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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云海间，仙乐悠悠，神佛

畅游，仙子起舞。伴随着万道金光，

有觉者驾马车突现苍穹之顶，引领

众神佛下世度人，开启辉煌的五千

年中华神传文化。2010 年 3 月 13
日 19 点 30 分，神韵艺术团在德国 

金融重镇——法兰克福的第二场演

出的第一个节目《先皇开盛世》，将

观众们带离凡世的喧嚣与纷扰，引

入神韵晚会所展现的奇景当中。 
 现场观众很快就被神韵精彩的

节目所吸引。每当演员们完成一个 

高难度的舞蹈动作，饱含热情的掌

声就充满了法兰克福世纪剧院里的

每一个角落。 
 “那种和谐的氛围，舞蹈的节

奏非常美妙，演员配合得真是天衣

无缝，令人称赞！”德国国会议员米

歇尔‧麦斯特（Dr. Michael Meister）
观看了 13 日法兰克福第二场神韵

演出后称赞道。 
 身为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

盟（CDU）议会党团副主席的麦斯

特虽然在过去的三年中都有发贺电

给神韵艺术团祝愿演出圆满成功，

不过今年却是他第一次有机会亲眼

一睹神韵的风采。他说：“这台晚会

展现了中国大陆多个不同的文化领

域的风貌。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初

步的了解。晚会节目也启迪人们去

挖掘其更深的内涵。……我在这场

晚会中，听到了对自由的呼唤。”麦

斯特一句话概括了今天晚上的感

受：“今晚来得太值得了！” 
 欧洲议会“西藏小组”主席托

马斯‧曼（Thomas Mann）先生当

天也观看了神韵晚会，他感叹到： 
“我非常高兴有机会来看这场演

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这样一

个大国是多么的丰富多彩。从西藏

高原的雪山，到蒙古，再到平原，

这台节目将舞蹈与大自然结合在一

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托马斯‧曼先生称赞神韵晚会

的节目精彩得难以想象，“舞蹈的编

排很精彩，歌曲也很棒，充满了感

情。”“现场所有的观众都很兴奋，

不停地鼓掌，以至于演员不得不多

次谢幕。”他还特别喜欢神韵艺术团

乐团演奏的音乐。“神韵艺术团乐队

非常出色！我刚才和一些艺术家聊

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乐团的演奏

家们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有德国 

的，也有美国的。神韵乐团就像一

个国际熔炉一样，把音乐与情感融

在了一起。非常好！” 
阿耳芭拉齐（AL-Barazi）先生

是阿拉伯一家大型投资公司的副董

事长，经朋友两年来介绍，这次终

于亲自前来观赏，而他被神韵演出

震撼人心的美深深地吸引住了。“神

韵的服装美得不可思议。音乐曲调

也非常动人。这场秀真的非常美，

非常美。可以看的出来，神韵非常

出名。我想，他们一定花了非常多

的时间来练习舞蹈节奏。真的非常

美，非常美。” 

法兰克福一个豪华车行的销售

经理科伦弗‧尔克尔（Corenn Voel-

kel）女士和她的银行家男友埃克尔

‧朗厄（Eike Lange）经常观看歌剧

和芭蕾，但他们觉得，“神韵演出非

常精彩，和以前看到的都不一样。”

朗厄先生觉得中国舞很不同寻常， 

有自己的特点，他说：“演员那么多，

可是他们的动作却非常一致，这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 
弗尔克尔女士认为， 不同寻

常的是，一方面，演出中表现的中

国文化如同童话般曼妙，另一方面，

又表现了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

功的）迫害。朗厄先生表示也有同

感：“当我看到中国发生的迫害也在

舞台上表达出来的时候，我很惊讶，

但我觉得这很好。在贵宾招待会上，

我们听说了二胡艺术家的丈夫（因

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故事，迫

害就离我们更近了一步。在舞台上

和在生活中的迫害还是不一样的。”

弗尔克尔女士说：“一开始，当我听

说神韵演出不许在中国上演时，我

还没明白为什么，等到我看到节目

册的时候，并且在舞台上看到这两

个节目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

没有一个专制政权能容忍批评。” 

 
欧洲政要赞神韵 
精彩的难以想象

▲ 13 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德国法兰克福第二场演出的现场观众。 



如何声明退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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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三退人数：7005 万 
生在中国，是我的荣

