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愿您了解法轮功真相 善待大法得福报‧更多内容敬请突破封锁浏览正见网 http://zhengjian.org  

 

1 月 19 日至 21 日，美国神韵艺术团第二次莅临加拿大第六大城市密

西沙加市，在当地著名的密西沙加市生活艺术中心（LIVING ART 

CENTRE）上演五场演出，观众爆满。“千幸观神韵，赐福胜黄金”，看过

的人都在说，观赏神韵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福分。晚会主办机构崔先生

表示，当晚的演出门票全部售出，还出现了开演前有人来等票的情况。 

91 岁高龄的密西沙加市女市长麦考莲（Hazel McCallion）给当地神韵

主办方发出贺信，她说：“我赞赏神韵演员对中华文化的奉献，以及与世

界分享这份瑰宝”，并祝愿观众能从神韵演出中获得难忘经历。 

歌剧演唱家：歌词发人深省 

“我们真正的家在天堂” 

曾与加拿大歌剧团合唱团、密

西 沙 加 歌 剧 团 、 宾 顿 歌 剧 院

（Brampton Lyric Opera）等多家加

拿大的歌剧团签定合约的菲律宾裔

歌剧演唱家 Lilac Cana 陪父母观看

了神韵在密西沙加的首场演出，她

表示：“神韵歌唱家们很优秀，（歌

词中）精神层面的内涵很深，发人

深省，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真正

的家在天堂。” 

Cana 说：“这是一场美丽的演

出，非常美，优美至极，而且启迪

人心。”她表示：“（神韵的）一切，

不管是制作的质量和艺术形式，都

非常杰出。”她告诉记者：“我从其

中颇受启迪，非常美。（歌唱家们）

演唱得很美，我尤其是喜欢男高音，

还有第一位女高音。歌词传达的信

息很美。” 

她说：“每一位艺术家都极富表

现力，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唱出的

每一字、每一首歌、他们的表达，

充满热情而且真诚，因为这是发自

内心的。”她表示，在观看神韵的过

程中，曾经流过几次泪，也一直不

停地笑，“那么美，信息那么强烈，

在观看的其中，你一直不断地被提

醒着。” 

莫斯科体操和杂技教练：感受

到“生命的一部分” 

冉‧特鲁西安斯先生来自莫斯 

科，他担任体操和杂技教练已几十

年，在演出结束后，他激动地赞叹

道：“太好了，我非常喜欢！” 

特鲁西安斯先生对神韵演员的

动作技巧高度称赞，这些演员们所

展示的“就像是生命的一部分，历

史的一部分，不可思议的人体运动

的一部分”。 

据神韵演出的主持人介绍，中

国古典舞具有数千年的历史渊源，

由身韵、身法和技巧三部分构成。

除一套完整的基本功训练外，还有

完整的系统的身韵、身法训练，同

时，还有难度很高的毯子功训练。

其中有包括跳、转、翻在内的一系

列高难度技术动作。 

特鲁西安斯先生出于对那些高

难度动作的专业知识，感叹道：“这

是特殊的技能，如果人们能有更多

的了解，他们就会知道。他们不明

白要做到（神韵）这样究竟有多难，

而神韵的演员做得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他们是在跳舞，他们是最好中

的最好”。 

他感到从神韵演出中得到一些

思路，感受到了“生命的一部分”。 

媒体人享受神韵演出的每分每

秒 

就职于媒体、电视销售和制作

行业的比尔‧兰切斯特先生（Bill 

Lancaster）及其女友伯格塔小姐

（Hollie Borgueta）对神韵的赞美之

情溢于言表。 

兰切斯特先生说：“演出太漂亮

了，耐人寻味，非常有趣！我非常

陶醉于演出中。编舞相当了不得，

演员的整体配合也非常默契，演出

中还有一种难得的宁静气氛。虽然

我不了解中国文化，但是享受神韵

演出的每分每秒，我急需上网去了

解我们看到的一切以及神韵更多的

信息。我们非常喜欢这场演出的制

作效果，天幕与演员配合得天衣无

缝，更为背后的人生哲理所倾倒。” 
 

女高音歌唱家：来自神的力量 

来自加拿大西部的阿德里亚‧

麦卡洛克是一名女高音歌唱家，她

在北美很多地方演唱，常在歌剧中

演出。麦卡洛克为神韵歌唱家的演

唱所感动，她说：“他们是在展现内

心散发出的美与真相，这些是来自

神的力量。” 

她说：“我太喜欢神韵了，今晚

剧场大幕一拉开，就给我很大的惊

喜。服饰是伟大的杰作，舞蹈简直

是太辉煌。演唱与音乐都很美，打

动我的心。” 

麦卡洛克女士赞叹中国古典舞

美不胜收，演员们的手势也很美，

舞蹈动作很流畅。 

她表示，服饰颜色美得令人难

以置信，是那么鲜亮、充满朝气，

很有品位，很迷人。她说：“把各种

服饰，比如长袖子，融入到舞蹈动

作中，像是延长了胳膊。” 

