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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优秀教师的故事一位优秀教师的故事一位优秀教师的故事一位优秀教师的故事 
 

大陆大法弟子大陆大法弟子大陆大法弟子大陆大法弟子 

【正见网】2000 年元旦，当我想去北京上访第一次被乡农派出所关押时，金牛公安局十几个
人从早到晚轮番“轰炸”：“你们学校领导、老师那么多来保你，说你在学校表现不错，还是优
秀教师。你们班学生写的作文，我们也看了，学生都想你，你这么年轻就不上班了，还什么

优秀教师？”我笑笑说：“我是一个国家公民，上访是我的权利，没有错。再说我利用元旦期
间去北京递一封上访信，并不影响上班，不能上班是你们造成的。正因为我是一个教师，由

于职业原因，我注重对孩子的影响，正人先正己。如果我眼睁睁看着电视、报纸随便造谣说

假话，我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敢说句真话──法轮功好，那我怎么配得上‘教师’的称号？”
他们一拍桌子：“你教学生法轮功？”  

我一眼看出他们的企图，我平静地说：“我尚未教学生炼过功，每个人有自己的思想，即使

是孩子，也是个独立的生命，谁也不能、也不应该强迫他们做什么、信什么。我修炼只是因

为想照大法的要求做个好人。而且孩子很天真，如果他们不接受我，是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还

想我、想来看我的。我只是教他们在家做个好儿女，在校做个好学生，社会上做个好孩子，

长大做一个好人。做人要做到‘真、善、忍'。‘优秀教师'，只是大家对我的评价。”  

领导、老师来了很多，他们悄悄劝我：“你太傻了，他们正在凑你的材料。你松松才四岁，

你爱人又不在本地，哪个管。你说句假话，回家再说。”我说：“我只是利用队会、朝会课

余时间给学生讲做人的道理，教他们做好人。我不能说假话，教学生是一套，自己另做一

套，那还修什么‘真'？”结果我被连续关了 50天。  

2000 年 4 月，警察要挟我，要我以一个青年教师的身份在电视中诽谤法轮功，我严辞拒绝

了。之后，再度被关进看守所。  

从 18 岁师范毕业到 28 岁被迫离开讲台，十年的教师生涯中，我曾在三个班任教语文课兼班

主任。真巧，这三个班都是二班，同一个学校、同一个老师、同一本书，不同的是我给三个

班的孩子留下了不同的印象，不同的是三个班的孩子对我的感受却相差甚远。当少女的我初

次走入第一个班时，对于踏上社会走入人生新的一页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一切都是那么新

鲜、充满生机和活力，仿佛一切都能在我精心耕耘下结出美好的果实。孩子们爱和我一起玩

儿，觉得我不象个老师，却象个大姐姐。虽然只相处短短的两年却也能忆起诸多乐趣。  

然而现实的迷茫使我逐渐失去初时的自我，住房、争吵劳累、家庭争端使我变成一个连自己

都失望的妇人──自私、蛮横、好强。欲望，使这三尺讲台变成了争名夺利的场所。节日送

礼、虚伪、奉承每日里上演着。第二个班的孩子虽也相处了两年半，但每当我想起那些不经

意中瞥见的仇视、愤恨、胆怯、怀疑、冷漠、惧怕的目光时内心深处也隐隐地颤栗，却用表

面的假相来麻木自己。  

96 年 2 月初为人母时，由于第二个班的家长集体要求校长更换老师，学校只得让我接任第三

个班，一年级二班。羞辱！“不争馒头也要争口气”的想法使我在最初的几个月中确也鼓起

了初为人师时的工作作风。生育、抚育幼儿的甜蜜和苦涩也使我在最初与学生接触中有了几

分耐心与关心。但当这一切努力又一次次的在“潮流”的带动下（教育系统的不正之风已是

社会公认的大问题），回到了往日的旧戏中，我感到失望、迷茫、痛苦。那一句句“德高为

师，身正为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古训，当今《教师法》、《教师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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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道德规范》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无济于事，我在心中呼唤，也曾在庙中虔诚上香敬请

