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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 22 日，享誉国际的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华盛顿 DC 肯

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的第二场演出在掌声中落下帷幕。神韵高超的艺术造

诣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诠释令观众如痴如醉。场内掌声连连，气氛热烈。 

神韵第六年莅临华盛顿 DC，其美名已在这个世界的政治中心口耳相

传，今年很多慕名而来的美国白宫和各部政要惊异于神韵演员的高超技

巧，更为其诠释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内涵所折服。他们不吝使用赞美词

汇形容神韵带给他们的震撼。 

布什经济顾问布什经济顾问布什经济顾问布什经济顾问：：：：神韵在美国成神韵在美国成神韵在美国成神韵在美国成

为一种现象为一种现象为一种现象为一种现象 

曾在 2001 至 2002 年间担任小

布什总统经济顾问的 Edwina 

Rogers 女士目前活跃在政坛、政府

公关和参议院。“我已经想看神韵想

了好多年了，今天才终于第一次得

以前来。我觉得神韵演出的推广做

得非常出色，人人都知道，在美国

都成为一种现象了。”Rogers 女士

说。 

“（神韵）非常好的代表了中国

文化和人民，而且非常好的反映了

当代的现实，我们看得很入神。”曾

经在韩国生活过的 Rogers 女士表

示，她能感到自己与中华文化的联

系，“我也去过中国好多次。神韵真

是了不起，我在亚洲或其他任何地

方都没见过这样的演出。我很喜欢

结合现代高科技的天幕背景、演员

飘逸的长袖，仙女从天幕中飞出来，

都是我第一次看见，太了不得了。” 

“我女儿也很喜欢。你知道除

了游戏机之外，让一个 9 岁的孩子

觉得有趣的东西可是不多。”Rogers

女士由衷地表示，“我最喜欢的是美

丽、优雅的女演员，动作非常协调

一致，她们肯定都是精挑细选出来

的，好像一个人在跳似的。这与美

国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很是不同。” 

土地管理局副局长土地管理局副局长土地管理局副局长土地管理局副局长：：：：从神韵看从神韵看从神韵看从神韵看

到中国人的灵性到中国人的灵性到中国人的灵性到中国人的灵性 

美国土地管理局副局长 Mike 

Pool 偕太太观看神韵后被神韵所展 

现出的灵性所震撼。 

Pool 先生说：“今晚的神韵远远

超越了我的预计！我爱中国文化，

她的美令我一直向往。从我还是个

小男孩时就一直研究中国，五千年

文化如此深刻，对比之下美国还是

个年轻的国家。今晚的演出通过歌

舞的形式把中国文化的美展现了出

来，真好！” 

Pool 女士赞同地表示：“灵性是

神韵中最好的部份，她真实反映了

整个中国深刻的灵性。” 

Pool 女士很喜欢神韵的小舞

剧，“从神韵中我看到了艺术家的热

情，他们用如此优雅的方式讲述出

动人的故事。其中最打动我的是《选

择》，非常有感染力地告诉世人当今

中国人民正经历的故事，非常强大。

另一个小舞剧《金猴出世》我也喜

欢，诙谐幽默，太完美了！” 

高级战略顾问高级战略顾问高级战略顾问高级战略顾问：：：：我想了神韵两我想了神韵两我想了神韵两我想了神韵两

年年年年 

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及国际科学与技术研

究所（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高级战略顾问

Jose Mora 已是第二次观看神韵。 

Mora 说：“两年前我就和太太

一起看过神韵演出，真是非常美。

我足足思念了神韵两年，决定今年

再来看。” 

Mora 先生称神韵“精彩绝伦“，

他更对动态天幕赞不绝口，“天幕与 

舞台的结合无与伦比，这技术真厉

害。神佛从天幕下来出现在舞台上

的场景神圣而壮观。” 

太太赞同道：“是的，整场演出

太美了，所有的一切一切都美得不

可思议。” 
 
退伍军人部助理部长退伍军人部助理部长退伍军人部助理部长退伍军人部助理部长：：：：好人要好人要好人要好人要

努力为善努力为善努力为善努力为善 

里约贾斯将军是美国退伍军人

部助理部长。目前兼任美国国土安

全部边境安全及移民中心主任，以

及美国防御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 

他赞叹演出是一流水准，完美

无瑕，并感受到教人为善的主题。 

他赞叹演出“非常开放包容，

并令人愉快！你坐在那里，不仅欣

赏那些色彩，还能感受到演员要表

现的，他们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让

观众乐于欣赏。” 

他表示：“我非常欣赏！这些舞

蹈演员非常美，他们的表演看起来

很轻松，但我知道那相当不容易。

很显然，他们是非常投入的专业演

员，并训练多时。这些都有了回报，

因为演出具有第一流水准。” 

从神韵演出引人入胜的传奇故

事、及歌曲舞蹈中，他也体会到强

烈的教人向善的主题。他说：“看到

好人在努力为善！” 

他也真心地祝福神韵艺术家们

在华府的演出完满成功。 

 

神韵华府精湛演出 

政府官员成粉丝 

▲华府观众对演出报以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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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教养院对法轮功大连教养院对法轮功大连教养院对法轮功大连教养院对法轮功男男男男学员的性学员的性学员的性学员的性虐待虐待虐待虐待 

