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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庆祝“五一三”
大陆游客三退
5 月 13 日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
台湾北区部份法轮功学员于 5 月 1 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前的广场上
举办活动，庆祝即将于 5 月 13 日到来的 “世界法轮大法日”，恭贺李
洪志先生华诞，感谢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 13 日将“真、善、忍”
宇宙大法公诸于世，并传于世人，恩泽全世界上亿人受益的恩德。
他们以集体炼功、正法之路图片展及艺文表演等方式，向世人展现
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殊胜。现场还有免费教功。
来自河北的十几位观光客在现
场拍照留念，其中五十多岁的李先
生叮嘱：一定要把标旗和横幅上的
“法轮大法”、“世界法轮大法日”
和“真善忍”都照进来。他表示第
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不虚此行，李
先生难掩感叹：
“唉，这怎么说呢？
真的是没法说！”照相后，他们带着
中国游客：一定要有法轮功！ 愉快的神情走向旅游车，并表示期
两对男女朋友从菲律宾来台旅 望下次还有机会出国看法轮功。
游四天，今天是第三天，看到法轮
几年来，在景点讲真相的法轮
功学员大炼功的庆祝活动感到很新 功学员都说：
“今年很不一样，去年
奇，觉得氛围很好很感动也很舒服， 以前，陆客大都在国馆回廊或阶梯
他们与炼功场面合照，每人都拿了 上远观，在广场上也是不敢太靠近
真相资料，很高兴地表示要带回家 炼功场和艺文舞台。今年很多进场
去，告诉家人在台湾看到的奇景（指 坐在座位上看表演，很多人还做了
集体炼功和庆祝活动）
。
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相较
庆祝活动中，有的学员身着仙 往年明显不同。”两位五十多岁的男
女服向游人派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 士看完艺文表演后走出场地，主动
和印有“法轮大法好”的小莲花， 翻阅法轮功学员手上的真相资料，
许多人、尤其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 叹气说：
“这些内地看不到，也不让
拿到莲花之后，笑逐颜开地向“仙 看的。
”
女”致谢并说：“法轮大法好！”旁
庆祝“五一三” 中国大陆游客
边的同伴也附和说：
“真对！法轮大 三退
法好！”有的排队拿莲花和真相资
从上海来台自由行的一对五十
料，主动了解法轮功真相，有的还 多岁夫妻，表示知道出得国来就要
帮家人或旅游团同伴拿。也有许多 多听多看多了解，他们很想退出共
中国游客把集体炼功场当成背景合 党组织又担心是搞政治。法轮功学
照，叮咛拍照的同伴说：
“怎么拍都 员锦对女士向他们说明三退的意义
行，一定要有法轮功。
”
和重要性，以及为什么三退不是搞
中国大陆游客：期待下次出国 政治等真相。男士说他们了解共产
党有多坏，所以绝不加入共产党，
再见法轮功！

但是戴过红领巾。锦对说：
“共产党
是西来幽灵，不是中国原有，想想
中国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共政
权至今不过七十多年，怎与中国划
上等号？我们要做清清白白的中国
人，不做列宁子孙！”几句话道破了
夫妻俩的盲点，双双取化名退出少
先队，随后又把三十来岁的女儿找
来，也请锦对帮取化名退出少先队，
一家三口不断向锦对女士道谢之后
才道别离开。
带着福州乡音的一对夫妻，向
法轮功学员马女士表示，小时候戴
过红领巾，不过现在在国外都有身
份，算是自动退出，早与共产党没
有任何关系了。马女士告诉他们，
不是 说 你 不理 会 共产 党 就算 是退
出，当你握着拳头对着共产党旗发
誓时，已被抹上兽印，不声明退出
的话，这兽印和毒誓永远存在，等
到老天要与中共清算血债时，可是
要成为它的陪葬品的，我帮你起个
化名退出，抹去兽印、清除毒誓，
才是保平安之道。俩人听清个中道
理，马上用化名退出少先队，并向
马姐道谢。
来自浙江的二位中年男士，带
着玩笑的态度跟法轮功学员夏女士
说，他们没参加过什么，也没什么
文化，所以没什么退不退的问题。
夏女士告诉他们：“没文化没关系，
但要知道善恶好坏，三退是为自己
保平安，期许有个美好的未来。”夏
女士接着举出周永康等恶人恶报的
例子，二位中年男士越听神情越来
越认真、严肃，前后态度有了一百
八十度的转变，明白真相之后，俩
人取了化名，一个退出少先队，一
1
个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

愿您了解法轮功真相‧欢迎突破封锁浏览法轮功资料 http://goo.gl/VBqD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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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声明精选