幸──因为这里有五千年

的文明积淀和勤劳勇敢的

父母兄弟；但是生在共产

党统治时期的中国，是我

大的不幸──因为邪恶

凶残的共产党把中国传统

的民族文化毁坏殆尽、使

善良的人民尽受愚弄蒙

蔽。曾经我为加入共青团

宣誓、欢呼；现在想来真

是愚昧至极、荒谬之至。

不幸中的万幸我能够遇上

大德之士、行善之人，使

我彻底认清共产党的邪恶

手段和卑鄙伎俩。现在我

要郑重声明：我立即退出

共青团、坚决和邪党划清

界限。我放天一声笑！共

产党啊，你的邪恶面目被

我认清了，你的死期还远

吗？（陈诉江） 
共产党是中国 大的

黑帮，都是暴力和谎言，

是真正的邪教。在此坚决

退出少先队。（王涛 14 人）

 
透过页尾的动态网可

连至退党网站，或拨美国

热线 0018888928757，美国

传真 0013019162364，电邮

tuidang@epochtimes.com 

法轮功学员于杰因拒绝“转化”，被绑架到石家庄市劳教所，被多个警察（两男几女）带到一小屋，把门

窗关严，窗帘拉上，想以此来掩盖其做贼心虚、不可告人的迫害事实。而后，强行给其盘上双腿，双膝被两个

凳子顶着，以防双腿下滑。双臂被左右两个警察拽住，同时用脚不断的踩其双膝，前面坐一个警察，用双脚踩

其双盘着的小腿胫骨，上下左右全方位进行摧残，并说这是帮其“真修”和“炼功”。从上午九时开始，一直持

续到下午三时许，见无法改变其坚定的信仰，就开始加大力度猛踩，使于杰痛苦得全身抽搐，大汗淋漓。期间

不让进食，不让上厕所，当时于杰来例假要求上厕所换卫生纸也未被许可。而在这之前两个月，于杰断断续续

一直在绝食反迫害，身体极度虚弱。警察明知这种情况，还这样的摧残和折磨，并说于杰现在的痛苦是“ 佳

状态”。有一个男法轮功学员被其用这种手段折磨了二十二个小时，还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被同样折磨了八个小

时，使他们三个月后还无法正常行走。在这种残酷的迫害下，警察强行已近虚脱的于杰写“决裂书”。由此可见，

恶党在其宣扬的“伟、光、正”背后是多么的阴险毒辣，令世人发指！（待续） 

欢迎浏览正见网 http://zhengjian.org 请用动态网突破封锁 https://fc.theknack.net（请通过安全凭证） 

三退声明精选 
 

近期新闻提要 
【声援七千万退党 香港各界集会游行】自从 2004 年 11 月《九评共产党》横空

出世，同年底引发“三退”（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大潮以来，到 5
年后的今天，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表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人数即将突破7千万。

连日来，世界各地纷纷举办声援及庆祝活动。在香港，多位政界名人在 13 日的

声援退党集会上发言指出，7 千万人退出中共恶党，反映中国人民不断觉醒，也

象征中共已经在瓦解之中。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呼吁更多国人加入三退大潮，

彻底解体中共，结束自身与民族的苦难。  
【美旋呼吁联合国帮助营救丈夫江峰】2010 年 2 月 18 日下午，神韵艺术团二胡

演奏家美旋的先生江峰在赴美探亲的过程中，在上海浦东机场经过安检入口后、

在登机前突然失踪，被指遭到中共上海 610、国安的非法绑架。3 月 11 日，正在

欧洲随神韵巡回艺术团演出的美旋，在演出空闲期间来到联合国与有关官员会

面，呼吁帮助营救丈夫江峰。美旋在朋友的帮助下，乘了十多个小时的车来到了

联合国大厦前。她告诉记者，从 1999 年开始，他们夫妻二人都因为修炼法轮功

而多次受到中共的关押与迫害。“我现在非常担心我先生的安危。我们做夫妻已

经将近十年的时间，真正在一起生活还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十年，即将要见面的

这一瞬间……他消失了！你想，作为一名妻子来说，她会是甚么心情？”  
【马国法轮功学员景点讲真相遇袭】2010 年 3 月 8、9、10 这三天中，在马来西

亚著名旅游景点独立广场连续发生了几起由中共操控当地人抢夺法轮功学员的

展板、背包以及殴打法轮功学员的事件。3 月 8 日上午 10 是 45 分，法轮功学员

正在广场向中国游客打展板及分发资料，揭露中共迫害中国人民、迫害法轮功学

员，劝说大陆同胞认清中共本质，退出其组织。来自中国大陆的学员李女士的展

板被一位骑着摩托车的马来人抢走。9 日上午 10 时 10 分，李女士还是来到了独

立广场，但当时并没有讲真相，而是在一旁的凉亭内向一位广场保安讲述昨日所

发生的事情，正说着昨日那个恶徒突然冲到李女士的面前，把她的手臂向背后上

方用力的拉扯，用腿把她踢倒在地，用力地朝她身上打并且伺机想抢夺李女士的

背包。但李女士用身体护住背包，此恶徒见状，用力扯断李女士背包的带子，背

包立即掉在地上，但学员还是紧紧抱住。此人见抢夺不成功，就疯狂地朝学员身

上乱打，并用脚去踢李女士的头。李女士身材矮小，已经 61 岁了，此恶徒竟如

此暴力殴打一个老人家，令人发指。李女士在接受采访是表示：“法轮功作为一

个修炼团体，在马来西亚已经合法注册，应该受到保护。作为我来说，我是一个

修炼法轮功收益的人，只是想告诉我的同胞们真相就遭到如此的待遇；从另一方

面说，我是一个 61 岁的老人家竟然被一个大汉抢夺殴打，真是难以置信！我希

望把此事让全世界知道，共同谴责中共暴行，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河北女子劳教所的五大迫害手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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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救活了我这半死的人 
 