目前三退人数目前三退人数目前三退人数目前三退人数：：：：1111 亿亿亿亿 1111344344344344 万万万万  

大学时在北京同学们

都积极参加党课说是找工

作所需，我从来没有过相

信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

到底毒害人心多少，唯一

知道的是共产党是用来控

制人，愚弄人的工具，所

以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看

过，看来是神灵保佑。小

的时候不知道任何事，入

团入队是小学必修课，庆

幸那个时候年级小根本不

知道也不记得任何与团队

有关的事情。现在特此声

明退团退党。（胡晓） 

我看完《九评》了，

此书写的真是太好了！我

早就讨厌这个邪党在形式

上脱离开很多年了以为它

管不着我了，其实还是被

它毒害控制着。现在我郑

重声明：退出早年曾加入

过的中共共青团组织、共

产党组织等其它组织！让

我获得平安自由幸运未

来！（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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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熙来、夏德仁在大连市任职市长期间，大连市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臭名昭著的大连

教养院等对法轮功学员的性虐待令人发指。大连教养院于 2001 年 3 月 12 日成立了八大队，位于教养院原教学

楼内，集中迫害男法轮功学员。以下为部分案例。曲辉曲辉曲辉曲辉，32 岁，大连海港理货员。2000 年 4 月 13 日，曲辉在

大连市劳动教养院遭受苦役、洗脑、酷刑，生殖器被电击折磨溃烂，颈椎骨折，高位截瘫，最后被折磨得奄奄

一息用担架抬出了大连教养院。刘永来刘永来刘永来刘永来，2001 年 6 月，在男大队，在警察大队长乔威、王军的指挥下，法轮功

学员刘永来，被劳教人员用布条勒住嘴，扒光衣服，面朝下摁倒在地，被四、五根电棍同时电击，并把身上泼

上凉水以增强导电性，专门电击身体敏感部位，尤其是生殖器、脚心、手心、脖子、嘴、耳朵等处，皮肤被电

焦，发出焦糊味，两边嘴角各被勒开很长的大口子。2001 年 7 月初，36 岁的刘永来被迫害致死，大队长乔威却

诬陷刘永来是畏罪自杀。据当时和刘永来同时关押在大连教养院八大队三中队的法轮功学员说：“刘永来的弟弟

是警察，刘永来被迫害死后，他的弟弟到现场和宿舍来看，一言未发。” 

请用动态网突破封锁 http://yo.jesus.si/（请通过安全凭证）欢迎浏览法轮功 http://www.falundaf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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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闻提要近期新闻提要近期新闻提要近期新闻提要 

【【【【土耳其商业之都举办法轮功真相图片展土耳其商业之都举办法轮功真相图片展土耳其商业之都举办法轮功真相图片展土耳其商业之都举办法轮功真相图片展】】】】以“和平的抗争”为主题的法轮功真

相图片展，继去年底在土耳其南部城市阿达纳市（Adana）和东部古城乌尔法市

（Urfa）成功举办后，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至 24 日，在素有“商业之都”美称

的伊斯坦布尔市，举行了为期五天的展出。展览吸引了当地大批民众前来参观，

使更多人了解了法轮功近 13 年来被中共血腥迫害的真相。 

此次图片展共由 70 幅大型彩色照片组成，内容包括：一、法轮功在中国的

弘传以及深受民众喜爱的壮观景象；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牟利的暴行；三、法轮功弘传世界各地及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反迫害等

三个部份。栩栩如生的照片向观众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

学员血腥残酷的迫害，展现了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坚忍精神。 

展览期间，每天前来参观的人始终络绎不绝，很多人是携亲带故前来参观的。

承办此次展览的巴科克伊（Bakirkoy）区政府文化中心，由于恰好地处相对密集

的居住区附近，每晚都有很多参观者前来参观，所以展览每天都一直延续到晚上

九点才结束。参展的法轮功学员们，每天轮流多次向参观者们演示了法轮功的五

套功法。优美祥和的功法，使一些观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多人当场学功并购

买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土耳其文版）。在五天时间里，学员们准备的上

千份真相传单、两百五十张真相光盘和八百多精美纸莲花被参观者们取之一空。 
 

【【【【国际著名专家国际著名专家国际著名专家国际著名专家：：：：中共卫生部间接承认活摘中共卫生部间接承认活摘中共卫生部间接承认活摘中共卫生部间接承认活摘】】】】两会期间，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

夫语出惊人说，死囚器官是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

国年度风云人物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Bioethics）中心主任卡普兰（Arthur 

Caplan）惊讶的说，这等于是间接承认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存在。

这位被誉为科技界前十大影响力的国际知名专家认为，应该立即制止当局的杀人

行为。3 月 13 日，卡普兰教授在美国费城医学院发表学术演讲时表示，黄洁夫的

说辞令人震惊。卡普兰说：“我觉得这种说法令人震惊，因为之前没有任何来自

这么高级别的官员承认使用了囚犯的器官。”卡普兰还说，黄洁夫承认使用死刑

犯的器官，等于间接承认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存在。“很容易就把这两

件事联系起来。如果他们用囚徒的器官，他们需要相对健康、相对年轻的人。不

需要多大的想象力，就可以断定，那其中有一些法轮功学员，是为了要那些人的

器官才把他们杀害的，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推断。” 

