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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来源遭质疑
“人体展”在瑞士洛桑被禁
日 前 在 瑞 士 首 都 伯 尔 尼 举 行 的 一 个 人 体 展 览 “ Expostition
Bodies”引起当地公众和舆论批评。当地媒体质疑这些尸体可能来自
中国异见人士，包括法轮功学员。因此，原定于 10 月 19 日至 21 日继
续在瑞士洛桑举行的这次展览现已被当局禁止。

指责，指控尸体来自中国的异议人
士。8 月在伯明翰的人体展上再次
发生抗议活动。抗议者怀疑展出的
二十具年轻男性尸体来自中国。一
名医生怀疑尸体来自被谋杀的法轮
功学员。
伯尔尼地方报纸《伯尔尼人》
报导说，当然，人们不免质疑尸体
来自何方。全球最重要的塑化尸体
生产地点位于中国。怀疑展品来自
遭到处死的异见人士的想法成立。
洛 桑 市 政府 声 明 (Communique
du 16 octobre 2018)
瑞士洛桑市政府决定不批准计
划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至 21 日在
Palais de Beaulieu 举行的“真人
体”展览。
塑化人体尸体和骷髅的展览将
不在 2018 年 10 月 19 日至 21 日于
Palais de Beaulieu du 举行。
在瑞士 ACAT 提出投诉之后，洛
桑市 政 府 要求 展 览组 织 者进 行澄
清。
根据 ACAT 的说法，本次展览中
使用的尸体很可能是中国死囚或被
杀害的法轮功成员，法轮功成员在
中国受到迫害。
因此，经济部要求提供尸体来
源证明，以及死者签署的允许利用
其尸体的书面同意书。
在组织者拒绝或不可能提出具
体证据，证明死者同意将自己的身
体用作展览的一部分之后，以及无
法解释这些尸体来源的背景下，市
政当局认为当局具有不允许举办本
次展览的责任。
在瑞士，每个人都有处理本人
未来遗体的基本权利。鉴于尸体来
源的怀疑，这种展出可能会冒犯洛1
桑公众的敏感性。

瑞士法语区报纸《24 小时》
(24heures)报导说，
“基督徒废除酷
刑行动”组织（ACAT）的多米尼克·约
里斯（Dominique Joris）对这一展
览提出投诉，他说：
“如果一切合法，
我们就无需责备这个展览……但如
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我们要求禁
止它在洛桑展出。”
ACAT 已经对伯尔尼举行的人体 Antoine Hildbrand 表示，“有太多
展提出投诉，并再次投诉定于洛桑 的因素不清楚，使人难以对这一事
进行的人体展。
《24 小时》报导说， 件感到心安。”这样的展览可能会伤
人体展览引起争议已经不是首次。 害到洛桑公众。
就一年前在日内瓦展出的“身体世
瑞士多家媒体质疑人体展的来
界”（Body Worlds）到目前为止尚 源
未达成一致意见。日内瓦州州政务
展览期间，虽然伯尔尼市长
委员毛罗·波贾（Mauro Poggia） Alec von Graffenried（GFL）正在
已经谴责面向公众举行尸体展。
度假，还是对此事件发表了评论。
瑞 士 德 语 区 报 纸 《 观 察 报 》 他说：
“人体展览引发一系列合理的
(Blick)报导说，洛桑市政府 16 日 质疑。
”
决定禁止举行争议性的塑化“真人
市政府事前并不知道此事，因
体”展览。
为私人展览不需要政府授权。他的
洛桑市要求组织者给予说明， 声明使得人体展主办方自称手续合
特别是关于尸体的来源以及死者是 法的说法不再成立。
否以书面形式同意使用其尸体的问
瑞士《20 分钟》报报导说，在
题。
展览开门之前两名法轮功学员就尸
根据 ACAT 的声明，“本次展览 体来源提出质疑。他们相信尸体来
中使用的尸体很可能是遭受酷刑或 自被杀害的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是
处决的中国囚犯，以及在中国被禁 自 1999 年遭受中共政府镇压的信
止的法轮功运动成员。
”报导写道， 仰团体。展览同时收到了起诉书。
法轮 功 学 员在 中 国受 到 镇压 和迫 警察来到现场与展览负责人“取得
害，这一信仰在中国被取缔。
联系”。据展览组织者介绍，尸体来
洛桑市要求组织者提供保证和 自美国志愿捐助者，但到目前为止
具体证据，证明这些怀疑不成立。 缺乏证据。
由于不能消除这些怀疑，洛桑市发
瑞士《联邦报》报导说，在 4
表声明，扣留了展览授权。
月悉尼举行的“Real Bodies”展览
安 全 性 市 政 主 任 Pierre 受到医生、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的
Antoine Hildbrand
对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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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vB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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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闻提要
【调查活摘器官法庭成立 英御用大律师主持】在“终止中共移植滥用国际联盟
（ETAC）”的倡议下，周二（10 月 16 日）
，负责调查中共强制摘除良心犯器官的
“独立人民法庭”（Independent people's tribunal ）在伦敦宣布成立，该法
