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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人兽之别在于伦理。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是地球的
主宰者，是因为人有理性与道德，有做人的标准，能得到神
佛的护佑，才能代代繁衍下去，繁荣着地球与人类的生活。

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文化交相辉映，
互相融合、沉淀与积累。佛家的善，道家的真，儒家的恕与
中庸之道，相互融合渗透，形成完整的一套五伦、五常、四维、
八德的伦理标准。

一部《三国演义》，人们从中感受到仁、义、礼、智、
信（五常）的人格力量与魅力，关羽的义薄云天，刘备的仁
义天下闻名，曹操在关羽土山约三事到听到刘备消息挂印封
金、过五关斩六将中表现出的仁、义、礼、智、信，仍然令
今天的读者赞叹，这才是一代英雄的应有之素质。

反之，做人违背了传统道德标准，与“君子”相对应的
则被称为“小人”、“奸人”、“恶人”等，即使这样，这
样的坏人也不敢妄自尊大到蔑视上天与神佛，口出狂言的人
也只敢说“天老大，我老二”。一部《水浒传》费劲笔墨道
尽了“盗亦有道”的理，一群官逼民反的一百单八条好汉可
以大块吃肉喝酒，大称分金银，不敢逆天意而行，聚义厅的
匾额是“替天行道”；不敢挑战皇权，直接替而代之，怕乱
了人间秩序，招来报应。

反观今天的中国大陆，这些标准荡然无存。古代的被称
为国之四维的仁、义、廉、耻，在今天国人的身上很难看到，
你讲仁、义、廉、耻，会被人讥笑为“傻子”、“精神病”。
有两则例子可以看出端倪。

被民间称为“维稳沙皇”的鲁炜，1993 年，在一本 400
多页的《15 年风雨路，鲁炜新闻作品选》的扉页上题着：学
为文，先学为人。看到“为人”二字，很多人会联想到仁、义、
礼、智、信，但实际上鲁炜顺应了中共的邪性，抛却了人的
尊严与人格，曲尽逢迎巴结之能事，所以他才由由工人到新
华社记者、到中宣部副部长等官职的巨大跨越。长袖善舞，
精于经营，是他在桂林风动工具厂的好友，当记者后结识的
朋友等很多人的印象。有人做了总结：鲁炜用 21 年，从广西
到北京；用 13 年，从新华社记者到新华社副社长；从网络沙
皇到囚徒，用了五年。

被炒的很热的毒疫苗事件，把孙咸泽再次暴露在公众视
野。孙咸泽 2009 年任国家药品食品监管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
长，当年因三鹿奶粉事件受到行政记过处分，没多久，升任
国家药品总监（正部级），一个管不好奶粉的人被中共高升
管药品，滑天下之大稽。

鲁炜与孙咸泽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共所需要的做人标准
不是传统道德标准，而是放弃人格尊严，只会假、恶、斗，
并且会揣摩与迎合中共邪性的人。

中共与江泽民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中，有多少在中共体
制中混的不如意，或者想往上爬的人，把迫害法轮功当作政
治资本，邀功请赏，得到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赏识而重用，得
到了一时的权势。

在文革中踹断父亲薄一波肋骨的薄熙来在升官无望时，
得到江泽民的暗示：迫害法轮功越狠，官才能升的越快。很快，
在薄熙来主政过的大连、辽宁、重庆成为迫害法轮功的重灾
区，而且薄熙来不打折扣的执行江泽民活摘法轮功学员牟取
暴利的密令，还和外商秘密成立尸体加工厂。薄熙来踹断父
亲薄一波肋骨的举动被其父赞为“够狠，可以当中共的接班
人”。

被称为“维稳沙皇”的周永康，曾经官居中央政治局常
委。这么一个没有红二代、官二代背景的人，快速升官的秘
诀就是顺着中共的邪性，丧尽良知的恶毒的迫害法轮功。为
了能快速成为江泽民的嫡系，他不惜制造车祸杀害了结发妻
子，娶了江泽民的侄女，还时时以“江泽民的人”自居。在
迫害法轮功方面毫无人性，用尽了邪恶手段。

