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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刃》美国首映
中共活摘真相震撼观众
根据中国真实事件改编的华语新片《血刃》（The Bleeding Edge）
于 12 月 14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美国首映会。影片真实表现中共
迫害和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心灵冲击和震
撼。
悬疑故事片《血刃》由华裔李
云翔导演、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
领衔主演，表现了中共活体摘取法
轮功学员器官和其利用网络防火墙
迫害民众两大主题。该片讲述了一
位西方网络专家在中国参与用于监
视和封锁网络的“金盾工程”时，
突发心脏衰竭，被送进手术室做紧
急心脏移植。当他一步步发现自己
心脏来源后，决定冒着生命危险，
去营救一位因为信仰而身陷牢狱的
年轻母亲的故事。
这部电影已相继在英国议会、
加拿 大 温 哥华 亚 洲电 影 节等 地放
映。影片荣获第 51 届“加百列奖”
（ Gabriel Awards ）， 林 耶 凡
（Anastatia Lin）凭借出色的演技获
加拿大“雄狮奖”（Leo Awards）、
最佳电视电影女主角和加拿大温哥
华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血刃》美国首映会由共产主
义受难者基金会（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主办，于 12 月 14 日晚间在华盛顿
DC 地 标 影 院 （ The Landmark
Theater）上映。导演李云翔和女主
演—正在华盛顿 DC 参加“世界小
姐”决赛的林耶凡到场与观众互动。
影片再现中共活摘罪行 唤醒
人们制止迫害
“我们在林耶凡小姐参加‘世
界小姐’决赛期间放映这部影片，
希望借助美国首都的影响力，让电
影反映的主题─ 中共强摘法轮功
学员 器 官 的罪 行 受到 更 多人 的关
注。”放映会结束后，李云翔导演在

民众开始认识到，在中国发生着对
藏民、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等群体
的人权侵犯，而且在今天仍在持续
发生。这跟中共在全世界为自己所
与观众互动环节中表示，人们在观 塑造的形象截然相反，而且同它所
看这部影片后需要做的第一步是， 宣传的所谓改革也不相符。”
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这部电影让人们严肃看待中
李云翔介绍，影片中 90%的场 国人权问题”
景都是根据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
现场观众中不乏美国国会工作
事件改编，林耶凡在剧中所饰演的 人员、智库专家、学者等华府主流
女主角陈静的遭遇融合了许多受害 人士、以及多家西方主流媒体。放
者的亲身经历。
映结束，剧院内仍然寂静无声，人
林耶凡说，“我在电影中的故 们在强烈地震撼着、沉思着。
事源自李云翔导演收集的法轮功受
华府智库学者 Quinn Nii 先生
害者的口述，剧中的故事力求真实 表示，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如此
反映他们的经历。我也和一些遭受 残暴，令人心情沉重。我相信很多
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交谈过，他们 观众都为这残酷的暴行感到忧心，
向我描述了他们受到的酷刑折磨， 关注中国对信仰的迫害。”“因为经
还有精神上的压力。”
济上和其它方面的牵连，一些国家
她表示，“没有人生来就想杀 和政府不愿意站出来。然而，李云
人。那些参与活摘的医生在医学院 翔导演通过电影揭露出这些罪行，
学习时，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要去 是在极大地帮助我们所有人。这部
杀人，是中共体制使他们犯罪。共 电影会使很多人真正严肃地看待中
产主义本身就是反人性的，让人们 国的人权问题。”Quinn Nii 先生还
违背基本的价值和理念。人们并不 表示，他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媒体
是不知道这一切，很多政府都知道 前来关注这部影片。
这些在发生，媒体也都有报导，但
华 府 一 位 实 习 生 Nicolas
没有足够的行动来回应这残酷的罪 Rodriguez 观看了影片后，内心充满
行。我觉得通过电影这种艺术形式 复杂的情绪。
“一方面，电影中许多
会带来希望。”
残酷的画面让人难过，但这些都是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执行董 真实发生的。另一方面，我很高兴
事 ：了解真相很重要