卡普兰表示：“不能只是谴责为获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还要表达我们的立

场，告诉他们任何与杀人有关的东西都是科学界不能接受的，科学界表达我们的

谴责的重要方式就是告诉他们，我们不会发表任何与器官移植有关的文章，如果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文章与用杀人的方式获取器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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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轮功后发生的神奇事 

不止一次的有关心我的亲朋好

友劝我：“不让炼就别炼了”。是啊，

我为什么要炼呢？是固执吗？跟谁

作对吗？不是！我炼法轮功受益了，

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现在我

把炼法轮功以来，自己身上出现的

奇迹和经历写出来，以此来感谢师

父的救命之恩，向世人证实“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证实中共

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不可信。 

一一一一、、、、看看看看《《《《转法轮转法轮转法轮转法轮》》》》后后后后，，，，二十多二十多二十多二十多

年的烟酒不知不觉放下了年的烟酒不知不觉放下了年的烟酒不知不觉放下了年的烟酒不知不觉放下了，，，，戒掉了戒掉了戒掉了戒掉了。。。。 

我小时候受父亲的影响，上小

学五年级时就学上了抽烟、喝酒；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上瘾，戒都

戒不了；长期以来伤害了身体，也

伤害了家人，浪费了不少钱；知道

不好，经常责备自己，但又戒不了。 

1997 年冬天，我到朋友家去，

无意中发现他家沙发上放了一本书

叫《中国法轮功》，就借回家一口气

看完了。从此我懂得了许多过去不

曾知道的道理，人生许多百思不得

其解的问题在这儿都找到了答案，

明白了原来宇宙中有个特性叫“真、

善、忍”啊，他是“衡量好坏人的

唯一标准”（《转法轮》）；从此我对

照书上说的话去要求自己，做不好，

自己找原因，不断归正自己；不再

像原来那样浑浑噩噩的活着了，生

活也越来越踏实，像换了个人一样。 

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书上

让戒掉烟酒，但这么多年的嗜好，

想一下子戒掉，还真不易；我不管

它，只管看书、炼功。有一天，我

突然想起自己好长时间没抽烟喝酒

了，自然而然戒掉了，不想了，不

是靠意志和毅力有意去戒的，就是

不断地看书，不知不觉的戒了，真

神了！我妻子也为我高兴，不用因

这事而烦恼了。 

二二二二、、、、炼法轮功使我身体越来越炼法轮功使我身体越来越炼法轮功使我身体越来越炼法轮功使我身体越来越

好好好好，，，，无病一身轻无病一身轻无病一身轻无病一身轻，，，，15 年没吃一片药年没吃一片药年没吃一片药年没吃一片药。。。。 
我今年 48 岁，和过去比较，我 