麦卡洛克女士很赞赏关于表现

中共迫害信仰的节目，她说：“我觉

得很真实，非常感人，我不敢相信

这些，但我会一直记着这些。舞台

上的每位演员都很有表现力。在世

界的很多地方演出，我想每个人都

会喜欢和理解。每个人都认同它、

见证它、谈论它，这很重要，然后

改变这种迫害。” 

加拿大密市观众赞
神韵来自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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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宋彩虹女士被恶警毒打致死 
 

目前三退人数：1 亿 1 千零 7 万  

在上学期间被共产邪

党欺骗很深，不了解共产

邪党为什么这样怕法轮

功，为什么敢这样迫害正

义与良知，通过对真相的

了解，使我逐渐认清了共

产邪党的可怕面目，在此，

我正式声明彻底与共产邪

党划清界线，彻底退出共

产邪党的少先队、共青团

组织。（关河） 

我生活在中国大陆的

极权统治下，深感屈辱和

悲哀，我的家人很多身心

得病，侄甥一代生活也被

中共毒化甚深。我退出少

先队和共青团，退出轮奸

毒化我信仰的组织。（陈志

纯） 

大陆黑暗，因为共党

的统治，经朋友介绍马上

要求三退，今天在此郑重

宣布：我东木小退出中共

邪党的一切组织，从此做

一个清清白白的华夏子

孙。（东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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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兴城市法轮功学员宋彩虹女士，2011 年 12 月 30 日在用新年台历讲真相时被恶人诬告，被钓鱼台派出

所非法绑架。次日，在拘留所里，宋彩虹拒报姓名，被拘留所所长张俊峰率领几名警察拉出监室，在另一个房

间里长时间毒打。据宋彩虹清醒时说：有四、五名警察将其打倒在地后，揪住头发，踹肚子，踢后背。送回监

室后，宋彩虹身体状况急转之下，并开始频繁呕吐，痰中带血，时有咳出满口鲜血，难以进食。1 月 6 日宋彩

虹意识出现间断的朦胧状态，张俊峰怕担干系，并给办案单位打电话要求到医院检查，钓鱼台派出所办案警察

带宋彩虹到葫芦岛市中心医院检查，医生要求住院，被警察拒绝，医院开出的各项检查均未做，又将宋彩虹送

回拘留所。1 月 8 日宋彩虹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时而神志不清，拘留所再次通知办案单位后由家属将宋彩虹

从拘留所抬出，到兴城市医院住院治疗。严重的毒打及毒打后长时间呕吐不能进食，导致急性尿毒症，又因在

拘留所内延误最佳治疗时机，后转院到葫芦岛 313 医院，1 月 15 日即转院次日早 7 点左右宋彩虹在 313 医院肾

内科含冤离世，年仅 41 岁。 

请用动态网突破封锁 http://xm.jp-sa.com/（请通过安全凭证）欢迎浏览法轮功 http://www.falundaf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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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闻提要 

【感念大法美好 台上千学员齐聚官邸】农历过年将至，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士

林官邸跟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一早多天空下着细雨，士林官邸纷纷来

了法轮功学员，他们穿着整齐面带微笑，安安静静的走入露天音乐台观众席，在

“师父新年好”的大幅横幅下列成队阵，合掌齐声祝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

新年好。一群身穿着蓝色上衣、米白色裤子的天国乐团，演奏充满动感和活力的

乐曲，为整个拜年活动揭开序幕；接着是新唐人旗鼓队的表演，让不少民众拍少

叫好；还有一群明慧学校的豆豆园学生，在台上又唱又跳，可爱的模样惹人爱，

民众也抢着拍照；其他还有男女声重唱、腰鼓队、全体合唱。 

主办单位负责人廖晓岚说，由于学员要见到师父的机会很小，新年即将到来

之际举办拜年活动，透过影片或照片传至网路上，希望师父能看到，感受到法轮

功学员的一片心意，感谢师父将这部珍贵大法传出，也藉此让民众知道法轮大法

的美好。他进一步表示，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能知道共产

党严酷打压法轮功，仍有众多学员坚持修炼不肯放弃，也利用这种机会告诉全世

界的人真相，希望大家都能清楚了解，看轻共产党的谎言，也希望大家有美好的

未来。 
 

【澳洲学员应邀参加庆新年活动】2012 年 1 月 21 日，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应

邀参加了在伊普斯维市的市区中心步行街（Ipswich City Mall）由市政府举办的

庆祝中国新年活动。他们向当地市民展现了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的祥和美好。 

伊普斯维市市长皮萨塞尔（Paul Pisasale）亲手将印有“法轮大法好”的小莲花

赠送给当地市民和孩子们。 

学员向市民们发放了讲述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传单和《九评共产

党》，当人们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后，纷纷要求学炼功法。了解了迫害真相的

民众也当场在谴责中共暴行的征签表上签名。 

伊普斯维市市议员安东尼尔利（Cr Andrew Antoniolli）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也

