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轮功学员绘画作品：《偷盗村”变成“道德高尚村”》

作品取材于明慧网文章。湖北省武穴市，有个
住着数十户人家的垸子曾经偷盗之风盛行。1998
年，法轮功传进了这个小垸子，几乎家家都有人炼
法轮功，他们按“真善忍”的标准行事，带头勤俭
持家，依靠劳动致富。有位木匠收工时遗忘在路边
的电锯被屋主收好，并完璧归赵；垸里捡到的钱也
送回失主。重德行善、助人为乐在垸子蔚然成风，
该垸后来成了全镇闻名的“道德高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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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人海中，相遇就是缘，

世道多艰难，珍惜这份缘。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记住这句话，难中保平安；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记住这句话，吉祥福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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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梅芳（河南）

朋友介绍我到一家超市打

工。老板看我做生意随和，就

把一个连年亏损的小菜摊承包

给我。我和丈夫一起打理，女

儿也来帮忙，小菜摊的生意

噌噌往上长，一个月竟能挣

一万三、四。在我们这个比较

贫穷的城市，能有这样的收

入，已是相当不错的了。

二零二零年过年才几天，

我们这儿因为疫情爆发封城

了。怎么办？不能这样困在家

里啊。就在这时，经理送来了

通行证，说我们这个区域，所

有的商铺都关门，唯独允许我

们这个超市营业。

压低利润 不涨菜价

封了城，人们来买菜，队

封城下红火的小菜摊封城下红火的小菜摊

伍排得老长。不时有人喊 ：

“现在这时候，大难来了，可

不能涨价啊，不能发国难财

啊。”我说 ：“放心吧，不但不

涨价，菜比平时还便宜。”

我的菜有多便宜？我把利

润空间压得很低很低，疫情

期间每天的进菜量是过去的

两、三倍，可每天的净利润不

及过去的一半。过去一个月能

挣一万多，可疫情期间我只挣

五、六千元。因为我修炼法轮

功，师父要求我们按真、善、

忍的原则做好人，做事先考虑

别人。我要是像其它菜铺那

样涨价的话，一个月可赚六、

七万。可是那不符合法轮大法

修炼人的标准。

一天，一个穿着很光鲜的

人来买菜，嘴里嚷嚷 ：“这菜

价咋涨这么高？还让不让人活

了？”其他人看不下去了，纷

纷说 ：“说话得凭良心啊，我

敢说全市就她家的菜便宜，人

家的菜都几倍地往上涨，她家

的还往下落。”

一个中年男子说那人 ：

“人家冒着生命危险进来了菜，

卖给咱，价还压得这么低，你

能有人家这风格？”说着两人

就吵了起来。

最后中年男子跟我说 ：

“大姐，把菜价涨上去，嫌价

高，去别的地方买去。”我说 ：

“这个价就这么定了，不能涨

了。有的人有工资，可还有好

多人没有工资啊！这一封城，

生活不知有多艰难呢！我修炼

真、善、忍，现在正是我善待

大家的时候。”

只愿大家平安走过劫难

那时讲真相，可好讲了。

有个穿着很讲究的女士对我

说 ：“我娘家姐夫在监狱当头

儿，你要是有啥事，给我说一

声。”我说 ：“看看他那个监狱

有没有关修炼法轮功的。要是

有，可别欺负他们。”

有个年轻人看起来很有素

质。我给他讲真相，还给了他

几个大法护身符。他说他在

市委工作。我问 ：“你是党员

不？”他说 ：“咋不是，不是

金种子www.minghui.org乡里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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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那儿工作？”我说 ：“你

把它退了吧，保个平安不好

吗？这个小册子你拿回去看

看，就知道中共是怎么迫害法

轮功的了。你在那儿工作，可

别干迫害法轮功的事。”他说 ：

“我知道，我也知道法轮功是

咋回事。”

第二天，年轻人又来了，

对我说 ：“姐，我把护身符一

拿出来，全科室的人都想要，

还说 ：咱也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咱也保个平安。

领导还嘱咐我，让我多要几

个，科室的人一个人给一个。

他不好意思做，就让我私下里

送给大家。姐，你这儿还有护

身符没有？多给我几个。”