我是河北蔚县的农民，在修炼

法轮功前是个全身有病的人，经常

性的全身疼痛，腰椎间盘突出。腰

肌劳损、胆结石、支气管炎、关节

痛、胳膊、手脚麻木。家人到处为

我求医问药，钱没少花，病没见好。

我不但干不了活，还成了家里的累

赘，家人跟着我糟心，亲戚六眷跟

着我麻烦。 

一天，我们村有一位大法弟子

介绍我炼法轮功，说炼法轮功教人

做好人，可使人道德回升，对祛病

健身有奇效。可我受共产邪党毒害

太深，没听她的善意劝告。 

过了些时，我的腰椎间盘突出

疼的特别厉害，到县医院去做 CT，

其结果是第三、第四颗腰椎骨突出，

第五、第六颗腰椎骨抠回，同时严

重影响大便不能排便。医生说让我

赶快做牵引，我就做了半个月牵引。 

牵引还没做完，在这期间胆结

石病又犯了，医生给做 B 超说胆结 

 
石 2.5－18 毫米大，胆管也扩张了，

并让我赶快做手术。因当时花的没

钱了，胆结石手术也没做成，牵引

也做不下去了。我是农民，靠种地

卖点粮食能有几个钱？没办法，只

好回家养着。 

回家后，医生让吃点药，每天

平躺着不能动。我这没钱人得的是

要花大钱的病，死也死不了活也活

不好，整天躺在炕上望着顶棚、流

着眼泪，身上难受，这心上更难受。

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大小今

后的日子该咋过呀？ 

二零零四年八月三日这天，我

躺在床上正在难过，忽然我想起同

村的大法弟子曾让我炼法轮功一

事，心想那人要是能来该多好啊。

过了三天，他还真的来看我来了。

我说你把那本书拿来我看看，他马

上回去给拿来了，我立即拿起来就

看，只三四天的功夫我就把一本《转

法轮》一口气看完了。我全明白了，

原来法轮功师父是让人做好人，根

本不是共产党电视上说的那样。 

我捧着这本书真是爱不释手，

其中就看懂了一个道理。师父说：

“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

的盖拧的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

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

去，倒的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

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

（《转法轮》）。我越看越愿看，越看

越想看，身体也觉得一天比一天精

神，也用不着吃药了，于是我就把

腰椎间盘突出和胆结石的药全部扔

了，就炼起了法轮功。 

当炼到第十二天头上，我身上

所有的病全都不翼而飞，什么活都

能干了，每天精神十足，家人也见

证了大法的神奇。出街去人们问我：

“不是让你躺几个月吗？怎么这么

快就好了”。我说：“炼法轮功炼的。”

他们都说：“这炼法轮功还真管用！”

我说：“只要你真修我师父就真管。”