觉得身体比 20 年前还好，真的！走

路轻松，精神爽快的感觉，是我以

前从没敢想过的。吃饭也香了，饭

量也大了，没有了原来那种肠胃不

适的感觉；睡觉也甜了，倒头就睡，

没有了那种失眠的痛苦。 

过去自己身体虚弱，尤其在夏

天不能长时间站立，站不了 15 分钟

就得蹲下或坐下歇歇，不然的话头

昏目眩；还有阑尾炎整天疼，还经

常腰痛，疼起来都不敢动弹；最令

人烦恼的是一身汗斑…… 

法轮功使我一身毛病不翼而

飞，给了我一个强健的身体，饱满

的热情，使我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当今社会，身体健康愈来愈被

人们看重，健康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之一。感谢李洪志师父给了我新生。 

三三三三、、、、人说人说人说人说““““秉性难改秉性难改秉性难改秉性难改””””，，，，法轮功法轮功法轮功法轮功

使人宽容使人宽容使人宽容使人宽容、、、、忍让忍让忍让忍让，，，，改了我动不动发改了我动不动发改了我动不动发改了我动不动发

火的脾气火的脾气火的脾气火的脾气。。。。 

过去我脾气不好，经常发火，

过后又后悔，但总也改不掉。炼法

轮功后，经常看《转法轮》等法轮

功的著作，按照师父的要求以真、

善、忍为标准做人，为别人着想，

做个好人，遇事往内找自己的原因；

每次做不好时，决心下次做好，就

这样要求自己；随着不断看书、炼

功，发现自己爱发火的毛病也渐渐

轻了、淡了、改了。 

我体会到了法轮功对提高人心

性的功效，原来这就是修炼啊，并

不是什么迷信，是实实在在的道德

回升和人心的改变，谁都能做到，

只要真心去学、去炼，并不是什么

高不可攀的事情。过去我好记恨人，

别人对我不好，我气的要命，报复

心很强。学法轮功后，我明白了别

人对我不好的原因，“都是有因缘关

系的”（《转法轮》），渐渐也能宽容

别人、体谅别人了。在办公室里，

除了干好自己的那份工作外，还主

动找活干、帮别人干，脏话累活别 

人不愿干，我干，却无怨言；办公

室里有公用电话，五年来，我没打

过一次办私事。 

有人说：“觉得好你就自己在家

里炼，干嘛要到处说？”看到这么

好的功被中共抹黑，自己的救命恩

人被污蔑，我却不敢为他说句公道

话，这不是忘恩负义吗？这是千年

不遇万年不遇的佛法啊！人们却善

恶不分，听信中共谎言宣传去仇恨

他，不危险吗？所以法轮功学员要

苦口婆心的跟人讲真相，是让人别

对佛法犯罪，是在挽救人啊！那为

什么还让人三退呢？中共迫害佛法

罪孽深重，迫害死那么多法轮功学

员，再加上 60 多年来发动各种运动

害死八千万人命，杀人偿命是天理，

这就是天灭中共的原因；那么你曾

入过它，宣誓为它献身，在天灭中

共的时候，作为它的一个成员，你

不得和它一个结局吗？所以赶快三

退保平安吧！为自己为家人选择一

个好的未来是上策！(作者：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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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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的变化瞬间的变化瞬间的变化瞬间的变化    

一次，我在路上碰到一个老妇，拿着一空袋子，

夹到腋下走着，不时的停下来，将身体往后仰仰，手

捶着背。看到这一幕，我觉得这老人活得太苦了，心

想一定要告诉她真相，告诉她“法轮大法好”。 

于是我快步走上去和她打招呼：“大娘，你身体不

舒服吗？”她说：“走走路就得停下往后仰一仰，要不

然的话，前边太沉了。”我告诉她：“您诚心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她立刻脱口而出：“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我又给她讲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

队）保平安的事，她说她什么都没入过，也不相信共 

云南连续三年大旱告诉人们什么云南连续三年大旱告诉人们什么云南连续三年大旱告诉人们什么云南连续三年大旱告诉人们什么？？？？    

云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自古以来很少有战乱发生，也少有

自然灾害，大旱、大涝更是少见。

然而自中共夺取政权后，云南的天

灾人祸却连绵不断，尤其近十年来

发生的灾害都是几十年不遇，甚至

百年不遇的。 

自二零一零年以来，云南已经

连续三年遭百年不遇的大旱，旱情

十分严重，旱像触目惊心：省内大

半高原湖泊水位全都明显下降，有

的水位甚至退离湖岸几十公尺；抚

仙湖的水位已下降至有纪录以来的

最低点；云南面积最大的滇池，水

位比正常水位低了 33 公分。云南九

大高原湖泊水位平均下降 0.7 公尺，

湖水容量大减。旱情波及到全省所

有州、市，农作物大面积受灾，数

百万人出现饮水困难，目前旱情还

在继续加重。 

云南连续三年遭百年不遇大

旱，专家及学者普遍认为是中共违

反自然规律，到处拦河筑坝、乱砍

乱伐、泛播桉树、橡胶树林等等，

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其实这

只是导致旱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是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忽

视了的，但却是更主要的一个原因，

即是古人讲的：“国大旱，冤狱结。 

旱者，阳气移，精不施，君上失制，

奢淫僭差，气乱感天，则旱征见。”

（《后汉书》）又曰：“杀不辜则国赤

地。”（《淮南子》）古人的话直接点

明了旱灾的起因主要是因为人间有

冤狱。云南的旱相也透出云南的“冤

狱结”。 

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江泽

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云南“六

一零”这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

组织，藉着江泽民的淫威，对法轮

功学员进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

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

策，对云南坚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

功学员进行了凶残的打压迫害。据

不完全统计，13 年来，云南已有 40

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000

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500

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劳教，300 多名

法轮功学员被判刑，最高刑期达 12

年。对法轮功学员肉体折磨的酷刑

有数十种：其中包括强迫洗脑、毒

打、吊挂、背挂、电刑、睡“死人

床”、竹签钉手指、长期戴脚镣、手

铐等酷刑折磨；甚至被强行注射破

坏中枢神经类药物；女学员强制堕

胎、电击阴部、长期关禁闭（一般

4 个月，最长的达 3 年多，在关禁

闭期不准洗脸、洗澡、女学员不准 

用水，月经期也不得用卫生纸等

等）；严管（坐在一小木板凳上，从

早 6：30 坐到晚上 11：00，不放弃

信仰的学员一直坐到出狱）。 

2010 年以来，云南的不法之徒

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维持和不断升

级，2010 年和 2011 年两年时间，

云南有 176 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

押，45 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刑，9 名

法轮功学员被劳教，发生了多起法

轮功学员被群体绑架事件和警察虐

待法轮功学员案例。仅 2012 年初的

一个多月，全省又有 20 多名法轮功

学员遭绑架关押。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残酷

程度和规模，在云南历史上也是绝

无仅有的。历史上窦娥冤死后六月

天下大雪，当地连续大旱三年。而

今法轮功学员遭受冤狱，出现大旱

也就不足为奇了。 

古时圣贤明君均能视天灾为上

天对自己的劝诫，此时，他们会深

刻自省，以求得到上天的保佑。而

今云南的各级官员们，难道不应该

审视一下这些年来对广大法轮功学

员的所作所为吗！只有停止对“真、

善、忍”修炼者的迫害才是唯一明

智的选择。 

(作者：复明) 

