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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9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到达芝加哥，展开了在芝加哥歌剧院（Civic 

Opera House）4 天 5 场演出，给保守矜持的中西部民众带来春风和希望。

演出通过每一个短小的舞蹈或舞剧，带领观众穿梭在时间的隧道中：从雄

浑纯净的西藏高原，到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从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到

沟壑纵横的八百里秦川；从万王之王的创世到中华文明的初始，从不同朝

代的演义到当今中国的现实，让观众领略一次终生难忘的神传文化之旅。 

前芝加哥歌剧院主任前芝加哥歌剧院主任前芝加哥歌剧院主任前芝加哥歌剧院主任﹕﹕﹕﹕综合多综合多综合多综合多

种艺术形式种艺术形式种艺术形式种艺术形式 具广泛的吸引力具广泛的吸引力具广泛的吸引力具广泛的吸引力 

William Mason 从 1997 年起就

担任闻名遐迩的芝加哥歌剧院

（Lyric Opera House）主任（general 

director），去年刚刚退休。William 

Mason 先生表示这是他首次观看神

韵，并用三个“非常（喜爱）”表示

他的感受，“我喜欢神韵服装的色

彩，多彩的故事情节，以及飘逸的

舞姿。” 

Mason 先生表示，演出以纯美

的舞蹈为主，加上东西方乐器合璧

的音乐，以中国的历史与传统为主

题，展示了多种不同的艺术形式。

集音乐、舞蹈和故事为一体，具有

相当广泛的吸引力。 

Mason 先生的太太 Diana Davis

来自英国伦敦，从前的职业就是从

事歌剧。她表示，神韵是一个制作

精美、服装精致，舞蹈刚柔兼并的

演出，在今晚的舞台上，中国的历

史复活了，神韵以一种美丽的方式

(把历史)展现出来。 

Mason 先生说：“歌剧主要以歌

唱为主，但神韵则综合了音乐、故

事和舞蹈多种形式，具有广泛的吸

引力。” 

总裁总裁总裁总裁：：：：神韵成功地展现中国文神韵成功地展现中国文神韵成功地展现中国文神韵成功地展现中国文

化精华化精华化精华化精华 

担任全球产品开发与管理协会

芝加哥分会总裁并同时担任摩托罗

拉公司（Motorola）经理的蒂姆•古

德尔先生（Tim Goodall）说：“神韵

是一场非常杰出的演出，她所展现 

的中国的神话生动感人。” 

古德尔先生表示他自己参加过

很多音乐会，也听过很多用古典唱

法演唱的不同语言歌曲，但从来没

有听过用古典方式演唱的中文歌

曲，非常动听。说：“那美妙的歌声

就令我陶醉，而且我还从歌词字幕

中领悟到深层的含义。”他认为神韵

的每一首歌都有一个主题，那些重

要的主题通过歌唱家们的反复演唱

让观众更加容易解读其深意。 

他对神韵的三维动画天幕背景

和演员们的完美配合非常赞叹：“神

韵就好像是一个中国神话大全，而

三维动画天幕背景与演员们天衣无

缝的互动使这些神话故事更加逼

真。”古德尔先生最后表示：“要展

现中国五千年文化精华是一个很艰

鉅的工程，但是神韵成功地做到了

这一点。从神韵的演出中学习中国

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会比阅读枯燥的

书本有趣得多，更何况整场演出中

还有各种不同风格的表演。” 

前副州长前副州长前副州长前副州长：：：：演出展示舞蹈与文演出展示舞蹈与文演出展示舞蹈与文演出展示舞蹈与文

化的神性化的神性化的神性化的神性 

Wood 女士是伊州首位女性副

州长，也是位律师。Wood 女士表示：

“今晚的演出中展示出舞蹈和文化

的神性，十分引人入胜，真的是很

美！” 

Wood 女对神韵的乐团表示赞

叹，她说：“现场乐团的伴奏使演出

锦上添花！一个演出团体带着这样

大型的交响乐团在世界各地巡回，

这十分罕见，而且演员们拥有十分 

卓越的天赋！” 
 
企业主企业主企业主企业主：：：：演出震撼人的心灵演出震撼人的心灵演出震撼人的心灵演出震撼人的心灵 

拥有自己的资询顾问公司的特

雷西‧罗兰女士（Tracy Rowland）

看了４月１９日晚美国神韵国际艺

术团在美国芝加哥歌剧院的演出，

这是她第一次看神韵晚会。她很激

动地说：“太令人惊叹了，太美了。

服装绚丽多彩，伴奏悦耳动听，非

常华丽壮观。” 

她认为神韵艺术完美地结合了

舞蹈、音乐、服装和故事等一切元

素，展现了博大精深的内涵。她深

有感触地说：“演出激发人的情感。

在看神韵的当下，你就会被其所呈

现出来的音乐、舞蹈、服装和故事

情节所打动。你的心灵会感到震撼。

一场演出能如此动人心弦真是太让

人惊叹了。” 

最令她动容和认同的是善恶有

报、邪不胜正、好人终将得到神佛

帮助的故事。她说：“我一直都相信

善恶有报，这是普世的价值观，我

也一直相信神一定会在危难时救助

好人。”罗兰女士很赞赏现场管弦乐

团以中西乐器合奏出一首首动听、

细腻的音乐。她说：“音乐伴奏令人

惊喜，中西乐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我完全陶醉在其中。神韵音乐让人

感到温暖，非常纯净美丽。这是我

第一次听神韵音乐，我就是喜欢。” 