向学员问好，同时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并带走了一些真相数据和《九评共产党》。

联邦议员纽曼恩（Shayne Neumann MP）感谢学员的参与，并欢迎他们每年都来。 

舞台上，两位女法轮功学员在优美的音乐中表演中国传统舞蹈。五位不同年

龄和肤色的学员为观众演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人们静静地欣赏舞台上学员的表

演，结束后全场观众鼓掌喝彩。 

伊普斯维市多元化文化中心负责人观看了演出后非常满意，希望将来再与法

轮功学员合作，以利更多、更好地发展伊普斯维市区。最后，主办方伊普斯维市

华人协会主席古玛（Jaya Kumar）感谢法轮功学员为他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表演，

以及演出所传递的“真、善、忍”传统道德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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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福：真理之光 驱散心中迷雾 
 “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

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

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

的回去„„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

遭啊？” 

这是一个著名作家对于人生的

迷惑，也正是一名美国留学生在上

个世纪末的感慨。不同的是那名作

家终生没有找到答案，而这名留学

生却很幸运的找到了答案。 

生长于中国上海的刘君，1987

年到美国留学，毕业后在美国沃尔

沃汽车公司任职。金钱、事业，什

么都有，可是有一天，她强烈的感

受到了一团迷雾的升起，她对笔者

诉说当时的心结：“我一直在想，人

来到世上，活个几十年，不管你有

多少钱，也不管你家产多少，家里

怎么富有，总得走那条生老病死的

路吧。所以虽然来到美国，精神上

还是空虚。我去过教堂，也曾去过

庙，这些也都尝试过，但是总觉得

没有找到一个答案。” 

好在转机出现了，在 1996 年，

刘君妈妈从中国国内给她寄来了

《转法轮》。她翻开一看，结果就放

不下了，从头天下午一直看到第二

天凌晨两点多钟，一连看了十几个

小时，把整本书看下来了。她说：

“看完了以后，我就感觉好像突然

找到了一个希望，一个完全不同的

答案，因为《转法轮》书里讲到人

为什么活着。当我看到《转法轮》

里讲人生目地就是‘返本归真’，看

到这四个字我就觉得特别亲切。” 

于是她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  

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怎样才

能不白白的走一遭呢？这人生意义

的迷雾笼罩在许多人头上，然而一

旦法轮大法的真理之光降临，他们

眼前立即一片天朗气清。 

1994 年开始在北京的外企工作

的陈刚，在 1995 年 4 月，看到《中 

 

国法轮功》一书，遂惊诧于自己以 

前对气功、佛教的疑问都得到了解 

答，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明确的认识。 

中国乡村的一个算命先生钟

正，1997 年底一亲戚给了他《转法

轮》，看完一遍，不仅严重胃病、肩 

周炎、关节痛好了，更重要的是，

感觉许多人生之迷，也从书中找到

了答案，他兴奋之余，挥笔写下心 

得：“堕迷途，争争斗斗寻出路，得 

大法，身心健康有归宿。” 

期盼真理之光，有的是在人生

顺境的时候，有的是在生存出现逆

境的时候。 

中国魏强的经历可以说极富于

戏剧性。他在一次买卖中，被县公

安局刑警队的某些执法人员和坏人

合伙骗了近五万元现金，还被关了

十五天。当他千里迢迢把控告书交

给公安厅长，厅长却说：“就是他们

错了，也没有钱给你„„”有理无

处诉，有冤无处申，于是他四处打

听，要买枪雪恨，就在这时，他看

到了《转法轮》。一口气看完，魏强

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明白了现在

人的观念都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

础上，人人都在迷中造业，你对我

不好，我对你更凶，甚至为一点小

事也拼命，人自己做了坏事，最终

要偿还的，明白了人生“善恶终有

报”的道理。他那强烈的买枪报仇

的恶念，被彻底连根拔起。  

1999 年 4 月 25 日，北京发生

了法轮功学员集体上访事件，当时

中共媒体一面倒的丑化法轮功。台

湾中兴大学教授刘正义出于好奇，

他开始看书了，“我读了《转法轮》

之后觉得：“整本书在教人如何修心

炼功、做好人，为什么中共反对？”

他购买了整套法轮大法书籍，晚上

的时间大都在家认真的看书学法。 

在美国旧金山政府部门担任计

算机系统分析工程师的张天宇先 

生，有一天，看到中共在美国华文

电视上散布谎言迷雾，就去了当地 

一家书店，请到了《转法轮》，回家

一口气读完。从此决定走上修炼的

道路。 

而最近加拿大的邝先生走出中

共谎言迷雾的特别经历，尤其令人

深思。邝先生在自己的网站上宣传

佛教，而挑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毛病。

后来，他打算挑法轮功的毛病，当

他把书拿回家一看，结果却是欲罢

不能。看完第一讲，就拍着自己的

脑袋说：“李大师，您是对的，我是

错的。”再往后看，越看越激动，自

言自语道：“我要了解法轮功！赶快

找法轮功的人。”就这样，他很快成

了一名法轮功的新学员。  

祝福那些心中不再有迷雾的人

们，也祝愿更多的人能够早日得到

法轮大法的真相，冲破重重迷雾，

加入到幸运者的行列里来，共同沐

浴在人生真福的光辉之中。 

(作者：宜家言) 
 