庭由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主持。
根据人民独立法庭的新闻发布稿内容，该法庭的调查目标是：任何涉嫌中共
国家或国家批准的机构、组织在强行摘取器官方面的刑事犯罪。
独立人民法庭将于 12 月在伦敦举行公开听证会。预计三天的听证会期间，
法庭将收到 30 名证人和专家提供的证据，最后一天庭审将在 2018 年 12 月 10 日
——国际人权日举行。其它法庭会议将视情况进一步安排。
ETAC 的主席罗杰斯（Wendy Rogers）教授表示，“要解决这样大规模的犯罪
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对之进行）强有力的法律分析。”
“法庭将提供这种（法律）
分析和透明永久的中共强摘器官的循证记录。此类（法庭）调查也将提供材料，
促使官方国际组织采取进一步行动。
”
【美媒披露中共强摘器官 吁国际社会调查】针对调查中共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
的“独立人民法庭”（Independent people’s tribunal）于 10 月 16 日在伦敦
宣布成立，美国媒体刊文说明外界对中共强摘器官的指控，并呼吁国际社会就此
议题进行独立调查。
美国《福布斯》（Forbes）网站于 10 月 16 日发表法学研究人员暨人权倡议
人士欧恰布（Ewelina U. Ochab）的文章说，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准则，在
未经当事人（无论死活）同意的情况下强制摘取其器官，是非法行为。
外界指控中共政府杀害良心犯（尤其是法轮功学员、西藏佛教徒、维族穆斯
林、地下基督教徒等少数宗教群体），并强摘其器官以供应器官移植产业。美国
国会和欧洲议会都曾就此议题举行过听证会。
这项指控获得实质的证据支持，其中包括由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David
Matas）、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乔高（David Kilgour）和美国资深媒体人
葛特曼（Ethan Gutmann）
，基于其调查报告在 2016 年所发表的《血腥的器官摘
取/大屠杀：更新版》
（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 An Update）一书。
至于针对中共强摘器官议题，人们可以采取何种行动？欧恰布在文章中说，
进入中国进行独立调查是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步骤。如此的独立调查或可作为考虑
对参与器官移植或摘取的人提出诉讼的基础。

目前三退人数：3 亿 1785 万

声明退出邪党的附
属组织共青团！我母亲是
学基督教的，一天也莫名
其妙的被中共非法抓捕
了。（于成）
父亲参加过解放战
争和朝鲜战争，却在文化
大革命期间被摧残至死，
搞的家破人亡，彻底认清
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声
明退出团队及中共恶党
的一切相关组织，迎接光
明的明天。（马军）
因为家人都是“体系
内”的员工，但是从小就
听家人说邪党干过了太
多的错事，后来长大得知
真相，恍然大悟这一切的
缘由，故退出此邪党，不
再与其有任何联系，以保
平安。
（王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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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节期间 77 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8 年 9 月中秋节前后，中共公检法司又对 77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59 人被非法
庭审。其中，18 名法轮功学员被判 5 至 10 年重刑；9 名 65 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判刑，最高年龄者 80 岁。
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 223,000 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 220,000 元，警察抢劫勒索 3,000 元。
2018 年 9 月份，非法判刑、庭审分布于全国二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非法判刑最严重地区依次为：河
二十七岁的软体工程师树彦初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感到很有意义。他表示，从小
南 14 人、山东 11 人、辽宁 9 人、河北 9 人、江苏 6 人、广东 5 人、黑龙江 4 人。非法庭审最多的地区：辽宁
就跟随父母学炼法轮功了，成长中有大法相伴使他成为了一个身心健康、德才兼
15
场、黑龙江 7 场；河北、河南、湖北各 5 场；北京、重庆、广东、江苏各 4 场。
备的人。他说：
“第一次参与这个活动，穿着洪法衣服走出来很好，让更多新加
2018 年 1 至
9 月份非法判刑更新为 714 人。其中，一月份判刑 96 人，二月份判刑 50 人，三月份判刑 81
坡人来了解我们。
”“看到有这么多大法弟子来参加活动，感到很高兴。