这两年多，疫情一波接一

波地来，想着还有那么多人不

知道真相、处在危险中，我不

敢有丝毫的懈怠。

因为我有通行证，哪里都

能去。女儿来摊位接替我时，

我就去各个小区发真相资料。

我在菜市场全都使用真相币

（有真相短语的人民币），每

年从我手里出去的真相币少说

也有四十万。

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

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得救，平安

走过劫难。

 ■文：明泉（中国大陆）

二零二二年三月初的一

天，某乡村集市上，一名修鞋

的老人看到有人在附近讲法轮

功真相，就冲着喊 ：“太灵了！

太灵了！”老人红光满面，讲

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第一次是他骑的小三轮车

被压坏了，而他好好的。第二

次是一辆私家车撞到他的摊

位，把他压倒了，起来后摸

摸腿，有点疼，但没什么大

碍。司机想私了，问他要多少

钱？老人只要两百，司机给了

三百，后来发现修鞋机撞坏

了。老人说，这事要公了，至

少得一千元。

说着，老人从兜里掏出来

一张已发旧的大法护身符，说

他一直带着，诚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真

的能化险为夷。临走时老人嘱

咐把他的故事写到网上，让更

多的人看到受益。

在一次大集上，我和朋友

碰到一对老人，大爷开着电动

车，后面坐着大妈。朋友给了

大爷一本《金种子》，并说看

了得福报。大爷接过册子很感

慨地说 ：真是那么回事！

大爷指着朋友说 ：“上次

就是你给了一本册子，我老伴

看了真的受益了！”大爷说着

将《金种子》给了老伴，大妈

恭敬地接过《金种子》。

大爷讲，大妈患有癫痫，

原来经常发作，每次抽搐时间

很长。大妈看了真相册子后，

发病次数少了，并且每次只是

头部颤抖一下就过去了。

我俩送给老两口大法护身

符，嘱咐他们经常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又给他们

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大

爷和大妈爽快地退出了曾经加

入的共青团。

有福的老人有福的老人

　　在这次大疫中，诚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
字真言，帮助世界各地很多不同族裔的染疫患者恢复
了健康，为什么会有这样神奇的效果？中国《黄帝内
经》中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法轮大法是高德佛
家大法，当人们诚心诵念九字真言时，会与宇宙中的
正能量产生共振，从而增强免疫力，抵御病毒。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金种子www.minghui.org乡里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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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雪莲（山东）

邻居大姐 M 是个侠义之

人。法轮功遭迫害后，她到我

家说 ：“雪莲，别怕那些坏人，

他们要再抓你，我住一楼，我

不给他们开电动门，他们一时

进不来。你赶快把你师父的书

包好，然后从二楼窗户跳下来

躲在我家，他们不敢抄我家。”

我听了很感动！

大姐的丈夫是一位高级工

程师，他每天出门就高声地念

我贴在墙上的真相标语“善待

大法得福报”，“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我丈夫见此情景，

对我大发脾气 ：“又是你贴的，

别再找事！”我把邻居大姐要

保护我的话告诉他，丈夫惭愧

地说 ：“还是好人多啊！”

一天晚上，M 跳舞回家，

发现丈夫昏倒在地。她马上打

了 120 救护车，送医院抢救，

医生说，再晚两分钟就没救

了。M 感激地说 ：“多亏了他

常念‘法轮大法好’，是大法

救了他，否则老命就没了！”

原来五楼有个邻居叫陈

平，有一天下楼，见一女青

年在揭“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

好”的真相标语。陈平马上制

止说 ：“不要揭，你这样做会

遭报的！” 女青年说 ：“我可不

想遭报，再贴上行吗？”陈平

说 ：“好啊，快贴上吧，那样

你就会得福报！”

陈平的丈夫有好几个兄

弟，下一辈就她家是个男孩，

所以大家族都盼望她儿子生个

男孩。陈平一家人都相信大

法，经常念“法轮大法好”，

结果如愿以偿，儿媳妇果真生

了一个男孩。他儿子事业又特

别顺利，一年赚的钱就买了一

处大房子。陈平跟我说，善待

大法真的会得福报，她搬走后

还经常回来要真相资料看。

侠义的邻居大姐侠义的邻居大姐

 ■文：小玉（中国大陆）

有一年春天，由于扣蔬菜

大棚的地已到期，村里要把地

都承包给村民，每家只能承包

二到三分地。村民都想要能浇

水的好地，有的还要多占，这

样很多人都争了起来，地分不

下去。村长就把当地派出所警

察找来撑腰。

分地那天，我婆婆很早就

去了，占了一个能浇水的大

棚。每个大棚六分地，正好婆

婆、小叔子和我家每家二分

地。可是，有个叫王三的说什

么也要其中一份地，不给就不

行。我婆婆、小叔子都不让，

王三就开始骂人，两家干起来

了。当时有百十来人在场，警

察也过来了。

我一看要打起来了，就大

声说 ：“这块地我不要了，给

王三家吧。”人们霎时间鸦雀

无声，大家都看着我。我婆婆

不干了，开始骂我 ：“你怎么

这样受气，被迫害得够呛，现

在还想让人欺负……”我说，

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所以我让

别人，就这样吧。村长竖起大

拇指说 ：“你看看人家。”