法轮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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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是完整的一套性命

双修的法门，以宇宙最高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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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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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诵“大法好”姑姑起死回生 

远在二百多里外一个县城住的姑姑今年 75 岁了，

身患严重的肺病和结肠癌等症状。就在 2011 年 12 月

初的一天前，我得知姑姑病危的消息，正好我第二天

休假，我想尽管路途遥远我也要去救姑姑一次。因为

她在 1999 年 720 之前和姑父曾经学过几天法，由于中

共的邪恶打压，使她害怕，放弃了大法修炼，多年来

身体一直不但没有好转，反而病状逐渐加重。 

我乘火车赶到了姑姑所在的县医院，病房室内已

经挤满了准备料理后事的亲友，大家都很伤心。我到

姑妈床前，一直昏睡的姑妈在亲友的呼唤下睁开了眼

睛，并且一下就认出了我。在场的人都很惊讶，都说：

“见到侄女怎么就不糊涂了？” 

我立即将嘴贴到姑姑耳边，告诉她诚念“法轮大

法好”，我又将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让她看，

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福字她还认了出来。她看了后，点 

夺命有先兆 想逃逃不掉  
 在这大千世界，越来越多的人

相信，人的命运是在冥冥之中早已

被安排好的。一位大货车司机讲了

他亲身经历的一件离奇事。 

他是位非常稳重而又技术娴熟

的司机，有一天晚上，他梦见他在

开车路上把一位穿碎花衣服的女子

给撞死了。醒了以后那个惨景还历

历在目，甚至撞人瞬间周围的景色

和被撞女子的样子都能非常清楚的

回忆起来，好像这事真的发生过似

的。他决定今天不再动车。刚想到

单位去请假，可领导这时却找上门

来，说有一批货需尽快给人家送去，

本来想安排让别人去，结果不凑巧，

那人突然病了，实在没别的人手，

只好麻烦他再跑一趟了。 

司机觉得领导专门来找他，不

能不去，于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车开到半路，他突然大吃一惊，

他前面的路线，和梦中的完全一样！

前面出现的房子正是他梦中撞人的

地方。他不敢再往前开，干脆把车

停在离房子约有 30 米远的路边。 

车刚停下，就从房子后面走出

一位妙龄女子，穿着打扮和他梦中 

 

的情景分毫不差。他下了车，迎着

女子走过去，“大姐，能跟您商量个

事吗？” 

“什么事?” 

“您这件碎花衣服非常好看，

我特别喜欢，我多出点钱，您能卖

给我吗？” 

“„„我，里面就秋衣了，不

好看呀！不卖！” 

“您这衣服多少钱买的？我出

三倍的钱买！” 

“„„” 

“五倍买您的！” 

女子动心了，把碎花衣服卖给

了他。“大姐，这衣服归我了，我怎

么处理您别管，您现在马上回家，

哪儿也别去！” 

他把衣服平放在车轮前面，开

上车，从衣服上压了过去。 

车开了一会儿，他不放心，又

把车停在一边，走回去想再看一看。

远远的，他看到那个女子捡起那件

衣服，穿在身上！他刚想跑过去制

止，后面又突然疾驶过来一辆大卡

车，只听“哎呀”一声，女子倒在

血泊之中。这故事，让人听得毛骨 

悚然，唏嘘不已。 

前段时间，我也曾做过一个奇

怪的梦。梦见本村有一个曾在北京

任某委员之职的朱某某衣锦还乡，

要宴请乡亲，专门雇了十几辆大轿

车接送赴宴乡亲。乡亲们除了我们

本家几户之外都参加了。宴席上山

珍海味，人们吃的喝的好不尽兴，

个个东倒西歪，酩酊大醉，昏迷不

醒。原来人们用的都是些假酒！随

后，人们都被扶着上了那十几部大

车，走到半路，这些车全部翻到路

边，车上所有的人无一生还！ 

这个怪梦，我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我悟到：朱代表红色，北京的

委员，应为中共邪党之位高权重者，

而盛宴即为鸿门宴，假酒，为其迷

人心志之手段。众人被中共邪党所

迷，随其上了死亡客车，终将落个

毙命随葬的悲惨结局。 

常言道“三尺头上有神灵”，这

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留传下来的，

世人不要被邪党的谎言所迷惑。“天

灭中共，退党保命”。只有退出邪党

才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作者：翼天飞) 

 

了点头，我就把护身符揣在她的衣兜里，然后她就小

声的随我念诵起了“法轮大法好”，一遍遍的念，她渐

渐进入了梦乡。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姑姑醒了，说话声音一下洪

亮起来，并开始要东西吃、要水喝。这时在场的姑父

和亲友们十分震惊，他们说本来要死的人了，念诵“大

法好”就活过来了，真是奇迹！ 

在场的姑父还说，大法神奇呀！我接着跟他说：“您

老还是学吧！”他说：“这回我可真服了，我等你姑姑

回家后和她一起学！”由于第二天要上班，我就在那里

待了两个多小时就急忙返回了。 

回家后的第二天，我打电话询问姑姑情况，他们

告诉我说，姑姑病情完全好转了，不久快回家了。我

听后真是高兴，我真心希望世人都信“法轮大法好”，

摆脱恶党谎言，走入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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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牙医师的奇遇 
 同伴撞击到后颈部而造成的颈椎伤 