【国 际 宗教 自由 报 告： 法轮 功 学员 被强 摘 器官 】 美国国际宗教 自由委 员会
（USCIRF）5 月 2 日发布 2016 年年度报告。报告表示，2015 年，中共继续严重
侵犯宗教自由，继续迫害法轮功、人权律师、维吾尔人士、藏族佛教徒等群体；
可靠报告显示，中共继续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委员会建议美国国务院继续将中
国列为“特别关注国（CPC）
”
。自 1999 年至 2014 年，美国国务院一直将中国列
为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
。
这份最新发布的二零一六年度报告涵盖时间横跨 2015 年 2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也列入部分在此之后发生的重大事件。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机构，八位委员分别由美国总统及联邦参
议院、众议院的领袖任命。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各国的宗教自由现况以及
有无违反宗教自由的事情，向美国总统、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提供政策方面的
建议。
报告说，2015 年，中共继续严重侵犯宗教自由。中共和地方政府继续强制
拆除十字架和毁坏教堂；时而对维吾尔人士、藏族佛教徒进行暴力镇压；骚扰、
监禁、关押法轮功学员、人权捍卫者和其他人士。基于此类长期存在的侵犯宗教
自由的趋势不断延续，委员会再次建议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CPC）
”
。
报告说，法轮功学员通常被关押在“黑监狱”和洗脑中心，可靠报告显示，
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性虐待、精神病试验和被强摘器官。
据报告，2015 年，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被送往洗脑中心或其它拘留
设施。洗脑中心是一种涉及酷刑的法外拘留形式。
报告还说，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尤其成为（中共）强摘器官的目标。中共卫
生官员声称，从 2015 年 1 月 1 日开始停止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但是很多人权
倡导者认为，中共的这一行径依然在继续。
报告说，2015 年，中共加剧打压人权律师和异见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士
倡导宗教自由或受理不同信仰人士的案例。为法轮功学员、基督教徒和其他人士
提供辩护的知名人权律师王宇、李和平、张凯等人，目前依然被刑事拘留或面临
颠覆或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
报告说，林耶凡（Anastasia Lin）是一位人权倡导者、法轮功学员。作为 2015
年度加拿大世界小姐，
林耶凡原定参加 2015 年 12 月在中国举行的世界小姐比赛。
中共拒绝为林耶凡签发签证，禁止她进入中国。

翁萍狱中病情严重

目前三退人数：2 亿 3681 万

共产党太坏了，现在
到处都是城管打小贩，也
没有人管，他们执行的都
是对的，老百姓都是错的，
在这样的社会里如何生存
呀。想要到国外生活，老
百姓也没有那个经济条
件，各种条件都压制人，
生意也不好做，物价也高
的吓人，基本生存都成了
问题，真不知道在走下去
会是什么。愿苍天保佑我
们，快些灭掉共产党，还
老百姓一个正常的生活！
不要再受毒米毒油毒气等
的污染，让青山碧水重返
人间!（王小波、周春、薛
天齐等 3 人）
强烈要求退出中共的
党团队！被它欺骗了几十
年了，终于可以和它切断
一切了！
（徐财富）

如何声明退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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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属要求放人

上海法轮功学员翁萍被非法关押在长宁看守所已经 11 个月，面临非法庭审。日前传出翁萍患重病，家人要
求看守所放人。2015 年 6 月 2 日，翁萍在家中遭破门而入的普陀分局长征派出所、长宁区分局国保大队及新泾
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警察将她构陷到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至近日翁萍家属得知，翁萍的身体出现严重病症，
血压高达 170-180，胆囊肿大，胆结石，随时有胆囊破裂的危险。翁萍的家属非常着急，呼吁当局立即释放翁萍。
翁萍曾在 2010 年发生突然脑溢血昏迷，当时也是血压 180，送去医院抢救，医生表示因找不到哪里血管破裂，
所以不能开刀，只能用药暂时控制，这种情况几年内复发率是非常高的，如果再次复发，就没有办法医治了。
家属非常担心，病情如果再恶化下去，随时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当时翁萍也是回家炼功学法，才使身体得到了
康复，被迫害前都没有任何不适症状。据悉，这次非法抓捕翁萍的起因，是因为在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某小区
发现真相光盘，仅仅通过一张不知道是哪里拍到的行人照片，而这张照片上的人物与翁萍五官特征不相符合，
并且只是在走路，没有任何投递动作，以及翁萍曾在 2014 年底因散发法轮功资料被行政拘留五日，就随意判定 2
是翁萍散发了这些光盘，从而实施绑架和构陷。直接责任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曹新平 02123039206
愿您了解法轮功真相‧更多内容敬请突破封锁浏览正见网 http://goo.gl/Gvxnmw