看到这场首映，让我们能够来关注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执行董 这件事。正如林小姐所言，我们能
事 Marion Smith 在受访时表示， 做的 就 是 去告 诉 别人 发 生的 这一
“这部影片堪为杰作，从导演到女 切，让更多人知道这场迫害真相。”
主演，都表现卓越。”
“美国关注中国，我们关注人
权、法律和正义。身在美国的人们
1
应该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不幸和中共
《血刃》剧照
的活摘器官罪行，这很重要。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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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闻提要
【美国会议员访华期间向李克强提法轮功问题】
在近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举
行的人权听证会上，沃兹（Tim Walz）议员透露，他
在访华和中共国家总理李克强见面时直接向他提出法
轮功等议题。
沃兹议员 12 月 7 日向参加听证会的媒体和证人透露 ，
“去年， 我们去了香
港、西藏，然后在紫禁城和李克强总理见面。这是我从未想象过的－－在这里和
李克强会面，我们向他问询并请他作答有关达赖、有关法轮功的问题，还有维吾
尔人以及香港自由的问题。
”
沃兹说，“令我感到鼓舞的是，中国当局对于我们提出很多这样的问题是接
受的。我想以前从未听说过中共国家总理李克强在北京谈达赖或者法轮功问题。
还有强摘器官的问题，这一切都是相连的。 ‖
就“中共强摘器官问题”，沃兹议员在接受《大纪元》采访表示，美国“新
一届国会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
沃兹议员是 CECC 的委员，长期关注和支持中国人权。沃兹还是美国国会中
少数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议员，1989－1990 年，他在中国广东一所高中教书。
CECC 曾多次就法轮功等人权问题举行国会听证，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
2016 年 6 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 343 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
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
【新西兰法轮功团体
参加多场圣诞游行】从十
一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十四
日，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应
邀参加了奥克兰十七个地
区、哈密尔顿市、基督城、
首都威灵顿的二十场圣诞
游行，成为了游行队伍里
的亮点。游行结束后，不
少人主动来了解什么是法
轮功，并表示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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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共青团员，自
小收到党的教育和灌输，
“自小都很爱国，以为党
就是国，没有党就没有国，
维护党就是维护国，自己
愿意为党牺牲”等想法。
长大后自己有了真实信
仰，皈依了基督，后来亲
身看到很多基督徒受迫
害，自己高中时就听到自
由亚洲电台的广播，是自
己明白了很多历史真相，
这次看到活摘后，使自己
的更加的看到共产党的手
段，太触目惊心，太灭绝
人性了，自己愿意正式的
宣誓脱离于它的任何关
系！
（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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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福被关在牡丹江监狱第 17 监区
牡丹江市东宁县四十五岁的法轮功学员苗福，二零一二年被东宁县法院在看守所内非法判七年，现被非法
关押在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第十七监区，遭受多种酷刑迫害。
管教赵春强用高压杀伤力极强的电棍电击苗福；十七监区副监区长毕海波执法犯法，他是对苗福迫害的主
要狱警，苗福的几颗门牙被打掉，毕海波应当负刑事责任。
副大队长毕海波不遵守监狱的法律，违法犯罪先行，他私自给犯人提供通讯工具，诈骗金额高达二十多万
元，已构成合伙犯罪。现在驻牡丹江监狱检察院的主任徐景峰和工作人员常志杰已经开始调查毕海波的犯罪事
实，常志杰手机号：13845370166。