这时，派出所所长把我

叫到一边，说 ：“小玉，你今

天做了一件大好事，从前我们

做的事很对不起你，请你多多

原谅。”我说 ：“没什么，你以

后别再抓法轮功学员，我们都

是好人。”我给所长讲了真相。

他高兴地说 ：“谢谢你，我记

住了法轮大法好。”

让 地

金种子www.minghui.org乡里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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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慧思 （中国大陆）

　　在我刚踏入社会时，母亲

找了当地非常出名的卜卦师给

我算命，看我的婚姻如何。那

人告诉我母亲，未来的男女亲

家的相貌和身形是什么样，还

特别叮嘱：“你们两家可是佛

缘化来的，要珍惜。”母亲不

以为然，随口说：“我可不要

什么佛缘。”卜卦师郑重地说：

“这佛缘可是千年难遇、百年

难求的，好好珍惜吧！”

　　几年以后，当母亲第一次

见到我公公婆婆时，惊呆了！

卜卦师说的相貌、身形与真人

一点不差：公公个子不高，婆

亲家积怨化解了亲家积怨化解了
婆是一米七的大个子，脸色跟

卜卦师说的一样。 我结婚多

年后，母亲才告诉我这件事。

亲家摩擦

　　我结婚之前，双方老人相

互不知根底。公公是一家大型

国企的中层领导，住在南边干

部楼；我父亲是该企业的普通

工人，住在北院工人区。婆婆

性格暴躁、蛮横，我母亲也是

得理不饶人。

　　公公偶然见过我一面，就

牵上了这个缘。可能他觉得我

长得白净秀气，就找下属托人

打听我。之后，我和丈夫见面

相亲，结为夫妻。

　　公公只是个企业中层干

部，婆婆却以官太太自居，自

视高人一等。她对我父母横挑

鼻子、竖挑眼，主要是嫌我家

穷。我结婚时，小妹还在上初

中。婆婆甚至怕我妹妹继续求

学，连累她儿子，说我家是个

“填不满的坑”、“无底的洞”。

　　婆婆还总去我父母家吵

闹，当着我父母的面，多次羞

辱、责骂我，还唆使儿子和我

离婚。我父亲拍着大腿说：“我

把姑娘推火坑里了，后悔死

了！早知道她婆婆是个这样的

人，我咋也不能让姑娘嫁给这

样的人家啊！”

　　也因为单位给我和丈夫分

的房子还没下来，他住他父母

家，我两边住。婆婆一骂我，

我就回娘家，所以我基本上长

住娘家。

生子风波

　　有一次，丈夫又被婆婆逼

着来我娘家催离婚，我母亲被

逼急了，就说：“我姑娘没怀

孕，离婚吧！”可能是天意不

该我离婚吧，一个月左右，我

怀孕了，婆婆就安静了。

　　几个月后，婆婆见我脸上

没长“妊娠斑”，就肯定我怀

的是女孩，要我打胎。

　　在我怀孕六个月时，丈夫

又跑我家来，要我做引产。我

母亲说：“这是头胎，六个月

了做引产，搞不好就可能要了

两条命呢。”

积善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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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不死心，又找老中医