一个“狠”字，道尽了中共享人标准之邪恶。也只有不
相信神佛，不相信善恶必报天理，无法无天的人才能做到这
一步，甚至更邪恶。

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同时摧毁了人心中的善念，摧毁了
传统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的伦理标准，中共的党文化
乘虚而入，在中共制造出的假、恶、斗虚假现实下，因为没
有了正统信仰的对比，一代代中国人变异的善恶不分，是非
不明，明知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还是不敢
坚持真理，有的在谎言面前沉默了，有的做了帮凶，追随中
共迫害法轮功，为自己造下了无边的罪业还不自知。

做人是有标准的。传统文化伦理标准，讲天理良心，人
有心法的约束，活的善良，行善积德，生命更久远；中共党
文化破坏人心与善念，人在恶念的支配下，无恶不作，带给
生命未来的就是恶报。

传统文化叫人行善积德，中共党文化叫人行恶造业，中
共迫害法轮功，把人带入了无边的深渊，因为历史上迫害神
佛与修炼人都是无边的罪业，生命的恶报就是销毁，从中可
以看出中共魔鬼毁灭人的罪恶目的。

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目的就是要人认清中共的罪恶目的，
唤回人的正念与良知，真正的在救人。

据明慧网报导，有很多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后都做
出了正确的选择。有的宁愿放弃局长职位，也不愿意抓捕参
与诉江的法轮功学员；有的检察官给法轮功学员作出不起诉
决定；有的法官宣判法轮功学员无罪释放；有的警察接到举报，
故意把警笛鸣的震天响，提醒法轮功学员离开；有的警察把
法轮功学员请上警车，转个弯就叫回家了等等，这是人心归
正，有了善念的突出表现。看上去是一个选择，实际上是生
命未来的选择。

中共摧毁了做人的正统标准，目的是毁灭人；法轮功学
员讲真相中在复兴传统文化，同时把宇宙特性真、善、忍传
播给人，人能认识到真、善、忍，能顺应真、善、忍做一个
真正的好人，人就能得救，是在真正的救人。但是选择权还
是在自己手里，做一个奉行假、恶、斗的坏人，还是遵循真、
善、忍的好人，尽在自己的一念间。

加拿大顶尖学府炼法轮功的精英学子们

文／刘如

做人有标准

在 加 拿 大 蒙
特 利 尔 市 中 心
皇 家 山（Mount 
Royal） 脚 下， 坐
落 着 加 拿 大 最 古
老 的 大 学 —— 麦
吉 尔 大 学（McGill 
University）。 这
座蜚声世界的顶尖
学府，曾经培养出
3 位加拿大总理和
14 位诺贝尔奖获得
者，她吸引了世界
各地的学子精英来
此求学。

在新生入学的秋冬两季，麦吉尔大学都会举行热闹的社
团招新活动，几十家在麦大注册的学生社团一起欢迎新生的
到来。麦大的法轮大法社团也在其中，每当中国大陆来的学
生经过这个展位时，时常会发出惊讶的声音：“看啊，法轮
大法！”

这时，安娜和她的伙伴们会递上一份法轮大法（法轮功）
的简介，告诉他们，自己如何从修炼法轮功中受益，以及中
共为何迫害法轮功。让人了解真相，是社团成员们最大的心
愿。

修炼法轮大法打开了智慧
安娜是麦吉尔大学生命科学系的一名本科生，攻读的方

向是免疫学。

“修炼法轮功对我的学习帮助很大，读书的时候能够静
下心来。而且我懂得了做而不求的道理，凡事尽自己的努力，
但不为结果而苦恼。”安娜说，她深感修炼法轮大法给她打
开了智慧。