主要参与迫害人员名单，牡丹江监狱：
十七监区二分监区：赵春强。十七监区监区长：杜刚，手机号：15804532222。十七监区副监区长（副教导员）
：
毕海波，手机号：15945361555。牡丹江监狱 610 办公室主任：张国民，手机号：13039722224。牡丹江监狱 6102
办公室副主任：李伟，手机号：13766663789（黑龙江大法弟子）
愿您了解法轮功真相‧更多内容敬请突破封锁浏览正见网 https://goo.gl/ouUE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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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师修法轮大法获新生
我是一九六六年出生的，三岁
生母去世，在我六岁时爸爸把继母
娶到了家，但爸妈性格不和，几乎
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在这样
的环境中长大的我胆小、怕事，生
怕自己哪做的不好惹恼了父母，使
他们又吵起来。
长大后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
当了一名教师，后来嫁了一个老实
人，从此生活有了转机，每天快乐
的生活着，没有吵闹、打骂。没想
到在我要生孩子时父母又吵架，继
母离家出走，我丈夫和哥哥去求继
母伺候我坐月子，但她执意不肯。
丈夫回来时愁眉苦脸，听了事情的
经过后我着急上火，奶水很少，孩
子吃不饱，整日哭闹，我每天睡不
好觉，即使睡着了也是常常被恶梦
吓醒，惊出一身冷汗。不久又患上
了妇科病、皮肤病，每天烦躁不堪，
奇痒无比，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
炎，夏天不敢穿裙子，上课在黑板
上写几个字胳膊就酸的不行，我的
生活从此又陷入了无底深渊，常常
叹息：哪天是个头啊？！
从此我四处寻医问药，去这里
治去那里治，到头来是哪个病也没
治好，真可谓劳民伤财，之后又开
始找巫医、大神，都没能治好我的
病，后来又听别人说练气功能治百
病，我也跟着去练，结果甚么病都
没去掉。
一九九六年春天，我看到一位
同事在看《转法轮》，出于好奇，我
说：
“能让我看看吗？”她说行。当
时我拿起宝书，翻开一看，心里马
上像开了窗户一样敞亮起来，有种
说不出的喜悦，我说：
“能让我拿家
去看看吗？”她说：
“行啊，现在有
个地方正在放师父讲法录像呢，还
有人教功，你去吗？”我说：
“去。”
至今我仍然记得那天是一九九
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从此我开始修

炼法轮功，不知不觉中一些病症不
翼而飞，其中皮肤病去的过程我清
楚记得，当时满脖子都是疮，奇痒
无比，挠一下满手是血，脖子通红，
同事说太可怕了，可我仍然坚信没
事，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这种
状况持续了多长时间我就忘了，不
知不觉中就好了，精神状态从此好
起来了，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整天
乐呵呵的，晚上也不做恶梦了，我
这个高兴啊！
在不断的修炼中，我的心性也
提高了。以前家长给钱、物我都欣
然接受，还和同事谈论谁得的多，
谁得的少，若是班主任把科任的那
份给扣留了，心里还愤愤不平。学
大法之后，
《转法轮》中关于“失与
得”的法理在我脑中显现，得了不
该得的，我不得用德去交换吗？从
此以后，哪个家长给钱物我都不要
了，家长还不理解，怕我对他家孩
子不好，我就跟他们讲：
“我是学法
轮功的，师父教我们做无私无我、
先他后我的好人。”他们理解了，以
后就不给我送了。
周末休息时，学生希望我给补
补课，我不收钱，还尽心尽力地教，
学生家长都非常满意。后来，被其
他科任教师知道了，就说：
“你不收
钱物，显得我们多不好哇！”我就当
着他们的面把钱先收下，过后再让
学生把钱物带回去，返还给家长，
并附上一封信，向他们表明：我是
学法轮大法的，按真善忍要求做一
个好人。家长都非常高兴，并愿意
让我教他们的孩子。
我处处按“真、善、忍”的标
准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尽心尽力，
任劳任怨，分配给别的同事的工作，
若没时间我就做，因为我是教研组
组长。组内同事有甚么事情，我都
全力的帮忙，并耐心的开导她们，
帮助她们，她们感动的说和你在一

起工作真开心，真舒服。在家中，
我孝敬年迈的奶婆和公婆，对他们
好，婆婆都和别人说我的儿媳妇就
像自己的女儿。
在教育儿子时我也按法轮大法
的标准来要求，儿子非常认同法轮
大法，上初中时开始阅读《转法轮》，
从此成了一名大法小弟子。每到周
末他就自己在家先学一讲法再写作
业，每天晚上都背两首《洪吟》中
的诗词后再睡觉；在学习生活过程
中处处按大法标准来要求自己，同
学无论甚么时间问问题都耐心，仔
细的给解答，班主任调侃的说：
“学
生都不问我了，你儿子成了我的助
教了。”儿子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