给我把脉。老中医说：“肯定

是个男孩。不是男孩你把我的

招牌摘了！”婆婆才作罢。

亲家成仇人

　　儿子出生后，太平了大半

年。丈夫去外地工作，我经常

出差，孩子交给我母亲带着。

　　婆婆又看不惯了，说我母

亲虐待她孙子了。再加上两个

大院的人都认识，相互传闲

话，矛盾越积越深。

　　终于有一天，婆婆从我母

亲怀里把孩子夺走之后，矛盾

爆发了！婆婆和我母亲两人开

始对骂、厮打。婆婆长得高

大，她顺手抄起一个板凳朝我

母亲的头砸过来，母亲当时就

头破血流，倒在地上。送去医

院检查，结果是脑震荡。这

下，两家彻底成了仇人。

　　我从外地回家，大老远的

看见公公抱着我儿子。还没等

我走到跟前，公公一扭身回家

了，不管我怎么敲门也不开。

差不多有一、两年时间，我想

见儿子必须得丈夫从外地回来

才能见到。这时，婆婆又让丈

夫跟我离婚，说不离婚她就一

头撞墙，撞死！这回丈夫铁

了心了：“不离婚！死也不离

婚！”还把烟灰缸拍碎了，手

都划出了血。婆婆才死了心。

共同的佛缘

　　一九九九年之前，单位大

院里有人教大家炼法轮功，婆

婆去学了。母亲本想学，可一

看婆婆去了，就不去了。

　　自从婆婆修炼法轮功以

后，我就再也不是那个受气的

小媳妇了，能自由出入婆家

了。婆婆整个人变得和善了，

对我笑脸相迎，还做我喜欢吃

的饭菜。我每天看见婆婆毕恭

毕敬地读法轮功著作《转法

轮》，不认识的字，她一笔一

划抄在小本子上。

　　我父亲看了大法书，觉得

法轮功好，就自己在家学，身

体比以前好了很多。

　　看见婆婆和父亲的变化，

我和母亲先后走进了法轮功修

炼。我的性格变得开朗、阳

光，母亲的性格也好了。这

时，我们方知当年卜卦师说的

佛缘，原来指的是共同修炼法

轮功——佛家高德修炼大法！

冰雪融化

　　法轮大法的法理不断地启

悟着我们，涤荡着我们的心

灵：遇到矛盾，要找自己的原

因；要为善，要为别人着想。

　　虽然我父母和婆婆之间没

有交流，但彼此在心里已经深

深地原谅了对方。如果不修大

法，我们两家可能真是会老死

不相往来。

　　我儿子五岁时，婆婆去外

省给小姑子带孩子，离开了南

方，儿子交给了我母亲带。

　　二零零六年，我因坚持信

仰被非法关在洗脑班遭受迫

害。双方老人忧心忡忡，我不

仅是他们的姑娘、儿媳，更是

他们的同修。

　　婆婆风尘仆仆地从外省赶

回来营救我。婆婆回到阔别多

年的大院，走进我父母家，放

下了一切恩怨情仇，敲门喊了

一声：“嫂子！”

　　我母亲在门里轻轻地回了

一声：“哎！”胜似千言万语，

两人相拥在一起……

　　冰雪融化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们相

互关照，相互鼓励，乐观从容

地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成为

了一心为别人的人。

什么是法轮功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

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修炼大

法，按照宇宙真、善、忍特性

指导修炼，包括五套缓、慢、

圆的功法。实践证明，修炼法

轮功对祛病健身、提升道德有

显著的功效。现在全世界一百

多个国家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修炼总人数超过一亿。

　　今年五月十三日是法轮大

法传世三十周年纪念日，全球

逾千名政要向各地法轮功学员

颁发褒奖、发送贺信，赞扬法

轮大法和李洪志先生对人类健

康和福祉做出的杰出贡献。

积善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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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块，但在很短的时间内，肿

块变大了。秋燕去越南的国家

癌症医院体检，诊断结果是

灾难性的——她患有三期乳腺

癌。她感到极度绝望，同时担

心两个女儿的未来，“我眼前

的一切都坍塌了，我感到这是

我的终点。我的家人都感到震

惊和绝望。”

八次化疗 痛苦到乞求死亡

医生建议秋燕立即手术。

但第一次手术后，她的身体没

有出现任何改善的迹象，而且

肿瘤越来越大。医生又建议做

第二次手术。第二次手术恰逢

她婆婆的忌日。一年前，她的

婆婆因罹患血癌，撒手人寰。

秋燕说，手术后的化疗是

这场战役中“最艰难的部分”，

带给她无尽的疼痛和疲劳。

“我经历了八次化疗。五

年内，我的卵巢不能正常工

作，这意味着五年中，我不能

怀孕、生育。”

疾 病 令 秋 燕 陷 入 恐 惧。

“我无法摆脱这种恐惧”，“每

个晚上，我想像着自己的葬礼

和女儿找妈妈的场景，无法入

睡。”“我告诉自己要坚强，继

续前进，不论自己还剩下多少

时间。”

但是，在最后几轮化疗

中，她想到放弃，她的身心被

病痛折磨到了极限。“我连续

呕吐了四十八个小时，无法进

食进水。我记得，我乞求丈夫

 ■编译/乔琦

秋燕（Thu Hien Ta ）来

自越南北部富特省林同县，是

一位富有才华的歌手、舞台演

员，同时经营着家族小生意。

被诊断为三期乳腺癌

二零一五年第二个女儿出

生后，秋燕感到身体不适。她

注意到右乳房上有一个小的硬

她战胜乳癌 生下女儿她战胜乳癌 生下女儿
当拿到三期乳腺癌诊断结果的那一刻，她的

世界崩塌了，感到自己仿佛被判了“死刑”！

八次化疗带来的痛苦，让她几乎放弃求生的

意志。就在她认为自己的人生即将走到终点

的时候，另一扇门为她打开了。

 █秋燕的丈夫和他们的三个女儿。

 █左为越南歌手秋燕

化疗时的照片 ；右为

康复后的照片。

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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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死去。”秋燕说。目睹她

