

便自学认字了。也就是从那时

起，我们发现“笨儿子”有了

出乎想象的提高。等他上了小

学，长篇拗口难懂的初高中古

文，他没几天就背会了，而且

语速之快令人惊讶！

由于英语落下的太多，每

到下午选修课间，乐乐便到老

师那里单独补习英语。晚上回

家，他认真地复习和写作业，

遇到难题和困难时就按姥姥说

的，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经过一个学期的

努力学习，乐乐第一次参加了

小学的年级考试。考试结果一

出来，所有的教课老师和同学

们都惊讶了：英语99.5分，

数学99分，语文90分。

家长会上，老师们都说乐

乐的进步最大。班主任说，他

不仅学习进步，还热心集体的

事情，并讲了一段故事：前段

时间，学校举行跳大绳比赛，

乐乐的班拿了年级第一。班主

任说乐乐功劳最大。说他入校

时间短，没上过体育课，是全

班唯一一个没有资格参赛的。

但他毫不沮丧，反而主动向老

师申请给同学们做陪练。老师

说，乐乐善于观察，帮助同学

们找到跨过大绳的最佳位置，

轻松地夺得了团体第一名。对

乐乐这种无私的做法，同学们

都很感谢。

仅仅半个学期的时间，乐

乐的学习就跟上了。而且他性

格憨厚，爱帮助人，很快就和

同学们都熟悉了，迅速适应了

新的学习环境。

小学毕业时，乐乐以优异

的成绩被本校初中部第一批录

取。当年的“笨小孩”不但不笨，

而且很有智慧，只是学习兴趣

不同。乐乐自己知道，他在学

校学习成绩的进步来自于法轮

大法给他的智慧。

近况

初中刚开学，三百多名来

自全市不同小学的初一学生参

加入学排名考试，乐乐考了第

十三名。现如今，他继续稳定

地学习着初中的文化知识，还

担任了课代表等职务。

在这样世风日下的潮流

中，乐乐能以真、善、忍的标

准来对照自己，遇到事情能明

辨是非善恶，心存善念。加上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现在的他，

掌握的知识很多，而且掌握的

很多知识都是课本上根本学不

到的，言行确实不同于一般孩

子了。初中班主任老师夸赞我

们家教有方。作为家长心里最

清楚，要说有秘方，我们儿子

的成长经历还真得归功于那部

天书——《转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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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炼的妈妈心性高

二零二二年三月，台湾中

部地区及彰化、云林、南投县

市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在

台中大甲区致用高中举办了

“一日学法交流”活动。以下

是这次活动中，两个家庭与大

家分享的故事。

修炼的妈妈心性高

吴姿慧和她的先生都在科

技领域工作，三十几岁的年轻

夫妻育有三名子女。然而生活、

工作和育儿方面等种种压力让

姿慧饱受折磨，她时常大动肝

火发脾气，婚姻关系面临破碎

的困境。她说：“我每天都常常

打骂小孩和抱怨老公，经常吵

着要离婚，而且我是那种脾气

很倔强，即便错了也不会认输、

道歉。”

两年前，姿慧在自家附

近的公园看到一个法轮功炼功

点。修炼法轮功后，她看问题

的角度改变了，能按真、善、

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了，能站在

对方的立场，用理解、宽容之

心善待别人。姿慧表示：“以前，

我总以为现今的社会是平权时

代，凭什么一个家庭，就让女

人承担较多的家务以及照顾孩

子的工作？修炼后我明白妇德

之理，找回了中国传统文化。”

姿慧的心性有了极大地转

变，家庭也变得和睦幸福了。

修炼的小孩自律高

现今许多父母望子成龙，

总是想用最好的资源来培育下

一代，要给小孩最好的教育。

李昀臻（音：云真）在金融业

文 /明慧记者李维安、刘文新

吴姿慧和小女儿合照 李昀臻和双胞胎女儿合照

工作十八年了，从事外汇工作。

她的育儿方式更着重于小孩的

品德教育，因为她觉得现今的

道德下滑严重，品行才是最重

要的。她的三个小孩自幼儿园

时就上了明慧学校。

昀臻表示，因从小开始与

法轮大法接触，每天学法炼功，

接收到的是正面的教育，所以

小孩子们很单纯，事事都能按

真、善、忍的标准，对人要善良，

要懂得替别人着想，这样人际

关系自然而然也会好。

昀臻说：“这两个小孩让我

很放心。她们的功课，方方面

面自己都安排得很好，她们心

中都有大法的标准，并用来要

求自己，不用父母操心。”