第 418 期
2016 年 5 月 12 日

“弃武从文”做好人
我从小就练武术、学摔跤，后
来也练过其它气功，可我总觉得找
不到人生的意义，心中一直有想修
炼的愿望。偶然一个机会，我去一
个修法轮大法的人家，在 1996 年 6
月 20 日，我请了一本《转法轮》，
从此后我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
我家姊妹六个，我是最小的。
父亲在法院工作，哥哥在公安局工
作。因我在家里最小，从小娇生惯
养，父亲非常疼我、宠我，所以我
脾气很不好，家里的人都让着我。
因为我从小练武术学摔跤，上学后，
经常和同学打架，谁也打不过我。
由于家庭背景，老师都不敢对我怎
么样，所以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孩
子王”，也是班干部。
高中毕业后，我被当地大型国
企的 企 业 家厂 长 招聘 去 当保 卫科
长，从此就把邪党教育的假、恶、
斗也带入了工作之中。当时工厂规
定了 36 条处罚条例，厂长说，罚款
归你科里用。
有一次，有四个工人故意迟到，
对我罚款的做法不服，有意向我挑
衅，对我大打出手，我不由分说，
把他们四个全都打倒在地。那个时
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强者，气
焰愈加嚣张。
有一天，一个新招来的工人没
打下班铃，就到食堂吃饭，我去制
止，他不服，我用腊木棒把他后背
打得跟紫茄子一样，棒子都打折了。
真是打死人不偿命的架势。围观人
都看不下去了，责问我说，
“你太狠
了，都把人打成那样了！”而我听了
却不以为然。
可自从修炼法轮大法，我就开
始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
说真话、善待他人、处处能容忍别
人，奇迹也随之发生了。
我从小患有严重的鼻炎，鼻子
没有通过气，都是用嘴呼吸，晚上

睡觉时感觉特别憋气，还闻不出气
味。有一天，我在单位值班时看《转
法轮》
，鼻子就淌黄水，我一低头，
黄水把我的鞋子都润湿了，从那以
后，我的鼻子就通气了，说话也有
鼻音了，还能闻到各种味道了，风
湿性关节炎也好了，心脏病、胆囊
炎都好了，师父把我身体净化了！
日复一日，我不断的用大法法
理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我真正的
知道了自己以往的所为是多么的愚
蠢和无知。有“党性”、没有人性是
邪党缔造的产物。有时我不注意说
了粗话和脏话，身边人就责问我：
“你学大法的还说脏话呀！你师父
是这样教你的吗？！”我说：“师父
可没有教。”“你赶紧向 你师父认
错！
”我立即就向师父认错，并说下
回不说了。就这样在大法法理约束
下，我剔除了自己那些蛮横无理的
行为。
我负责编排过年期间值班人
员，有一个职工对我产生误会，在
厂子大门口对我破口大骂。当时正
是午休时间，全厂职工都刚下班，
经过的人非常的多，大家都心想这
回这小子胆真大呀，敢骂保卫科长。
当时我非常平静，我说：
“你进屋来
说。
”他不进屋，还在外面骂我，我
说：
“你不进来，你走吧！下午上班
我俩再谈。”他被劝走了，结果下午
一上班，他拿两包茶叶来和我一个
劲的道歉，说误会我了。我说：
“没
有事，你走吧。”科里的同事心里都
不平衡，问我：
“你的脾气哪去了？
这人就是短揍！”这样的事经历好几
次，还有用拳头打我前胸，把我打
岔气的，我都淡然一笑。
后来厂子里的人都知道我学法
轮大法了，他们都说这个法轮功太
厉害了，能把你变成这样。随着我
对法理的认识的提高，并提升了对
自己品德、行为的约束，大家慢慢

的也都了解了大法的美好，也都认
同大法对提高道德的作用。特别是
公安局国保大队的队长，在中共邪
党及其头目江泽民发动对大法的迫
害时，他看到我身心的变化，他真
诚地说：
“从你身上我看到了法轮功
的神奇，你以前面目和眼神都很凶，
现在看你慈眉善目的，待人也非常
和善。”后来他也明白了真相，调到
别的部门当领导，不参与迫害法轮
功了，并且暗中还保护大法弟子。
我从好勇斗狠到今天的谦谦君
子，要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师父
用真、善、忍法理洗净了我的思想
和灵魂，去掉了我身上所有的污浊
和病苦，如果不是遇见了法轮大法，
以我那暴戾和蛮横的脾气不知道会
走到什么地步，不仅给别人带来伤
害，更会毁了自己的前程。而今，
我在真善忍法光的照耀下，和妻子
相敬如宾，对待任何人都谦恭有礼，
乐善好施，成为了顺应宇宙真善忍
特性的真正的好人。(作者：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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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佛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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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法轮功已传遍世界
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学
3
炼。