” 76 人，八月份判刑 67 人，九月份
人，四月份判刑 87
人，五月份判刑 87 人，六月份判刑 93 人，七月份判刑
判刑 77 人。
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 39 场，律师们在法庭上强调：这些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暴力干涉法轮 2
功的信仰自由，非法剥夺他们的合法权益，这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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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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爆青年到新好爸爸
在孩子心里，大人争吵如同乌
云罩顶，自陈忆缘有意识开始，他
的世界就已昏天暗地。
“从我很小的
时候，爸妈就是三餐吵架，过一段
时间打架，我一直以为所谓的家就
是这个样子。”
在硝烟弥漫的环境中长大，忆
缘养成了暴怒的性格。长大后的忆
缘叛逆自我，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
更加不爱念书，冲突总是一触即发！
家庭没有温暖，学习失去动力，忆
缘象个无头苍蝇般无助乱转，上色
情网站，玩线上游戏，不停联谊渴
求情爱，沉迷飙车又逢重大车祸。
“那时我的人生没有目标也没有方
向，我内心深处很无助，不知道自
己究竟属于哪里？”
生命的曙光
大二下半年，忆缘来到台北打
工，在阿姨的热心推荐下，他上了
法轮功九天学习班，这是他首次系
统、完整的聆听师尊讲法，知道了
“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
标准”[1]，明白了这是修炼的大道、
度人的佛法。
“小时候我曾想过老了
要出家，但我惊喜发现不用等老了，
现在就可以修炼了！”
上完九天班后，忆缘也看完了
《转法轮》，他的世界观在短短几天
内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师父
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
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
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
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
这就不会出现问题。’[1]我就觉的，
原来做人就是要这样，那是一个人
与生俱来的向往，我觉的我就应该
这样做。”
“以前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
着，现在我找到了归属感，看到了
希望，领悟生命真的有一种更高的
境界存在。我感觉身心像被清洗过
一遍，原本包覆我的那些负面物质

消失了，很多不好的想法、欲望不
见了，网路游戏和色情网站也自然
不想再接触了。”
回想当时的难以自拔，忆缘说：
“看淡情，看淡对美色的喜好，欲
望就会少很多。而且任何东西在另
外空间都是有生命的，不管是电玩
还是色情，都是一种毒药，让你沉
溺其中，没有多余的心思去思考人
生更重要的事情，严重影响生活。”
不断用真、善、忍法理洗净自
己的忆缘，在戒掉恶习、善待他人
后，不但从小缠身的鼻窦炎不药而
愈，体力和成绩也突飞猛进。
“在我
得法后的一次期考，班导师曾对一
个前几名的同学说，你看忆缘可以
考九十分，你要加油点。大四考取
国立研究所时，一位科任老师也跑
来祝贺我：没想到你是一匹黑马！”
在婚姻中走正修炼路
二零零九年，忆缘自台湾师范
大学光电科技所毕业，隔年以三等
特考考上智慧局。在有了稳定工作
后，忆缘于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和交往一年半的同修登记结婚。
尽管婚前约定一诺千金，但婚
后考验一个也没少。忆缘不好意思
地说：
“妻子是一个生活中不拘小节
的人，而我刚好是反过来的个性，
所以相处起来磨合也多……其实就
是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让我们在
生活中充满考验。”
经历多次争执后，忆缘意识到
尽管自己认为自己有理，都不能成
为不修自己的借口。
“我好象也在强
迫妻子接受我的思维方式，尤其夫
妻之间因为关系亲近了，好象说话
也可以不客气了。”
“我知道师父最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我们互相指责对方。因为修口
包含了修善，常人讲以和为贵也来
自于善。我理解真正善良慈悲的状
态，就是对待一切和自己想法冲撞

的事情，能够善意理智地站在对方
角度来看待。”
回首从小到大的生命历程，忆
缘说：
“以前对于惨不忍睹的家庭经
历，在心里始终认为是一段伤痕，
然而母亲在高压、无助、折磨人的
环境下把我养大成人，光这一点，
我就应该孝敬她。尤其现在有了孩
子，过去的经历反而让我更懂得为
孩子付出，以及怎么付出，我不该
感谢父母吗？”
“师父说：
‘当然，我们在常人
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
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
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
