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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师父！通过破网这件事让我找到了自己隐藏很深

的执着！我将牢记师父的教诲“万事无执著  脚下路自通”

（3）。 我更相信，只要我们同修都“修得执著无一漏”

（4），邪党的封锁就会灰飞烟灭！ 

层次有限，浅悟几句，定有不到之处，敬请同修慈悲

指正！合十！ 

（1）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

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2）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

正念是有威力的） 

（3）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二》＜無阻＞ 

（4）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迷中修＞ 

 

破网交流文章选编 

2019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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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的教诲，就是给邪党更多喘息和反扑 的机会。所以，

表明看起来，就是它的封网更厉害，我破网更艰难。 

二：依赖心 

二十多年来，在技术同修的辛苦努力下，翻墙软件总

能发挥它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网站从来没有被封住过！所

以，这次封网一开始，我就想：不急，同修会升 级软件

的。可是等了几个月了，软件还是老版本。难道是同修没

有能力破除邪恶这来势凶猛的封锁吗？肯定不是！难道是

师父不让我们看自己的网站了吗？那更不可 能！在看到

同修关于如何想办法破网的交流文章后，我突然明白，我

等同修升级软件的心是一颗强烈的依赖心！师父说：“其

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 没在表面空间表

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

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2）师父给了我破除

邪恶的能力，我却从没想到运 用，一味的等着坐享其成。

邪灵看到了我的执着，它就会更加疯狂的封锁，使我破网

更艰难。 

三：求结束迫害的心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总喜欢看与邪党灭亡有关的新

闻，一天不落的听评论、漫谈，甚至法可以少学，功可以

少炼，网却不能少上。强烈的盼望邪党尽快灭 亡，早日

结束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却没有想到，还有众多的受骗同

胞还没有明白真相，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

来让我们多救人的。多救一个人，师父就 多一份欣慰！

我只为自己不受迫害，却不顾同胞正处在生死关头，这么

自私的心，符合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吗？邪恶能轻易的放

过吗？这也是我破网艰难的一个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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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网浅悟 

文：大陆大法弟子 坦然 

2019 年 11 月 5 日 星期二 

最近一段时间，邪党为了更彻底的蒙骗老百姓，愈加

疯狂的封锁国外网站。但我却发现：虽然我接连好多天都

上不去，有的同修却非常容易就破网了，而且网速非常快。

怎么会这样呢？我想，这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有我要去的

执着心了！究竟是哪些不好的心呢？我找到了这几点。 

 一：不信师不信法的心 

川普是个了不起的有正义感的好总统。他对中共的严

厉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讲，起到了“天灭中共”的辅助作

用。正因为如此，我竟然思想，川普就是来打垮 中共的

人间力量。中共一定会死在川普手里。此时的念头就是把

铲除邪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川普总统身上。却忘记了一切

都是主佛的安排！师父说过：“作为大法弟 子来讲，也不

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自然变化、外在的变化、常人社

会的变化，或者是谁给我们的恩赐。你们就是神，你们就

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 谁呢？众生都在指

望着你们！”（1） 

师父在法中已经明确的告诉了我们，作为大法弟子，

救度众生，这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必须兑现的誓约！同

时，也只有大法和被大法加持后的弟子才有这样 的力量！

而当我天天流连网页，寻觅美国总统的新战果的时候，其

实就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行为，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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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汇集了明慧网、正见网近期发表的关于当前封网、破

网交流文章。供同修们参考。 

明慧网文章 

三言两语：也谈破网和封网 

文: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日】自从读了《网封封

住谁？》这篇文章后，因为明白了邪恶是封不住明慧网的，

只要上不去网，问题就在自己这，于是以后每次上明慧网，

我都提前发正念，清理自身的思想业和外部的邪恶因素，

并请师父加持。 

自从想到请师父加持后，“刷”一下子就上去了明慧

网，而且网速特别的快，以前从来都没这么快过，下载多

大的文件都又快又稳。那天，下载了一下午文件，都特别

快，太超常了。 

从这件事，使我意识到信师信法是根本。与同修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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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破网和封网 