公司总裁公司总裁公司总裁公司总裁：：：：““““歌曲呼唤我觉醒歌曲呼唤我觉醒歌曲呼唤我觉醒歌曲呼唤我觉醒”””” 

一家电信公司的总裁 Todd 

Shingler 观看神韵演出后赞不绝口，

他说：“演出非常传神，而且演员们

的动作非常到位，准确，演员的整

体一致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Shingler 表示：“今晚演出中的

歌曲非常有神性，而且很美，我非

常喜欢那些歌词，我觉得那些歌曲

在呼唤我觉醒。” 

 

芝加哥芝加哥芝加哥芝加哥观众赞观众赞观众赞观众赞神韵神韵神韵神韵

演出震撼人的心灵演出震撼人的心灵演出震撼人的心灵演出震撼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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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法轮功学员遭薄熙来残酷迫害重庆法轮功学员遭薄熙来残酷迫害重庆法轮功学员遭薄熙来残酷迫害重庆法轮功学员遭薄熙来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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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506506506506 万万万万  

中共邪党是古今最邪

恶的邪灵，它吞噬了无数

中国人的灵魂，将中国传

统文化连根铲断，到现在

还在迫害众生，无恶不作，

无孔不入，若不与邪灵作

战到底，人类将永无宁日！

在此，我郑重声明彻底与

中共邪恶决裂！决不给邪

恶有丝毫的可趁之机！从

今日起，下定决心追随神

和广大的仁人志士一起并

肩作战！（林惠强） 

如今长大的我看清了

共匪的邪恶，为了后代与

家人朋友，我志愿退出共

匪的组织。希望所有中国

人和我一样早点认清共匪

是中国的反华势力。（小

小） 

这个所谓的党，就是

披者羊皮的狼，这个万恶

的党，我愿意退出共产党

和共产党其它组织。（金

涛，李永芳，杜海清，金

家胜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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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薄熙来、王立军调到重庆以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步步升级，大部份学员的家遭到恶警的抢劫。为了

捞取政绩，薄熙来曾下密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在薄熙来的密令下，王立军对法轮功学员残酷

的实施了群体灭绝性迫害，肆意非法抓捕、关押、酷刑折磨、庭审、无罪判刑法轮功学员，造成多名法轮功学

员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多都是高龄的老人。梁平县学员邱正书，女，近 70 岁，退休

女教师。2008 年被重庆市梁平县梁山镇一派出所恶警非法抓捕，在重庆女子劳教所遭到迫害。恶警指使吸毒犯

毒打邱正书，并把她关在黑屋子单间房里，睡水泥地，不准家人接见。梁平县学员彭琢玉，女，73 岁，2001

年 12 月由梁平县梁山镇第一派出所劫持到梁平看守所，途中紧上手铐，不准睡觉，恶警向家人勒索现金六千多

元，在看守所里由一派女恶警杨小清和国安恶警资勇严刑逼供。二十多天后没经任何法律程序被劳教一年，劫

持到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四大队，在那里被体罚，坐凳，两个多月日夜不离凳，坐下来，臀部全黑了，皮肤

溃烂了。被罚站，罚走鸭子步，不准睡觉，不让上厕所，大队长女恶警罗川梅唆使毒犯用树枝条打，皮鞭抽。 

请用动态网突破封锁 http://vx.jiongtek.t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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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轮功学员冰法轮功学员冰法轮功学员冰法轮功学员冰岛呼吁法办江泽民流氓集团岛呼吁法办江泽民流氓集团岛呼吁法办江泽民流氓集团岛呼吁法办江泽民流氓集团】】】】4 月 20 日下午 3 点至 5 点，正值

温家宝访问冰岛，法轮功学员在冰岛文化馆外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法

轮功的江泽民流氓集团。冰岛的两家电视台，国家电视台和电视二台在晚间的新

闻节目中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呼声。冰岛的主要报纸《晨报》在第一时间在报纸

的网页上作了报道，文章写道：法轮功学员呼吁中国总理采取行动，解决在中国

对法轮功的人权侵犯。 

冰岛民众表示支持法轮功，许多人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非理性的，希望法

轮功的呼吁能唤醒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在街上，冰岛人主动与法轮功学员握手，

也有人对着学员竖起大拇指表示支持。冰岛妇女爱妲告诉法轮功学员：“我在媒

体上得知你们会在这里，我想我必须要来这里和你们在一起！”说话间，爱妲与

法轮功学员肩并肩，一起展开写着“法轮大法，真、善、忍”字样的横幅。 
 

【【【【揭中共谎言揭中共谎言揭中共谎言揭中共谎言 台法轮功纪念台法轮功纪念台法轮功纪念台法轮功纪念 425 十三周年十三周年十三周年十三周年】】】】大陆客来台大量前往中正纪念堂参

观，22 日于自由广场有 800 多位台湾法轮功学员举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暨纪