愿您了解法轮功真相‧欢迎突破封锁浏览法轮功资料 http://goo.gl/t6rL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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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位官兵的一席话
刚来到菜市场门口，就遇到三
位官 兵 提 着鱼 肉 菜乐 呵 呵的 往外
走，一位抱孩子的少妇紧随其后。
我笑迎上去问：
“几位买菜呢，好高
兴啊！”年轻军官接话道：“大叔，
有事吗？”我说“大叔没啥事，就
是看到你们，想起我当年当兵的情
景，不妨碍各位吧？”几个人应道
“没事，没事”，说罢就要走。
我马上问：“几位退党了吗？”
万没想到几个人爽快的回答：“退
了。”我半信半疑的笑说道：“可别
蒙大叔啊！”一个士官抢话说：“我
们村里就有炼法轮功的，我和这位
姐姐是一个村的，我们都是老乡，
真的退了。”我真为他们的选择高
兴，便顺口说了一句：
“祝你们平安
幸福，可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啊！”另
一个士官说：
“大叔，我们都知道了，
‘法轮大法好，诚念得福报’
”我说：
“那好，那好，再见！再见！
”
可是，我刚要走，就被年轻军

官拽住，把我拉到一边问：“大叔，
你们总说天要灭中共，不知道是怎
么个灭法？”我正要开口，没想到
那抱孩子的军官太太一本正经的问
我：
“大叔，你们法轮功学员都是怎
么样供养大法师父的？”我被她问
得竟一时语塞。
她接着说：
“大叔，我生这个孩
子时难产，准备做开腹产前几分钟，
我一下子想起孩子爸曾经看过真相
小册子后告诉我的那句话，关键时
候就念‘法轮大法好’。我念了几遍，
奇迹出现了，孩子顺产了。做人要
知恩图报，所以，我要供养大法师
父。我觉得大法师父太了不起了，
全世界那么多人念‘大法好’就灵
验，那不就是大佛、大神到人间了
吗？你告诉我怎么供养大法师
父？”
听罢她的故事，我回答道：
“姑
娘啊，说真心话，俺师父不仅从来
没要求弟子怎么样供养他，而且还

一再强调要在修心上下功夫，不要
对形式上的事情太用心。只是弟子
们深感师父慈悲救度的洪大恩情无
法表达。”军官太太“哦”了一声，
似有所悟。
我面向军官道：“我和你一样，
对中共什么时候亡、怎么亡也不知
道，但是我从形势上看，这个恶党
很可能在走极不光彩的自残自灭的
路。江泽民集团不仅是利益集团，
更是祸国殃民的犯罪集团。”
我说：
“我们是秉持真、善、忍
修炼的人，是不可能以暴制暴的。
我们坚信天灭中共，所以我们要尽
量多劝一些人退出中共。如果你们
能多劝一些官兵退出来，那可是给
自己和子孙积了大德了。”军官说：
“我们已经劝退了几个了。”我说：
“时间短，我说的很有限，给你们
个翻墙软件回去看看吧，对你们一
定会有很大帮助。”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内蒙古原邪党书记李万泉做恶得恶果
内蒙古突泉县突泉镇南祥村原邪党书记李万泉，在村当邪党书记二十多年（至二零一零年），横行霸道，鱼
肉百姓，做了很多伤天害理之事，被当地百姓称做“南霸天”。
李万泉得势的时候，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村委会的大院窃为己有，用公款吃喝嫖赌，道德极其败坏。特别
是在九九年“七二零”后，他为了自己的利益，紧跟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疯狂迫害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
他带领村干部和镇派出所的警察经常到炼法轮功学员家非法搜查、绑架、恐吓，给法轮功学员和家属造成经济
和精神上的巨大损失和灾难，例如李万泉伙同镇派出所警察将法轮功学员李守坤绑架，给李守坤造成巨大伤害。
轮功学员给李万泉讲真相劝他不要迫害好人。他不但不听，还更加仇恨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六年二月份，由于同争一个女人，李万泉的女婿持刀将李万泉的儿子杀死（李万泉的女婿原想将李
万泉全家杀死，当时只李万泉的儿子在家）。李万泉的恶行终给自己造成失子之痛和悲剧。
善恶有报是天理，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也是做恶者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可悲下场。奉
劝那些良心尚存的人，不要再迫害炼法轮功学员，给自己和子孙留条光明之路。