佛主帮助我成为一个好人，但都毫无用处。我只好用随大流、得过且过的心态来麻醉自己。  

“仿佛春雷一声响，惊醒愚迷梦中人”，这一切在 1997 年 11 月 4 日这一天彻底改变了。也

就是在孩子们读三年级下期时我闻到了佛法，开始修炼了，李洪志师父说：“而我们这里叫

大家修心、向善，做事情要考虑别人，在任何一个工作环境当中你都要做好你的工作，你都

得要叫人说你是好人。”“你做不好工作，你怎么是个好人哪？”（《法轮佛法》（在加拿

大法会上讲法））。我就象脱胎换骨做了新人，开始了我新的教师生活。从 1997 年 11 月--

1999 年 12 月底，这短短的两年中，却是多么宝贵的时光呀，织就了我与孩子们的一缕缕善

缘，回想起来经历了三部曲。  

1111、、、、    转折转折转折转折  

在 97 年 11 月的一天，我鼓起勇气对孩子们说：“以前老师脾气不好，让同学们受苦了，现

在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了，我们师父教导我们‘真善忍'，以后老师要用善心去爱班上的每一个

孩子，让你们在班的这个大家庭中快乐地学习生活。”原来“嗡嗡”作响的教室“唰”一下

寂静无声，我尽力平静地望去，一双双圆睁的双眸中分明划着一个个大大的问号。  

过了两年多后，当我从监狱里回来，学生们来看我，雪儿笑着说：“刘老师，当时我们都不

敢说话，因为我们害怕你是不是又想了一个新方法来治我们。可我们又觉得象真的，要是那

样多好啊，可又不敢相信。后来我们觉得你真的变好了。我才给爸爸说，我们老师真的变

了，脾气也变好了，不是以前的那个老师了。你们以后不准乱说我们老师了。”  

在 98年 2 月，我修炼后开的第一次家长会上，当我平静而认真地告诉全体家长我已在修炼大

法，一定会按照我们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做一个好教师。虽然家长们的脸上依然浮现的是麻

木、冷漠或应付式的微笑，我却不在乎。如果说不相信人类还能有好人存在，那么我们就做

给他们看一看！  

在 2000 年 12 月的一天（我已流离在外），遇见了一位家长，他问：“刘老师，你为什么不

教我们的娃娃了，家长都找学校反映，学校说你不干工作了。”当我将实情告知，他叹息

着：“这个鬼社会，简直搞不懂了。我们单位几个人经常在一起摆龙门阵都在一起骂娃娃的

老师，只有我经常称赞你。大人工作忙，没时间管娃娃。你经常来家访。带他们出去玩，还

自己掏钱。他们说，要是我们娃娃的老师也炼法轮功就好了。电视上那么演，把人脑壳都整

乱了。我又不是不清楚你的变化。唉，太可惜了，人变好了要挨整，啥子世道哟！”  

2222、、、、    爱与慈悲爱与慈悲爱与慈悲爱与慈悲  

我爱我的儿子，因为我是他的母亲，我辛苦地抚育他，希望他长大成为有用之才。但我很少

有时间陪他玩，时常感到歉疚。我爱我的学生，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师父说，“母亲对

儿子是疼爱的，母爱这是人间缺少不了的。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要把这个爱变得更高

尚、更广义，使更多的人感到慈悲，使所有的小孩都能够感受大法弟子的慈悲，使我们这个

心扩大到对所有的人都慈悲，那更好。”（《法轮佛法（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师父

的话时常提醒我，要慈悲于孩子们，为他们负责，做他们的良师益友，在他们人间初旅的路

上，为他们点燃一盏导航的明灯。  

一天 24 小时，我有近 10 个小时与他们在一起，在对孩子们的具体教育中，我要求自己将大

法弟子的慈悲展现给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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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教育（一）、道德教育（一）、道德教育（一）、道德教育  