念 425 上访十三周年”活动，大陆游客看到法轮功学员炼功的庄严殊胜场面，纷

纷拿起照相机拍照纪念。其中有人和记者聊起来都说感到很震惊，看到的和中共

宣传竟完全不同。周姓大陆客说，他在网上有看到法轮功真相，但来台湾更能真

切感受到法轮功在国外自由炼功的真实性。 

台湾法轮功学员于自由广场，拉起“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世

界需要真善忍”的巨型横幅。纪念活动开始，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溪发

表声明表示，1999 年 4 月 25 日超过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信访办

公室集体上访，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和平并且合法的上访行为，但中共为迫害

法轮功却制造“围攻中南海”谎言，根据当时现场诸多疑点显示，四二五事件事

实上是中共设计、构陷、有预谋的事件。张清溪强调，自 1989 年六四大屠杀以

来，中国无人敢在肃杀的中南海附近，集体诉求这样的基本人权。法轮功学员为

维护基本人权的四二五上访，正是大勇大忍、正义纯善的表现。他说，中共为迫

害法轮功制造的“围攻中南海”事件，误导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法轮功学

员在此集会，是要揭穿中共谎言，相信在大家了解真相后，必将一起来制止迫害、

彰显正义，共同走向人类美好的未来。 

在中国输出入银行工作的徐同申表示每年都会来参加 425 纪念活动，他有感

而发说，大陆人应该把握机会了解真相，法轮功学员真的是为了他们好，希望他

们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颜倩诒说，大陆客可以比较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

不同，希望他们认清中共邪党的真面目，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选择走向一

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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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贵找到答案了科技新贵找到答案了科技新贵找到答案了科技新贵找到答案了    

他是现代人所称呼的“科技新

贵”。黄明胜先生，自台湾大学资讯

工程系毕业后，便即进入台北市一

家电脑公司服务，三十岁出头，即

已经是该公司软体研发部经理。 

1997 年 1 月，黄先生因缘际会

修炼了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他，

在心境及人生态度上有了一百八十

度的转变；他说：“修炼法轮功让我

内心有种喜悦感，好像得到了无上

的智慧……人生原来可以过得这么

轻松愉快，这么有意义。” 

柳暗花明见晴光柳暗花明见晴光柳暗花明见晴光柳暗花明见晴光 

黄明胜是马来西亚的华侨，高

中毕业后，因父亲意外获得一笔彩

金，而有了到台湾攻读大学的机会。

大学时期每年寒、暑假，黄明胜都

和侨生们一起打工，由于经常到工

地从事粗重的工作，种下背痛的病

因，也由此获得人生转折的契机。 

1995 年，黄明胜在台湾顶尖学

府台湾大学的热门科系──资工系

顺利取得学士学位后，进入台北市

的一家电脑公司担任助理工程师。

初入社会不到一年，黄明胜背痛的

情况越来越重，他求医诊治，几个

月过去，也不见好转。 

同事见他为病痛所苦，向他介

绍法轮功。黄明胜说：“那是 1997

年的 1 月，去上了法轮功九天学习

班，看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并

且学会五套功法。每次炼完功后，

感觉身心很轻松愉快，很舒服。”不

知不觉的，他再也没有背痛的困扰

了。修炼法轮功，对于祛病健身有

着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这种实例

在法轮功学员中俯拾皆是，没有什

么稀奇。黄明胜说：“我受益最大的

是心性方面的提升。还有很多从小

到大所遇到或听闻到的，现代科学

无法解释的事情，在法轮大法中都

找到了答案。” 

打开自闭与忧忿的门窗打开自闭与忧忿的门窗打开自闭与忧忿的门窗打开自闭与忧忿的门窗 

个性内敛的黄明胜，在修炼法 

 

轮功之前，有着很孤单的感觉，心

情不好可说是常态。黄明胜说：“从

小到大，我的朋友不多，仔细算来

也只有一、二个而已。很多事情搁

在心里闷着难受，如果不得法，我

可能会有忧郁或自闭。得法之后，

有了很好的学法环境，在学法点或

炼功点上与同修们交流切磋，敞开

胸怀讲出自己的不足，以及如何去

掉执着的过程，不会觉得可耻或不

好意思。同修们只有真诚的互相勉

励共同精进，不会有人嘲笑或讥讽。

法轮大法纯净的场，打开我自闭倾

向的心胸。” 

从负面思维到正向坦荡从负面思维到正向坦荡从负面思维到正向坦荡从负面思维到正向坦荡 

开发电脑软体是个很花脑筋的

工作，黄明胜切身体会修炼大法之

后，比较容易静下来分析问题，想

想自己哪里没做好才出现问题，而

不是像一般人或自己之前那样，首

先推责任。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

让他更有责任心，当向内查找自己

后，问题往往就很容易迎刃而解。 

黄明胜说：“我很幸运，出社会

工作一年之后就得法，可说是在工

作中修炼自己。修炼大法后，遇事

遵循真善忍法理的指导，向内查找

自己的不足，去掉执着，带来相应

的好处，使我心胸日渐祥和，能够

一改往习负面的思维，正面看待而

且平静的去处理问题，原本棘手难

解的事情也很容易就化解掉，好像

智慧大开，其实都是因为有了法轮

大法这个法宝的原故。”公司的老同

事和上司都知黄明胜是法轮功修炼

者，待人处事真诚恳挚，不敷衍搪

塞，不会讲谎话，有几次老板还说：

“我知道你们修炼人不讲场面话虚

应故事，因为都讲真善忍嘛！” 