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
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
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1]
我知道过往的安排都是为了给我消
业，最重要的是在今生得法修炼。”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
法轮》
（文：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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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oo.gl/jSNL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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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桃女的故事
有一天，我和儿媳在外面看孩子，过来一卖桃子
的妇女，儿媳说：
“妈，买点桃吃吧。
”我说：
“买呀。”
儿媳说：
“拿一个给孩子先尝尝吧！
”我说：
“不用，买
了就好吃。”
卖桃人说：
“阿姨，您心眼咋这么好呢！
”我说：
“我
是学大法的，我师父叫我做好人，替别人着想，一个
人拿一个桃，十个人就拿十个桃，二斤桃就没有了，
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做买卖都好做的，
还很顺。”卖桃人说：
“我记住了。
”
我给她做了三退，卖桃女说：
“我丈夫不是打我就
是骂我，还要和我离婚。”我就问她：“你丈夫为什么
打你骂你呀？”她说：
“我给他生了三个闺女，没生儿
子，他就打我还骂我。
”我就告诉她，他打你，你也别
还手，他骂你，你也别骂他，你就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他就不打你了。
第二天，卖桃女又来，见面就叫阿姨，说：
“这大
法太好了，真灵，昨天我两筐桃全都卖完了，这大法
真灵真好！”
又过了两天，卖桃女又过来对我说：
“阿姨，我丈
夫真不打我了，也不骂我了，也不提离婚的事了。他
还问我，
‘你怎么了？我打你骂你，你也不吱声了？’”
卖桃女对丈夫说，有个阿姨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你以后就不打我、骂我了，阿姨还让我把真

相（资料）给你看。
又过了一个多月，卖桃女又来我家门口卖桃，见
到我就说：
“阿姨，这回他和我和好了，我把真相（资
料）给他看了，他明白了真相，家庭和睦了，我们全
家都高高兴兴的了，谢谢阿姨。”我说你别谢我，你就
谢大法师父吧。
看到卖桃女脸上带着笑容，我从心里替这一家人
高兴。
大法给我们全家带来了福份，我的老伴明真相，
也受益不浅，师父还救了他一条命。在一次我老伴给
一个厂子打井，好几个人在那里干活，打井搭了一个
三角架子，上面有一根铁管子，得有两丈多长，这个
三角架子倒了，一直就冲着我老伴的头滑下来了，铁
管子从他后背往下滑，背心都碎了，老伴就倒下了。
几个干活的人过来问，你怎么样了？老伴说，没事，
一边说一边就起来了，用手摸摸脑袋，一摸脑袋上出
来一个大包。这些干活的人说快去医院看看吧，老伴
说，没事我坐这呆会就行了，再一摸脑袋大包不见了，
头上只有点血丝。老伴回到家我给他放了师父的讲法
录音听，没过一天他就又上班去了。
老伴上班走了，我心里想着，若没有师父管，老
伴怎么能好的这么快呢？!我从心里感谢师父、感谢大
法。（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迫害法轮功 湖北省钟祥市官员、警察遭恶报
古语说的好：“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以下是五例发生在湖北省钟祥市追随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无视
法律，迫害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善良民众，其作恶者的下场。
1、曾任钟祥莫悉湖派出所所长的刘金虎，多次非法抓捕、关押、毒打女法轮功学员，今年已患癌症，不能
工作。2、曾任市纪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人大主任的彭玉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积极参与烧毁法轮功
学员的书籍和资料，并将录像在市电视台播放，毒害全市民众，还经常到法轮功学员家里做“转化”，近几年，
夫妻双方相继得癌症，丈夫得癌症，成植物人，两年后死亡。2018 年初，新年前夕，彭玉兰也遭恶报死亡。3、
原公安局副局长龚道友，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叫嚣：“你们谁不‘转化’，我就
关死谁。”不多久，他自己开车被撞死了。4、原钟祥郢中派出所副所长陈祥林，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表现
积极，对法轮功学员非骂即打，不长时间，得脑癌死亡。5、原钟祥棉纺厂警察唐文彬，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
经常在法轮功学员家里监视、蹲坑，不听法轮功学员的善意劝说，一个感冒小病要了他的命。