文：大陆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日】封网和破网很多都

是大法弟子的人心促成的。 

上网只是大法弟子整体修炼中的微小的一部分，大法

弟子更大的部分的时间是学法炼功、发正念和救人。 

网络封锁是一种技术，它有两方面组成：一是硬件设

备（服务器、监控设备、程序、参与人员）；一是硬件设

备背后的灵体。清除掉背后的灵体，封锁或者监控就坏掉

了，如同人的灵魂死了，肉体就是一块无用的肉一样的原

理。 

网络技术背后的灵体有两大部分：一是外星生命。外

星人的存在方式与人类不同，它们除了类似人体的生命

外，还有一部分生活在网络中，是它们发达的技术研发出

来的，身体形状各种都有，网络的节点、存储设备都是它

们的家，还有在线路上安家的。这部分生活在网络中的外

星人，能力比类人形的、动物形的外星人低，很容易被大

法弟子的功给清除掉； 

一是烂鬼、中共邪灵、黑手和旧势力，大法弟子清除

掉它们，封网或者监控就会坏掉了，除非立马被补充上，

那就再清除。 

有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上动态网、明慧网、天地行，

白天工作，晚上上网，看完动态网新闻、明慧网和天地行

之后就到了午夜十二点了，发完正念就睡觉。学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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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想一想，从我这个班上下去的人，咱们今 

天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下去你不但病好了，你还得出

功，真正的功。”“在常人看来，动物如何如何厉害，可以

轻易的左右于人。其实我说不厉害，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

它什么也不是，你别看它修了千儿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

小指头捻的。” 

旧势力无论层次多高，它一点也不厉害，是正法中要

清除的对象，在大法面前，它什么都不是。它能迫害了大

法弟子，是我们的人心被钻了空子。我们的念头，一思一

念都能在法上，你看旧势力能干了什么。我们没有把自己

当作大法弟子，当作“真正的修炼者”，所以邪恶能干扰

了破网软件。不是破网软件及时更新的问题，是我们能不

能正念对待的问题，能不能对照法找自己、归正自己的问

题。 

技术、方法是人这一层面的问题，遇到问题，我们一

味的找技术、方法，实际上是把自己降到了人的层面，当

然麻烦就多，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层出不穷，搞的

自己这个物质身体也受不了。 

否定旧势力，正念对待，正念运用神通清除邪恶因素，

也是我们证实法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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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网封住的是人心 

文：大陆大法弟子 

2019 年 11 月 6 日 星期三 

今年十月初，通过破网软件登录明慧网有点困难，时

不时的还能登录上，只是无界浏览软件能连接上服务器，

却打不开火狐浏览器。到了十四日，破网软件怎么也不能

用了。 

十月初时，出现破网困难，第一念是自由门、无界要

更新了，结果是每次想了好多办法，好不容易登录上动态

网，发现自由门软件没有更新。有一天突然意识到：不是

自由门更新不更新的问题，是我们的人心与观念阻碍了自

己。十月十六号早上，我求师父加持，登录明慧网、正见

网下载周刊，很快就登录、下载，刚一下载完，就没有了

信号。 

二十三号的上午，我就放下心，通读《精進要旨（二）》、

《导航》、《北美巡回讲法》。二十四号的早上发完正念，

大脑中有一念：能很顺利的破网登录。就打开电脑，点开

自由门破网软件，一会儿就登录上了，信号很强，下载《明

慧周刊》、《明慧周报》、明慧广播的“忆师恩”、“神传文

化”速度也很快，只是打不开正见网，出现网站被禁止的

英文字母。退出自由门，打开无界浏览软件，更快的通过

动态网打开正见网，把《正见周刊》、每日文章下载下来。 

邪恶根本就封不住明慧网，是我们的人心封住了自

己，信师信法的成度不够，不相信自己有功能、神通，不

敢去运用神通清除邪恶。师尊在《转法轮》中开示：“大
3 

 