师父在《法轮佛法（在欧洲法会上讲法）》中说：  

“一个人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时候，什么常人的思想都没有，只会吃奶和哭，是后天灌输给他

的常人中的一切。过去人们很重视家庭的教育，你们过去白人家庭对孩子的教养我觉得非常

的好。但是现在哪，尤其美国，现在对孩子的放纵，那没法说了，那个孩子根本没有教养，

整个教育是失败的。为人类负责一定要教育孩子，告诉他们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他都会

装进脑子里。就像一个皮包，这个皮包里装了一些个金子，那么人家会说你这是金子；你的

皮包里装了一些个土，那么人家会说这是土。所以人就是这样。你的脑子里装了一些好东

西，你就是个好人，保证你做任何事情思想一动念都是好念头；你装了一些不好的思想，你

的行为干什么事情都是坏事，想的问题都是坏的，坏思想。这就是好人和坏人的根本区别。  

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社会的宣传机构、各种报纸、刊物登载的那些个暴力、色情，灌

输到你脑子里，大家还愿意看。灌得越多，那你就和他一样了。不要看这些东西，要看那些

好的东西。好的东西灌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你就是个好人。你的行为将受你的思想

支配。人不重视教育，不重视对后代的教育，这是人在对全社会犯罪。现在的年轻人那简直

不敢想像，不敢看。我有的时候看他们，简直不愿看，从他的里面到他的外面，从他的思想

到他的心，从他的行为到他的衣服，没有一样正的。  

当然不是绝对的，还有一些家教比较好的，对孩子管的比较好一些。要明白，因为你们在造

就着下一代人和未来的社会。那么下一代人是什么样，你们能说自己没有责任吗？！”  

为了让孩子们容易理解做人的道德标准，我选择了讲故事、读书会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我

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午休到市内各旧书摊去寻找价廉质优的图书、小说、杂志，购置了好

几百册，又发动孩子们从家里借出来一些，办了一个图书角。  

其实以前学校也一直在搞类似的活动，但收效甚微，可现在却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家长告诉

我，孩子回家后把这些故事讲给他们听，还反过来教育大人。在后来的作文及考试中，这些

书中的故事也为他们提供了写作素材。）我有意识地把讲故事、读书会等形式与讲解大法的

法理结合起来，每天我坚持利用朝会、队会、自习课或空闲时间把师父书中的话结合着一个

个优美动听的故事讲给他们，还经常把他们身边发生的事用法理来分析对错，用大法的法理

来启迪他们善良的天性。  

比如我告诉他们中国古代韩信忍受胯下之辱，后成为国家栋梁的典故。将《转法轮》中的道

理讲给他们听：韩信从小就不是一般的人，有了不起的大忍之心，他不同于一般常人他才能

做那么大的事。又结合班上同学互相之间不忍让，常有吵架、打架事件发生的情况，告诉他

们做人要互相谦让、要有大忍之心，处处为别人着想。  

孩子是纯真的，尽管浊世的污流或多或少地在侵蚀他们的身心，但佛法如同净化心灵的清泉

一样洗涤着他们身心的污垢。当我站在讲台上，望着那一双双清澈的双眸中闪烁的真诚、喜

悦、渴望的目光时，欣慰油然而生。有时下课了，学生们也不愿出去玩，让我继续讲。孩子

真的是天真可爱的，他们纯洁善良的心灵与宇宙“真、善、忍”特性是沟通的。尽管我从未

告诉过他们我师父的名字，也很少讲师父的故事，可他们用大人少有的灵性感受到了许许多

多。在批改作业时看见一位同学在造句中这样写“我们刘老师看起来是一个平常人，但她却

是一个和常人不一样的有着高尚品德的人。”有的在作文中写道：“今天我们出去吃火锅，

大人们为了争座位和别人吵了起来，眼看就要打起来了，我想起刘老师的话，就跑过去拉住



 4

爸爸说：‘你又忘了，老师讲过做人要‘真善忍'，你打人就是不善不忍……。'”家长事后

感慨的说，“我们怎么教也不听，被惯坏了，可你几句话就教育了他，还教育了我。孩子一

下就懂事了许多，谢谢你。”  