的痛苦，家人的心都碎了。

表姐送来《转法轮》 

二零一五年十月，第八

次化疗完成后，秋燕回到家

中，遇到表姐阮敏慧恩（Minh 
Huyen Nguyen）。表姐六十四

岁了，刚从教师职业退休，她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表姐递给秋燕一本《转法

轮》，告诉她，这本书非常珍

贵，将帮助她走出黑暗和艰难

时刻。

体验神奇 绝处逢生

在患癌之前，秋燕不相信

神灵，就像任何无神论者一

样，她不相信任何超越科学的

事情。但是，她信任表姐，看

到表姐学炼法轮功健康状况有

了显著改善，秋燕决定试一

试，她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日

子和家人在一起。

神奇的是，读完《转法

轮》后，秋燕感到前所未有的

身心轻松。她说：“我感到身体 

像云彩一般轻盈。睡觉时，觉

得身体好像可以飘起来一样。

“最神奇的是，所有的疾

病、恐惧和垂死的念头，都消

失得无影无踪，这些念头不再

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书中所教导的核心原则

打动了我。我的世界观发生了

一百八十度的变化。现在，我

相信神佛的存在了，相信任何

事情都有因缘关系。”

秋燕炼了法轮功五套功法

后，感到身体有了巨大的变

化。“我在一家军方医院做了

体检，医生说我的血液检测数

据比原来好很多。这确实是一

个奇迹。”她说。

另一次奇迹降临

不久，秋燕经历了另一次

奇迹。虽然医生对她实施了卵

巢功能紊乱的五年治疗计划，

注射了药剂，让她的卵巢失

效，但是她怀孕了。

“我已经打了第一针，医

生建议我不要怀孕或生孩子，

因为这可能引发癌症复发，甚

至断送了我的性命。”家人建

议秋燕打胎，“我的家人说，

有的女人和我的情况一样，结

果在生孩子之前就死了。”

但是，秋燕此时已经修炼

法轮大法，她明白了因缘关

系，知道了生命的来源，她不

想打胎。同时她感到自己的身

心健康已经得到改善，她不再

把自己当病人。

“我珍视这个孕育在我子

宫内的生命，认为这个孩子是

被安排和我及家人来结缘的。”

秋燕说，“我决定留下这个孩

子。丈夫支持我的决定。”

整个怀孕期间，秋燕的身

体健康状况都很正常，她照常

做家务，照顾家人。

但是，在临近生产前，X
射线检查显示，婴儿脐带绕

脖。医生建议她接受手术，秋

燕保持镇定，坚持自然分娩。

几小时后，一个漂亮的女婴出

生了，体重八点八磅。

“现在，我的女儿四岁了，

健康、聪明、可爱。”秋燕说，

“我的医生、亲人和朋友，都

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

秋燕希望每个人都能像她

一样幸运。

 █秋燕在

炼法轮功

的第五套

功法。

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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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我丈夫做了件