救人时间哪去了呢？按照这样的，白天干常人工作，晚上

上网，就使我完全没有了学法、炼功、救人的时间，这不

严重出偏了吗？根本就无法修了。 

动态网的新闻良莠不齐，也有是大陆出去的具有党文

化的人写出来的，有的还有其它背景。和新闻作者心性高

度相同、或者更低的人可能会看的热血沸腾，生出了执著，

害了心性、浪费了时间，影响了很多人的修炼。这样的人

如果很多，就会在大法弟子整体形象上造成很大的心性动

荡，旧势力会抓住把柄迫害，封网是不是也与这有关呢？

师父也要想办法去掉我们的执著啊。 

明慧网是全体大法弟子的财富和家，修炼人看明慧网

不是执著，但如果因此荒掉了学法、炼功、发正念和救人，

就是大错了，也违背了明慧网的初衷。我们做师父嘱咐的

三件事的时间应该是修炼中最大的比重，我们切不可忘记

啊。 

修炼人看动态网了解世界也不是错，错的是浪费的时

间和被带动的沸腾的人心。动态网主要给常人看、了解真

相的，他只要立场正确，文章写的低也罢、好一点也罢，

都可能针对了常人中不同高低心性的人，只要他导向不出

错，就不会有问题。但我们的问题是，很多人卷進了新闻

中的动荡，为之耗时、与各种期待，且不管对错的激情澎

湃、入了常人心了，不以修炼人的眼光、心性看事、与对

待了。 

封网和大陆无处不在的监控都与我们修炼人的心有

关，我觉得似乎是大法弟子不以修炼人的心性看事、处事，

而用常人心对待一切招来的形势。事情已经出来了，我们

修好自己的心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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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某位同修写过关于副元神的系列文章，搅动了很

多同修的心，作者似乎没有想搅动，是同修们自己动了心，

师父出了经文才归正了同修。那文章怎么会搅动如此多的

人心呢？问题出在“以同修文章为师”了，而不是“以法

为师”了。同修的文章都是各自心性的产物，我们大法弟

子切记要“以法为师”，用大法衡量一切啊。和法比（对

照大法看是否正确），而不是与人比（对照人）。 

上网与不上网是同修们的不同状态，没有执著就好

了。一九九九年之前，大陆同修都在炼功点学法炼功，中

共迫害大法后，很多炼功点失去了，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们不得不使用网络请经文和传真相，既然使用了，也就

不能允许邪党、邪灵等封网干扰了，让我们整体同修一起

灭尽封网与监控吧。迫害解体后，网络在未来是要灭尽的。 

我的文章是我心性层次的产物，同修们要以法为师，

衡量文章、衡量一切。 

正念上网的体悟 

文: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十月一日前后，

大陆大法弟子普遍感觉上网困难，同修状态不同，上网的

结果也不同。有的偶尔能上去，有的从未间断，有的干脆

放弃，有的无可奈何，随其自然。我悟到，能否坚持并顺

利上大法弟子的网站是对同修修炼状态的一个检验，这里

不包括从来就不上网的同修。 

就是说，能上网却出现上网困难的同修真的要找找自

25 
 

邪恶的封网根本就啥也不是。并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 

邪恶全灭”，并敬请师尊加持，至此立见奇效。对此我会

激动的说：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总之，自己的正念很关键，要用神念，要坚定的信师

信法，师父与大法早已给予大法弟子神通法力，只要我们

坚信就会运用自如，立见奇效，就一定能顺利上网。因为

师尊的法理也早已开示过，邪恶是绝对封不住我们大法的

网站的。 

师父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

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

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

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2] 

在这正法将要结束之时，我们要体现出神的状态，就

必须时时是神的思维方式，就必须是百分之百的、不打折

扣的、无条件的信师信法，才能时时具有神的思维和状态。

每个大法弟子都认为自己是信师信法的，可是，往往在实

修中的一些行为表现上、在遇到问题所动的每一个念头

上，老是徘徊在人的状态，用人的思维去想问题、分析问

题，其实都是不信师信法的体现。让我们正念清除思想中

一切不“信师信法”的败物，把信师信法落到实处，真正

的神起来，以新宇宙正神的状态走正最后神的路。 

个人所在层次所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在明慧网十

周年法会上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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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第一次上了明慧网，我的心情很激动，从此就把明