产党那一套。我说：那你就念“法轮大法好”吧。我

又和她一起念了几遍，就先走了。 

走了一会儿，我摸到衣兜里还有一个大法真相“护

身符”，就想给她，回头去看老妇，吓了一跳，真不敢

相信，她竟然边走边跳，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她像个孩子似的开心地笑着，对我说：“你

看我都能跳了！” 

我把护身符给了她，她双手接过，不断地说“谢

谢”。 

(作者：小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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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管炎折磨五年 修大法一月祛病 

去治疗？同事也都是工薪阶层，大

家的捐款也只是杯水车薪。 

老刘是终日以泪洗面，一天下

班他故意晚回家，见同事都走了，

老刘一把吞下了三十粒安眠药。幸

好值班的门卫王大爷发觉他这几天

神情不正常，一直关注着他，于是

马上送医院抢救，老刘的命暂时保

住了，但接下来呢，他该怎么面对

今后的生活？ 

我见到老刘这样的情形，心里

也是非常着急。我以前也找过老刘

几次，但他这个人非常内向，从不

和别人交流，好几次我叫他修炼大

法，他都避而不谈。这次，我不能

再等了，于是买了些水果赶到老刘

家，见他正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我

对他说：“老刘，你这病，只有大法

能救你，你还是修大法吧！” 

老刘听了顿时来了精神，睁开

眼睛说：“我可以吗？以前一直听你

说大法好，我不是不知道，只是自 

下面我要讲的是同事老刘，发

生在他身上的真实之事。是师父的

慈悲救度，是法轮大法给了他第二

次生命。 

老刘今年五十岁，来单位十五

年了，平时工作一直勤勤恳恳，任

劳任怨，大家都称他为“老黄牛”。

老刘得了难治的脉管炎，在医学上

称为“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是发生

于血管的变态反应性炎症，这种病

目前没有根治良方，只能控制。病

情发展到最后，患者往往因疼痛剧

烈难忍而号啕大叫，痛不欲生，最

后只得截肢。医生说老刘是长期操

劳的缘故导致疾病发生的，那天看

到体检报告时，老刘一下子瘫坐在

地上…… 

同事都知道，老刘家生活很困

难，妻子下岗在家，女儿还在上大

学，每年光学费、生活费就要两万

多，还有父母双亲要照顾，就靠他

每月三千元不到的工资，拿什么钱 

己很木讷，也很自卑，怕炼不好，

对不起大法。”我对他说：“师父胸

怀广阔，你尽管放心炼好了。” 

之后，我回去拿了《转法轮》

以及一些讲真相的资料给了老刘。

老刘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始终不

离《转法轮》。我有时去看望他时，

见他正躺在床上像是默默的思考。

老刘对我说：“他现在感到身体里充

满能量，手心、脚心都热得出汗了，

身体里感觉有东西在涌动，说不出

的舒服。”我对他说：“你要更加努

力修炼，大法在救你了。” 

果然，一个月之后，老刘去医

院做了一次全身检查，报告出来后，

一切正常，医生对他说：你的脉管

炎已经彻底好了，真是不可思议啊。

老刘眼泪瞬间就流下来了。 

如今的老刘，人开朗了许多，

也主动和大家打招呼说说笑笑了。

我自己心里也很高兴，感谢师父的

慈悲救度。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民间智能再解读：人死如灯灭  

有许多话，现在人已经理解不了了，甚至往往理

解反了，比如“人死如灯灭”，文雅一点的说法是油尽

灯枯。 

对于人的死亡来说，人死如灯灭，实在是很形象、

很准确的一种说法。可现在人都理解成，人死了就什

么都完了，什么都没有了。缪也。你想啊，灯灭了，

只是灯火熄灭了，灯还在吧，如果添上油、点燃灯芯，

那是照样可以亮起来的。油尽灯枯的意思就是说，灯

油着完了，灯芯燃尽了，可没有说油灯销毁了。 

这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啊，为什么会理解错呢？

说白了，就是现在的人已经不相信生死轮回了。在无

神论邪说的灌输之下，人们以为生命只有一次，死了

就完了，彻底完结了，没有轮回，没有第二次。既然

没有轮回，那行善做恶就只有现实法律的约束和心理 

平衡与否了，如果能逃的过去，也就没有任何区别了。

所以那些独裁者斯大林、毛泽东、江泽民、萨达姆、

卡扎菲、金正日之流，一旦权力在手就敢为所欲为了。 

可是，天理是决不会因为人相不相信而改易的，

人不相信，可挡不住你做坏事就不下地狱。虽说天道

隐微，可古今中外无数的事实已经明明白白证实给我

们了，就是看你如何选择了。 

灯灭了，可以从新燃起；人死了，可以转世再来。

如果灯彻底毁了，那就永远没有燃起的希望了。生命

如灯，希望你的灯盏永远照亮自己的路，最起码保持

从新亮起的可能，千万不要像那些无恶不做迫害佛法

迫害大法弟子死不悔改的恶徒，生命的灯盏在无尽的

痛苦中被彻底销毁。 

(作者：无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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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诗千家诗千家诗千家诗：：：：五言律诗五言律诗五言律诗五言律诗((((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    