丢人现眼的事，与本村一个有

夫之妇私奔了。那个女的有四

个孩子，我家有三个孩子，两

个家庭都在破碎中煎熬着。

守着老小  横下心还债

我家最棘手的是七十多岁

的公公半身不遂。公公有两儿

两女，其他三个儿女只是偶尔

来看一眼就走，谁也不接不

管，一直是我家养着。

家里房子需要维修，不但

没钱，丈夫走时，还向亲友借

了钱，向银行贷了款，共计好

几万。丈夫一走，讨债的人怕

我也一走了之，堵着门，管我

要钱。我好话说尽，给他们立

用善良 用善良 
修复 修复 
破碎的家破碎的家

字据。贷的款到期还不上，差

点让人下传票把我带走。有人

出面作保，才暂且了事。

丈夫这样待我，要搁以

前，我也会一走了之。可是，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已经

修炼法轮功了。

我原是个百病缠身的人，

因没钱治病，抱着祛病健身的

愿望，我走入了法轮功修炼。

没多久，迫害开始了，我不断

受到骚扰，但我还是坚持修

炼，因为我真正受益了。

大法师父要求弟子要按

真、善、忍原则做人，对人要

善，遇事要忍 ；别人可以对我

们不好，我们不能对别人不

好。关键时刻是大法的法理让

我横下一条心 ：现在一家老小

需要我，我哪儿也不去，就守

着老人和小孩过日子，还债。

暑去寒来，一年又一年，

丈夫杳无音信。我一个人伺候

着瘫痪的公公，种着十来亩

地，供三个孩子读书，还要攒

钱还账、盖房、娶媳妇，为

此，我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

大法护佑事事顺

在苦中，在难中，在忘我

为他的操劳中，因坚持修炼法

轮大法，我百病全无，身体非

常好。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

那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

还在升级。一次，警察又来找

我，孩子们就说“我妈不炼

了”，把来的人打发走。

可是，我越想越不对劲

儿，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说

不炼呢？于是，我跑到派出

所，找到管事的警察，当我说

到“炼”字的时候，他顿时暴

怒，吼道 ：“先去南墙那儿站

着，等着送走！”我站了一下

午，天快黑的时候，警察不凶

了，对我说 ：“还不回家伺候

你瘫爹去？！”

后来得知，派出所本想拘

留、劳教我。警察跟村干部一

说，村干部急了，说这个人可

千万别动她，她不在，她一家

老小谁管？

这个家没有散，不是因为

有了我，是因为有了大法。

 ■  文:莲莲口述，荣蓉整理（中国河北）

　　丈夫抛下家庭，跟别人一走了之，留给她瘫

痪的公公、三个孩子、还有一身债务。几年后，

她还清了债，两个儿子也成了老板，这时落魄的

丈夫回来了。她还会接纳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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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种地，上粪比别

人少，可收成却比别人多。给

公爹养老送终后，我腾出时间

在本村工厂打工挣钱。几年时

间，把所有的债全还清了。

顺心事一个接一个。在农

村，别人娶一房媳妇要花几

十万，而我娶了两房儿媳妇总

共只花了一万。后来，两个儿

子由打工仔都变成了老板。

仅五、六年光景，我家由

一个让村里人都瞧不起的贫穷

户，变成了令人夸赞的好人

家。有人羡慕地说 ：“人家是

修来的福啊！”至于丈夫离家

私奔那一段，人们都好像忘了

一样，谁也不再提了。

丈夫改邪归正

就在这时，在外面游荡了

五、六年的丈夫养不起情妇

了，两人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儿子们想抛弃这个曾经

让他们受辱的爸爸。我劝道 ：

“咱们是修炼人家，对谁都慈

悲宽容，不能跟你亲爹耍粗。”

儿子们才接纳了他。　　

丈夫回家后，我没跟他诉

苦，也没跟他连打带闹，更没

找他的情妇理论。首先告诉他

的是 ：“没有大法的恩惠，就

没有这个家……”。　　

丈夫感动了，改变了，对

家人充满歉意，踏踏实实地在

家过日子了。他彻底明白了法

轮大法好的真相。　　

幸福的源泉

如果当年丈夫与人私奔

后，我也走了，哪有今天？我

走了，孩子们会失学，甚至学

坏，更谈不上有出息了。

如果在养公爹的问题上，

我和小叔、大姑、小姑们生

气、打仗，本来就有病的我，

准会气个半死，还会破坏了亲

情、家风和村风。

如果丈夫回家后，我和孩

子们都恨他、抛弃他，怎么会

有今天完整美满的家庭？　　

这一切“如果”都没有发

生，是因为大法师父教导弟子

要真、善、忍，善待他人。我

照做了，结果全家都得福报！

〖大陆来稿〗中共污蔑法

轮功的造谣宣传不知道毒害了

多少生命，受害最深的就是那

些盲目跟随中共参与迫害、又

不听真相的人。

恶意举报者夫妻双亡

韩锡国是辽宁省葫芦岛市

建昌县大屯乡头道沟村人。二

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沈文

伶等七名法轮功学员到头道沟

村发真相资料。由于韩锡国的

恶意举报，造成沈文伶被冤判

一年半，另外四名法轮功学员

被冤判六个月，还被勒索罚

款、降工资等等。

数月后，韩锡国遭报病

死，其妻三年后也患病死亡。

谩骂大法 子宫生怪病

在监狱，一些犯人被狱警

利用，参与迫害法轮功。

三十几岁的东北女子郭美

君就是其中一个。她每天骂法

轮功、骂法轮功师父，变着花

样折磨法轮功学员。告诉她这

样不好，她却变本加厉。

结果郭美君的子宫上长了

一个吸血的东西，每个月都会

大出血。狱医说，必须把子宫

全部切除，不然随时都有生命

危险。她三十几岁还没有生孩

子，得这种病，报应还小吗？

迫害邻里 殃及妻女

王建安（化名）修炼法轮

功，他家隔壁邻居张全（化

名）是生产队的队长。张全曾

两次带警察到建安家骚扰，导

致建安被非法劳教两年，所外

执行。建安给张全夫妇讲真

相，可俩口子都不听。

张全的女儿二十岁时因病

去世，可夫妻俩还是不信报

应，继续迫害法轮功。几年

后，张全的妻子突然病死。张

全又娶了一个寡妇，没过多

久，寡妇也变得疯疯癫癫了。

不该发生的悲剧不该发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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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养风水还是风水养人？