与众不同的气度与风范与众不同的气度与风范与众不同的气度与风范与众不同的气度与风范 

2005 年，黄明胜本于孝心向公

司提出辞呈，要回馬來西亞陪伴年

邁的父母。老板极力慰留，并且提

出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工作你可 

以带回马来西亚去做，然后透过网

路传送与联络。”拗不过老板的诚

意，黄明胜答应了下来。 

在回马来西亚前夕，黄明胜向

公司提出一些事情，公司高层和同

事们很惊讶地发现，黄明胜跟他们

谈论的竟然都是：“这些我所开发的

产品，以后要怎么样维护、怎么样

发展。”完全都是站在公司的立场设

想，对于往后自己每隔半年，往来

于台湾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工作条件

与待遇，则是只字未提，他们真切

地见识了法轮大法修炼者与众不同

的风范。就这样，黄明胜半年在台

湾，半年在马来西亚，直到 2010 年，

才又回到台湾，并于去年在台定居

下来。黄明胜说：“修炼之后，凡事

有真善忍法理作为指导，能够走出

维护自我的私心，现在都能正向去

思考与面对事情，内心非常平静祥

和。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活得明明

白白，我的人生变得非常有意义，

既快乐又精彩。” (作者：郑语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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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动态网可透过国外信箱发邮件给 d_ip@dongtaiwang.comd_ip@dongtaiwang.comd_ip@dongtaiwang.comd_ip@dongtaiwang.com    欢迎浏览法轮功 http://www.falundafa.org 

 

医生也奇怪医生也奇怪医生也奇怪医生也奇怪：：：：还没手术就好了还没手术就好了还没手术就好了还没手术就好了 

我弟媳才三十几岁，2009 年得了腰部脱节，不能

走路，用了很多治疗方法不见好转。有一段时间专程

坐车去城里医院治疗，效果也不太好，钱没少花，腰

痛越来越重。后来决定去丹东大医院治疗，那的大夫

说腰部做手术需要一万元，好不好还不保证。虽然如

此，也得试试。上车走时，弟媳是被几个人抬上车的，

躺在车上，家人难过，邻居同情。 

母亲和弟媳在一起生活。母亲已是 78 岁高龄的老

人，干活也很吃力。我知道后回家帮助做饭、洗衣服。

我跟妈妈说：别难过，要想让你儿媳妇儿尽快好起来，

咱们一起帮她真诚的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妈妈一听就说：“好！以前我也念过，真有效果。”这

样，我和妈妈、两个侄女、我四妹五个人，诚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随后我打电话给弟媳妇儿，让她也念，她答应了，

但她说：“你弟弟他不念。”我叫她把电话给弟弟，我

说：“你也帮她一起念，只要对咱好，咱就试试，再说

了，一万元手术费你都敢试试，念‘法轮大法好’你 

基层人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事例基层人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事例基层人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事例基层人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事例 

在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和无神论

洗脑下，有的中共最基层的村职人

员和普通的村民没能看穿中共的谎

言宣传，在面对法轮功学员的慈悲

讲真相中，站到了恶党的一边；有

的人本身就失去基本的良心，主动

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无论什么样

的人，“善恶有报”是天理，毫厘不

爽。下面是发生在大陆各地的参与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的恶报实例。 

湖北省老河口市村主任程有峰湖北省老河口市村主任程有峰湖北省老河口市村主任程有峰湖北省老河口市村主任程有峰

假公济私遭恶报假公济私遭恶报假公济私遭恶报假公济私遭恶报 

程有峰，湖北省老河口市牛湾

镇牛湾村人。自 1999 年以来，程有

峰一直担任该村主任，然而，程有

峰身为村主任本应为村民办好事，

但他却利用职务之便经常假公济

私，并且长期迫害该村法轮功学员

高玉芬。程有峰曾多次把高玉芬带

到村治保队进行非法禁锢。 

2012 年 1 月 10 日，程有峰接

邪党通知，在农历新年前对困难家 

庭进行“慰问”，所有的“慰问”对

像由镇政府负责核实，“慰问”物质

也由镇政府统一发放到村，再由村

发放到个人。当日下午，程有峰开

着载满慰问物资的私家车返回村

里，他并没有完全按照镇里提供的

名单进行发放，除了几个与自己关

系好的困难户以外，其他慰问对像

均被程有峰否认，包括法轮功学员

高玉芬，其实程有峰早把高玉芬的

慰问品留为己用。 

结果，程有峰在回家路上，经

过小桥时，连人带车掉进了桥下的

水渠里。原来因为下雨，桥面上积

了一个大水坑，奇怪的是，随后的

几辆车都很顺利的过了桥，唯独程

有峰出现了问题，现在他的四肢几

乎全摔断了。 

程有峰贪污法轮功学员和其他

人的物资，做恶事，自有老天爷来

收拾。 这也是“善恶有报”的天理

在起作用。 

听信谎言听信谎言听信谎言听信谎言    助纣为虐助纣为虐助纣为虐助纣为虐    四川村四川村四川村四川村

民尹显得遭恶报死亡民尹显得遭恶报死亡民尹显得遭恶报死亡民尹显得遭恶报死亡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新

合村七组村民尹显得，听信中共邪

党迫害法轮功的谎言，不明真相，

黄许镇派出所、六一零（中共为迫

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凌

驾于公检法之上）叫他跟踪监视法

轮功人员，他多次打电话诬告法轮

功人员。法轮功人员当面给他讲真

相，炼法轮功是做好人，劝他不要

跟派出所干坏事。尹显得根本不听

劝告，他说：共产党每月给我两千

多元钱。结果，三月后尹显得得癌

症，在一年后，2012 年 3 月 9 日死

去。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

与来迟”，千万别为了眼前的一点利

益，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希望那

些还在被邪党谎言所蒙蔽的人们，

能静下心来了解一下法轮功真相，

不要在不明不白中助纣为虐。 

怎么就不试试看呢？”他答应说：“好吧，试试看吧。”