奉劝还在参与迫害慈悲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人，必须立即停止恶行，才能摆脱可怕的下场；上层的周永康
之流都遭了报应，从上到下正在一层层剥离。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理昭彰，法律无情。
希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610 成员及国保警察，各派出所警察和各级政府、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人员，
不要再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相信谎言，充当他们的打手和被利用的工具，了解法轮功学员送给你们的真相资料，
4
认清形势，以此为戒，停止作恶，请珍惜生命，选择善良。
愿您了解法轮功真相 善待大法得福报‧动态网可透过国外信箱发邮件给 d_ip@dongtaiw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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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百岁老人返老还童 全家祖孙三代受益
山东有一位老人，二零一七年一百零六岁，慈眉
善目，红光满面，皮肤细腻，生活自理，返老还童。
二十年前这位老人曾病危濒死，修了一辈子净土
法门的她那一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疾病痊愈，阖家幸
福。
“我今年一百零四岁了，五世同堂，身心健康，
白发变黑发，头脑很清醒，记忆力一点不比年轻时差。
见到我的人都说我像个八十岁左右的人。这全托师父
和大法的福啊！如果我不修大法，没有大法师父的保
护，二十年前可能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是慈悲伟大的
师父救了我的命，还给我延长寿命，让我能继续留在
这个世界上修大法。”
二十年前，即一九九五年，老人八十五岁，严重
的肺气肿、冠心病、肺心症、老年妇科病、痛风等多
种疾病，把老人送到了死亡的边缘，连续十一天不吃
不喝，村里的医生给打吊针已无法从胳膊上打了，只
能从头上和脚上打，最后哪也打不進去了。医生表示
已经无能为力了，大医院也不收了，家人把后事都安
排好了，只等着老人咽下最后那口气。
就在这时，老人家里五十九岁的儿子突然得了严
重的颈椎病，压迫得脖子不能转动，头和手都抬不起
来。家里的活不能干了，多方治疗也不见效果。修法
轮大法不久的孙女，想叫修了多年净土法门的父亲修
大法。
那时，老人虽然快不行了，但头脑还挺清醒，一
听孙女要叫儿子学大法就不让了，拼上全身的力气不
让儿子学，因为老人觉得自己修净土法门，好象自己
懂得挺多，不用再学其它的法门。孙女看到老人生气
的样子，就用商量的口气跟她说：奶奶，先不叫我父
亲学，光叫他和我母亲一起看看讲法录像吧。为了儿
子，老人只好勉强地答应了。
那天，录音带刚开始播放，躺在炕上等死的老人
突然感到内心一震：这是谁在说话啊！怎么说的这么
好啊！句句都说到心里去了，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
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呢！老人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老人当初修净土时，那一门的师父曾讲过：说将来在
末世时，有一个姓李的高人下世传真道。老人在心里
激动地想：这回真的是高人来了！老人赶忙问孙女：
这讲话的人姓什么？孙女告诉老人姓李。此刻，老人
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病重快要离世的人，激动地大声和
家里人说：这才是真正来救人的真法大道啊！说着老
人竟然坐了起来。家里人见此都感到很惊奇。

老人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的用心静静
地听了一下午师父的讲法，不但没有累的感觉，反而
觉得身心轻松，好象年轻了不少。就在当天晚上和第
二天早晨，老人连续不断地吐了很多的脏东西，又硬
又粘，纸都擦不动。谁也想不到，只一夜的功夫，折
磨老人要送命的多种重病都好了。老人激动地止不住
地流泪，发自内心地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这神话般
的事情，要不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位刚愎自用的
老人是决不会相信的。
老人非常珍惜这珍贵的大法，发愿把自己的一切
全部交给伟大的师父，师父怎么安排怎么办，不去考
虑自己的岁数。老人不识字，每天用心听师父的讲法
录音，能背诵多篇师父的短篇经文。
修炼后，老人身体健康，再没吃一粒药和打一支
针。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从老人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
儿子的病也很快的好了。全家人都很感激师父的救命
之恩。
老人儿子从九五年得法后，身体健康，生活得很
快乐。迫害发生后，儿子被镇派出所当作重点偷偷抓
走，在派出所里，警察逼他交代村里炼功人的名字，
儿子拒绝，警察丧失人性地折磨她儿子，把她儿子打
倒后，再用皮鞋朝全身狠命的乱踢，儿子的整个胸膛
被打的紫黑一片，看人快不行了，才捎信让家人用车
拉回了家。第二天又逼儿子去派出所干活，警察们还