红朝即将亡，赶快去翻墙。墙外真世界，帮你解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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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痪二十三年后奇迹出现了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
是就在 1973 年 7 月 26 日那天，我
的命运改变了。当时我被迫到医院
做结扎手术，我因此瘫痪了。
祸从天降
手术之前我是一个健康的家庭
妇女，担负着抚养三个孩子、供养
公婆和哑巴大伯子的责任。那时我
的孩子老大七岁，老二四岁，最小
的刚刚三个月，还在哺乳期。我是
在上级的一再催促下才被迫到医院
结扎的。手术后别人三天就醒了，
可我一直到第七天才苏醒。我醒来
后，家人喜出望外，说我七天没有
吃东西一定饿坏了，劝我吃饭。我
想站起来吃饭，可怎么也站不起来，
家人就喂我吃饭，我怎么也张不开
嘴，接着发现我手也抬不起来了，
眼睛也看不见了，身子根本没有知
觉，不能动了。这时候家人急了，
去找大夫，来了好几个大夫，他们
动动我胳膊，结果胳膊和腿僵硬不
好使。然后大夫告诉我家人不要乱
说，他们大夫要会诊。会诊后，大
夫们也直晃头。
就这样，我瘫痪在床了。在这
前六年里，我不仅身体瘫痪，眼睛
也看不见。为了治病，中医、针灸、
偏方，甚么方法都试过，眼睛总算
能见到点光明。可是腿一直不好使，
嘴留下了后遗症，嘴歪，只能家人
喂一口，我吃一口，十五年天天如
此。
从此家里的一切就只能靠丈
夫，农村活多，还有三个孩子，他
既当爹又当妈，里里外外都靠他自
己。特别到吃饭的时候，他就更忙
了。他先把孩子喂饱，然后再喂我，
不知啥时候他自己才能吃上饭。为
了给我治病，家中一贫如洗，也没
有找到治病的良方。
我再也经不起精神上和生活上

的折磨，想了结人生。我背着丈夫，
自己从火炕上滚下来，连滚带爬到
了大门，再往前就是大道，滚到道
中心，这时一辆坐满了人的客车开
过来。司机发现有人，急忙剎车，
抱起我问我在干甚么呢？我把自己
的遭遇和他说了，我说我连累家人，
不想活了，如果死不成我就去告政
府，是他们害了我。这个司机好心
肠，把我拉到政府，可是谁也没有
给我解决，最后不了了之。
在我瘫痪的第十七个年头，我
老伴终于累倒了，离开了人世。此
后，我的胳膊肘、膝盖、屁股都绑
着狍子皮，只能爬着动弹。我女儿
每周给我做一锅饭，够我吃一周的，
饭旁边放着碗、咸菜和一桶水，我
饿了就自己挖点饭用电饭锅稍微热
一下再吃。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直到一九九六年。
奇迹出现了！
1996 年是我瘫痪的第二十三个
年头。这一年，我有幸得了大法。
当时是我姑爷力劝我学大法，
我却说：学甚么学，我也不能走，
还一个字不识，不学。可是我姑爷
不放弃，一连三天背我去炼功点，
在那里听师父讲法、看教功带。到
第三天时候，我想：我总躺着怎么
炼功呢？我得坐起来盘腿。就这么
一想，我居然坐起来了！我心里那
个高兴，用语言无法表达。我又一
想：我得盘腿。结果我三扳两扳居
然盘上了，还坚持了二十多分钟。
我激动的心怦怦跳，还在想：既然
能坐、能盘，那也一定能站起来，
下地试试。结果我一试，果然站起
来了，还向前蹭了几步。我简直不
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泪水唰唰地
流着。周围的人都愣住了，目瞪口
呆地看着我向前挪步。奇迹出现了！
奇迹的出现让我更加有信心