害，多年来令他苦不堪言。每回发

作时似有一细长的竹片由颈部戳

入，两只手臂因之酸麻异常，而疼

痛感更下走的蔓延至整个背脊。两

年前，蔡医师服预官役被分发至外

岛担任医官，牙医师看诊时手与身

体的姿势基本上是较固定的，因此，

在只看两个门诊患者身体便已无法

负荷。这期间虽也曾寻求过中、西

医的协助，只是收效有限。蔡医师

沮丧的了解了自己的牙医生涯恐怕

是不会太久的。 

像有安排似的，就在外岛服役

的中期，蔡医师满怀悬壶济世的理

想却因颈椎问题，使生涯规划面临

严峻考验之际，他读到了《转法轮》

这本经书，书中所阐述的法理他完

全认同且走入了修炼的行列。 

“如非亲身经历，还真不敢跟

朋友交流这两次奇遇！”蔡医师分享

他的颈椎病痛被以超乎医疗的方式 

蔡医师是位接受现代医学教育

培养的年轻牙医师，温文儒雅是他

给人的第一印象，但难以想象的，

蔡医师自称于国中、高中求学阶段

自己的个性却极为固执刚烈，他与

时下追求时髦的年轻人一样的喜欢

戴耳环、穿垮裤、跳街舞和飙快车，

又常呼朋引伴的带头与人发生冲

突，类此违常行为每每让父母亲伤

透脑筋。 

高中毕业后因大学联考并不理

想，斯时方知收束玩心，专注于课

业上，第二年，他即以优异的成绩

进入牙医系就读，大学期间除勤于

专业领域的学习外，蔡医师尤热衷

卫教器材的研发与参与社团活动，

长年忙碌的搞专利、提计划、办活

动、拜访公司行号劝募社服基金，

他的生活安排与学习正朝着医师专

业角色的要求作准备，惟其执拗的

脾性，却仍是让家人操心不已。 

高中时有次跳街舞，意外地被 

调整前，他笑呵呵的做此表示。

第一次在荧幕前阅读明慧网的文

章，另次则是于洗澡时候发生：柔

和的能量好似一只柔软的手真真实

实的由脖子前面进入，穿过皮肤层、

血管及喉结能量即盘桓在颈椎上并

上下的调整着，此刻，颈椎关节竟

然持续的发出“喀喀”的声响，当

时只觉得这太神奇了，已然超出了

医疗专业上的理解。又一次于盥洗

时重复了前次的经历，数分钟后能

量离开，蔡医师方察觉到不仅是缠

绕他多年的颈椎疾病，连困扰长期

的鼻子过敏问题也一并被清理了。 

目前蔡医师于家乡执业，修炼

年余来，于身心提升方面，他告诉

笔者，就是一整天的门诊也没问题。

一个聪明又执拗的青年医师，自从

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对家人亲友或

患者态度更为真诚、宽容而祥和，

这是最令他的父母亲宽慰的事了！ 

 (作者：台湾法轮功学员) 

人生感悟：年轮 

很喜欢看树的年轮，很喜欢欣赏贝壳的条纹。面

对它们静静沉思，恍惚间就看到了叶生叶落荣枯盛衰，

听到了潮涨潮落海啸浪飞，彷佛在与它们共历风霜。

因为那就是记载一个生命的历史，因为那就是沧桑岁

月留下的印痕。如果有非常的机缘，我们真的能打开

年轮包含的历史，回顾树的一生，回顾贝类的荣辱苦

乐。过去的从来都没有消逝，只是转换成了记忆和现

在的一部分。 

记的许多有濒死体验经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

感受：在死亡的那一瞬间，人一生的所作所为，无论

大事小事，哪怕是一举一动，都会电光石火一般重现，

而且增加了是非善恶的评判。真的到了那一天，你如

何评断自己过去的一切？你是否敢面对良知理性的审

判？其实，过去的一切就是现在和将来的人生走向。 

佛教中讲：“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古人说“善 

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如果都是真的，

那就意味着，人们无论做什么都要承担责任，都要承

担相应的后果。对于生命而言，从来就不存在自己做

了什么，只要当时瞒过，或者一走了之，一死了之，

就像人睡觉一样，昨天干了什么坏事，一觉醒来就抹

掉了。那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像树一样，经过一个

冬天，树叶落尽，来年从新生长发芽，就不是那棵树

了。那是不可能的。人的一生一世，只是漫长生命过

程中的一个片段，而你要对整个生命过程负责。当你

痛苦的时候，那就是被你伤害者痛苦的再现；当你行

恶之时，就是在为自己制造未来的痛苦。 

古人喜欢说听天由命，天命何在？天命就在你生

生世世的善恶之中，天命就是你过去一切行为念想的

投影。 

(作者：无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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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童年的故事 
 林肯从小家境清寒，12 岁时就被迫离开学校，去