茅，中考时考入了省里的重点高中，
也是本地区的中考状元，见证了大
法的神奇与超常。
师父赐予我全新的生命，愿真
善忍在所有人心中生根发芽，愿所
有人都沐浴在真善忍的法光中。
(文：中国大陆法轮大法弟子 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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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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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咋这么好”在东北偏远村屯传扬
在东北的一个偏远贫困县的屯
儿里，人们传着令人感叹的一件事，
谁听了都想照着做。事情已经过去
两年了，一直到今，还有人在继续
找当年那个孩子听的“法轮大法”
讲法录音。
二零一四年的秋天，一个四岁
男孩的一只脚被打苞米机给搅了，
脚背和脚心只有两层皮连着，小脚
丫只剩大小两个脚趾，家里卖了地，
抵押了房子，又从亲戚那里借了钱，
一共筹集了十几万元来到一家三甲
医院，治疗近一个月，结论是需要
截肢但又错过最佳时机，此时借的
钱仅剩不到一万元了，医院委婉拒
绝了对他的治疗。怎么办？于是男
孩的家人赶紧向乡政府求助，回答
不管，理由是家中已无东西抵押了。
孩子的姑奶，一位在我工作单
位打工的大姐，哭着与我说起这件
事。我问了孩子的具体情况：小孩
因为疼整天哭，尤其是在夜里，由
于年龄太小（四岁）只能给他些口
服止疼药，两、三个小时药劲一过，
还是哭。已经近一个月了，没吃东
西，靠输液维持生命。我就让她转
达，让小孩及家长一起默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
第二天下午，大姐兴奋的第一
句话就说：
“妹子，大喜啊！昨天后
半夜和今天一小天孩子都没哭，还
吃一点东西，从住院这是头一回吃
东西。”我也高兴的说：继续默念吧。
接着我把有师父广州讲法音频
的播放器和两万元钱递给她：收下

吧，这能救孩子的命，并告诉她如
何使用播放器，又讲了大法的美好。
她说：大法我们要，钱不能要，因
为还不上。我急着说：这是救命钱，
还不上，不用还。是大法师父让我
这样做的。
她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涌出
来了，说：“谢谢师父啊！”话音刚
落，大姐电话响起，是孩子爸爸打
来的：有好心人给了一万五，并告
诉，你就念“法轮大法好”就会好。
她激动的说：
“啊呀，这不是师父派
来的吗，太谢谢大法师父了！”孩子
也在电话里说：
“姑奶啊，我不疼了，
我一念‘法轮大法好’就不疼了，
你快来吧。”
打这之后，大姐有空就去看看
孩子，并及时的告诉我孩子的情况。
记得有一次，她告诉我孩子在做植
皮和接血管手术时发生的神奇事，
主刀大夫建议不用麻药成活率高，
但那是相当的疼，何况又是一个四
岁的孩子，手术台上，孩子的哭声
使医护人员无法进行下去。孩子哭
着问医生：
“能否趴着，这样我就可
以压住我的心，要不疼的（时候）
心都要扯出来了。”主刀医生同情的
说：
“孩儿啊，你咋能不哭呢？”孩
子说：把我的录音机给我拿来就可
以不哭，于是护士从孩子爸爸那里
取来了录音机，只见孩子把录音机
打开放到耳朵边，眼睛一闭，咬住
下嘴唇。就这样一直到手术结束没
吭一声！手术做得非常成功，主刀
医生说：真了不起，你这录音机里

讲的还真入耳，我们这手术做的也
可顺了。
这件事在整个儿科病区都传遍
了，都说：法轮功真厉害，可以代
替麻药，比麻药还好使。谁听了这
事都禁不住落泪。病区里的医生还
自发的捐款，免去全部的手术费用。
孩子出院后，被一名修炼大法
的医生领走了，并告诉孩子家人：
所有费用不用孩子家人管，直到孩
子全好了，就给送回来。
这事儿也传遍了孩子所在的村
屯及所有亲属。凡是听闻此事的人，
都纷纷找来，并全部照着听起了大
法师父的讲法音频。而且在县镇也
传开了，在孩子的亲属所在不同地
域的朋友圈中也传开了：
“你说这法
轮大法咋这么好，这修大法的人真
好。”
(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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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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扔掉了拄了二十年的拐杖
父亲扔掉了拄了二十年的拐杖
我父亲是一名林业工人，他的
工作是用吊车吊木头。有一次钢丝
绳断了，把我父亲砸倒了，腿就从
此失去了知觉。
一九九六年六月中旬，父亲回
来了在我家住着，学法组上的同修
说：“给你爸看看《转法轮》，这书
对你爸的病有帮助。”第二天同修把
书送来了，父亲说：“看啥也没用，
都快二十年了。全国各大医院都看
过了，也没治好，就这样了。
”
在我的催促下，父亲还是把书
看完了。看完后父亲说：
“这是一本
宝书。”后来父亲又去了学法组和同
修们一起看师父的济南讲法录像。