了，我看到别人手中有《转法轮》，
我也要请一本。可我当时一个字不
识，这可愁坏了我。刚开始别人读
法我也打开书，但不知道哪一页，
同修就帮我翻到那一页，他们读的
时候我就用手指着字往下看，可是
有时候就指乱了，找不到字，忙活
半天也不知道读到哪里。我回家后，
就让女儿给我读。就这样过了几年，
我终于可以流利的读《转法轮》了。
有一天，我拿着《转法轮》，突然发
现书上有好多闪闪发光的星星，我
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书，是一本
宝书。
在我刚站起来炼功不长时间，
一次同修们约好要上山游玩。其中
一个同修很关心我，说山上沟多路
窄，特别难走，意思我是老太太，
不想让我去。我不服气地说：我老
太太甚么没有见过，别看我躺了那
么多年，你们能行，我就一定能行。
我没有听同修的劝阻，跟着他们上
山了。山路果真崎岖，很不好走，
还要过一个很窄的小天桥。但是我
不知不觉就经过了这座小桥，到达
了终点。我坐在地上等同修，不知
坐了多长时间，同修们才上来。他
们都说：还寻思你这个老太太跟不
上来呢，居然先到了，还等了我们
这么长时间。同修这么一说，我才
纳闷起来：我怎么走这么快呢？好
像在做梦。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
奇迹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现在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不管是刮风下雨，天气多么恶劣，
也不论是白天黑天，我都会准时的
到学法点上学《转法轮》，人们都说
我腿脚轻快，身体硬朗。我自己也
觉得 又 回 到了 当 年二 十 多岁 的状
态。这是大法救了我，我真是太幸
运了！
5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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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珍事：汉武帝忍痛斩外甥
汉武帝的姐姐隆虑公主，有个儿子叫昭平君，娶
汉武帝的女儿夷安公主为妻。隆虑公主出于对儿子的
深切了解，预感到昭平君将来总有一天，会触犯朝廷
的法律。因此，当她病危时，首先想到的便是要为自
己的这个宝贝儿子，留一条后路。她预先向弟弟汉武
帝，交纳了黄金千斤、钱一千万文，为昭平君赎免将
来的死罪。隆虑公主的这种做法，不同寻常，汉武帝
为了让姐姐临死前得到安慰，答应了隆虑公主的请求。
果然不出隆虑公主所料，她去世后，昭平君一天
天骄横跋扈起来。直到有一次，他居然乘着酒兴，杀
掉了公主的师傅。有关衙门将昭平君抓起来，关到狱
中。
因昭平君是隆虑公主之子，有关官员不敢随便处
置，便上报汉武帝，请他论处。这时，汉武帝左右的
人，个个都代为说情，说是以前隆虑公主曾代赎死罪，
陛下也答应过，不如免昭平君一死。
汉武帝对求情的朝臣们说：
“我姐姐年纪很大，才
得到这个儿子，临死前确曾托付过我„„”话未说完，
便忍不住叹息落泪，万分悲伤。过了很久，才忍住悲

痛，接着说道：
“朝廷的法令，是先帝所制定的。如果
因为姐姐儿子的缘故，而破坏了先帝所制定的法令，
那么，我今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宗庙中的列祖列宗
呢？更何况如果我这样做，向下也对不起千万百姓
啊！”于是，汉武帝强忍悲痛，下令将昭平君按法律处
死。
这件案子就这么秉公处置了。但汉武帝因为将外
甥处死了，所以心中的悲伤难以抑制，哀形于色，以
至朝廷上下，都跟着他悲哀万分。
这时，朝臣东方朔，上前劝说汉武帝道：
“我听说，
圣明的皇帝治理国家，奖赏不避仇家，刑罚不避至亲
骨肉。
《尚书》上又说：
‘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也就
是说：不偏执，不袒护，王道伟业才能够顺顺当当。
这两点，连过去的三皇五帝，都觉得难以做到，而陛
下却能做到。所以，四海之内，黎民百姓，能够各得
其所，安居乐业。这是值得庆贺之事，所以，我真诚
地向陛下表示祝贺！”汉武帝听了东方朔的一番开导，
精神才又重新振作起来。 (《汉书•东方朔传》)
(作者：林灵)

文苑逸事：终生的友谊
北宋时期，王安石考中进士以后，在扬州任职。友人曾巩(北宋文学家（1019—1083)，带上他的几篇文稿，
向欧阳修介绍。当时，欧阳修在京城开封，任龙图阁学士，名满天下。尽管位份悬殊，但他对这个普通青年的
文稿，非常赏识，“爱叹诵写，不胜其勤”，还收进编录佳作的《文林》里，向社会推荐。又通过曾巩，关照王
安石，要他（指王安石）的思路再开阔一些，不要生造词语，力戒模仿。
欧阳修还想和王安石见见面，共同讲评一下时人的作品。但人事阻滞，缘悭一面。直到王安石后来调京任
职，这两位“神交”十年的朋友，才得以初次见面。
欧阳修高兴之余，写了一首七律《赠王介甫》，头四句是：“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
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这里“翰林”指李白，
“吏部”指韩愈，称赞李白和韩愈的诗文，感叹自己年老衰朽，
虽想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但力不从心，希望王安石努力做出出色的成就。
王安石随后写了一首七律《奉酬永叔见赠》，末四句是：“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常倾广座中。只恐虚名因
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感谢欧阳修的优礼，表示决不辜负他的期望。
两人的友谊持续到晚年，而且经受了考验。王安石执政时推行新法，欧阳修不赞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但
并未因私人友谊而有所回避，他两次上疏皇帝，陈述对青苗法的意见。王安石也未因此而影响对欧阳修的尊敬。
不久，欧阳修去世了，王安石亲自撰写祭文，表达了对友人的沉痛悼念之情。
正是：
古贤对事不对人，爱憎从来最分明；
志节如虹千秋在，友谊常绿万山青。
(作者: 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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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真子的故事
宋代以前，古书中常有名人逸士修道得道的记载，
如王维、孟浩然、白居易、许宣平等等都好道，许宣
平更位列神仙。唐代著名的词人和诗人张志和则是又
一位载入仙传的名隐。
玄真子姓张，名志和，是会稽山阴人。他博学多
识，写一手好文章，进士及第。他还精于书画，豪饮
三斗酒而不醉。他守真养气，躺在雪地不觉冷，入到
水里水不沾衣。他走遍了天下的山山水水。
鲁国公颜真卿是他的好朋友。颜真卿在湖州任刺
史时，与门客们一起饮酒，主客一唱一和地作《渔父》
词，首唱的是张志和的词：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
水鳜鱼 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颜
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一道共和了二十五首，
他们相互传递品赏着和词。张志和则命拿丹青和白绢
作画，倾刻之间，五首和词的意境就跃然纸上。花木
禽鱼，山水景像，笔法奇绝，今古无双。画在颜真卿
和客人们之间互为玩赏，令人叹为观止。
后来颜真卿东 游平望驿，张志和饮酒饮到酣畅
时，在水上游戏，他把坐席铺在水面上，坐在席上自