 
与大多数现代的中国人一样，

我从小到大都在恶党的无神论灌输

下，迷失了自我，迷失了人生的真

谛。前几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亲戚

来到我家，劝说我三退保命。当时

我还不太理解亲戚所说内容的深刻

内涵，半信半疑的。但是因为见她

真是发自肺腑地给我讲真相，为我

担心的那种神情，还有我为了应付

差事，免得她以后总为这件事担心

来找我，我就随便写了一个给她了。 
两年前（二零零七年）一个偶

然的机会，我翻开了《转法轮》的

书，看着看着就被深深的吸引了。

因为我万万没有想到书中所讲的内 
容太玄妙了，道理太深刻了，是我

上这么多年的学所从来都没学到过

的。我就被这本书一下子给吸引住

了，晚上很晚才睡觉，连续两天的

时间把整本书都读了。我觉得书中 

 
讲的真、善、忍就是生命的真谛。

平时也听说炼法轮功的人都特别

好，特别善良。可是为什么中共要

制止人们学习法轮功，还要迫害法

轮功呢？ 
因为我到了具备独立思考能力

的年龄，不像以前上学时那样，只

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决定要独立客

观地评价这件事情的本质。 
我观察了解有关情况，发现法

轮大法确实是好的。至少就在常人

的思维上来看，真善忍也是教人做

好人啊，并没有一点说错的地方。

而中共制造“自焚”来欺骗所有中

国人，实在是罪行滔天啊。其实在

天安门事件发生当时，我也一直挺

纳闷的：“怎么前一天 cctv 刚刚说法

轮功不好，第二天马上就出现了‘自

焚’事件，也太巧合了吧？”原来

都是恶党制造的假案。一个制造假 

相欺骗民众的恶人团伙却强制十三 
亿纯朴的民众不要去相信能使人们

变得更为真为善的法轮大法，听起

来也很可笑，很可悲。 
可喜的是，很多的中国人民都

不再麻木了，都可以用自己独立的

思维来辨别是非真相。 
虽然，前些年我曾写过了一份

三退声明，可是当时是在理解还不

够深的情况下写的。如今，经过一

段时间的学法，我终于找到了困惑

我多年的生命真谛的答案。 
前些年的三退是我用手写的，

而在这二零零九年的 后一天，我

用我的“心”来重新写出这份三退

声明，也希望中国同胞们以及全世

界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被中共的假相

所迷惑，唯有找到真相，才能看到

曙光。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找到回家的路 



4正见网 http://zhengjian.org 动态网可透过国外信箱 Gmail 等发邮件给 d_ip@dongtaiwang.com 来取得 

安全带的故事 
 
再次见到前几年在一起打工的工友，大家都很高

兴，就聊了起来。谈话中说起汶川大地震，工友就给

我讲了个“笑话”： 
5.12 那天，他们正在西安附近的法门寺干活，和

往日一样在一占地几十亩的主楼上作业。地震发生时

整个楼震动了。当时他们并没想是发生地震了，他们

担心的是正在施工的这座楼出了问题要倒塌了，因为

不久前同一工地另一栋楼正在施工时整个楼面下落，

造成四十多人死亡。所以地震一来，人人担心死神也

找到他们头上了，于是一个个本能的迅速扔下手中的

工具，取下安全带向楼下冲去。 
几十名工人很快都来到安全地点。这时大家看到，

整座楼的人都跑了，怎么马全一人还在上面？只见他

上蹿下跳就是不下来。地震过去了，这里没有发生建

筑物倒塌及人员伤亡的事。半小时后工人们回到楼上

干活。这时大家却看到马全像猴子一样被安全带吊在

钢架上，正双手抱着柱子“呜──呜──”的哭呢。

工人们关心地上前问他是咋回事？他说安全带怎么也

解不开了。谁知有人过去一伸手安全带一下子就开了，

安全带很正常。当时工人们都认为马全是被突如其来

的强烈的震荡给吓晕了，以为自己肯定要被砸死在那

里了，才给人留下这个笑柄。和我讲这件事情的这位

工友也是把它当作“笑话”讲给我听的。 
马全是个为人处事十分精明的人，他使用安全带

多年，这次怎么就不灵了呢？我十分清楚其中原因。 

“5.12”之前我也在该工地干过。一天晚上，新入

队的一名工人见我在看大法书，问我修炼法轮功有什

么好处。我告诉他修炼法轮功能使人强身健体，无病

无灾，身体和心性都能得到提高。我在工地打工三年

多，常年在室外工作，高空作业，不论严寒酷暑，走

遍全国各地。我修炼法轮功至今有十年，从没生过病。

不只是我，任何一名实修大法者无论老少都身心受益。

再如附近工地出现倒塌事故，有人就不愿意在这工地

待下去。当时我告诉工友们尽管留下来安心工作，在

咱们这个队不会发生大事故，因为大家都知道危险来

临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以化险为

夷。同一工地伤亡事故也不少见，可在咱们这个队中

从没出现过。这时有工友说他也早知道修炼法轮功好

处很多，没学的原因是怕遭到政府的迫害，政府对待

法轮功可狠了，到了极点。反正共产党快完了，还是

到那时再学吧。 
大家正聊的热烈，在场的马全却狠狠的说了句：

“炼法轮功的都得用绳子拴住毙了。” 
其实马全不止一次听过法轮功真相，也知道法轮

功修炼者修的是“真善忍”，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

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但他还是昧着良心说坏话。事隔

不足两个月，出现了他被安全带拴住的一幕。是啊，

这楼要真发生倒塌，他可真就只有被毙的份了。这是

马全动恶念、出恶语遭恶报的警示。希望他能明白过

来。（作者：河南大法弟子） 

癌症细胞不见了 
王翠苹（化名），女，四十八岁，

是河南省漯河市烟厂职工。二零零

九年九月中旬的一天，她去漯河中

医院做痔疮手术，她告诉医生发现

乳房有肿块。医生一听就说：“你还

是先甭做痔疮手术了，赶快检查乳

腺吧。”这一说她也紧张了，赶快去

漯河第一人民医院检查。各种检查

结果表明，双侧乳腺肿块均为恶性，

癌细胞已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翠苹和家人听到结果后都好像

掉入冰窖一样，既害怕又难受，失

声痛哭。翠苹有一个亲戚是大法弟

子，听说后赶紧对她说：啥办法也

改变不了你的命运，只有大法能改

变。你只要诚心相信法轮大法好，

真诚地念颂“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大法一定会给你新生。翠苹

连忙说：“我真信，真信，一定诚

心念这两句话，让全家都念。” 

说这话的第二天，翠苹去医院

做手术，手术后又一次检查，结果

发现乳腺肿块是良性的，家人和所

有医生都惊呆了，说：“无法想象，

太神奇了！”王翠苹全家人都深深

地感谢大法的救命之恩！ 

大法弟子亲戚又告诉他们，赶

紧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吧，在未来

的大淘汰中能够留下来。由于见证

了大法的神奇，全家人对大法弟子

的话深信不疑，全都退出了邪党团

队组织。 

由于王翠苹诚心相信大法好，

退出邪党，连痔疮也消失了。 

法轮功是 1992 年由李洪志先生

在长春所传出的佛家修炼大法，

不是佛教。法轮功是完整的一套

性命双修的法门，以宇宙 高特

性真、善、忍为修炼原则。强调

心性修炼，修炼人从好人做起，

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个

人心性的提高，还包含五套缓慢、

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不收分

文，义务教功，一切活动都是公

开且免费。所有法轮大法书籍和

影像资料，都可以免费从互联网

下载、复制。法轮功修炼不重形

式，学炼者想学就学，不想学就

走，没有名册、会员，自由来去。

目前法轮功已传遍世界一百多个 

国家和地区，上亿人学炼。 

 
法轮功简介 



5愿您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真相 善待大法得福报‧更多内容敬请浏览 正见网 http://zhengjian.org 