当伐木工人。他每次都在自己砍倒的树木上写了一个

自己名字开头的“A”字。但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砍伐

的木头上被人写了一个“H”。显然，有人偷盗了他辛

苦的劳力成果。 

 林肯很生气，回家对继母说：“一定是那个叫亨德

尔的家伙干的，我去他们家找他理论！”继母看着林肯

说：“孩子，你先别急，先坐下来听我讲个故事。”于

是，继母跟小林肯讲了猎人班普的故事： 

 从前在一片大森林里，有一个叫班普的猎人，经

常在森林中放置捕兽器抓捕猎物。因为他总是把捕兽

器放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所以每天几乎都会捕到

猎物。有一天他去收捕兽器的时候，发现上面只有动

物脱落的毛，却不见动物踪影。 

 班普很生气，他想动物一定是被别人偷走了。于

是在纸上画了一张很生气的脸，放在捕兽器上。第二

天他又去收捕兽器，发现捕兽器上有一片大树叶，树

叶上画着一个圈，圈子里有间房子，房子旁边还有一

只狂吠的狗。班普看不懂那是什么意思。他想：明明

拿走了别人的动物，为什么还画这个图呢？他觉得应

该和这个人见面说说理。于是，他又画了一个正午的

太阳，还有两个人站在捕兽器旁边。 

 

 

 

第三天中午，班普来了，看到有一个全身插满了

野鸡毛的印地安人站在那里等他。他们彼此语言不通，

只能通过打手势来对话。印地安人用手势告诉班普：

“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不可以在这里放捕兽器。”斑

普也打手势说：“这是我放的捕兽器，你不能拿走我的

猎物。”两个人比手画脚的样子很好笑，相互看着都大

笑了起来。班普心想：与其多个敌人，还不如多一个

朋友。于是他就把捕兽器送给那个印地安人了。 

有一天，班普打猎时遇到了狼群追赶，他被逼得

跳下了悬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印地安人

的帐篷里，伤口上还有印地安人帮他包扎的药。从此，

他成了印地安人的好朋友，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打

猎。 

继母讲完故事，对林肯微笑着说：“你觉得班普做

得对吗？”“他做得很好，这样就少了敌人，多了朋友。”

林肯回答。“对呀，孩子，你要学会宽容别人，这样自

己的路才会越走越宽广。不然的话，你就会在社会上

到处树立敌人，很难成功。” 

“我知道了，妈妈。”林肯点点头回答母亲。 

林肯牢牢记住了母亲的教导。宽容的美德为他铺

就了成功的一生，也让他的故事不断为后人所传诵。 

（作者：李如心） 

 

我和好友的一场误会 
 某天，我去补习，我的好友君君跟我借了一枝笔，那枝笔很贵，我都舍不得用，但站在好友的立场上，我

还是借她了！ 

 回家后，过了许久，我才发现那枝笔居然不翼而飞，我心急如焚，开始找它，找着找着才突然想起：“我

好像借给君君了！”我急忙打电话给她，响了一段时间，她才接起，我想她一定是不敢接我电话，于是我更生气，

开头就问：“我的笔呢？”她说：“什么笔？我不是还你了？”我听了以后，顿时整颗心烧起来，对她大吼：“ 你

跟我借了一枝笔，没有还我，还说给我了，真是一个小偷兼骗子！”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早上醒来，妈妈对我说：“你有一枝笔放在我抽屉，是你昨天找的那枝笔吗？”我一听，猛然想起，

昨天翻抽屉找东西时，把笔丢在那了！原来我错怪她了！我开始后悔，昨天应该再多找一下，讲话不该那么重，

于是，我约君君出来吃饭，打算向她道歉。 

 到了餐厅以后，是她先打破沉默：“对不起，不过我真的没有拿你的笔，你不要再生气了。”说完，她便从

包包里拿出一枝一模一样的笔给我。我很惊讶，她居然又去买了一枝笔送我！我整颗心揪在那，非常懊悔，愧

疚，不知如何才能开口向她说一声“对不起”，因为我拉不下脸来，不过，我的良心不断的驱使我，于是，我再

也忍不住了，说：“‘对不起’！那枝笔我找到了，昨天对你说那么重的话，真是不应该！”她对我笑了笑，算是

原谅我了。 

 其实，她也曾经误会过我，但我却不像她一样宽宏大量，而经过这件事情后，我才发现，误会是要双方都 

各退一步，才能海阔天空，彼此的感情也能够更深厚。（作者：林宸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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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的名字 
 天，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很深的内涵。说到天，天这个字可以组成许多词，如，天兵天将、天帝、天堂、天

界、老天爷等等。从这些词的表现，可以看出天与神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也就成了神