酌自饮，还笑着吟唱。那坐席在水上来回移动，发出
的响声如同划舟声。接着又有云鹤跟随其左右，在他
头顶上盘旋。颜真卿与众宾客，无不惊异。不多会儿，
只见张志和在水上向颜真卿挥手致以谢意，然后缓缓
升天飞去。他的画至今还在人间流传，被视为至宝。
后注：张志和（约 730～约 810 ）唐代著名词人
和诗人。字子同，初名龟龄，兰溪人。十六岁游大学，
以明经耀第，献策肃宗，深蒙赏重，任翰林待诏授左
金吾卫录事参军，并赐名“志和”。后因 事贬为南浦
尉，未到任，还本籍，亲丧不复仕。扁舟垂纶，祭三
江，泛五湖，自称“烟波钧徒”，着《玄真子》十二卷
三万言，因以为号。唐朱景玄撰《唐朝名画 录》，定
逸品三人，张志和居其一。明董其昌《画旨》云：
“昔
人以逸品置神品至上，历代唯张志和可无愧色。”
张志和既为山川隐逸，著作玄妙，为神仙中人。
如《续仙传》云，玄真子“守真养气，卧雪不寒，入
水不濡。”唐李德裕评张志和：
“隐而有名，显而无事，
不穷不达，严光之比。”可谓恰到其分。
(作者: 欧阳子云 整理)

预知未来的北齐高人皇甫玉
皇甫玉，能预知别人和自己的命运，经常游历于王侯之家。世宗从颍川率军而还，显祖跟在后面。皇甫玉
在道路旁边观看，对人说：
“大将军不作物，会是道北垂鼻涕者。”
显祖随后就即位了，他想试试皇甫玉的法术，故意用布蒙住皇甫玉的眼睛，让他摸其他人。等到皇甫玉摸
到显祖时，说：“这是最大、最显达的官。
”摸到任城王，说：“官位应当达到丞相。”摸到常山、长广二王，也
说会很富贵，却私下里掐了他俩一下。摸到石动统，说：
“这是弄痴人。”摸到供膳的人，说：
“你的职业正好能
得到好饮食而已。”
皇甫玉曾担任高归彦的宰相，说：
“您位极人臣，但不要造反。”高归彦说：“我为何要造反呢？”皇甫玉
说：
“不象您想的那样，您有反骨。
”
皇甫玉对妻子说：
“（皇宫）殿上的人（的气数），不过二年。”妻子告诉了别人，别人又告诉了皇帝。皇帝
大怒，召见皇甫玉。皇甫玉对妻子说：
“我今天去了，不能回来了。如果能够过了中午，或许能活下来。”等到
了中午，皇甫玉就被斩首了。果然象他自己预知的那样。
（《北齐书 卷四十九 列传第四十一 方伎》）