就这样，我们全家人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 

因老挂记弟媳的病情，大家一想起她住在医院里

就念，一想就念。等到第三天，我丈夫不放心，就打

电话问问病情怎样，电话那边传来了弟媳欢快笑声，

她高兴的说：“三姐夫，我好了！腰不痛了！一点都不

痛了，自己都不敢相信，故意扭动、蹲下、起来也不

痛了。专家也说：真奇怪，还没做手术病就好了！也

跟着高兴。” 

经历了这件神奇事后，我们全家及亲属都对大法

有了新的认识、看法。不像以前那样，一提“法轮功”，

他们就相信中共媒体那些诬蔑大法的那些谎言，亲自

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明白了法轮功是教人向善、救人

脱离苦难的好功法，现在我们家人及亲属身体有不舒

服时或有急事、难事都会想起敬念这九字吉言，“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诚念时都能逢凶化吉、遇难

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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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逐流；面对遮天蔽日、空前绝后

的邪恶打压，他们依然坚如盘石，

以大善大忍的胸怀，理智平和的讲

清事实真相，抵制流氓集团迫害，

唤醒世人良知善念，开创着人类历

史新纪元。 

每次同这群人接触，都让我受

益匪浅，那种道德升华后所带来的

纯正高远境界的思想与言行，真会

令人立即肃然起敬；那纯善本性所

表现出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高

风亮节，确实让人有见贤思齐的感

慨。 

而当我发自内心的表达对他们

的欣羡、敬慕之时，他们又都无一

例外的谦逊的告诉我，他们只不过

是在按照那本教人向善的奇书——

《转法轮》所讲的法理在做一个好

人而已。这又引发了我内心深处埋

藏多年的渴望：那么，能够在世风

日下、人心沦丧的污浊尘世中传出

他的博大无边的高深法理，能够使

全世界亿万人身心受益、道德升华、

社会稳定，而又能够让战天斗地、

杀人如麻的中共邪匪又敬又怕的法

轮大法的创始人，又该是怎样的使

人仰之弥高、敬佩不已呢？…… 

多少匪夷所思的困惑，多少无

端荒诞的想法，竟如漫漫严冬累积

的残雪一般，就在这润物细无声的

绵绵春雨中消融殆尽了。 

于是，每当自己被恶毒谎言所

蒙蔽、欺骗，被变异观念带动而随

波逐流想要挑剔指责之时，我就会

扪心自问：对法轮大法的相关事实

自己究竟了解多少？我看过那本已

经使一亿多人身心受益的不世奇书

《转法轮》了吗？我看过那些突破

千难万险送到手边的法轮功真相资

料了吗？我亲口问过法轮功学员那 

有这样一个故事，它穿越漫长

悠远的岁月，历久弥新，就象久旱

的甘霖，滋润着人们荒芜的心田；

就象沙漠里的一泓清泉，洗涤着我

们尘封的心灵。 

无论历经了多少个流传的版

本，无论跨越了多少次时代的变迁，

故事的开头通常都是这样的：从前，

有一个养蚌人，他为了培育成一颗

稀世的珍珠来了却一生的宿愿，就

来到沙滩上，开始挑选想变成珍珠

的沙粒。从清晨到傍晚，养蚌人都

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挨个问沙

粒：你愿意跟我去变成一颗珍珠

吗？几乎所有的沙粒都这样回答：

我不愿意。最后，养蚌人近乎绝望

了。 

就在此时，有个非常平凡的小

沙粒答应了养蚌人。旁边的沙粒都

嘲笑他：到蚌壳里居住，阴冷潮湿，

没有清风、明月、阳光、雨露，缺

少亲情、呵护、关心、帮助，只有

苦雨、凄风、孤独、寂寞，一生辛

苦付出却不知最终结果如何，真是

太不值得了！沙滩上没有一个同伴

赞同他，可小沙粒还是毅然跟养蚌

人走了，无怨无悔。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转瞬间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嘲笑小沙粒的

那些同伴早已了无踪影，或被时间

风化成齑粉，或被潮水冲刷进岁月

的深渊。不经意间，当初的小沙粒

已变成一颗晶莹剔透、熠熠闪光的

珍珠。 

每当念及此处，都往往令我心

潮荡漾，思绪悠悠，不由得追想起

当今社会上那一群朴实无华、纯真

善良的人们，面对滚滚红尘、奢靡

浮华的世俗诱惑，他们依旧坚守做

人的根本理念，重德行善，不肯随 

 

些“敛财”、“不让吃药致死”、“自

杀〔自焚〕”、“杀人”伪案究竟是怎

么回事了吗？对于天怨人怒、人神

共愤的中共邪党的滔天罪恶，我真

的明察秋毫了吗？面对觉醒人们发

自内心的摒弃邪政、选择光明的“三

退”大潮，我又该以怎样的心态看

待呢？ 

就像蝴蝶在翩翩飞舞前必定要

经过茧蛹的痛苦挣扎，就像珍珠在

照亮夜幕前一定要走过蚌壳的无尽

黑暗，随着一步步亲自了解与独立

思索，我心中忽然间感到云开雾散，

眼前顿时豁然开朗：其实，卑劣小

人的欺世谎言，恰恰印证了法轮大

法的纯正美好；中共邪党的疯狂迫

害，更加彰显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 

就在我们身边，一个个看似平

凡却坚贞清逸的法轮功学员，恰似

一朵朵乱世末劫中迎寒绽放的雪

莲，展现着“真、善、忍”的美好；

又像一颗颗纯净无暇的珍珠，在茫

茫黑暗中熠熠生辉，给人们带来那

份久远期盼的光明和希望。 

“莫为浮云遮望眼”。朋友啊，

就让我们用自己的良知善念和智慧

头脑来清醒面对法轮大法洪传世界

及以“三退保平安”的历史大潮吧。

或许，当理智选择而回归善良本性

之后，你会蓦然发觉，原来自己也

是一颗璀璨夺目的珍珠。 

(作者：德龙) 