苦尽甘来 
 

 
一直以来，我有着面对任何困

难从不退缩并始终坚信自己必胜的

信念。这坚毅的个性像是从灵魂深

处透彻出来，我时而面对镜子里的

自己笑道：外柔内刚是也！ 

望着窗外璀璨的阳光，我的记

忆如老电影一般切换到童年的时

代。从小我就愿意跟随爱好广泛的

父亲，像是他身边的小影子，跑步、

游泳、练武术……。我每次长跑时，

会出现疲乏不支的时候，只觉得身

体和腿灌了铅一样重。父亲不停在

耳边鼓励我：疲劳点到了，坚持！

坚持！闯过去等着你的将是轻松和

愉快。我汗流浃背的点点头，默默

的努力……心里念叨：我能行！真

的，每每闯过那难熬而痛苦的几分

钟后，我又腿轻步飞般了！那种战

胜困难后获得的快乐至今难忘。 

父亲训练我游泳与众不同。如

果套在游泳圈里学习，就像温室里

的花朵一样永远承受不住大风浪！

在我刚会游泳时，他在我腰间系一

根保险绳带，撑不住要休息时他就

向上提提绳子，我才可以喘口气，

在周围人看来未免有些苛刻，但是

我知道他为了培养我的坚强才如此

用心良苦。我和他一起在大水库里 

 
往远处的小山游去，每当我手臂酸

软、感觉力不从心时，父亲不会马

上来拉我，耳边又是熟悉的话：你

能行！再坚持一下！坚持到底就是

胜利!我确实很努力，总是不会让父

亲失望。 

学习武术那会儿，每天练基本

功是 辛苦的。有好多男小伙伴都

坚持不住，休息的休息、离开的离

开， 后很多都放弃了！我却自己

给自己加任务。比如劈叉时，我要

求自己必须数 50 声才起来。痛得头

冒汗水气喘急也绝不停止，因为我

知道放弃就等于失败，自己许的诺

要兑现。所以从小到现在，我自然

形成了坚强刚毅的个性，从不屈服

于困难。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无论你是

谁，儿时都有一个美好的期望和梦

想。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实社会让

人不得不在摔打中日益成熟和坚

强，可是有的人却学会迂回和圆滑。

人生将经历很多的挫折和不如意！

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味道，但是没

有苦又怎么尝的出甜？我认为遇上

任何困难和不如意时，真的要首先

相信自己：我能行！而逆境中 难

也 可贵的就是“坚持不懈”！这 

是人的一种品质。为什么很多人在

找到自己正确的方向后却坚持不下

去？是因为他们怕苦、怕受伤、怕

失去眼前的短暂幸福。更有甚者明

知是错，可为了眼前的利益昧着良

心出卖灵魂……不敢坚持到底！不

敢声张正义！ 

在中国大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

学员为了坚持信仰“真善忍”而被

迫害，也有人在痛苦的折磨下坚持

不下去，违心的放弃妥协，屈服于

“假、恶、暴、谎”。国际上有很

多人同情善良的人们，也有很多人

在利益的驱使和暴力的威胁下“事

不关己”变得麻木和冰凉！敢问世

界每个角落的人们：为什么放弃善

良？为什么不坚持真理的方向？培

养一个人坚强的品质要从小开始，

呼吁正义良知要从你做起！ 

其实坚持正义对每个人和不同

社会、不同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

只要所有善良的人们手牵手坚持下

去，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人们啊！

请把眼光看得更远，让我们的心灵

更明亮。请不要泯灭良知！请诚意

支持善良！请勇敢面对邪恶！请坚

持美好希望！前方就是辉煌！ 

（作者：沁香飘飘） 

静思一得: 人缘 
今生今世，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人间，就是难得的

千古“机缘”、“缘分”。有“缘”相遇、相聚、相处，

在在都是“缘分”。 
“缘”，无所不在，且不管它是好缘、坏缘、善缘、

坏缘，重要的是我们得把自己的心摆正，正面、善意

去对待，就算是原本再怎么不好的事情也有可能就这

样从此化解、善解得烟消云散了。 
相逢、相处、相知，一切都是有缘，是多么值得

庆幸、多么值得珍惜的事情。虽然说“君子之交淡如

水，小人之交甜如蜜”，但是，立身待人接物处世之道，

根本就在“与人为善”、“心有灵兮一点通”，心心相通，

互助合作。夫妻、亲友之间更得慈善，心心相惜、心

心相印，相得益彰。 

中国人一向讲人缘，认为“人缘”是成功立业的

基础，建立好人缘，无往不利。好人缘是一个人的巨

大财富，可以让事业更顺利的更上层楼，生活如鱼得

水，处处左右逢源；人缘不好举步维艰。只是舍正道

而汲汲营营攀亲带故，穿针引线钻营人脉，甚至于不

择手段，为私为利，就相当败坏道德了。 
人缘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需要我们秉持