明慧儿童班的老师也说：

“韦杉（昀臻的女儿）小小年

纪个性沉着冷静、定力好。”

问韦杉是怎么做到的，她说，

她自小和妈妈一起学《洪吟》，

后来能渐渐看懂法轮大法的许

多书籍，她明白炼功时能吃苦

消业。虽然盘腿时又痛又麻，

但放下来等于今天的功白炼

了，包括第二套功法抱轮手也

很酸，但只要坚持到炼功结束，

身体就会感到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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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

当一个物理系统发生振

动时引起另一个物体振动的现

象，以及两个相同频率的物体

能相互引发震动的现象，通俗

地说都可以称为共振。共振在

乐理中也称“共鸣”。自然中

有许多共振的现象，比如乐器

音响的共振，耳膜与声音的共

振，电路的共振等等。

1. 巴克斯特实验

美国的克里夫·巴克斯特

先 生（Cleve Backster） 是

中央情报局的审讯专家，以在

上世纪六十年代使用测谎仪对

植物进行的实验而闻名。他在

一九六六年发现并且记录了植

物也有高级情感活动，能与人

沟通，并且具有超感功能。他

将植物对思想的敏感性称为

“主要感知”，并于一九六八年

在《国际超心理学杂志》上发

表了他的实验结果。

在巴克斯特先生所做的一

个实验中，受试者在房间A，

从受试者身上采集的DNA样

品放在房间B，然后监测受试

者情绪变化和他的DNA之间

的电性变化。实验结果发现，

当受试者的情绪出现波动时，

他的DNA也立即出现剧烈的

电性反应。这里所说的电性反

应，就是通过电波的震动频率

来体现的。也就是说，人的情

共振
绪能发出一些频率，而这种频

率可以让人自己的DNA接收

到，并产生共振。

提问A：

那么，宇宙中是否有一种

强大的频率，能让人体DNA

产生阳性的、有益的共振，从

而自行保持健康、不受阴性病

毒的侵蚀呢？如果有的话，又

如何能探测到、如何把握呢？

2. 格兰•瑞恩实验

毕业于伦敦大学的生物

化 学 家 格 兰· 瑞 恩（Glen 

Rein） 发 现， 人 的 意 念 与

DNA关系密切。换个角度说，

人的意念也是一种物质，并且

这种物质发出的振动频率，能

够被人体DNA接收到、并产

生共振。

3. 收音机和电台频率的互动

现在很多手机已经具有了

无线充电的功能。也就是说，

不用导线，而是通过一个电磁

线圈来实现无接触式的充电。

这个充电原理跟收音机选台是

完全一样的。当我们调节收音

机按钮时，就是改变这个电磁

线圈的长度和它固有的频率，

因此，能收到不同频率上传输

的节目。

4. 伽利耶夫实验

俄罗斯著名物理学家彼

得·伽利耶夫院士的研究活动

广泛，包括：激光技术、暗物

质结构、纳米结构、超导电性、

宇宙射线和伽玛天文学。

伽利耶夫通过实验证明

了DNA可以储存光能。他把

DNA放到一个石英容器里，

然后用微弱的镭射照射，结果

通过仪器观察发现，DNA就

像一块吸收光线的海绵，把光

全部都吸收了。

那么也就是说，光这种能

量和水一样，并非只能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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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可以被人体吸收、储存并

互动。

提问B:

如何才能调节我们细胞的

遗传物质，就像调节收音机的

电磁线圈那样，去接收大自然

中有益的能量来增强自身免疫

能力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了人

的意念可以影响遗传物质，我

们当然会立即想到：人的意念，

甚至语言，能不能像收音机调

台的旋钮那样，从宇宙中选择

对人体有益的频率呢？

5. 盖德案例：

不幸染疫，神奇康复

纽约居民盖德女士是美籍

犹太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移

民美国。她是家族珠宝生意的

掌管人，今年七十三岁，经常

在世界各地旅游，寻找奇石异

宝作首饰材料。二零二零年三

月十二日，她弟弟一家从曼哈

顿到长岛度周末。弟弟一家离

开一周以后，盖德女士开始感

觉不适，失去嗅觉和味觉，乃

至无法呼吸……

盖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

只想吃甜或酸的食物。我只想

躺在床上，一起床就觉得浑身

疼痛。”三月二十一日，盖德

自己开车到南汉普顿的医院，

医生告诉她是肺炎症状，叫她

回家自我隔离，而且叫她每四

小时服用一次泰诺（Tylenol，

退烧药）。

盖德遵医嘱自己在家隔离

后，身体一会好，一会不好，

然后越来越不好，逐渐变得呼

吸困难，全身疼痛得起不来床，

她感到了死亡的恐惧。

四月二十三日，盖德的一

位朋友，法轮功学员安娜·路

易斯推荐她不妨试试念九字

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 好 ”（Falun Dafa Hao，

Zhen Shan Ren Hao），并

给她发了法轮大法网站的网址

（falundafa.org）。

盖德发现，当她一个字一

个字地念这两句话的时候，“我

的肺被打开了，新鲜的空气进

入我的肺中，我能够把气吸得

更长更深。”她说：“不管谁创

造了这个口诀，这真的是让人

正确呼吸的方法。”

在慢慢地一声一声地重复

念九字真言的过程中，她喘过

气来了。在接下来的三天中，

盖德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呼吸

顺畅了。

这位盖德女士提到的法轮

大法，正是教人真、善、忍的

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主要包括

《转法轮》这本奇书和动作圆

融聪慧的五套功法。

目前科学界还没研究出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

两句话发出的频率都有哪些，

以及这些频率是如何被人体

DNA吸收，与人体细胞产生

共振，并消灭了入侵的阴性物

质（如新冠病毒）的。

但是，新冠病毒患者神奇

康复的事实，就足以令人欣慰

了，所以这两句话也被越来越

多知道真相的人引入自己的日

常生活，并尊敬地称之为“九

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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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杨杨，今年九岁，我

是个大法小弟子，刚出生就喜

欢听师尊的讲法录音。

长大一点后，我很爱看神

韵晚会，一看几个小时都不会

吵闹。现在我可以和大人一起

参加集体学《转法轮》，我能读

得很通顺。

因为我天天坚持炼功学法，

修自己的心性，按照真、善、

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所以我

身体非常健康，让爸爸妈妈很

省心，给全家带来了欢乐。

在学校，老师也很喜欢我，

我的成绩非常好，每学期都被

评为优秀学生。因为我是大法

小弟子，用真、善、忍要求自己，

所以从不与同学争吵，很守纪

律，不撒谎。

我每天的学习时间很紧张，

幸福的小莲花 
文 /杨杨（中国湖南）

不但要完成学校的功课，业余

时间还要学琵琶、学画画、学

英语。但是不管时间怎么紧，

我每天放学回家，先学五页《转

法轮》，并炼功半小时，然后再

去完成作业。寒、暑假期间，

除了完成作业外，每天学法、

炼功各一小时。

我的表弟经常和我一起玩，

他有时很爱生气，搞得我心里

也很难受。但我想到自己是炼

功人，这些是对我的考验吧，

我就把心放下了。这些事情出

现时，我拿起《转法轮》看一看，

我的心性关也就过去了。

在台湾的一所小学，老师

王郁青把真、善、忍分享给班

级里的所有同学。二零二一年

感恩节的时候，老师发给学生

一人一张感谢卡，让孩子们在

小卡片中写下心中的感谢。感

谢的对象包括学校中的任何一

位师长，如爱心妈妈、导护志

工、护理师或警卫伯伯等。没

想到，大部分的孩子都不约而

同地感谢老师将法轮大法介绍

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了真、善、

忍的法理。

其中，小蓁写道：“谢谢老

师教会我无尽的知识，我还了

解了真、善、忍的道理。这些

道理教会我很多，例如如何提

高自己的心性和层次。”

小承写道：“谢谢老师教我

们真、善、忍的道理，谢谢老

师让我们读宝书《转法轮》及

《洪吟》，打坐炼功，净化身体

等，都是我们的缘份。”

小禹写道：“谢谢老师每天

用心的教导，帮我们改作业，

还教我们怎么做到真、善、忍，

教我们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我非常感谢您用

心的教导。”

还有很多同学写下了“谢

谢老师教我们真、善、忍的道

理”，其中包括班上唯一一位

不和大家学法、炼功的学生，

也写下了感谢真、善、忍。

同在一片蓝天下，同是炎

黄子孙，台湾的少年儿童自由

地享受着真、善、忍的美好，

而中国大陆的修炼人，却从

二十三年前开始，一直遭受着

严重的迫害，对比强烈。

不约而同的感谢
文 /明慧记者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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