 

 

人生感悟：沙粒成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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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诗：五言律诗(二十六) 

 

题松汀驿题松汀驿题松汀驿题松汀驿            张祜张祜张祜张祜    

    

山色远含空山色远含空山色远含空山色远含空，，，，苍茫泽国东苍茫泽国东苍茫泽国东苍茫泽国东。。。。    

海明先见日海明先见日海明先见日海明先见日，，，，江白迥闻风江白迥闻风江白迥闻风江白迥闻风。。。。    

鸟道高原去鸟道高原去鸟道高原去鸟道高原去，，，，人烟小径通人烟小径通人烟小径通人烟小径通。。。。    

那知旧遗逸那知旧遗逸那知旧遗逸那知旧遗逸，，，，不在五湖中不在五湖中不在五湖中不在五湖中。。。。    

 

【作者】 

  张祜，字承吉，唐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人。

生卒年月不详。张祜寓居姑苏的时候自称处士，喜欢

保持高尚的节操，有文才，所交往的知己都是当时的

杰出人物，但是不喜欢科举文章，所以未有功名。令

狐楚曾上表推荐给朝廷，但是受到元稹的嫉妒而未能

受到任用，于是寂寞而归。张祜生性喜爱游山玩水，

江南的名山古剎都被他游遍了。他的诗极富神韵，早

期擅作宫体艳诗，年长后诗意婉约含蓄，是唐诗中的

上品。著有《张处士集》。 

【注释】 

  ﹙1﹚松汀驿：驿站名。在江苏境内太湖的边上。 

  ﹙2﹚含：包含。 

  ﹙3﹚空：指天空。 

  ﹙4﹚苍茫：形容无边无际的样子。 

  ﹙5﹚泽国：形容水多的地方。 

﹙6﹚海：地面潴水区域大而近陆地者称海。内陆

之水域大者亦称海，此处指太湖，面积有 2,420 平方公 

里。太湖又称五湖。 

﹙7﹚迥：远。 

﹙8﹚鸟道：指仅容飞鸟通过的道路，比喻山路狭

窄。 

﹙9﹚人烟：指有人居住的地方。古人烹饪时都以

柴草为燃料，燃烧时会产生浓烟，所以见到炊烟就表

示有人居住。 

﹙10﹚旧遗逸：指遗世独立的老朋友。 

【诗中有话】 

  这首诗是诗人到太湖找不到朋友，落脚在湖畔一

个名叫松汀驿的驿站时，题在壁上的诗。诗里除了对

访友不遇表达了遗憾外，也把松汀驿的美景介绍给大

家。 

  松汀驿只是太湖东岸边上的一个供人宿食及停车

置马的小旅店，但却美景无限，可见太湖的美名绝非

虚传。 

太湖古称震泽、笠泽、五湖，面积古称三万六千

顷，如今约 2,200 平方公里，有日见缩小的趋势。因

为水秀山明，湖中水产丰富，所以开发的很早，在春

秋时代就是吴王夫差打猎游憩的地方。 

  太湖得天独厚，山水相连，放眼望去，碧波万顷，

湖天一色，湖中有岛屿四十八座，连同沿湖山峰号称

“太湖七十二峰”，集明媚秀丽与雄浑壮观于一身。有

人说：“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但是最近太湖却

因湖水污染，产生大量黏稠的蓝藻，威胁湖中水族的

生存而成了臭湖，致使湖水无法饮用，且臭气冲天，

沿湖的居民纷纷走避他乡。 

难道是诗人的朋友在一千二百年前就预料到有这

个现象，所以提前离开太湖吗？太湖碧波万顷，短短

的数十年就让它面临到这么严重的浩劫，孰以致之？

孰能致之？是大自然的抗议还是反扑？我们想过吗？  

鹿的故事鹿的故事鹿的故事鹿的故事    

在古时候有一个猎人经常打猎，由于他涉猎百发百中，是个远近闻名的好猎手。 猎人也以此为豪。 

有一天，猎人象往常一样步入森林打猎。他忽见一对母鹿和小鹿在森林里漫步，母鹿在前，小鹿紧跟在后。

母鹿不时地回头，仿佛是催她心爱的小鹿：“快快走，别走丢了”。 

就在这时，猎人毫不犹豫地举起他的弓，一剑射中了小鹿的脖子，顿时鲜血如注，小鹿慢慢的倒下而死。

母鹿见此也慢慢的倒在了小鹿的身边。 

猎人快速的走近了母鹿和小鹿，只见母鹿也死了，且神情尤为悲伤。猎人觉得很奇怪，他根本就没有射母

鹿，母鹿怎么就死了。就一刀打开了母鹿的腹部，母鹿的心，肝和肺都已裂开。母鹿是因为小鹿悲恸欲绝而死。 

猎人看了后，觉得十分难过和内疚，埋葬了母鹿和小鹿。从此他再也不打猎，并归隐山中修道，终于修成

圆满。（作者：陆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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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而行三思而行三思而行三思而行    

季文子遇事都要考虑多次才去做。孔子听到这件事情后，说∶“一件事情考虑两次就够了。” 