尊重宽容、乐于助人、诚恳赞美、善体感激和闭门能

思己过的自我坚持用心去耕耘。待人以真，真诚开放，

温馨幽默；待人要宽，利人就是利己的根基。“德不孤

必有邻”，心镜比比皆是，坦率谦卑的“以人为镜”，

日日都会是充实又美好的新日子。 
(作者：郭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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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诗：五言绝句（七） 
    

   观永乐公主入蕃  孙逖  
边地莺花少，年来未觉新。 
美人天上落，龙塞始应春。  

【作者】 
孙逖，河南人，唐代大臣。约生于武后万岁登封

元年﹙公元 696 年﹚，卒于肃宗上元二年﹙公元 761
年﹚，享年约六十六岁。天资聪敏，自幼能文。十五

岁时，雍州长史崔日用令其作赋，孙逖挥笔成文，理

趣不凡，崔日用见之惊叹。孙逖因而受到推举，唐玄

宗亲至洛阳城门相见，深得器重，历任中书舍人、典

诏诰、刑部侍郎等官职。 
【注释】 
（1）永乐公主：唐玄宗开元四年，封率部来归的 

契丹可汗（kè hán，君王）李失活为松漠郡王， 
东平王外孙（杨元嗣）的女儿受封为永乐公主，

嫁给李失活。古代以同宗之女和亲，往往先封为

公主。 
（2）蕃：同“番”，古时对边疆外族或外国的称呼。 
（3）边地：边远之地或边界附近，此指契丹。 
（4）莺花：黄莺和春花，比喻美丽的春景。 
（5）年：新年。 
（6）美人：美丽的女子，此指永乐公主。 

（7）龙塞：龙城边塞，此指塞外。龙城是汉代匈奴地

名，位于漠北（蒙古戈壁沙漠以北之地）。 
【语译】 

边疆地带黄莺和鲜花都很少见，新年到了也感觉

不到新春的气象。永乐公主如仙女下凡般从天而落，

这塞外荒凉之地才有了春天啊！ 
【诗中有话】 

公主和番始于汉高祖，以宗女嫁给匈奴单于（chán 
yú，匈奴君长的称号），是一种和外族友好相处的政策，

而唐太宗时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唐时西方青康藏高原 
一带的少数民族，就是今日的藏族）国王松赞干布为

成功，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当时藏地无佛，文成

公主将佛教传入吐蕃，使藏人更加善良忍让、爱好和

平，进而带来两国和平，佛教也因而成为藏人的主要

信仰。 
契丹属东胡一族，原居热河省辽河上游一带，唐

于此设松漠府，以契丹王为都督，封松漠郡王，赐姓

李，并经常封宗女为公主后嫁给他们。嫁到遥远的蛮

荒之地的永乐公主，举目无亲，备尝艰苦，却身负两

国福祉的重责大任。这首诗以边城的荒凉寒苦，引出

公主新年思乡的落寞。但从另一方来看，公主为塞外

荒漠带来和平欢乐，如同为契丹人民带来了春天哪！

如能从对方角度思考，为两国人民着想，公主牺牲小

我，完成大我，自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了。   

诸葛亮求学 
诸葛亮的老师是水镜先生，隐居在襄阳城南的水镜庄，院里还喂养了一只花颈大公鸡。这只公鸡有一个习

惯，就是每天正晌午总要叫三声，水镜先生一听鸡叫就下课。诸葛亮爱学习，总想听先生多讲些课，一听到鸡

叫，就打心眼里厌烦这只公鸡。后来他就想了个办法，在裤子上缝了个小口袋，每天装上几把米，估计那只大

公鸡快要叫的时候，就悄悄的把米撒到窗外，等公鸡把一小口袋米吃完了再叫唤时，下课已经晚了一个时辰。 
时间一长，水镜先生发现了这个秘密，误以为小诸葛亮在故意捉弄师长，便把他辞退回家了。诸葛亮走后，

师娘替他求情说：“诸葛亮这样做，也是为了求学，我看就饶他一次吧！”水镜先生知道诸葛亮聪明过人，十分

好学，也挺喜欢他的，是收是退，还要再好好的看看他的品行如何。于是就派了书僮去诸葛亮住的隆中这地方

暗中察访。  
书僮回来向水镜先生讲了三件事：一是诸葛亮的母亲冬天怕冷，他就上山割来水晶草铺在床上，并且每天

晚上他都要自己先去睡一会儿，为母亲暖床，等把床被都焐热了，再让母亲安睡；二是诸葛亮家离井台只隔两

畦菜地，他人小个矮，挑水时，生怕水桶碰坏了别人家的麻秆篱笆，所以每次挑水都要绕过山脚的地边，多走

许多的路，再往家拐；三是诸葛亮曾向附近的 一个青年请教过，后来，虽然他的学问超过了这个青年，但他仍

然虚心待这人。水镜先生听罢，高兴的点头说：“诸葛亮日后必为俊杰！”当下就催书僮带路，要亲自到隆中接

诸葛亮回来读书。  
水镜先生对诸葛亮的品德非常赞赏，就将平生的学识都传授给他。后来，诸葛亮能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和军事家，主要原因是他博学多才，但更重要的还是诸葛亮的人品让人敬重。（作者：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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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士娶盲女 
宋代华阴县有位读书人姓吕，后来中了进士。他