我所在学校社会治安不好，家长的素质也较差，对学生的负面影响较大。高年级学生老欺负

低年级学生，外面的小流氓老来“以大欺小”，甚至敲诈勒索。当我看到五六年级的男生把

班上的孩子打得头破血流时，不知怎的，我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我没有简单粗暴地对待

打人的学生，也没有告诉对方的班主任。我把他带到办公室里，握住他的手，用师父教我的

法理去启迪他的善心。后来，那六年级的学生哭了，说：“老师，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打

人了。”  

我又抓住机会告诉孩子们，为什么修炼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为什么打人、骂

人是做坏事，要失德。一段时间后，不但高年级学生很少欺负我们班孩子（那些我教育过的

调皮的孩子看到我还敬礼喊“老师好”），我自己班上的孩子也很少打架吵嘴。有一次，班

上一个号称“拳王”的男孩与班干部争执动了手，那天他连续打了几个人。我心里念着师父

说的：“脾气不好就改嘛，炼功人必须得忍。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

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地把孩子教育

好。”（《转法轮》）把隐隐升起的怒气排斥掉，没批评他，而是马上开班会让孩子们自己

解决。两个人一开始象斗架的公鸡站在我身边，互相怒目而视。学生们纷纷举手，一个叫栗

儿的学生说：“他们都不对，大个子先打人，没做到善，但学习委员也还了手，没做到

忍。”有的说：“老师讲了，班上 56 个人就象一家人，应该互相爱护、与人为善，对每个同

学都好，不能打人……”  

我被孩子们直率真诚的话语感动了，两个“小公鸡”都哭了，各自检讨了自己的不对，又握

手和好了。再以后，班上的气氛日益祥和，不到一学期，以前令人头痛的打骂现象几乎没有

了，有类似的事情班干部或同学自己就调整好了。使我也感到轻松了很多。  

当我重新回到学校上班时，已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学生告诉我，自我被抓后很长一段时

间，班干部每天都要将表现不够好的同学留下来谈话，叫大家一起向内找，看看各自哪儿做

的不好，说是刘老师交待的。大家都知道这是班干部的一片好心，他们都不说穿，照着做。

我在作清洁时，许多老师告诉我，六年级三个班中，你原来教的那个班学生最听话。不是任

课老师叫他们做的事，他们能尽力去做，做不到也不说假话。太纯了，哪象其他六年级学生

思想那么复杂。哪个老师教哪个班时间长了，班上的学生性格都象那个老师。我当时默默的

笑了。  

（二）、文化教育（二）、文化教育（二）、文化教育（二）、文化教育  

现在学校、家长各方面对学生的书面成绩过分关注，为了达到升学率等，加重学生负担，一

个小学生从早上 7 点半上学，到晚上 6 点才放学。回家有时作作业还要做得很晚，学生家长

都苦不堪言，怎么才能真正让学生减负呢？  

大法的法理使我明白解决问题不能从表面入手、从表面上找出路，任何问题根本在于人心。

人心不动，谁都没办法。必须是孩子发自内心的想学好才行。所以我并不只关注学生的考试

分数。  

一方面，我经常把大法小弟子刻苦修炼、勤奋学习的心得体会讲给他们听。告诉他们，学习

就是要吃苦，为什么这些小弟子能吃苦呢？我将道理讲给他们：一个学生就是应该把学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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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你学习好自然会上到大学去；人吃点苦不是坏事。另外，我经常把古人以及现代科学家

等刻苦学习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学习不是为了家长，你今天学的知识在将来会有用的。  