写好了“不炼功”的什么书，逼着儿子当众念。就这
样，儿子被折磨得不敢炼法轮功了，但他心里知道大
法好。
儿子在七十四岁那年得了腰椎骨结核病，站不起
来了，治了五个多月也不见好。从医院回家时，是被
四五个人抬上楼的，孙女对他爸说：
“让你一百多岁的
妈妈伺候你吧。”待孙子、孙女早晨上班后，老人就对
儿子说：“你什么都别想，就再炼法轮功吧。”儿子没
有犹豫，点头说好。就这坚定的一念，结果下午他就
能下地挪动了，病了大半年的他半天时间就会走了。
晚上，孙子、孙女回家，见证了这一奇迹，都觉得真
神了。过了十多天，儿子就又回老家种地去了，现在，
他种着六、七十亩地，忙不过来还雇了几个帮工。今
年他七十八岁了，看起来像四、五十岁的人，红光满
面，身体健康，满身是劲。
当时全村的人没有人相信儿子的病能好的，都觉
得大法真神奇。现在老人全家祖孙三代都修炼法轮功，
5
全家人身体健康，生活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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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G4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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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日本经济之父 如何解读儒典《论语》(六)
也就是说不管你学了多少做人的道理，背下多少
经书古籍，如果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不去对照自己的
言行不断修正不足，是不会获得智慧、获得领悟后的
快乐而坚定地走向自己设定的志向，最后获得成功的。
古有曾子听懂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
话，每天以三省的方式快乐地实践仁德，获得宗圣的
尊称，著述《大学》，留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智慧，留下千古美名，而近代则有涩泽荣一，遵从
孔子教导，继承曾子的做法，同样实践出巨大成就，
被后人尊敬。
那么到了今日，要想成为当世的风流人物，不读
祖先的经典，不知实践孔子的仁德，不知快乐与成功
的要诀，岂非莫大的损失。让我们也从今天开始，每
天夜里回忆自己一天的言行，快乐地三省，修正不足，
活出属于自己的智慧、快乐与坚定吧。
既然以前有子讲完自己对君子学习的领悟为“孝
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孔子就马上给予回答，
点明巧言令色，光说好听话的人，正好与仁德相反，
提醒有子要注意，那么，曾子讲完三省的实践，孔子
是否有反应，是否也对曾子给出了具体的教导呢？答
案是肯定的。
曾子既然以“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来向孔子汇报自己
是如何具体实践君子的仁德修养的，那么接下来必然
是孔子对曾子这句话的回答。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孔
子听完两位弟子的各自领悟和不同做法后，给出了一
个总结。我们来看孔子是如何教导两位弟子的。
《论语》原文
子曰：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
民以时。”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
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教导曾子：仁爱为治国之本
以上孔子的这两句话，都是孔子听完曾子的每天
三省自身的话之后，紧接着说出的话。涩泽荣一在他
的讲义中，没有针对第一句进行解读，也许跟他当年
并未明确用《论语》指导从政有关，他只是经商后，
才正式下定决心要运用《论语》来指导他从事商业，
建立资本经济。所以，他的解读，主要针对他认为的
可以指导商业的内容。
而孔子的第一句话，内容直接针对治国。也许对
于今天的人来说，觉得不太符合实际，今天的人也不
是古代的生活了，也不会有机会去治理诸侯国了，所

以感到没有实际意义。也许正因为这样，涩泽荣一才
略过不讲，担心没有针对性，无法很好地被人理解吧。
其实不然。
孔子的这句话其实是针对曾子说的，曾子说自己
每天三次反省自己的言行，而且说主要是工作以及社
会交往方面的事情，也就是以政事为首。在古代，商
业不被认为是主要的工作，它只是管理百姓、治理国
家的工作中，被涉及的其中一部分。而引导百姓务农，
不失时节，才是管理好国家，辅助好国君的要务，才
是当时人们认为的最主要的君子从政的本分，孔子必
然针对当时的需要来教导曾子如何从事社会的工作。
既然曾子主要讲的是家庭以外的社会工作，那么孔子
当然明白，这个弟子的志向主要在于治国，所以孔子
就针对这个弟子，首先讲了治国的要点。
孔子说：
“领导和管理拥有千两车的大国家，要有
敬业精神，要恭敬认真地对待所做的事情，还要诚实
守信，才能让国君和百姓都信赖自己，把事情放心地
交给自己，这样才能辅助国君管好国家，让国君和百
姓都能安心。能够忠心、守信地为国君和百姓谋事，
这样还不够，管理国家，经常要想到仁爱地对待百姓
才行，要懂得节省民力，珍惜财物，爱护百姓。使用
百姓的时候，要懂得不要耽误农事，按照合适的时节
来征用民力。”
这就是孔子第一句话的含义。主要针对治国，最
后扣紧仁爱来讲，还是回到仁德的结论，让曾子莫要
忘记，君子以仁爱为本。忠实尽力也好，守信也好，
都要本着仁爱之心。这也就是孔子一生的核心教导，