慧网当成了我们大法弟子在世间的家来维护。每天上明慧

网下载当日文章认真阅读使我受益匪浅，受此启发我也时

而写点交流文章，并参与每年大陆法会征稿，法轮大法日

征稿，发贺卡、贺词等发往明慧站内信箱。有的文章得到

了明慧同修的精心修改并予以发表。我深知是师父的慈悲

鼓励与加持，使我增强了信心，心性不断提高。同时我也

每天上正见网并时常投稿发表一些交流文章。还在大纪元

网站发表“三退”声明等。 

而现在的明慧网办的越来越好，各种明慧广播交流的

录音版丰富多彩，我都会及时下载后，给接触到的同修装

内存卡或优盘等，同修都非常愿意听，即省时又方便并受

益匪浅。也有一些适合常人听的内容，也下载下来送给亲

朋好友听，使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度。 

我感到每天能上我们的大法网站真的太好了，特别是

能够增强精進的信心，跟上正法進程。当然每天要保证多

学法背法，炼好五套功法，多发正念都很重要，修好自己，

一切都顺，做好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的。 

就这样我每天按部就班以纯净的心态平稳上网，就像

每天要回家一样的自然，邪恶的封网从没阻挡住我上网。

偶有上网不顺畅时，我都能正念突破，比如我会发正念：

让自由门小神鸽在另外空间自由飞翔勇猛精進！为其加

油！这时往往就会神奇的顺利上网，有时在窗口显示断网

时却能快速下载。 

今年以来我多数是启动无界和火狐上网效果很好，偶

尔不畅，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用神念想：无界破网软件

是大法赋予了神的使命，威力无比，不受三界制约，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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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了，以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这里用的词是上网，而不

是破网，为啥？正如有同修已写文章说的，大陆大法弟子

一直在使用海外同修研发的破网软件，同修们由于师父的

加持和在大法中的智慧真是给我们提供了全世界大法弟

子交流的平台，多么珍贵呀！而且有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每

日守护着我们的网站，而且师尊早就开示过我们，邪恶是

绝对封不住我们大法的网站的。我也注意到，软件一直没

有更新的告知，那也就是说破网软件没有问题！那么，问

题出在哪里呢？我体悟：出在人心！是大陆大法弟子自己

的人心封住了自己上明慧网的通道。 

任何干扰都不是偶然的吧，我就从我上网的经历谈谈

这方面的体悟。 

刚开始没觉得上网有问题，放假期间，因为去看望父

母，他们留我住几天，我因为不愿意耽误每天上网，就不

太乐意，我就说，我每天都要上我们大法弟子的网站看文

章，如果耽搁一、两天不上或更长时间，就会上网不顺畅，

通道就会受阻……话一出口，就觉得不对劲儿了，我怎么

自己就认可了这不正的念头？否定它！ 

几天后回家，上网有点难，但是还是能上去。后来在

学法小组同修也说上不去网了，回到家，我打开电脑，上

不去，一次两次，就放弃了，这样大约两天后，我急了。

每天打开明慧网的主页，别提多幸福了，看到师尊的照片，

心里暖暖的，读着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激励自己好好修炼，

跟精進的同修们切磋悟道——上不去网，就象回不去家一

样的失落，大法弟子的网站正象我们的大家庭一样啊！ 

于是，我就发了一会儿正念，只发了几分钟，有急心，

发不下去，我想明慧网天天更新，天天有大陆同修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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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照样有那么多的同修在上网，在上传文章，根本就

是我自己的原因！ 

向内找，人心执著很多没去净：色欲心，求安逸心，

争斗心，妒嫉心，邪恶党文化的余毒还在我的空间场作怪，

这些黑乎乎的东西是不是给邪恶封网提供了温床？彻底

清除解体它们！过了一阵，再试，一下上去了。 

过后的一天又上不去，我就想，我一定要上去，我一

定能上去，试了几次，我不泄气，耐心等待，坚定正念，

瞬间，蓝色明亮的明慧网页出现了。 

还有一次，早上多次没上去网，就放弃了，下午静心

背法，过后什么都没想，打开上网，一下子就上了明慧网，

速度特别快，每篇文章都超快的打开。我想，这是因为背

法，师父给我的空间场清理了吧！ 

从中我体会到，学好法，发正念都很重要，一句话，

修好自己，一切都顺，修炼中，一切都是相关联的。总之，

自己的正念很关键，就想一定能上去网，实在不行，再求

师父加持，就一定能顺利上网。 

另外想说的是，现在还有一些同修不重视上明慧网，

认为只看《明慧周刊》就行了，有的连《明慧周刊》也不

看；有的隔三差五的上网，我想这些都是造成邪恶干扰大

陆大法弟子上网的原因吧！ 

其实，每天上明慧网真的太好了，特别是能够增强精

進的心，跟上正法進程，很多同修都有体会，一旦学会上

明慧网，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建议有条件的同修都来上网吧，起码可以减轻做《明

慧周刊》同修的负担哪，也节省了一些开销，把钱都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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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一下自由门的设置，把通道更换一下，多试几次，你