        宿龙兴寺宿龙兴寺宿龙兴寺宿龙兴寺    綦毋潜綦毋潜綦毋潜綦毋潜    

    

香剎夜忘归，松清古殿扉。 

灯明方丈室，珠系比丘衣。 

白日传心净，青莲喻法微。 

天花落不尽，处处鸟衔飞。 

【作者】 

  綦毋潜，姓綦毋，名潜，字孝通，唐荆南﹙今属

湖北省江陵县﹚人。生于武后天授三年﹙公元 692年﹚

大约卒于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 749 年﹚。他是开元

十四年进士，先后担任过县尉、右拾遗、集贤院侍制、

校书郎，最后在著作郎﹙主管著作局，掌撰拟文字﹚

的职务上辞官归隐江东。他写的诗风格“屹崒峭蒨”，

有很多佳句，尤其善于表达方外之情，无人可及。有

诗集一卷流传于世。 

【注释】 

﹙1﹚ 龙兴寺：寺名。在今湖南省零陵县西南，

唐柳宗元曾在此租屋居住。到了宋朝改名太平寺。 

﹙2﹚ 香剎：对寺院的美称。剎，指佛塔、佛寺。 

﹙3﹚ 忘：为意义不变的平仄两读字，可读平声

(第 2 声)，也可读仄声(第 4 声)，视平仄需要而定。 

﹙4﹚ 扉：门扇。 

﹙5﹚ 方丈：寺院中的正寝，是住持或长老的住

所。也是住持的代称。 

﹙6﹚ 珠系比丘衣：白话的说法就是：珍珠藏系

在僧人的衣服里，隐喻僧人身怀高深佛理，是得道高

僧。比丘，是梵语，指年满二十岁，受具足戒的男僧，

俗称和尚。女僧为比丘尼，俗称尼姑。 

﹙7﹚ 传心：指传授佛法。 

﹙8﹚ 青莲：一种青色的莲花，梵语优钵罗。花

瓣长而宽，青白分明，有一种清净出尘的感觉，为佛

教人士所敬爱。 

﹙9﹚ 法微：指佛法博大精微。 

﹙10﹚ 天花：指天上仙女所撒落的花朵，典出佛

教中天女散花的故事。表示对佛法的赞颂以及对听闻

佛法的僧侣们的敬重。 

【诗中有话】 

到寺庙游玩会引人入胜到忘记时间，不外两个因

素，一是寺庙的环境，一是寺庙里的大德高僧。前者

让人心旷神怡，后者给人禅机无限。龙兴寺两者俱全，

在诗人的诗句中我们既看到寺庙的清幽，也看到寺僧

苦学精进的修为。所以留宿一夜对诗人来说是值得的，

同时让他对佛教有进一步的了解，诗人的观察很敏锐，

他发现高僧们的弘法，像“天花落不尽，处处鸟衔飞”

一样，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 

其实这样的发展是释迦牟尼在世时就预料到的。

依据佛教经论的说法来推，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处

于佛教的所谓“像法”期﹙约在中国南北朝梁武帝到

明武宗止，公元 520～1520 年间﹚，这个期间的现象

就是：“各种不同佛教学派兴起，众说纷纭，虽然依教

法修行，但大多不能证悟。” 

现在来看这段佛教历史，确实如此，大多数的佛

教宗派都在这个期间创立，但能证悟的不多，因此会

有这样的结果。随后就是“末法”期，“末法期间世风

日下，人心败坏，邪说横行，而佛教纲纪也日渐败坏，

修行障碍重重，虽然依教法修行，但无法证悟。”也就

是说，此期间佛教的教法已然无法对世人产生修行、

证悟的指导作用。而现在就属于佛教的“末法”期，

所以我们看到人心败坏，邪说横行，也看到佛教纲纪

日渐败坏，以中国大陆的佛教为例，小和尚在寺院里

要出操、射击、受军事训练，可以上麦当劳吃汉堡、

啃炸鸡，交女朋友、逛街，打足球、玩电动，陪美女、

做国民外交，学武术、当表演艺人，大和尚把寺庙古

剎粉刷的富丽堂皇，沦为观光景点，巧立名目赚取钱

财，买名车、炒股票，简直把佛教蹧蹋的不成体统，

这那有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一点点的“戒、定、慧”

的要求在里边？这那有修心悟道、精研佛教义理的要

求在里边？这那有修己度人的宏愿在里边？这就是末

法时期的佛教，也是共产邪党毁灭宗教的手段。真是

让人欷歔不已 。 

 
交一个读书破万卷的邪士交一个读书破万卷的邪士交一个读书破万卷的邪士交一个读书破万卷的邪士，，，，不如交一个不识一字的端人不如交一个不识一字的端人不如交一个不识一字的端人不如交一个不识一字的端人。。。。    

----------------《《《《格言联璧格言联璧格言联璧格言联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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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子鹿乳奉亲谭子鹿乳奉亲谭子鹿乳奉亲谭子鹿乳奉亲 

周朝的时候，在洛阳下河村有一户姓谭的农民，老夫妻俩有一个儿子，取名叫做谭子。谭子的父亲腰腿疼

得厉害，母亲双目失明。年轻的谭子对父母十分孝敬，发誓要把父、母的疾病治好。 

谭子几经周折终于请到了神医王书和，王神医经过诊断，告诉谭子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因为常年积劳成疾导致