上中学的一段时间，安娜曾迷上养电子宠物，“一会儿
该喂食了，一会儿该存粮了”，心里总惦记着。爸妈怎么说
也不管用。2016 的一天，她在纽约聆听了李洪志师父的讲法，
师父在讲法中提到电子游戏对人的危害。她马上删除了手机
里的游戏，从此再也没有碰过。

她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从小跟着妈妈修炼法轮大法，
每当回想从前和妈妈一起参加法轮大法活动，都是快乐的回
忆。

Alex 是麦大机械工程学院的高年级学生，在学习上也有
与安娜相同的体会，他说：“炼法轮功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比如有时候做题时卡住了，炼功能让我放松，头脑变得更清
晰。这个状态就突破过去了。”

在几年本科生活中，Alex 非常忙碌。在读书的同时，他
还在国际知名的航空发动机企业——普惠加拿大公司（Pratt & 
Whitney Canada）实习，相当于一份全职工作。他必须平衡好
学习、工作和个人生活的安排。

Alex 表示修炼法轮大法给了他很好的能量补充，“炼法
轮功能让我一下沉静下来”。他看起来总是精力充沛，课余
还在蒙特利尔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担任指挥。

在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担任指挥，对于 Alex 也是一个锻炼
自己的过程，他说：“一方面，精力要集中，心里的节奏要
清晰，不能被不同的乐器带乱了阵脚；同时，还必须时时留
意各个乐器的声音，照顾整体的节奏。”

Alex 表示，在天国乐团的经历帮助他获得了在普惠发动
机公司的实习机会，这家公司在面试时，最看重的就是他的
沟通能力和团队协调配合能力。

今年 12 月，Alex 就要拿到“工程师戒指”（Iron Ring）了。
毕业后他将正式加入普惠公司，开始他的航空工程师生涯。

修炼让生活充满阳光
在麦大学习土木工程专业的琦琦说，修炼法轮大法让她

改变了很多，修炼已成为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在麦大，课余时间里很多学生热衷于喝酒、聚会、开派
对，谈生活享受，有的人甚至第二天上课时酒劲儿还没过去。
琦琦的生活与这些无缘。她喜欢做实验，觉得和泥土打交道
挺有意思；她喜欢中文，写得一手好文章；她的成绩单上基
本是 A，如果偶尔出现 B，对她而言那就是失败。

琦琦喜欢思考，有一些疑问仿佛与生俱来，一直在头脑
中萦绕，“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想：我为什么会当人，我
从哪里来，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琦琦初到海外的第一年，诸事不顺，她陷入苦闷迷茫，
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修炼法轮功的家人劝导下，
她开始阅读《转法轮》，逐渐地，她对生活的负面想法消失了，
“我在大法中找到了答案，修炼是人生的目的，这是最重要
的。”

刚从中国大陆出来时，琦琦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现在
她浑身轻松，脸上经常挂着阳光般温暖的微笑。无论功课的
压力有多大，她坚持每天学法炼功，周末还参加法轮大法天
国乐团的排练，心里特别踏实、快乐。

向中国同学讲法轮功真相
在麦吉尔大学法轮大法社团的网站上，有这样一段话：
“作为从修炼法轮大法中深深受益的学生，我们希望通

过法轮大法社团，和麦吉尔大学小区的朋友们分享法轮大法
的益处、理念和功法。同时，我们呼吁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
迫害，清除谎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的大街小巷，
法轮大法修炼者能和从前一样自由地炼功。”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 19 年了，在共产极权的铁幕下，
很多中国人被中共造假的宣传蒙蔽。琦琦还记得，上小学一
年级时，她和同学们被学校拉去电影院看“天安门自焚”。
银幕上出现的毁容画面十分恐怖，“我周围的小同学全部都
吓得躲到椅子底下去，不敢看。”

在社团招新会上遇到中国留学生时，琦琦都感到很亲切，
与他们交谈得很开心，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真相，“效果很
好，他们都很理解。”琦琦说。她还发现，有个别胆小的中
国学生，会趁没人看见时，从展台上悄悄拿走一份真相资料。