也可以顺利上明慧网。 

另外，现在各地都在搞所谓的邪党“大庆”，这是邪

恶毁灭前的垂死挣扎，也是我们集中销毁邪恶的一个契

机，因此建议有条件的同修加大发正念的次数和时间，更

有效的清除邪恶。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2] 李洪志师父经文：《致法国法会》 

正见网文章 

信师信法 正念上网 

文：黑龙江大法弟子 

2019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五 

近期在明慧网发表的文章中看到许多同修上网不顺

畅的问题，对此想把我多年来每天正念上网的体会与大家

交流分享。 

师父讲：“在揭露邪恶、救度众生与助师正法过程中，

明慧网建立了自己的威德，很了不起，将来众生提起来可

能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1] 

看了师父对明慧网的肯定，于是我在二零一零年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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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的感悟 

文: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九月十八日晚

上，用自由门上明慧网时，却总是显示寻找服务器失败，

改用无界仍然无法上网，我意识到是自己不精進被邪恶钻

了空子。接下来的两天也是这样，使用不同时间段，均无

法破网。 

九月二十日下午正在上大学的孩子说他们正在体育

场排练，因为要举办“70 周年（邪党）大庆”，我一下意

识到了可能是邪恶加剧了封网，但是我思想中总是出现一

句话“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1]，也总是想起

“象北美大法弟子一样在困难面前不退缩”[2]，我知道

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要被假相迷惑。 

明慧网是师父肯定和照看的，是全世界大法弟子交流

和跟上正法進程的平台，师父讲出来的就是法，法中已经

定下邪恶封不住明慧网。因此我不为一时上不去明慧网的

假相所动摇，默念发正念的口诀清除邪恶。 

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一点多，我打开电脑，无论用自由

门还是无界仍然无法破网，后来我脑中出现一念，更改自

由门设置试一试，把 A 通道改为 F 通道，反复几次后，

用 F 通道顺利上网，并且网速还很快，把这几天没下载的

明慧广播全部下载了，也看了这几天的明慧文章，尤其是

二零一九年欧洲法会发言稿的几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 

因此希望破网不顺利的同修要坚信师父坚信法，不为

假相所动摇，归正自己，多发正念，同时可以在不同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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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救人的真相小册子，那多好啊！ 

一点感悟，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让我们来一起破掉邪恶的网络封锁 

文: 重庆市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往只要邪恶封

网严重，“自由门”、“无界”软件就升级，有时还多次升

级，好让同修们能顺利的突破网络封锁。这次有这么多同

修感到网络封锁严重，而且时间又长，“自由门”、“无界”

却没有升级。我认为这是一次整体配合、整体提高的修炼

机会。而且我们已经具备了破掉网络封锁的这个能力。下

面谈谈我自己的一点认识： 

1、信师信法不打折扣 

师父说：“大法弟子有许多电脑专家、科学家、一流

人才，所以全世界唯有大法弟子的网站能把中共邪党的封

网破掉。”[1]那当然了，大家想想常人的知识学得再多，

科技再发达，也只是三界内一个小层次中的一个小空间的

小范围中的东西，而我们学的是宇宙大法，宇宙的根本大

法，是真正的科学，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它的封网什么都

不是，而且从来就没有封住过，只是我们自己修炼中信师

信法、正念和正行的问题。 

2、坚信自己一定能把网络封锁破掉 

在自己上网出现困难时首先找自己（当然我们不是在

承认旧势力这种干扰中去找自己，我们是要彻底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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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对当前的形势太执着了，用的时间太多了，放松了

自己的修炼等等。然后摆正基点，在法中去修自己，归正

自己。 

师父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

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

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

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2] 

“你是修炼人，你是有能力的，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

生命，他是一个常人，他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眼睛不要老

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

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2] 

既然师父讲明了：我们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邪

恶是没有力量的，坚信自己一定能把网络封锁破掉。那么

我们就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旧势力黑手烂鬼对网络的封

锁，不准它们用这种形式干扰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达到不让我们修成和毁众生的目地。 

3、整体配合整体提高 

大家想想不能上网，上不了明慧网，下载不了师父的

新经文、《明慧周刊》、真相资料、上传不了“三退”名单

等，那不是对我们的修炼和救度众生的严重干扰吗？正告

旧势力：我们是在人中修炼，我们有漏、有人心、有执着，

我们自己知道在大法中去修、去归正。我们的一切由大法

师父说了算，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 

师父说：“旧势力和那些个邪恶因素的干扰，就是在

钻你们思想的空子，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旧势力操

控烂鬼与邪党因素一直在这么干，叫你们做不成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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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先阻挡我上网，再让我把应该自己承担的事让别人去