有一天晚上，父亲的脚疼得像
火炭烧得一样，一个劲的喊叫。我
说：
“这是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呢。
”
第二天他去了炼功点，靠着墙炼完
了半个小时的第二套功法。晚上母
亲在给父亲换衣服时，看到他的胯
上有像钢笔点上的字，叫我过去看。
我一看是万字符。父亲抽了几十年
的烟停掉了，说抽就不是滋味。
一天我下班回家，父亲在大门
口坐着，看到我叫着我的小名说：
“快看我。”说着把双拐举了起来。
往前走了五、六步。我当时惊呆了。
父亲说：“我会走了。”我赶紧跑过
去扶住他，眼泪一个劲的往下流，
心里一遍一遍的谢师父，那种感恩
之情无以言表。
儿子获新生
我的儿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就
皮包骨，第三十七天得了肺炎连续
三天高烧不退，晚上医生说拔了氧

孩子就没命了，你们做准备吧。婆
婆和他爸叫我趁着天还没亮把孩子
扔了。我舍不得，说不行。第二天
早晨孩子有了一口气，活了过来。
儿子七岁得了视神经萎缩，十
九岁又得了世界顽症牛皮癣，全身
95%都是像穿了白色防护罩，头上
像戴个钢盔，用东西剜都剜不动。
不能走路，一走路腿就直流血。十
一年寻医问药，花了十几万。
我想只有修炼法轮大法，才能
救他。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我儿子决定修大法了，我们每天去
学法点学法。
每当心性要提高时，学法组上
的同修都会点醒他。给了他很多修
炼上的信心。儿子原来玩手机、游
戏整夜不回家。学法一个星期后，
这些全都不玩了。
随着学法的深入，师父开始给
他清理身体。他的身上像钢壳一样
的皮肤慢慢地在变软，皮一层层脱
掉，露出新肉。有一天集体学法后
下楼回家，刚要开电动车，一个东
西“咚”的一声掉了下来，儿子还
回头找是甚么，甚么都没有，是师
父在另外空间把他那个不好的灵体
拿掉了。
一次去学法，老同修阿姨拿了
一本《宝镜漫画》的真相资料。书
里有一幅画，一个人被一条很粗的
蟒蛇缠住全身，儿子惊讶的拿著书
说：
“我在梦中梦到就是这种蛇缠着
我。”他在梦中总是梦见掉到蛇堆
里，身上戴着护身符，一闪闪的，
保护着他，蛇就跑了。
学法一个月后，儿子穿了十年

没有穿过的半袖。是大法救了我的
儿子，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儿子皮肤病好了的事情对我的
家人引起很大的震动，我姑来电话
问：“你家儿子就是学那个功好
的？”我的丈夫看到儿子的变化，
现在每天也听师父广州讲法。儿子
现在变得可帅气了，腰也直了，不
再像过去走路像老头，精神上也充
满了自信。感谢大法，感谢师父！
对婆婆怨恨没有了
我婆婆年轻就守寡，辛辛苦苦
把孩子拉扯大。我觉得她不容易就
经常给她买衣服。可是她总是说别
人家的媳妇好、孝顺对婆婆好。婆
婆过七十大寿，其他两个儿子给了
她 200 元，我给她拿了 1000 元。但
婆婆还是觉得我们做的不到位。时
间长了，我们之间就有了隔膜。不
愿意到她那里去，也跟她没有话说。
对她有很深的怨恨心。
婆婆七十三岁那年，把腿摔骨
折了。我下午干完活，买上排骨去
给她做汤喝，又给她收拾了屋子，
洗了衣服。婆婆很感动。我感到我
们之间的隔膜消失了。当时感到能
为别人着想，心情真是愉快，身心
很轻松。我给她听师父的广州讲法，
过几天她告诉我做个梦：有三个人
给她抻腿，疼的她满头大汗。我说
这不是师父在给你治腿呢，是好事。
没几天她就能下地了。
婆婆现在很认同大法，经常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过年还
贴上大法的年画。现在我们之间相
处的很融洽。
(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 松梅)

万古机缘为今朝，得见真相福德高；劝君牢记真善忍，不枉来世走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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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钟”说起谈道德
我们五十岁往上的人，大都知道在五、六十年农
村集体上工时都要撞撞钟，下面就从钟说起谈谈道德
方面的问题。
在五十年的时候，农民上地干活，不管是大炼钢
铁也好，修水利也好，不用撞钟，上工时队长一吆喝，
人们都去上工去了，那时候人们都积极向上，不咋会
偷懒。可是到了六十年代就有人开始尖滑了，有人会
偷懒了，生产队得挂个钟，有的没钟的就挂个犁片，
有的挂个锄片，有的挂个破锅或破脸盆的，上工时队
长得撞撞钟、敲敲锅的。到七十年代人的道德就滑的
更狠了，偷懒的人大有人在，例如场里晒了一场粮食，
眼看天要下雨了，人们都在歇晌（午休）队长把钟撞
得当当响，嗓门喊的震天响，急得团团转，也叫不去
几个人，去的都是些老实人。到八十年代就不用撞钟
了！为啥呢？因为人们私心越来越大了，尖滑的人越
来越多了，好人也变的不行了，大集体搞不成了，再
吃大锅饭就要饿死人了，没办法只好解散生产队，把
地又分给了各家各户，各干各的，队长也不用再用劲
撞钟了，就把钟当废品给卖了。这叫作：
“五十年代不