的疾病。要治好这个病，必须用三天以内新鲜的鹿奶补养身体，培元固本之后父亲腰腿方能康健，母亲的眼睛

自会复明。 

谭子听了之后，就到远近的村庄去寻找。谭子忘记了饥渴，不怕劳累，翻山越岭四处打听寻找，找了两天

都是空手而归。他很失望，但还不甘心。夜里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觉，反复的思考怎样才能找到鹿乳。天

光大亮的时候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谭子草草的吃了一点儿饭，就到邻居家借了一张鹿皮，赶到山上去寻找鹿群去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一个山坡上他终于发现了一个鹿群。谭子急忙把鹿皮披在身上，弓下身子，两手着地，学着鹿走路的姿势向

鹿群爬去。他不顾荆棘刺脸，不顾山石划破手心的疼痛，渐渐地靠近了一只母鹿，群鹿以为他是自己的同类，

所以还照样悠闲的吃草、活动。这只母鹿还真老实，一动不动的让谭子挤满了一坛鹿乳。正在这时，突然有两

个猎人跑来，张弓搭箭朝谭子射来。其它真鹿都吓得一溜烟的跑走了，谭子急忙站了起来，吓得连声大喊起来。

猎人以为遇到鹿精了，也一时怔在那里。谭子急忙扯下鹿皮，向猎人跑去，向他俩详细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猎人听了以后，被谭子的孝心所感动，把打到的一只梅花鹿赠送给他。谭子千恩万谢，告辞而回。 

谭子把猎人送给自己的死鹿和鹿乳一同拿回家中，每天用鹿乳给母亲洗眼，把鹿肉和内脏混合制成全鹿丸，

每天给父亲吃。过了一个月，母亲的眼睛终于重见光明，父亲的腰腿疼病也彻底好了，全家人都喜出望外。家

里还剩了许多制成的全鹿丸，实践证明这是治病的良药，所以都舍不得当食物吃，无代价的送给村内有病的人

吃，结果又治好了许多人的重病。全村人都对他家感激不尽。 

谭子鹿乳奉亲的事迹在民间广泛的传开了，周天子听了这个故事后，深受感动，赏给谭子白银一千两，并

把它树为孝敬父母的典范。（作者：宇真） 

险险险险峻呼唤君子峻呼唤君子峻呼唤君子峻呼唤君子    浊乱暴露小人浊乱暴露小人浊乱暴露小人浊乱暴露小人 
但是，王钦若认为：天旱民苦，租税必须全免，才是

救民之道。为官不能迎合、讨好上司，置民众于水深

火热而不顾。 

第二年，真宗即位，首先提拔了王钦若为右正言

（官职名），并且对辅政的大臣说：“在那个时候，

朕主张减税济民，却遭到非议，朕自己也恐惧不安。

王钦若一名小官，却敢于独自为百姓伸张正义，这是

大臣才有的气节。” 

从此以后，王钦若被破格提拔任用，最终做到宰

相。正是： 

 

公正无私救民，绝不讨好奉迎， 

个人安危全抛尽；忽地柳暗花明！ 

险峻呼唤君子，浊乱暴露小人。 

是非善恶都报应，掌控自有神灵！ 

（作者：华翰） 

宋真宗皇帝尚未即位前，担任开封府尹。当时，

开封府十七个县，都因为当年干旱，而减免了租税。

立即就有流言蜚语，传到宋太宗皇帝的耳朵里，目地

是想中伤真宗。这是朝廷内部争夺权位的表现。 

宋太宗心里很不高兴。御史们观察出皇上的心意，

就都上书批评说：开封府减免租税太过头了。于是，

皇上下旨让京东、西两路各州 ，选派官员去复查。其

中亳州应复查太康、成平两个县，当时，曾会任亳州

知州，王钦若是他的幕僚。曾会欣赏王钦若的学识、

涵养，认为他将来会做到三公宰相， 这次曾会就派遣

王钦若前往，并且叮嘱他说：“此行关系重大，不能

有丝毫差错。” 

王钦若到了那两个县，寻访调查非常仔细。许多

地方的官员都说：是租税减免得过多了，要求追缴应

缴纳的租税。而唯独王钦若请求将租税全免，人们都

认为：他这么做，违反了朝廷大臣们的心意，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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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观众赞神韵 触动人心 

 2012 年 3 月 23 日，美国神韵

国际艺术团在苏黎世会议宫的第三

场演出在观众持续的掌声中圆满落

下帷幕，人们被神韵精美绝伦的演

出所震撼，由衷地赞叹神韵带来的

美丽以及明白真相后的幸福，其中

不少华人表达了同样的感叹。 

大幕一拉开，就是一幅精美壮

观的画面。今天观众席上出现了不

少华裔面孔。一位华人观众对朋友

说：“我去年在德国看过神韵，我敢

肯定，神韵每年都是全新的节目，

每件衣服都是全新制作的，不但节

目不同，连音乐作曲配器的细节都

不同，真是不简单啊。” 

““““神韵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神韵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神韵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神韵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