无论是治国，还是管家，抑或是交友，也不管从仁中
分化出多少其他的概念，都会回到这个根本。这些话，
对于今天的公司高级管理人，还是很有启发的。有敬
业精神，辅助上司，同时爱护员工，珍惜财物，懂得
节俭，道理是一样的。
孔子同时教导两位弟子
第二句，则是孔子同时对两位弟子的教导。也就
是说，孔子分别回答了有子和曾子的话后，来了一个
总结，把这两位弟子的话结合在一起，给出了指导。
他的第二句是说：
“作为弟子，你们要做到在家孝敬父
母和长辈，出到社会，要友爱朋友，就像在家对待兄
弟一样。做事谨慎，恭敬，诚实守信，广泛地珍爱天
下所有的人，亲近有仁德的君子、贤人，向他们学习
做人的道理。不断修正自己，提高修养。如果做完这
些，还有余力，就可以学习文学等其他文艺方面的知 6
识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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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欺暗室 女仙赐鲛绡
唐朝官员张建章，曾任幽州行军司马、蓟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等职务，爱读儒家经书和史书。他还喜好
收藏书籍，甚至修建了藏书楼，收藏书籍足有万卷之
多。有一次他奉命到渤海，他坐的船遇到大风浪，不
得不停泊。忽然他看见一叶小舟不惧风浪飘然而至，
小舟上有人对他说：“奉大仙命请大夫”，张建章一听
就答应了。
张建章登上小舟，不一会就来到一个大岛，岛上
耸立着高大的楼台。他被人引领登上楼台，有位女仙
已在上面等他，女仙身边有众多的侍从。女仙赏赐给
张建章的饮食是他家乡的风味。张建章吃完后，准备
告退。女仙这才告诉他请他来的缘由：因为你不欺暗
室，是正人君子，所以我便趁着你被风浪阻挡时，让
人接你至仙境一游。女仙还赐给他名为“鲛绡”的宝
物。随后小舟又将他送回大船，顷刻间风平浪静。张
建章心中明白神仙看护着善良，从此一路上不再恐惧。
女仙说的“不欺暗室”，虽然没有具体讲张建章究
竟做了什么善事。但这句成语是指在没有人看见的地
方，也不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能以礼自持，不违背
道德伦理。女仙赐的“鲛绡”是传说中海里鱼尾人身
的鲛人（也就是人鱼）所织的绡（一种丝织品）。
张建章得到赏赐后，不敢私藏，以赤诚忠心将鲛
绡献给了朝廷。这种鲛绡非常神奇：夏日可以清暑，
只要展开便满室清凉，被皇室放在一个匣子里珍藏起

来，此宝物一直在皇家流传。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王
朝明宗皇帝李嗣源(公元 867 年-933 年)某年祭天时，
依礼制祭坛东西两侧都要摆放朝廷重宝。当时东侧摆
放了三件宝物：一件是传国玉玺，另一件便是张建章
所献的鲛绡，第三件则记录不详。
中国自古就以精美的丝绸闻名于世，这鲛绡能让
皇家作为宝物收藏，直至与传国玉玺并列在祭天大典
上，定然有它神奇超常之处，定非凡品。只可惜在后
来的改朝换代中消失了。鲛绡虽然消失了，可它的影
响却一直存在，其后很多的诗词文艺作品中都提到了
它，很多文艺作品中的“鲛绡”、“鲛绡帕”、“鲛
帕”都由此而来，只不过在含义上变成了丝织手帕的
代称。例如《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中：宝玉让晴雯送
手帕给林黛玉，作为传情之信物，黛玉便题诗“尺幅
鲛绡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可见困于情中不过
自寻烦恼罢了。
神奇的鲛绡，仙人所赐的宝物，能在夏日带来清
凉，功能如同现在的空调，却不用任何能源，远远超
出当今的科学，可见实证科学实在有限。张建章能得
赏赐是因他不欺暗室，可见人类的一切都瞒不过神
佛。佛道神仙是真实存在的，因果报应也是真实存在
的，张建章能游仙岛是神对他的奖赏。由此可進一步
推论：无神论是巨大的错误，鼓吹无神论的共产党从
根子上就大错特错了。（作者：大陆学员）

冥冥之中有定数：料事如神的彭克明
唐朝时有一位相命者叫彭克明，外号“彭钉筋”，“钉筋”是当地俗语，言出必中的意思。九陇村有个富
裕人家姓唐，生活富足无忧。彭克明却偏偏对唐家的儿子唐某预言道：“唐郎即世，不挂一缕”，就是说唐某
去世时，将会一丝不挂。唐某听后质疑道：我家田地不少，衣食丰盛，我死时怎么可能赤裸而终呢？真是无稽
之谈！大家也都认为这绝不可能发生。
不久后的一天，江水泛滥，有只兔子被冲到了水潭里，唐某正好来到水潭边，忽然觉的兔子唾手可得，于
是脱下衣服跳進水潭抓兔子，不料此时又来了一股大水，将他冲走，因此溺水死亡。家人最后将他的遗体打捞
上来时，果真是赤身裸体的，应验了彭克明的预言。
人的命运是由神按人的善恶排的，很多普通人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只要神安排了就会发生。彭克明正是
在他的层次上，知晓了神的安排，所以才能准确的预言。现如今，中共恶贯满盈，神按照其罪恶，定下了“天
灭中共”的未来。无论有多少不信神的人认为这不可能，然而只要时间一到，中共及其成员都会在上天降下的
灾祸中被毁灭。这是必定要发生的，人算不如天算。中共成员唯有赶快退出才能保平安。（作者：大陆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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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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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0J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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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神韵交响乐感动波士顿观众