撞钟，六十年代得撞钟，七十年代撞烂钟，八十年代
卖了钟”。
通过撞钟这件事说明一个啥问题呢？说明从四九
年中共邪党执政以来，社会公民的道德在急剧下滑，
尤其中共邪党宣传的“无神论”
，不让人们信神，只让
信他们那一套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
理论。马列主义是邪理歪说！这是得到全世界绝大多
数国家所公认的。可这几十年来马列主义却迷惑了我

们很多善良的中国人，否认神的存在，不相信“善恶
有报” ！不相信什么道德、良心的。才导致今天社会
的一切诸多问题。加上邪党执政初期极力宣传“共产
主义是天堂”那一套邪理歪说，搞什么“大跃进” ，
结果造成六零年大饥荒，饿死了四千多万人，人们才
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是骗人的，不再相信它们的那一
套了。人们的积极性也没有了，觉得也没啥奔头了，
也就没劲干了。
我们中国的道德文化源源流长，几千年在教化和
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儒、释、道三家文化交相
辉映，历朝历代虽然政权更替，但佛、道、儒三家的
思想不变。才使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思想、社会
等诸多领域闻名于世界，被誉为中华文明古国。这是
我们为之而自豪和骄傲的！可是在中共邪党“无神论”
的邪理歪说的迷惑下，人们开始不信神了，不相信善
恶有报了，人们开始尖滑了，开始敢干坏事了，好人
也开始变坏了。
现在的中国有几个不贪的?有几个不色的?有几个
见义勇为的？有几个敢说真话的？有几个敢仗义直言
的？记得我们本地的一位反贪局长说的好: ―现在人是
人心不古、信仰危机、精神空虚、道德下滑。国是世
风下流、国无正气、体无完肤、满目疮痍。”好象这位
干部还有点善良本性，还不那么愚眛无知。说到底就
是人类己无心法约束，没道德约束了。但这个宇宙有
个理：人不治天治！人类道德败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人类的法律约束不住人类的时候，上天就要惩罚人类，
上天就要灭其中共。现在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

色心一动 仙女离去
南宋时期，曾有位白道长因为道法高深名动京师，因此受到宋理宗的赏赐。据记载，他曾经在王公大臣面
前，用道家法术召来仙女。当时众王公大臣们正作夜宴，各人正饮的高兴，忽地庭前天际涌现祥云，众人抬头
张望，只见四位仙姬正踏云而来，容颜端庄。于是一时间个个停杯，人人惊讶。他们眼见仙姬是朝着庭院飘来，
却忽地祥光一闪，她们却转一个弯又飘上天回去了。
这时，却只听见白道长跌足呼道：“可惜可惜！”人们问他可惜什么，他答道：“列位大人中，有人对仙姬
动了色心，所以她们就不来了。我本来请她们携来王母的仙酒，那还不可惜呀。”给他这么一说，席上的官员都
不说话。正当众人尴尬无语时，忽然间云消雾散，仙姬们已经都隐去不见了。
故事里，白道长本已用仙术请来仙女现身，不料在座的众人中有人动了色心，以致仙女们又返回去了。可
见色心危害之大，修炼人一定要去掉这种心。有些无神论者说：为什么神不显现在我眼前，让我看个清楚？要6
叫我来回答的话，我会说：人不去掉不信神的思想，不去掉色心等各种肮脏的念头，那就很难见到神。
愿您了解法轮功真相‧欢迎突破封锁浏览法轮功资料 https://goo.gl/rtVz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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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
中国是茶的故乡，历史悠久，光辉绚丽，而“茶
道”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
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修身养
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增
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喝茶能静心、静神，
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这与提倡“清静、恬澹”
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
思想。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茶文化的灵魂。
茶道创始人陆羽（唐朝）着有《茶经》一书，陆羽用
自己的一生从事茶文化的研究，他对茶叶的栽培与摘
采；茶具、茶器的制作；烹茶时水源的选择；烹茶、
酌茶时身体的动作进行了规范和总结，并赋予茶道一
种特殊的文化内函，即饮茶、赋茶、以茶示俭、以茶
示廉。 陆羽所提倡的茶道溶入了琴、棋、书、画所要
表达的意境，注重人文精神，提倡节俭、淡泊、宁静