先前定过婚，未婚妻后来因病而失明。他中了进士归

来后，女家因女儿失明，便主动要求退掉亲事。 
吕进士讲：“人贵在有常心，要坚守信诚。外部

变化是无常的，守信诚却是不能变的。”他坚持娶了

这位盲女子。 
后来，他们前后生了五个儿子，都中了进士。人

们讲：这就是上苍对信诚者的嘉奖。 
二、莫欺穷秀才 
宋代时的乔孔山，东阳人，未举进士时，是一个

穷秀才，每夜以四五文钱买一点油，装在小油瓶里，

藏于青布衣袖之中，回家后，燃灯读书。 
本县有个押司姓周，常常戏耍欺侮他，故意碰他

的衣袖，油污了他的衣服。 
后来乔孔山进士及第，不到十年，当了浙东帅。

本县知县立即上呈，请求限几天内，将周押司送到帅

府。周押司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轻也要黥面刺配。 
呈文送出后，却未见批复；再呈文上报，仍不见

批复。一个月后，乔孔山命将周押司带到县府，问周

押司：“您近来无恙吗？”周押司吓得如筛糠，连乞

饶命。乔孔山笑了笑，指着自己现在坐着的座位说：

“此座，今后穷秀才们来了，都可以来坐。周押司你，

今后请不要再欺凌穷秀才！” 
然后，乔孔山送了周押司一千贯钱，把他放了。

周押司感恩不尽，从此以后，再也不欺凌穷苦人了。 
三、安住旧宅 
楚昭辅是一位有功老臣，因病退休。宋太宗问他

府宅情况，得知他的府宅低湿狭窄，便传旨为他扩建。

楚昭辅拜奏；“恐如此会侵害邻居之地。”太宗

深为嘉许，又赐银万两，为他在别处，另买大宅。但

是，楚昭辅始终未换府宅。 
四、不贪藏宝 
薛居正的府宅，在汴京昭德坊。薛居正之父薛仁

谦，仕于后周，为太子宾客，后退休。薛仁谦随唐庄

宗入汴京时，其宅为李宾所得，后来薛仁谦又得到了

这座宅子。 
有人告诉他，李宾曾密藏金帛于宅后。薛仁谦立

即让李宾家属将所藏的财宝统统挖起带走后，自家方

才迁入。 
五、滕瑞被降官 
南宋孝宗干道八年天申节，光州（今潢川县）知

州滕瑞，上书孝宗皇帝，说他亲自书写了“圣寿万岁”

四个大字，约二丈余，用绢装裱了，奉献给皇上。 
孝宗看后，下旨说：“滕瑞不把心思用在教化地

方百姓，却化费许多心思财力，用于谄媚上官，实在

可耻。特将其降官一级。” 
朝臣们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都开始敬业勤政，阿

谀贿赂之风，大为收敛。（作者：陆文） 

朱子靠“祭蛙文”断蛙 
朱熹，漳州人多称“朱文公”。朱熹在漳州曾做过知府，所以在漳州有很多他的遗迹和故事。据说，南宋

绍兴年间，朱熹做了漳州府的同知，公余之暇，常在府学旁边，老百姓送给他的几间民房中注解四书。房子的

前面有一个池塘，名叫“丽藻池”。冬天池里没有水，干得像鱼鳞般似的，一块块裂了开来，有时几乎硬到可

以使人在池上行走，简直是个大坑。一到春夏之交的梅雨季，整个池塘就涨满了水。 
朱子跑到这儿来注解四书，原是为了图清静，不料咯咯的蛙声，彻夜不绝，如雷贯耳，扰得他神思不清，

心神不宁，下笔无文，心里怪难受的。他读过韩愈的文章，知道鳄鱼可以因为一篇祭文而自行离去（韩愈被贬

为潮州刺史时，曾写“鳄鱼文”驱除溪潭中的鳄鱼。），那么要蛙不叫，相信也可以用文章来试一试。 
于是他便写了一篇“祭蛙文”，预备了很多胡螓、蚊虻等微小的飞虫、昆虫之类，叫了一个差役，特地到

池边把祭文诵读一遍，然后烧了，并说：“奉本大人之命，带此食物给你们吃，吃完赶快离开此地，否则处以

重罪。”过了几天，蛙声仍旧在那里咯咯不断，朱子非常恼怒，便作了一首“闻蛙”诗，又再作了一篇祭蛙文，

并且用纸剪了很多“纸枷锁”，叫了差役再带到池边去祭，并把纸枷锁丢入池中。次日，竟然看见很多青蛙的

颈部，都扛了“纸枷锁”，如死了一般的浮躺在水面上。朱熹看了于心不忍，便走上前指着它们说：“现在宽

恕你们，你们即刻离开此地，勿违！” 
果然，过不了几天，蛙声断绝，朱熹的声望就此如日中天。现在别的池塘里发现“白颈子”青蛙，人们都

说那是从前扛过朱熹的“纸枷锁”而遗传下来的蛙种了。后来为了纪念此事，就把“丽藻池”改名为“断蛙池”。

                                                                                    （作者：紫悦）

正人君子的善举 轶事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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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韵演绎中国文化 感动华人观众 
 