不需你多少时间，只要你握好机缘，天象大变中共灭，退党团队保平安；
不需你投入资源，只要你拥有善念，善待法轮功一念，天赐善良福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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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韵阿根廷首场爆满 中国传统价值观引共鸣
2016 年 5 月 5 日晚，美国神韵
巡回艺术团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
艾利斯的 Opera 剧院上演了今年在
当地的首场演出。二个小时的精湛
演出，让阿根廷观众体验了一场独
一无二的艺术与文化飨宴。
当晚演出全场爆满，剧院内掌
声不绝。当晚的演出吸引了阿根廷
国会议员、外交使节、商界、司法
界、艺术界及教育界等各行业的主
流观众前来观看。他们盛赞神韵复
兴适用于全人类的中国古老的价值
观，不仅中国人，阿根廷人也应重
拾这些价值观。
阿根廷国会参议员：重拾人类
古老价值
阿根廷国会参议员 Silvia Elías
de Pérez 观看演出后感受良多，她感
谢神韵传递的普世价值并祝贺神韵
演出成功。
Silvia Elías de Pérez 是阿根廷
Unión Siempre Radical 党的协调员，
是代表图库曼省的国会参议员。她
说：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神
韵重提那些已经被世人搁置很久的
珍贵的普世价值观。此外，这台演
出真 实 地 展现 正 在中 国 发生 的事
（迫害事件），体现出中国人对自由
的渴望。神韵艺术家以美妙的方式
将邪不压正的天理展现出来。
”
身为一名政治家，Silvia Elías
de Pérez 看完这场演出后心情并不
平静，“今晚我带着忧虑离开剧院，
因为在中国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无法
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信仰
和人生道路。我的心沉甸甸的，我
要为自由而发声！”
Silvia Elías de Pérez 认为神韵
传递 的 精 神价 值 对阿 根 廷人 们来
说，也深具启发，
“普世价值观适用
于所有人类，但我们遗忘了这些，
真的失去了这些。我们阿根廷人也

必须重拾这些古老价值。”
神 韵 最 后 一 个 节 目 给 Dorit
中华文化中有轮回往生、善恶 Shavit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
有报等价值观念，对此 Silvia Elías “特别是演出的最后，对我而言，
de Pérez 深有同感：“我们的生命不 演出激发的情感是对未来的希望。”
会只在人世间完结，天外有天，一
Dorit Shavit 还说，中国传统文
定存在更高层的世界或者生命，带 化与以色列的文化有所不同，而神
有这种理念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生。” 韵通过到世界各地巡演，都会把中
阿根廷国会众议员：神韵复兴 华文化带到那个国家，这非常重要。
人类价值观 是心灵的飨宴
波 兰 驻 阿 根 廷 大 使 Marek
Alicia Terada 是阿根廷的一位 Pernal 说：
“我认为神韵演出展示出
国会众议员，她在看完演出后表示： 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传统的价
“我刚才看到的是一场真令人非常 值观，这不仅对波兰人很重要，对
钦佩的演出，演出通过中国传统的 中国人也同样具有非凡的意义。”
音乐和舞蹈，展现了中国文化历史
经济学家观神韵赞叹“信仰的
和人生哲理。”
价值”
Alicia Terada 发现：“这种人生
经济学家 Eduardo Corado 先生
哲理在成型过程中，一切都与佛家 和太太 Estela Maria Boido 一起观看
和中华传统及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相 了演出，他们赞叹中华文化的博大
关，这令人非常敬佩。”
精深，并了解到中国人的价值观。
神韵演出集舞蹈、现场乐团伴 神韵带领观众走上中华五千年文化
奏、动态天幕以及美声歌唱等艺术 之旅，对此 Corado 大加赞赏：“太
元素于一身，对此，Alicia Terada 好了，很美妙，今天我们有幸看到
说：“她们之间的配合真是非常默 博大的中华文化和中国那里人民的
契，不仅仅是舞蹈演员之间的配合， 反迫害的精神，也见到了专制统治
还有与乐团的配合，还有那天幕， 的暴行和残酷，那里没有任何言论
这场演出确实将科技与艺术美好地 自由和信仰自由。”
结合在一起。”
对于神韵致力于恢复中华传统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有着丰富 文化的使命，Corado 很赞同。他说：
的价值观，Alicia Terada 认为：“这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些关于真、公正、伦理道德的价值 使命和努力。这个演出告诉我们人
观，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对恢 类面对迫害时显示出的伟大的忍耐
复真正的理念非常重要。”
精神，自由社会的人们需要知道中
“这场演出既是视觉飨宴，也 国发生了什么。”
是心灵的飨宴。我愿意推荐这个演
做为经济学家，Corado 对时事
出，她确实复兴了我们人类应该拥 非常敏感。神韵原订于 5 月 6 日至
有的价值观。”
8 日在韩国首尔 KBS 的演出，因中
多国驻阿根廷大使慕名观赏神 共驻韩大使馆的阻挠而被迫取消，
韵
Corado 对此表示谴责。
以 色 列 驻 阿 根 廷 大 使 Dorit
他说，从今晚的演出中，他学
Shavit 说，
“演出很精彩，特别是演 习到的最宝贵的价值是：
“信仰的价
员之间的配合，色彩、故事，那些 值”和“人们的信仰一定能战胜专8
舞蹈是如此的不同，非常吸引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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