的人生。茶人在饮茶、制茶、烹茶、点茶时的身体语
言和规范动作中，在特定的环境气氛中，享受着人与
大自然的和谐之美：没有躁杂的喧哗、没有人世的纷
争，只有鸟语花香、溪水、流云和悠扬的古琴声，茶
人的精神得到一种升华。它充分的反映了很多爱茶之
人希望社会少一些争戈，多一些宁静；少一些虚华，
多一些真诚。茶具的朴实也说明了茶人们反对追求奢
华的风气，希望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可以说“茶道”
是一种“艺”（制茶、烹茶、品茶之术）和“道”（精
神）的完美结合。光有“艺”只能说有形而无神，光
有“道”只能说有神而无形。
茶道的和谐、友善的精神也在传播途径上得到了

印证，比如，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
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
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
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
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
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新
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
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
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
《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
云：
“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
自善德王时有之， 至于此盛焉。”
南宋绍熙二年，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国
带回日本，从此日本才开始遍种茶叶。在南宋末期，
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县的经山寺求
学取经，学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首次将中国的茶
道引进日本，成为中国茶道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日
本的茶道四规：“和、敬、清、寂”，的历年显然是受
到了中国茶道精髓的影响而形成的。
在中国，
“道”是一种很严肃的宇宙以及时空的运
行规律，古典哲学中的美学理念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般的滋润着中国茶文化这朵奇葩。在中国茶文化
中既有佛教圆容空灵之美，又有道教幽玄旷达之美以
及儒家文雅含蓄之美，简而言之：
“茶道”早已经被赋
予了修炼的内涵。作为一名法轮大法的信仰者，我深
知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而精深，从茶道的理念中亦升
华了对天道的理解，那就是用最纯净和谦卑的心境遵
从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大道：真、善、忍。
（作者: 萧玉）

晋文公守信履约的故事
人们喜欢做事不计后果。其实做人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信用，一旦失去了，可能拿多少钱也买不来了。
晋文公攻打原国，与士兵约定七天为期。过了七天可是原国却不投降，文公就命令离开。将士们说：“原
国就要投降了。”军官们都请求等待一下，文公说：
“信用是国家的珍宝。得到原国失掉珍宝，我不这样做。”终
于离开了。第二年，又攻打原国，与士兵约定一定得到原国然后才返回。原国人听到这约定，于是就投降了。
卫国人听到过件事，认为文公的信用真是达到极点了，就归顺了文公。
原文：晋文公伐原，与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谋士言曰：“原将下矣。”师吏请待之，公曰：”
信，国之宝也。得原失宝，吾不为也。
”遂去之。明年，复伐之，与士期必得原然后反。原人闻之，乃下。卫人
7
闻之，以文公之信为至矣，乃归文公。(出自《吕氏春秋》)（作者: 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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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议员政要期待神韵赴港演出
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2017 年亚洲巡演即
将拉开序幕。香港神韵主办方——新唐人香港分台，