 ■文:陈渐清

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人

与自然相生相长。所以人们无

论建房、买房还是选阴宅，都

想选一块风水宝地，使风水养

人，福泽子孙。那么究竟是风

水养人，还是人养风水呢？

范仲淹捐宝地建学堂

在《岳阳楼记》中写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千古名句的北宋名臣

范仲淹，出身清寒，从小立志

“大丈夫当利泽生民”、“不为

良相便为良医”。

他信奉佛法，为官清正，

爱民如子，重视教育。范仲淹

有两则与风水有关的故事。

《史纬 ‧ 范仲淹传》记

载 ：有一年，范仲淹回到故乡

苏州，在苏州南园买了一块

地，准备盖一所住宅。风水先

生告诉范仲淹 ：“这是一块风

水宝地，将会连续出卿相大

官。”范仲淹听了后说 ：“如果

是这样的话，在此地兴建学

堂，公侯卿相不是更多吗？”

于是，范仲淹就把这块宝地捐

出，建了一座学堂。

范仲淹还把自己的俸禄拿

出来购买义田，分给穷人耕

作，用一人的收入养活了三百

多家乡亲。他自己虽然官至宰

相，生活却非常俭朴。

人养风水 凶地变福地

第二个故事是，范仲淹的

母亲去世后找人看墓地的风

水。风水先生指着五块大石头

围住的土埂说 ：“这种地形叫

五虎盘羊，在风水学上叫五箭

穿心，很不吉利，是要绝五代

的地方。”范仲淹听了心想 ：

“要绝就绝我一家吧，别让这

地方去害别人。”

当地百姓都感念范仲淹的

善举，对天祈祷说 ：“老天呀！

您睁开眼看看，范大人这么

好，您怎么忍心让他受绝五代

的苦难？您要真灵验，就请帮

帮忙，让范大人家多出几个像

他老人家一样的人。”

说来奇怪，就在范母安葬

的那天夜晚，本来天空闪耀着

满天星斗，突然间电闪雷鸣，

狂风暴雨 ；那五块石头一下全

部朝天竖起，使五箭穿心的凶

地变成了五箭朝天的宝地。

俗话说 ：“富不过三代”，

可是范氏家族却兴旺了八百

年！范仲淹四个儿子均德才兼

备，在朝为官。范家子孙后代

一直到民国初年都不衰。

所以，积德行善才是最好

的风水。人的善心与风水的吉

祥之气相互感应共鸣，而产生

正能量，使人养风水，风水养

人。大德之士走到哪里，好风

水就跟到哪里，福人居福地。

北宋名相范仲淹信奉佛

法，为官清正，他把买

来的风水宝地捐作学

堂，自家祖坟却用凶

地。由于他的德行，凶

地变福地，范氏家族兴

旺了八百年。

金种子www.minghui.org古老智慧



23

金种子www.minghui.org

22

 ■文: 甘露

色字头上一把刀，现代人

不把“色”当回事儿，它可是

毁人的利剑。

清朝的高某擅长绘画，他

在风筝上画上色情图案。有一

天，高某放风筝时，忽然火从

天降，他急忙奔跑躲避。可这

火像长了眼睛一样，追着他

烧，把他烧得焦头烂额。

明朝一个叫吕青的人，平

日喜好谈论淫秽之事与偷窥妇

女，到三十岁时贫穷到极点，

两个儿子相继死去。

有一天，吕青忽然暴毙，

他听到过世的祖父怒斥他 ：

“我们家两代积善，你本来命

中富有，可你贪美色，口眼造

孽，福报都快要折尽了！”

吕青辩解 ：“我只是谈论

或偷窥而已。”冥官告诉他 ：

“凡是人动了邪淫的欲念，就

是大过。阳世间的法律太宽

松，而阴间的法律却更严厉。”