另一方面我认真探索提高教学质量，减轻课业负担，保护孩子们的学习热情。比如，收集课

外辅导材料，精心挑选各方面典型作业各一、二在校内完成，从不布置家庭作业，复习考试

期间也是如此。我也到重点小学任教的同学处（也修大法）借阅自编作文教材、试卷并借鉴

经验。  

我的作文教学得到了校长、老师、家长们的认可，学生也越写越顺手。可有谁知道这后面的

付出呢？我结合课本大纲要求和借鉴别人的经验自己调配了作文训练，一学期 9 次大作文，

平均每两周小作文、随机作文，学生自愿写的作文；56 个学生，作文的初稿、校稿、正稿，

三遍下来就是一百多篇；为了激发写作兴趣，事前准备、参观、模型、范文准备；为了调动

学习积极性，评比、选评贴出优秀、进步作文、发奖……两年下来，每个学生都有了几本自

己的作品汇集。当中午下了班在办公室、晚上在台灯下、节假日，我都经常在批阅作文，每

当我感到受不了了，心想：“算了，简单点。”脑子中又想起师父的话：“难忍能忍，难行

能行”，我就又打起精神继续认真地做下去。（当我 2000 年元旦被关在看守所时，正逢期末

考试，孩子们在作文中倾诉了对我的思念，感动了学校的同事、家长、我的家人甚至警

察。）  

修炼后，无论是上公开课，大小考试，我一律用平静真实的心态对待。从不搞什么“事前启

发”之类的东西，并告诉孩子们：“真就是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结果班上的平

均分反而从过去全年级的倒数第一上升到正数第一，那是孩子们和我辛勤付出的真实体现。  

（三）课外活动（三）课外活动（三）课外活动（三）课外活动  

都市繁华的街道，父母繁忙的工作等等原因，使孩子们很孤独，精神生活空虚，整日里与电

视、游戏机玩具为伴。当我给他们讲我自己小时候和伙伴们尽情玩乐的一件件很平常的事，

他们就象听天方夜谭一样。  

我尽量克服工作与家庭的矛盾，调整时间每周搞课外活动，丰富他们的生活，尽力使他们童

年如花的岁月能丰富多彩。带着他们在游戏中品尝生活的美好、朋友之间合作的美好、大自

然一花一木的美好。野炊活动、看谁手儿巧、打水枪、游泳、都江堰一日游、集体过生日、

去公园集体做游戏、排舞蹈、看望生病的同学、到同学家中互访、踏青……。那一张张照片

留下了一份份美好的回忆；那一篇篇作文中记载了他们幸福充实的生活。（在监狱中，孩子

们托亲人带话，他们等着我，等老师回去后还能带他们出去玩，他们还想看到笑眯眯的老

师。）  

3333、、、、    最后一课最后一课最后一课最后一课  

在这浊世的洪流中，在“佛光普照”下，我有幸与第三个班的孩子结下了深深的善缘，但

是，因为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我没有机会再教他们了。  

2000 年元旦前一天，我郑重地把所有的作文发给孩子们后，告诉他们：“今天可能是老师给

你们上的最后一堂课了。”孩子们愣住了，同声问：“为什么？”当孩子们听说我要去北京

证实大法，为师父、为死难的同修讨回清白时，全班都哭了起来。不是不要我去，而是怕老

师被邪恶之徒打死，再也不能相见；他们却都忍住哭泣，回家后尽管双眼红肿，也没告诉家

长原因，为的是他们承诺守住这个消息，以便我能顺利到达北京。在元旦篝火晚会上，当我

带着儿子出校门买水时，不经意中回头却发现全班学生都悄悄地跟在我身后也出了校门，当



 6

我正想批评他们时，班长却说：“老师，你现在就要走了吗？”原来他们以为我即将离去，

想要送送我。  

当我元月被关在看守所时，有关人员要家长、学生与我“划清界限”，一些学生却跑到看守

所来看我，虽未见上面，他们也告诉警察：“我们想看老师，我们老师是好人，叔叔放了她

吧。”家长也告诉我：“我们大人不敢来，小娃娃总不能把他们也关起来吧。”  