季文子是鲁国大夫，他为官清廉，生活俭朴。据传他家中无人穿丝绸做的衣服，只穿布做的衣服；日常生

活所需用品只重其实用性，并不讲究是否精致名贵。因此，众人都称赞他是一个廉直忠实的人。不过，季文子

处事非常小心谨慎，往往一件事情要经过一再的考虑才能下决定。但孔子认为做事考虑太多，过于谨慎，反而

会产生弊端。 

“三思而行”这句成语，就是从孔子说的这段话演变而来的，比喻做事小心谨慎，反复思考后再行动。 

（作者：正见文化课教材编辑小组） 

女娲补天的启示 

女娲补天极其繁杂、艰难，民

间传说中记载：女娲先在江河拣了

许多五色石子，又用大火把石子烧

了九天九夜，炼成红、黄、蓝、白、

黑五色混和的石浆，然后一勺一勺

的把石浆灌进天上的窟窿，把崩裂

的地方修补好。 

说起女娲为了造福于华夏民族

补天这段历史，不得不回顾一下上

古时期一个作恶多端，无法无天的

共工氏康回。“却说伏羲氏的末年，

这个冀州地方出了一个怪人，姓康

名回，生得铜头铁额，红发蛇身，

想来亦是一位天降的魔君来和人民

作对的了。那康回相貌即如此怕人，

性情又非常凶恶，当时他地方上的

人民就推戴他做了首领，号称共工

氏。他即做了首领之后，霸有一方，

常带了他凶猛的人民来争中原，要

想做全中国的大皇帝。他们既然熟

悉水性，所以和他人打起仗来总是

用水攻，因此附近各国都怕他，差

不多都听他的号令。这康回就此称

霸于九州岛岛，因为擅长用水的原

故，自以为得五行之中的水德，一

切官制，都用水来做名字，亦可谓

一世之雄了。 

谁知道偏偏有人起来和他对

抗，那和他对抗的是什么人呢？是

伏羲氏的妹子，号叫女娲氏。那女

娲氏生在承注山地方，虽则是个女

子，但亦是个极奇怪的人。她的相

貌尤为难看，牛首蛇身而宣发。她 

 

的本领又极大，一日之中可以有七

十种变化，要变一种什么就是什么，

真可说是我们中国千古第一个英雌

了。” 

上古时期，华夏之民敬神拜天，

那时天、地虽然分开，但距离较近，

而且还有天梯相通，这天梯即是各

地的高山与大树。人间善良的人，

能凭着智谋和勇敢攀登天梯，直达

天庭。那时候，凡人有了冤苦之事，

可以直接到天上去向天帝申诉，神

亦可以随便至凡界游山玩水。 

颛顼帝为华夏上古时期五帝

(黄帝、帝喾、唐尧 、虞舜、颛顼)

之一，被称为北方水德之帝。颛顼

帝在位期间施行仁政，四方慕德而

服，鸟兽尽皆感化。颛顼帝的大德

智慧，使善者心悦诚服，却使邪恶

的共工恨之如骨，共工妒忌的简直

发了狂，便纠集一些同样鼓吹无法

无天而对颛顼帝不满的恶势力组建

成一支军队，轻骑短刃，突袭天国

京都。颛顼帝闻之，便率军与共工

氏的恶人从凡界到天上大战了几个

回合。厮杀期间，因颛顼帝做的是

为民除害的好事，天界的神也大力

的出手帮助，其中有人形虎尾的泰

逢和龙头人身的计蒙等助颛顼帝一

臂之力。 

反观共工的部众，早已经人仰

马翻，几乎到了全军覆没的地步，

双方辗转杀到了撑天的巨柱不周山

下，共工的兵力早已敌不过正义的 

力量，于是他歇斯底里的撞倒了这

个天梯，不周山就这样被它拦腰撞

断，横塌了下来。不周山被撞断后，

天就塌下半边来，还露出很多大窟

窿，地面也裂开了，出现一条条的

深坑裂缝。女娲看到了自己的子民

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为了让人们重

新过上自然的生活，女娲毅然的修

补了残破的苍天。 

我们在敬仰女娲无私的为自己

的子民付出时，身为华夏民族的子

民，您是否也感受到在当今的社会，

也有一群为了拯救民族的生死存亡

而默默付出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诚挚

期盼？如果说共工氏康回代表的是

一股邪恶的势力，那么在今天，相

信用您的智慧也一定能判断出中国

贤良受辱，小人猖獗的根源，那就

是这个西来的邪灵，共产邪党在作

祟。 

中共邪党自从 1949 年颠覆中

华民国，全面占领中国大陆之后的

60 年里，杀害了至少八千万中国人，

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

总和。中共邪党建政 60 年的历史是

鲜血和谎言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

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

人知。中国人需要自救，需要反思，

需要摆脱共产邪党。只有解体中共

邪党，中国民众才能摆脱无尽的苦

难。为了您生命的永远，请选择退

出中共邪党（团、队）。 

（作者：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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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场再爆满加场再爆满加场再爆满加场再爆满    纽约人看神韵识别中共党文化纽约人看神韵识别中共党文化纽约人看神韵识别中共党文化纽约人看神韵识别中共党文化 