的代名词。 

 韵，本意指和谐悦耳，但韵的内涵不只限于悦耳，也可以悦目，悦心。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化

中的琴、棋、书、画、诗、歌、服装、舞蹈、武术，等等等等，都可以表现出有其独特的韵味。韵味的深浅又

与其源起紧密相关。换句话说，与源起的境界层次密不可分。韵所触及的直接对象是人，韵中的内涵会对人有

着不同的影响。源于善的韵，就能净化人心，使人向善。 

 自从神韵艺术走向世界，许多的人们知道了神韵这个名字。凡是看过神韵艺术的人，都会通过她纯善纯美

纯真的韵，而感到有如与天相通了一般。有的为其服装所感叹，有的为其舞蹈所神驰，有的为其歌声所震撼。

激动的掌声带来了各界如潮的好评，人们能说出的赞美，也只是：太美了！那是超一流的艺术！是无与伦比的

艺术！ 

 短短的两三年，为什么神韵会越来越受到人们如此的喜爱？ 

 神韵，神韵，顾名思义。这是因为神韵的韵，源起于神，神的大慈大悲大善是永恒而无所不在的。神韵这

个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名字，表达了她将神的慈悲通过人能感受到的韵传给了人，给人留下了无限美好的希望。 

（作者：晨光） 

 

 林则徐选女婿 
林则徐是近代抗击侵略、禁毁鸦片的著名人物。

从小聪明有异才，二十岁中举人，嘉庆十六年(1811 年)

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起，曾先后在浙江、江苏、湖北、河南、山东等地任

官，办理过军政、漕务、盐政、河工、水利等事，注

重实际调查，干练有政绩，后升至巡抚。 

道光十七年(1837 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那时

英国的鸦片已大量进入中国，林则徐在职时严禁鸦片，

卓有成效。第二年，道光皇帝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去

广东查禁鸦片。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合力严禁鸦片，

惩处走私烟贩及受贿官吏，迫令英美烟商，交出鸦片

二百三十七万余斤，在虎门当众销毁。又驻守海防，

抵御英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后来因受朝廷投降派排

挤、陷害，被流放新疆，禁烟最终失败。 

林则徐一生廉直，也以此要求家人。他喜欢勤于

办事、任劳任怨的人，他在选女婿的这件家庭大事上，

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同是福建侯官人的沈葆桢，

字翰宇，亦字幼丹。道光年间，林则徐当江苏巡抚时，

沈葆桢还是个秀才，他在林则徐的官衙中，担任抄抄

写写的书记员，当时，林则徐对这位下属了解并不深。 

有一年除夕夜，衙门中的人，全都回家过年去了，

只有沈葆桢一人未走，在衙门中抄写一份公文。林则

徐恰巧走过沈葆桢书室门口，见他一人独自在室中，

便问道：“今天是除夕夜，大家都回去团聚了，你为

何还独自留在这里？”沈葆桢恭恭敬敬地回答道：“事

情还没有做完，所以不能走。”林则徐看了沈葆桢好 

 

 

 

久，对沈说道：“我有一份奏章，今晚要抄好发出，

请你帮我抄写。”那封奏章长达万言，沈葆桢二话没

说，点起蜡烛，便埋头抄写起来。直到三更后，才将

奏章抄完了。沈葆桢又认真将奏章看了一遍，没有发

现抄错和脱漏，这才呈送给林则徐。 

沈葆桢以为差事已完，未料林则徐只将奏章粗粗

一观，便对他说道：“字迹太草率了，必须要重抄才

行！”沈葆桢听林则徐这样说，便毫无怨言地拿过奏

章，又埋头重新抄写起来。等他认真抄完，外面天色

已经亮了，沈葆桢将重新抄写好了的奏章呈上，林则

徐微笑着，点头认可。 

没过多久，拜年的家人、宾客都已云集。林则徐

显得非常高兴，对众人说道：“今天贺新年，也应该

庆贺我得到了一个好女婿。”众人突然听到这话，一

下子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林则徐便把沈葆桢叫到面前，

介绍他跟大家认识，一一行过礼，说道：“他就是我

的好女婿！”又说明了他是如何用让他抄写奏章的办

法，考核沈葆桢品性的。林则徐看重沈葆桢的，主要

就是勤劳刻苦和遇事不急不躁、任劳任怨的品格。林

则徐自己性子较急，且易于动怒。他曾特意书“制怒”

两字，制成匾额，挂于室中，以时时提醒自己，不要

犯急躁易怒的毛病。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故特别

赞赏沈葆桢不急不躁、任劳任怨的品德。 

沈葆桢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考中进士，入朝

为官。后官至江西巡抚、两江总督。 

（作者：华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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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韵吸引西方观众 传递中国真相  
 2012 年神韵全球巡演在美国