当我被关在家中不准出门时，几十个孩子来看我，他们不好意思说想我，却坐了半天怎么劝

也不愿走。我静静地看着他们和我的儿子一起在院子中玩耍，只说了一句：“你们要记住，

法轮大法好，修炼人跟刘老师一样都是好人。”孩子们点头说记住了。  

当我流落在外时，碰到家长和学生（那时他们都上初中了，好多都比我高，好象一下长大

了），他们要我到家中住，拿钱给我。我谢绝了，告诉他们，“我们师父这样对我们说‘我

什么也不要你们的，我只要你那颗向善的心。'”一位家长感叹道：“你不能教他们了，扬儿

哭了好多次，那天还在说想你。我们以前哪有时间管孩子，全靠你了，送你什么还都不收。

如果社会有 30％的人象你们这样，那社会风气就扭转过来了。”  

当我在劳教所绝食生命垂危家人来看望时，泣不成声地说：“你以前教的学生从浙江打来几

次电话问老师好，其他学生想一起来看你，上面不准，他们写了封信叫我们带给你。他们说

‘刘老师，我们想你！想你！'”  

当人们从方方面面了解到我将福利院的孤儿接到家中，共度周末，为他们配眼镜，希望能给

他们家的感受；我将学校所有发放的回扣、额外奖金用于帮贫困生交学费或班费；我将父母

离异的孩子或无人照看的孩子接到家中；我曾为了把一位突发脑溢血的（不是本班的）学生

及时送到医院赢得生命最宝贵的 5 分钟，而跑断了高跟鞋；我利用假期免费为学生补课；我

拒收家长任何财物……当他们探知了我在被迫害时还是无怨无恨地用一颗善心来看待一切

时，他们终于一点点的改变了。  

如果不是这场邪恶的迫害，我会将所做的一切划入人生的过去，永远也不会对世人甚至我的

家人展开，因为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不求名、不求利，做好这一切只是我自己应该做的。  

佛家讲缘分，我珍惜一切缘分，亲缘、师生缘、朋友之缘、相遇之缘，但无论与你是善缘还

是恶缘，我都不会放在心上，只是希望你不要破坏大法，否则将会结下很恶的因缘，你永远

偿还都偿还不了。  

这篇心里话语早想倾诉，但一直耽误下来。直到那一天突然听到一则消息：“一个小学生检

举一贴真相资料的大法学员导致他被抓”时，我顿时心痛得要裂开似的。想一想吧，是谁把

仇视大法、敌视好人的恶念种进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的？是谁把迫害善良人的罪行祸及到孩子

身上的？——是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利用宣传工具制造的恶毒谣言。孩子是纯洁而无辜的，在

历次国内制造的政治运动中他们所受到的伤害是最无辜的，因为他们人生的初航被扭曲了航

线，历史的教训还不足以警醒吗？  

让我们共同为孩子们开创一个纯净的环境，让他们正确地选择美好的人生之路！  

写在后面的话：  

当我第一次被抓时，教委张主任称：“说啥真话嘛！”一位学法轮功的同学被活活打死时，

而我听到学校一主任竟说：“死了还不是死了，死个人算啥子。”2002 年春节，当我被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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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教委在封我的窗户时，邓局长告诉我：“现在什么年月了，还分什么‘善恶'，就这两

个字把你害了。”我惊呆了，人不分善恶，那与动物有啥区别。人不应该善良地活着吗？  

恳请那些曾受益于大法的教师们，敬请那些善良的同行们，把你们亲身了解到的修炼人和大

法的真相选择适当的时机，利用便利方式，讲给孩子们听一听吧。让他们远离欺世的谎言，

心中记住法轮大法好！生命需要真善忍，那他们就有希望了。谨以李洪志老师《洪吟》中一

首诗，赠给每一位有缘之人。  

做人做人做人做人 

为名者气恨终身， 
为利者六亲不识； 
为情者自寻烦恼， 
苦相斗造业一生。 

不求名悠悠自得， 

不重利仁义之士； 

不动情清心寡欲， 

善修身积德一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