日前发表公开信，呼吁港府邀请神韵艺术团赴港演出。
对此，美国国会多位关注亚太地区和香港情况的资深
议员表示支持。
过去十年，美国神韵艺术团每年巡演 100 多个城
市，至今已几千场。很多美国国会议员、政要名流都
欣赏过神韵演出。但遗憾的是，神韵至今还未在香港
演出。美国国会议员认为，这样美好的艺术，香港人
民也应该有机会来欣赏。
美资深众议员罗拉巴克：神韵是了不起的演出
美 国 众 议 院 外 委 会 资 深 议 员 罗 拉 巴 克 （ Dana
Rohrabacher）在受访时说：
“我和家人及孩子看过这场
演出，我非常喜爱。真是了不起的演出！没有任何理
由，哪个国家的人们不能看这场演出。如果有政府反
对这一演出，那只能说明这个政府有问题。”
罗拉巴克还说：“演出通过艺术这一很好的方式，
把那些腐败官员与暴君推到一边，表明美国人、中国
人及所有善良人都能和平相处，享受音乐、舞蹈和生
命中美好的事物。我们本应如此。
”
罗拉巴克议员来自加州 48 选区，曾以助理新闻官
和演讲撰稿人身份，在里根总统身边工作七年，为“里
根主义”（Reagan Doctrine）的制定发挥了主导作用，
并帮助里根总统制定了“经济权利法案”（Economic
Bill of Rights）。他于 1988 年当选国会议员，至今已 27
年。目前，他是众议院外委会“欧洲、欧亚与新兴威
胁小组”的主席，也是亚太与全球环境小组成员。他
还是川普新内阁国务卿一职的热门人选。
2014 年 3 月 15 日，美资深众议员罗拉巴克罗拉
巴克（Dana Rohrabacher）带着小女儿安妮卡来到加州
橙县艺术表演中心观赏神韵，发出由衷赞叹。
2014 年 3 月，他和小女儿安妮卡观赏了神韵纽约
艺术团在加州橙县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看过演出后，
罗拉巴克盛赞演出“超一流”
、
“引人入胜”
，并认为“这
样宏伟壮观、基于中国文化的艺术在美国这里得以展
现和繁荣发展，却无法在中国大陆演出，是一种耻辱”。
美众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对艺术应开放思想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与全球环境小组主席邵建
隆（Matt Salmon）十分关注香港，并曾专门举办听证
会，为港人争取公平普选发声。了解到神韵是复兴中
华传统文化的表演，他说：
“我知道只有一个中国，但
在香港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任何时候涉及到艺术，

都应该持开放的思想，允许人们来欣赏。”
邵建隆议员来自亚利桑纳州第 5 选区。除担任亚
太与全球环境小组主席，他目前还是国会教育和劳工
委员会委员。他曾担任亚利桑纳州议员 5 年，前后担
任国会议员 10 年(1994—2000 年，2012—2016 年)，是
美国国会中罕有的能讲中文的议员。
国会资深议员支持神韵赴港演出
对于表现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神韵演出，美国众议
院外委会成员、前“亚太小组”主席夏波（Steve Chabot）
说：
“人们应该有权享受娱乐舞蹈，人们应该能够自由
的表演。遗憾的是，任何世界上发生的很有道理的事，
似乎都会惹怒中共。”
夏波议员来自俄亥俄州第一选区，任国会议员长
达 18 年。目前是众议院外委会下属亚太与全球环境小
组、中东和北非小组的成员，也是小型商业委员会和
司法委员会成员。
沃兹议员：自由是香港充满活力之源
得知最近香港各界纷纷签名，支持倡议港府邀请
神韵艺术团来港演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
会委员、民主党议员提姆‧沃兹（Tim Walz）也对香
港政府发出呼吁，
“人民渴望基本的信仰自由、言论自
由、表达自由，这是令香港如此充满活力的原因。我
将鼓励（港府）继续向人民妥协。人民表达诉求不是
要让他们难堪，或无政府主义，而是因为这是基本的
自由生活的权利。”
沃兹议员曾经多次到访访香港。他表示，现在香
港对他来说感觉和以前不同了。住在那里的人也说，
一切确实和以前不同了。失去以往的活力和特色对香
港来说是一个错误。她是属于中国的，但她更是通往
外部的大门。
“美国不想和中国打贸易战或文化战。但如果（香
港）不允许艺术与文化进入，这就真成问题了。美国
总是说，需要遵守普世人权（规范）。虽然我也有时会
感到失望，但我们需要在此问题上持高标准，提出这
些问题。我想任何我们能够做的推动人权的事情，都
是符合这个世界最佳利益的。”他表示将更多了解关于
神韵赴港演出的事情，并鼓励这样的文化交流。
来自明尼苏达州第一选区的沃兹议员 2007 年被
选为国会议员，目前是国会农业委员会下属普通农产
品和风险管理小组副主席。从 1989 – 1990 年，他通过
哈佛大学的一个计划教学项目，曾作为美国政府支持 8
的首批教师团成员，到中国高中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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