向天国的门向天国的门向天国的门向天国的门”””” 

亚瑟 Arthur 先生是苏黎世近郊

的一位文化项目经理，夫人黛噶特

Dietgart 也是好莱坞著名作曲家苏

聪的朋友，Dietgart 表示，苏聪就住

在附近，她一定要推荐苏聪来看神

韵晚会。 

苏聪毕业于北京中央音乐学

院，曾获奥斯卡最佳音乐奖，是影

片《末代皇帝》的作曲者之一，《末

代皇帝》在 1988 年第 60 届奥斯卡

评奖中曾获得 9 项大奖。 

Dietgart 在半场休息时对大纪

元表示，神韵舞蹈演员们太美了。

她说，“演员们十分亲切，他们真的

是太神奇了。我找不到词去形容他

们的这种美，很打动我。我喜欢舞

蹈《花仙子》，也非常喜欢神韵艺术

团乐团的演奏。而舞蹈中天国的场

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Dietgart 一直保留着欧洲人喜

欢骑马的习惯，她非常庆幸能通过

观看神韵晚会学到很多中国的传统

文化。 

 她说，“观看神韵晚会是我第一

次真实的接触中国文化，我们在瑞

士只能从书上了解到很有限的中国

知识。关键的是，中国文化深奥， 

我年轻时曾读过中国的古典名著，

当时完全看不懂。但是观看神韵晚

会简直是一种享受，我能够看懂舞

蹈表达的含义。我现在觉得中国文

化同欧洲是那么亲近，舞蹈中展现

的各种历史故事，我都能够明白。” 

谈到天国场景，Dietgart 激动

起来，她说，“我从未见过这么神圣

庄严的场面，我第一次经历这种神

奇之旅，唤起了我内心深处的善。” 

Dietgart 完全被神韵晚会中展

现的天国世界所折服，她说，“每个

人都很向往天堂，看神韵晚会时，

我仿佛置身其中。晚会启迪心灵，

开阔眼界，我完全能够看懂。” 

“神韵仿佛打开了一扇门，指

引我们走向天国”。 

银行经理银行经理银行经理银行经理: 真切地感受到艺术真切地感受到艺术真切地感受到艺术真切地感受到艺术

家的感情家的感情家的感情家的感情 

自从去年第一次在奥地利的

Bregenz 看过神韵演出后，苏黎世康

泰纳银行的资产管理经理杜博凌先

生（Jan Dueblin）就成了这台展现

纯善、纯美的节目的粉丝了，今年

他呼朋唤友，不仅把女朋友带到苏

黎世看演出，还介绍了很多好朋友

一起在 3月 23日欣赏了神韵在苏黎

世的第三场演出。 

“今年这场秀我也非常喜欢，

就像上次看神韵一样有那种美妙、

着迷的感觉。神韵每年都会有一场

全新的节目，今年又是一个新的世

界，一场顶级的演出。” 杜博凌先

生称赞道。 

杜博凌先生已经练了 7、8 年的

武术，他很羡慕神韵男舞蹈演员能

够做出难度极高的跳跃。他说：“每

个跳跃和旋转都有其自己的难度，

特别是两者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比

如在空中翻转时，演员还要同时抻

直与跳跃，这是最难的。这些舞蹈

演员们非常专注，我觉得他们完全

可以持续不停地这样转下去，动作

还是会保持一样好看，他们的水平 

真是惊人。” 

他 的 女 朋 友 施 泰 因 霍 夫

（Isabell Steinhoff）也认为“有关法

轮大法的舞蹈主题特别好”，她说：

“（迫害）这个问题现在一直都存

在。我觉的人们应该多了解了解法

轮功被迫害的事情， 因为平常没有

这样的机会。我认为从这个层面去

与观众沟通是很重要的，告诉人们

残酷的迫害还存在着。所以我觉得

这些节目非常感人。” 

律师律师律师律师：：：：人与神之间的联系触动人与神之间的联系触动人与神之间的联系触动人与神之间的联系触动

心灵心灵心灵心灵 

“触动心灵的是那种人与神、

人与帮助人的高层生命之间的联

系，这在当今的中国大概看不到

了 。” 爱 施 曼 博 士 （ Stephan 

Eschmann）看完 2012 年 3 月 23 日

在苏黎世上演的神韵演出后感慨

道。 

爱施曼博士是一位律师，他的

太太在一家经济审计公司任主管，

也是瑞士舞蹈运动委员会的会员与

财务官。 

爱施曼博士说：“演出非常吸引

人，一切都非常优雅，舞台画面极

美，对视觉、听觉来说，都是一种

享受。” 

对于爱施曼先生来说，最感动

他的是“那种精神上的、宗教上的

描述，还有那个信仰可以保护信仰

者的道理。”他的太太则对“这些年

轻人敢对专制国家说不”感到非常

钦佩。 

爱施曼太太觉得神韵的故事题

材扣人心弦，让人耳目一新，舞蹈

技术出色。她认为：“用完美的形式

把传统在舞台上展现出来，而且还

要让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观众喜欢，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夫妇两

个一致认为，神韵做到了。她还很

喜欢现场伴奏的乐团：“中国的音乐

非常传统，很轻柔，这一点很美，

让我很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