在加拿大长大的安娜认为，“关心和维护他人的权益”
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于制止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她感到义不
容辞，她认为有责任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

“有位中国大陆来的同学看到法轮大法社团，非常惊
讶——麦吉尔大学竟然有炼法轮功的。”安娜说：“后来，
那位同学去唐人街路过（法轮功）真相点时，就主动索要真
相数据，向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

有时因功课繁重或遇到其它障碍，安娜对于从事法轮功
社团事务感到应接不暇，而往往这时候听到或看到类似这位
中国同学的故事，都会鼓励她继续前行。

庞公为子孙
留安宁

东汉末年，庞公（人名）家居于南郡襄阳 ( 即今湖北襄阳 )，
在县中的岘山之南，与妻子相敬如宾，一道躬耕度日，足迹未曾入
过城市。

这时候，天下大乱，各路诸侯割据一方，群雄称霸。荆州刺史
刘表，也是群雄之一，他得知庞公的名声，爱其才华，多次派人请
庞公出来，到他手下做官。庞公都不肯答应。于是，刘表礼贤下士，
亲自前往襄阳，在田地里找到了正和妻子一道耕作的庞公。

刘表对庞公说道：“先生这样隐居不仕，当然可以保全自身，
但哪里比得上出来做官，可以保全天下呢？”庞公笑答道：“鸿鹄
( 鸿：大雁；鹄：天鹅 ) 筑巢于高大的林木之上，天晚得到栖息；龟
鳖造穴于深渊之下，到晚也得以栖息。人的取舍行止，也就好比人
的巢穴。如同鸿鹄、龟鳖一样，也是各按所好，找一个栖息之所而
已。何况天下也不是我所能保全得了的。”庞公以这段表示人各有
志的话，来回绝了刘表，便和妻子一道，继续在田地中耕耘。刘表
见庞公加以回绝，仍不死心，看着他们夫妻两人在忙着耕耘，便问
道：“先生就这样辛辛苦苦地在田地中劳作，不肯出来做官，那么
以后准备拿什么留给自己的子孙呢？”

庞公听完刘表的话，意味深长地回答他道：“世上的人，留给
子孙的大多是危险；如今我留给子孙的，却是安宁。虽然留下的东
西不尽相同，但是怎么能说没有给子孙留下东西呢？”

这段话，使刘表大为叹服，只好感慨地离去了。
后来，庞公带着妻子，到山中采药为生，再也没有返回。

文／谭雅

孔子
论孝

文／弘毅

东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回答说：“不要违背礼节。”樊迟
替孔子赶车，孔子对他说：“孟孙氏问我怎样做是孝，我回答他说：
‘不要违背礼节。’”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
母在世时，要依礼侍奉他们，父母不在世后，要依礼节安葬他们，依
礼祭祀他们。”

孟懿子的儿子孟武伯问怎样做是孝，孔子回答说：“做父母的
就是担心子女的品行不好，所以，孝顺父母，就要涵养自己的德行，
不要使父母担忧。”

子游问怎样做是孝，孔子说：“现在的人所谓孝顺，只是能奉
养父母就可以了，但这是很不够的，因为对狗对马，人也能饲养它。
如果对父母只能做到奉养而不诚心孝敬的话，那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
别呢？”所以重孝道、事父母，要出于诚敬，而不止于物质上的奉养
而已。

孔子告诉弟子：“父母的年龄不可以不知道。一方面因其年高
长寿而欢喜，另一方面因其日益衰老而担心。”

孔子还说：“侍奉父母，如果我们觉的父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们要婉言相劝。如果父母不听，我们还是要尊敬父母。尽管内心忧
虑，对父母却并不怨恨。”

子夏问怎样做是孝，孔子说：“子女侍奉父母能经常和颜悦色
是最难的。如果仅仅做到有了事，孩子为父母去做；有了酒饭，让父
母来享受，但是，子女的脸色却很难看，这难道就可以算是孝了吗？”

文／如一

家教珍事家教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