2018 年 10 月 13 日下午，在世界著名的波士顿交
响音乐厅（Boston Symphony Hall）里，细腻流畅的
琵琶乐声，带您走进皇宫盛宴；隆隆鼓声，让人联想
起古老疆场，在那里，勇气的光芒势不可挡。
神韵交响乐团重返波士顿交响音乐厅，带来一首
首动人心弦的中西方交响乐，吸引许多中西方爱乐迷
们慕名欣赏。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
乐团加演一曲后，观众们再次起立鼓掌，指挥纳切夫
慷慨大度，率团又加演一首。
观众们从神韵音乐中感受到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
涵，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及神性的慈悲，因而不约而
同地表示自己内心深受触动、非常感动。
作家从神韵音乐感受平和与喜悦
Julianna Thieodeaux 是一位作家，擅长创作小
说、散文以及视觉艺术评论文章。她也是一位音乐迷。
Julianna 从这场音乐会中感受到了平和和喜悦。
她说，“特别是最后一曲，那首《创世》主题曲，让
人感觉就像是（我们）源自神的恩典而下世，然后再
回到神那里。我认为，那些乐器演奏的非常出色。”
“这音乐听起来令人深受启发，我喜欢的是那乐
曲的自然本质，那平原，让你联想到蒙古，联想到那
里的街道和文化，甚至思考蒙古文化，又仿佛在那里
仰望夜空，那星空是如此广褒的，大地是如此平坦，
我真的能在音乐中感受到的，我闭上眼睛让思绪飞
扬。”Stephen Thieodeaux 先生说，他是全球知名健
保公司诺华公司的一位化学家，并擅长弹奏大提琴。
神韵女高音歌唱家耿皓蓝使用美声唱法演唱中文
歌曲，让 Thieodeaux 赞叹不已，“真是惊人啊。真是
非凡。”
心理治疗师：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我感觉（神韵音乐）很神圣，像是自然天成的
感觉。非常精彩。”心理治疗师 Marco Burroughs 感
叹神韵音乐充满神性。他面带笑容，仿佛还陶醉在刚
才的音乐节奏之中。
Marco Burroughs 是一名心理治疗师，从事基于
信仰的心理咨询工作，这项工作在治疗中强调精神价
值带来的效果。今天，他从神韵音乐中感觉自己也得
到了疗愈。
亲自来现场聆听神韵交响乐，是 Burroughs 先生
等待许久的一件事，“我好几年想来听都没来成，很
高兴今天终于来了。”他盛赞这场东西方合璧、完美
交融的音乐，为他带来“跨越整个世界”的惊喜，“他
们真的做得很棒”，“非常优美流畅，让我想到柴可

夫斯基简直是东方人，我想起了从中亚和欧亚大草
原、从中国到俄罗斯的音乐传统。这整个范围，我认
为是从近东到远东逐渐过渡。”
Burroughs 认为，能够如此打动人心的音乐是来
自神的力量，“非常有神性。”他感叹道。
声音治疗师：神韵音乐极具能量和穿透力
Carolyn Wagner 女士是一位听力学家和声音治疗
师，这是她第二次欣赏神韵交响乐，“去年我第一次
听闻神韵就来了，今年是第二次，神韵交响乐实在令
我觉得好得不可思议！曲目搭配极为协调，我感受到
了巨大的能量，我的精神一直在提升，提升。”
她相信“音乐是药”的这种说法，她说：“（神
韵）音乐真的令人振奋。如果你对她敞开心胸，她可
以帮助你提升精神。即使人们不知道她是什么，她仍
然会做些（帮助）你的事情。即使人们不知道，她仍
然会给他们的心灵带来影响。”
作为一位在声音医疗领域颇有研究的科学家，她
表示，“好的音乐能触及灵魂深处，坏的音乐则起着
相反的作用。神韵就是这样好的音乐，她可以使人性
重新回归，在当今世界，人类迫切需要这一点。”
声音与人体息息相关，她还表示：“人体对声音
的感知直接影响着该生命的精神和意识，也影响其对
神性的认识。神韵带给听众的是天堂，是神性，是人
最根本的来源之处，你必须要亲自来体会她。”
神韵音乐带给 Wagner 女士强烈的能量冲击，“我
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能量，不可思议！正如我用声音治
疗病人，神韵音乐也起著这样的作用，从这方面来看，
神韵音乐堪称一剂良药。神韵所有乐器的演奏，包括
独唱歌曲，都极具能量和穿透力，提升著听众的灵魂
和精神层次。就我自己而言，我仿佛看到眼前亮起一
盏明灯，身心和灵魂结合得无比紧密，神韵音乐滋养
着我的心灵，疗愈着我的身体，她真的起到这样的作
用！我身心都得到巨大的升华！”
Wagner 女士还注意到神韵音乐中表现著悠久的文
明和文化，“古代人，特别是中国人，比当今人类认
识的更深远，当代人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我从
神韵交响乐中了解到，人类的灵魂就位于松果体中，
还有关于人体经络等知识。”
虽然对一些中国乐器不太熟悉，但 Wagner 女士仍
被它们优美的音色和旋律所感染，尤其是二胡三重
奏，“我的天哪，这是我所听到的最优美的声音，她
们演奏的是天上的音乐，人间罕见！三位女士触及到 8
我的灵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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