神韵巡回艺术团自四月十八日

重返林肯中心五天演出六场，场场

爆满，因观众强烈要求，一周前临

时决定于 4 月 22 日晚再加演一场，

只有七天的售票时间，但不影响神

韵火爆强劲的票房，最终又爆满。

当晚 7 点，雨下得虽大，却抵不住

纽约观众们更高的热情。 

22 日在林肯中心的神韵晚场

气氛特别，剧院内充满了欢乐与喜

庆，来自纽约各族裔的主流社会民

众对神韵艺术团 2012 年在纽约的

演出充满感佩。纽约参议员 Kevin 

Park 与女友出现在神韵演出现场，

演出中场时，参议员对演出赞不绝

口。当晚也有很多纽约投资界、艺

术界、政治界、教育界的主流民众。 

众多美国人看神韵明白众多美国人看神韵明白众多美国人看神韵明白众多美国人看神韵明白““““中华中华中华中华

正统文化不是目前大陆的中共党文正统文化不是目前大陆的中共党文正统文化不是目前大陆的中共党文正统文化不是目前大陆的中共党文

化化化化”””” 

观众来自纽约主流社会的艺

术、工商、政治各界，无论种族，

都发自内心地不吝以最美的词汇赞

美神韵，众多的美国主流民众说，

自己以前并不了解中国文化，或者

所知皆为中共文化，通过神韵才了

解到中国传统文化来自神传，精神

信仰的修炼为核心；他们表示从神

韵节目中看到佛、道、神，看到“万

王之王”，看到人类的希望；在面临

善恶之际，他们懂得要如何做出正

确的选择。 

现在，众多的美国人看神韵明

白了“中华正统文化不是目前大陆

的中共党文化”，也理解了为何目前

神韵不能在中国上演的原因，因为

中共党文化与神韵展现的中华正统

文化格格不入，从神韵演出中也发

现了此点。 

从 18 日起神韵巡回艺术团在

林肯中心演出的第一场开始，就有

仰慕神韵盛誉的观众远渡重洋从欧

洲、中国大陆等地专程飞来观看， 

 

场场演出均是爆满，一票难求；而

纽约这个世界之都的许多游客更是

在观赏神韵后，又将神韵美名口耳

相传。神韵三个同等规模的演出团

巡回世界各大城市，将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及真诚、善良、谦忍等普

世价值带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银行家夫妇银行家夫妇银行家夫妇银行家夫妇：：：：真正的中国文化真正的中国文化真正的中国文化真正的中国文化

内涵深远内涵深远内涵深远内涵深远    

拥有一家提供医疗服务公司

Medicine Home Management 的老板

Donna Sylvestri 乐得手舞足蹈地

说：“千言万语都无法尽述神韵的

美丽，比如荷叶、雪花、水袖等舞

蹈中，女演员行云流水的姿态身法

中流露出的韵味，令我回味无穷，

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中女性的仪态

大方、温文尔雅。” 

与她同来看 22 日晚加场神韵

晚会的先生 Ronald Sylvestri 是位

银行家，任 Hudson Valley Bank 资

深副总裁与纽约地区经理。他非常

感同妻子的认识，“奇异超群，出

乎意料之外的优秀，宏伟而辉煌！

我爱神韵！” 

他赞叹神韵能将中国文化历史

如此“鲜活地呈现出来，让人真实

地感受到——那服装、那故事、那

人民、那感觉……我是说，那一切

的一切，这就是中国！” 

Donna Sylvestri 说：“我也

是没有想到，今天看到神韵才看到

了真正的中国文化，我发现，神韵

展现的中华文化与现在的中共统治

下的文化不一样。从神韵中我看到

中国人对信仰的坚持、文化中内涵

的博大，神韵今天用这样美丽的方

式表现出了真正的中国文化。” 

Donald Sylvestri 最后说：

“今晚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而美好

的一个夜晚，能观赏到神韵是一件

非常特别而奇妙的事，我们从现在

起年年都会来看神韵的，这是毫无 

 

疑问的。” 

艺术家艺术家艺术家艺术家：：：：神韵带来希望神韵带来希望神韵带来希望神韵带来希望         

装饰艺术家、Me & Hue 装饰店

的老板 Heidi Ehman，谈到神韵艺术

喜上眉梢，对神韵的服装、背景的

艺术美推崇至极，“无与伦比的美丽

动人，如此奇妙的舞台艺术前所未

见。” 

话锋一转，她说自己最感动的

还是神韵传递的“信仰自由”信息。

她说自己是一名基督教徒，碰巧刚

于 22 日当天在教堂做礼拜时就讨

论到关于信仰自由的问题，“神韵展

现的信息为我今天画上了完美的句

点。” 

她看到神韵的压轴戏——正邪

的较量从亘古延续至今，走到了大

结局的时刻。大劫将至之时，主佛

降临救众生，守住善念的世人渡过

劫难，天门大开，众神归位。“我看

到正义终会战胜邪恶。”她说，“神

韵带给我们希望。”  

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州众议员：：：：善恶的选择善恶的选择善恶的选择善恶的选择 

我站到正义那一边我站到正义那一边我站到正义那一边我站到正义那一边 

许多观众都表示神韵《选择》

这个节目最令他们触动。《选择》讲

述了一对青年学生的人生抉择，体

现法轮功修炼者在迫害中表现的大

善大忍与对信仰的坚持。 

美国纽约州众议员艾里克‧史

蒂文森（Eric Stevenson） 22 日晚

第 2 次看神韵晚会，他表示从神韵

晚会中看到“基于和平的、无尽的

安详与宁静，这种来源于中华文明

的美好让我也联想到世界各地其他

的一些信仰。” 

“我确信法轮大法没有错，她

代表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我认为

善良与正义（的生命）已被唤醒，

是需要他们做出对与错的抉择的时

候了，在此时我会站在善良与正义

的一边，站出来呼吁停止迫害信

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