过了一会，许多犯过邪淫

罪恶的人过来，听冥王发落，

有人变乞丐疯哑，有的变娼妓

眼瞎，有的两世为牛，有的十

世为猪。吕青吓得毛骨悚然。

冥官告诫吕青，要避色如

避箭一般，然后把他推回了阳

间。吕青又活了过来，他从此

尽力行善，并把阴间所见所闻

刻印成文，警醒世人。十年

后，吕青终于改变了命运，连

生两子，而且变得非常富有。

如今的网络、媒体、游

戏、影视、书刊等等当中存在

着大量黄色内容，挑动天下人

的淫邪之心，传播越广，害人

越多。而毒害大众产生的业力

也会回到传播色情的人身上，

不仅断送他自己的福寿，还会

殃及子孙。

在古代被列为淫书的《金

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子

孙三代为哑巴，五世后绝嗣，

就是因果报应的例证。

色欲是毁人的利剑
〖大陆来稿〗我丈夫是当

官的，所以我经常能接触到一

些体制内官员。

有一次，丈夫与他的朋友

们一起爬山，我也去了。一

个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

问我：“你怎么爬得这么快

呀？” 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

嘛！你可能不知道我过去什么

样——一个瘫痪在床将近半年

的废人，炼法轮功炼好了！法

轮功还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

和人生的意义。”

他说：“哎呀，原来法轮

功这么好啊！” 于是，我进一

步给他讲了真相，还给了他一

本《九评共产党》和一些真相

资料，让他看完后再给其他人

看。那天，不但他退出了中共

的党、团、队，他的司机也

“三退” 了。

有一天，这位县委副书记

给了我一张折起来的纸。我打

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十多人的

“三退” 名单。显然是《九评

共产党》及法轮功真相资料让

他彻底醒悟，他就把自己的亲

友劝退了。

到北京时间 2022 年 8 月

3 日下午 7 时，在退党网站上

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组织的人数突破四亿大关。 

政法委书记带来三退名单政法委书记带来三退名单

 █ 2022 年 8 
月 6日，加拿 
大多伦多部

分法轮功学

员庆祝四亿

中国同胞三

退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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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门自焚伪案中，破

绽最多的当数王进东。

500度高温 塑料瓶烧不化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汽油

着起火来，能达到 500 多度。

我们平时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

胳膊上，都烫得一跳老高。

有观众称 ：那“自焚”要

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

广场上又蹦又跳啦。歇着去

吧！拍电影给老百姓看啊！

另外，王进东的衣服被

“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

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

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

有人做过试验 ：装着汽油

的塑料瓶如果点燃，五秒钟瓶

子开始变软，七秒钟收缩变

形，十秒钟缩成一个小疙瘩。

难道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瓶是

特殊材料做的？报道自焚伪案

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后来承认，

该镜头是事后“补拍”的。

突发事件  镜头稳定清晰

“自焚”是突发事件，央

视记者却能把画面拍得那么稳

定清晰，而且镜头紧跟事件发

展移动，远景、近景和特写俱

全，难道不是天方夜谭吗？

怪不得演艺界人士戏称，

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 ：

“炼功人不能杀生”，“自杀是

有罪的”。只要看看法轮功原

著，中共栽赃法轮功的谎言就

不攻自破。

在中国大陆，常听人说

“政府不让炼法轮功”，其实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法轮功在

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二零零零年，中共颁布的

《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

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认

定了十四种邪教组织，其中不

包括法轮功。到目前为止，中

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中国政府）没有一个公开通

知，说不让炼法轮功。

二零一一年，中国新闻出

版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

出版总署令第 50 号》文件更

废止了一九九九年有关法轮功

书籍的两条禁令。也就是说，

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

书籍资料是合法的。

但是，二十多年来，中共

江泽民集团用见不得人的内部

文件、通知，驱使各级官员和

警察残酷迫害法轮功及其修炼

者，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今年七月五日，北京丰台

区七旬法轮功学员张秀芬，因

为给民众讲真相，被丰台区青

塔派出所警察绑架，遭八名警

察、辅警毒打，造成胸椎、肋

骨骨折、腰椎压缩骨折。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张秀

芬因坚持信仰和讲出真相，三

次被非法劳教共计六年、非法

判刑四年半，坐了十余年冤

狱。她的经历是千千万万受迫

害的法轮功学员的缩影。

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

迫害者一直在遭恶报。这里仅

举一例。广州市荔湾区法院原

法官蔡正尧主动包揽了该法院

构陷法轮功的全部案件，冤判

了数十名法轮功修炼者，直到

他遭恶报才停手。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五十七岁的蔡正尧被

查出癌症，同年十二月三十日

死亡。蔡正尧既是助纣为虐的

害人者，也是中共邪恶政策的

受害者。

天安门自焚戏多处穿帮天安门自焚戏多处穿帮 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文:如君

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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