费城玛丽安剧院（Merriam Theater）

的城的演出持续升温，2012 年 1 月

8 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费城的最

后一场的演出，让在场的各界人士

领略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博  大精

深。神韵演员们的精湛表演，打动

了在场观众的心，赢得观众心的共

鸣。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绝。 

 公园主管：无论什么文化背

景，不要错过看神韵！ 

 费城市公园及娱乐部第一副专

员（First Deputy Commissioner）苏

珊‧思劳桑（Susan Slawson） 和公

园管理处主管（chief of staff）辛西

娅‧道格拉斯（Cynthia D. Douglas） 

看完神韵巡回艺术团于 1 月 8 日下

午在美国费城玛丽安剧院最后一场

演出后，非常开心，她们对神韵演

出赞不绝口。 

 思劳桑女士激动地表示，每个

人都应该来看神韵，每个人都会体

验那种超凡的喜乐感，了解到现今

正在发生的故事。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看神

韵，第一次体验神韵之美，但这绝

不是最后一次！”思劳桑女士兴奋地

说：“千万不要错过观看神韵！如果

明年神韵再来，千万要抓过机遇，

千万不要错过！无论你是什么文化

背景，都不要错过神韵！” 

 神韵演出中正邪大战，善于恶

较量的故事让思劳桑女士非常感慨

在当今的社会中如何才能确保孩子

能健康成长。她说：“演出中呈现的

正邪大战的故事就像发生在我们身

边一样，善于恶的较量时时都在进

行着。这对孩子们的成长非常重要，

确保孩子能健康成长，对社会有责

任感这是目前我们应该面对，值得

思考的问题。” 

 和思劳桑女士一同前来的辛西

娅‧道格拉斯女士称赞神韵演出异 

 

 

 

常精彩。她说：“舞台上大幕拉开的 

一瞬间，我惊呆了，实在太美了！

有的故事很幽默，有的悲伤，有的

很逼真。就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

被警察殴打，我觉得很悲哀。” 

 道格拉斯女士激动地表示以前

从没看到这样的演出。今天很幸运

能够体验不同文化所能带来的影

响。中国文化太了不起了。因她和

思劳桑女士都在费城市公园及娱乐

部工作，多元化娱乐项目是他们的

工作之一，她非常希望也能有幸参

与推广神韵，她说：“神韵演出太神

奇了！我们希望能参与其中！” 

 IT 公司部门主管:寻找真相是

人类永恒的主题 

 特里‧斯曼尼史（Terry 

Symainis）是一个 IT 公司的部门主

管。他携太太观看了 1 月 8 日神韵

在费城的最后一场演出。斯曼尼史

太太说：“演出使人难以忘怀！有太

多的文化内涵，太多的美丽，真是

精彩纷呈。我非常享受！” 

 除赞赏神韵的美丽外，斯曼尼

史先生还领悟到了演出的精神内

涵。他说：“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

不多。但因为我出生在希腊，我们

也有很悠久的历史。虽然这是第一

次看神韵，但我能体会出她所表达

的精神层面的内涵，那就是寻找真

相，这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许

多希腊古典舞也反映这个主题，神

韵把这个信息传达得非常好。” 

 企业家：真相一定会展现 

 桑尼‧柯里（Sunnie Corry）女

士是一位企业家，经营零售及批发

业。她与先生一起观看了神韵在费

城的最后一场演出。她说：“演出非

常好，我非常喜欢。我们看过希腊

和土耳其的舞蹈。神韵更富有信仰，

更有文化性。她把神话、精神和文

化结合在一起，非常有意义。” 

 柯里先生说：“色彩非常艳丽， 

 

 

  

我非常喜欢。我们经常在世界各地

旅行，所以喜欢带有文化色彩的舞

蹈，神韵正是我们想看的。” 

 谈到神韵所表现的精神内涵，

柯里夫妇都表示自己相信轮回。柯

里夫人说：“我深深地被那个因为修

炼，要回归天国的人们遭受中国（中

共）政府迫害却坚持不屈的内容所

触动。但我坚信真相一定会展现，

所有假象都会消散。我相信。” 

 公司老板：很想了解中国目前

所发生的事 

 詹妮佛‧贝姆小姐携同朋友拉

扎里尼一同前来观看神韵演出。贝

姆小姐是一位名厨，同时经营地产

生意，目前拥有自己的地产公司。

 看完神韵后，贝姆小姐称赞节

目的精彩与演出的完美。“演出简直

太完美了，真希望美国也能有如此

深厚的文化精髓。” 

 她还表示对神韵所运用的多种

色彩和表演的活力感到惊叹和激

动。当谈到神韵所表现的更深一层

的内涵时，贝姆小姐表示愿意去了

解当今中国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

很想去了解中国目前所发生的事

情。” 

 银行家：全世界都了解到了正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退休银行家和律师约翰‧菲泽

曼（John Featherman）对演出赞口

不绝，他称赞道：“我认为这是一个

杰出的演出，演出的质量真的非常

高；高难度翻腾的动作编排和编舞

难以置信的好。我感到非常荣幸，

能够见证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 

 菲泽曼先生说：“我很喜欢孙悟

空的节目，我觉得非常杰出，还有

《选择》那个节目，一个年轻人先

是加入警察但最终选择回头，我觉

得那是一个非常棒的节目，我了解

到了现今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全

世界都了解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