2 月 21 日，很多华人观看了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

新年期间在纽约无线电城的 后一场演出，世界“第

一秀”的神韵粉丝们认为，神韵弘扬中华文化值得尊

敬和追寻。 
华人观众：神韵弘扬中华文化值得尊敬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纽约无线电城的 7 场演

出，让美国主流社会和海外华人深感震撼，神韵粉丝

钟女士和丈夫连续四年观看世界“第一秀”神韵晚会。

钟女士：“他们服饰、灯光、背景和音乐都是完全

配合每个舞蹈的题目，整个节目都是配合他的主题，

把中国的文化发扬的非常极至，我们非常欣赏。” 
钟女士钦佩神韵艺术家们展现的精神层面内涵，

钟女士：“我很佩服这个制作家，我也很佩服每个舞蹈

他们的 Coordination（协调）合作，精神都是很完美的，

从这个舞蹈还有她的演唱都可以看出，他们都是非常

牺牲自己，共同为了一个目标去努力。” 
钟女士认为神韵弘扬全善全美的中华传统文化，

值得尊敬和追寻，钟女士：“把中国文化还有中国人的

这种完美、好的一面，表达出来，值得人尊敬，值得

人们去追求、追寻。” 
华裔：感到自己成为真正中国人 
拥有皇家加勒比烤坊的洪森（Hosang）夫妇第一

次看神韵的演出即“大开眼界”，他们表示找不出什么

词语来形容神韵的美丽，令他们心中充满无比的喜悦。

太太 Sabrina 的祖父母来自中国广东，“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演出具有特别的意义。先生 Vincent 说，“今天看

到的中国艺术可以回朔到几千年以前，非常美妙，我

感到很高兴，感到自己就像个中国人。” 

他认为神韵的演员们“生长在西方社会，而能真

正学到并表现出传统的中国文化艺术非常了不起。” 
他表示非常高兴来看这个演出，“晚会使用的科技

真棒，超出我的知识范围。我非常喜爱这些演员，特

别是那些女演员，我喜爱那些布景，特别是水的背景。

我一定告诉我的朋友们，而且我也会再来看。” 
房地产和金融保险服务提供商雷诺（Steve 

Reynolds）说演出很精彩，“太美了，我非常享受。无

论是色彩还是舞蹈、编舞都非常美妙，这是一个很有

水准的演出。” 
与他同行的、来自波兰的网络营销女经理 Jolinta

加上一句，“色彩非常丰富，美丽的编舞，加上这些高

超的舞蹈家们，极具娱乐性，真的是非常棒。演出还

向人们传递了一些社会价值的信息。我们专程到无线

电音乐城来看这个演出，很值！” 
大陆华人：坐飞机来看神韵 
很多华人观众通过口耳相传，了解到神韵的精彩，

于是纷纷慕名前来曼哈顿看神韵。不仅包括纽约的华

人们，也有外州的不少华人乘飞机搭巴士专程而来。 
一年前刚从福建来美的吴氏夫妇在演出结束后的

采访中透露，他们两人为看神韵，专程从密苏里州坐

飞机直飞三个小时来曼哈顿看神韵。 
吴太太说：“去年就听说过神韵的大名，但因去年

没有机会看到，就一直等到今年。今年刚好赶上这个

机会，我们两人就专门坐飞机来看。”  
吴太太说：“演出很好。”服装十分华美，节目都

很好。吴先生也直言神韵“好看”。 

散文：看“金莲起舞”有感 
虽然我生长在有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中国大陆，然而从进幼儿园开始，就被邪党贯输歌颂邪党的党文化，

致使很多人象我一样，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甚少，说起来真是中国人的悲哀。幸运的是神韵出现了，使大陆

的中国人在观赏神韵的新年晚会中，能领会真正的中华文化内涵。 

舞蹈“金莲起舞”，演员用优雅的舞姿，展现莲花的圣洁和美丽，使我想到中华文化中讲的“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质，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刚正精神。在传统文华中，

常常把端正的人品比作莲，人品端正，不会同流合污，不会随波助流，人云亦云。象莲花一样美的人品，我不

由得想到了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对真、善、忍信念的坚守，就象浊世中的清莲，超然、优美。 

“假、恶、暴”的中共邪党歇斯底里的企图摧残他们心中的信念，这一切的打压，对坚信佛法真理的修炼

者，如脚下的淤泥，更显莲花的亭亭玉立。象莲花一样端正的人品，我想到了那些觉醒的世人。当他们明白了

大法的美好，不惧邪党的淫威高压，用正义和良知谴责邪党对真、善、忍的贱踏。 

神韵在世界的巡回演出，掀起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人们的良知和善念在传统文化中苏醒，越来越多

的世人明晓大法的美好，认清邪党对全人类的毒害，制止中共邪党行恶的正义声音越来越强，越来越大，不久

的将来，人们会看到那些对大法行恶者在世界的正义声中绳之以法。（作者：里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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