做，下一步说不定还要干出什么来。幸亏师父点悟我看了

同修的文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警醒回来。 

写出此文，提醒自己和与我有相同问题的同修。 

三言两语：用正念破网 

文: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二日】很多经常上网的同

修都知道，八月份至十月一日前后这段时间上网困难，邪

党封网厉害。以前在面对上网困难的问题上我曾有过困惑

和无奈。最近在学法中细心体悟师尊的讲法内容，我有了

新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切磋。 

邪恶的封网只是常人中的“雕虫小技”，而大法弟子

是修佛的，是超常的人，研发的破网技术也是超越常人这

一层面的。你能“封”，我就一定能“破”得了！在另外

空间也是正邪大战。就象师尊说的“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

道的”[1]。 

修炼人靠的是正念！我在每天上网时就发出一念：我

一定能破了你的封网，我一定能上的了明慧网！你的“雕

虫小技”在大法弟子这不起任何作用！邪永远也压不过正，

我就不信你这个邪！请师尊加持我的正念。事实证明效果

很好。在邪恶封网最严重的时段，我每天都能顺利上大法

网站下载文档，在动态网上传三退名单，没有耽误我救人。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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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破网 

文: 华中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八日】近段时间，感到邪

党封网封的更厉害，手里近一个月的三退名单都没能发出

去，这是我以前从没有的现象。 

前几天，我开始想，要再发不了就把名单转给其他同

修发吧。昨天我想最后再试一下，恰好我在自己的电脑里

看到了同修的一篇文章《三言两语：用正念破网》，当时

对我启发很大，同修能顺利破网，我为什么就不行？关键

是自己的思维还在常人这，把邪党的封网当成了人对人的

干扰。正好这时发下午六点钟的正念，于是我在发正念时

加了一念：铲除另外空间阻挡我上明慧网、上退党网站的

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请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今天我一

定要把名单发出去。发完正念后我又上电脑，点开破网软

件，结果一下子就“冲”上了明慧网，我复制了每日明慧

的链接后，又打开动态网，来到退党网站，把七个文档的

三退名单，都顺利的发出去了。 

通过这件事让我清醒了，上不了网的根本原因，并不

是封网厉害，而是自己的人心没有突破。前一阵我很执着

动态网上的东西，几乎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去关注香港动

向，对明慧网反而不那么关心。学法时心也不静，甚至读

法中想的是赶快学完了好上网看新闻。这不就是旧势力干

扰我的最大借口吗？自己上不了网，迷而不悟，心里还暗

想同修开发的破网软件不灵了。 

修炼真的是很严肃，一步退，步步退。想想看：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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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因为它跟你对打打不过你。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

马那邪恶统统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这样打下

去，烂鬼与邪党因素干扰就灭没了。大法弟子能够思想很

集中的、正念很足的发正念，你们试一试，如果今天能做

到，现有的邪恶一半就没了。就是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人

心，配合不好，它就钻你们这个空子，让你们做不成该做

的事情，在你救度众生中削弱你的力量。邪恶没有什么别

的办法。”[2] 

那么对于没有上网的同修，知道了最近邪恶封网严

重，发出的第一念就应该是：这件事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

子的事，不只是上网同修的事。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准许

旧势力用这种方式来阻碍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和毁众

生。我们一起来发正念，破掉邪恶的严重封网。 

我问了几个同修：平时你们为上网、资料点发过正念

没有？得到的回答是：基本上是没有。可是同修们想过没

有，你每次拿到的师父的新经文、真相资料、《明慧周刊》

等等，好象觉得很容易，可那不是用嘴一吹就出来的，那

是要经过多个步骤才能做出来的。邪恶都害怕大法弟子上

网、上明慧，也害怕资料点，而我们不应该把这些看重，

整体来维护吗？还有的同修不修口，给邪恶当了情报员，

自己还不知道。 

我记得有一篇交流文章写道：当时他们当地不但上明

慧网的同修很少，家里有电脑的同修也很少。邪恶为了找

到上网的同修，准备到每个大法弟子家里看谁有电脑。同

修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后，都买了电脑，放家里。当然邪恶

想迫害上网的同修的计划破灭了。我当时看了真的好佩服

同修，大法的修炼者都是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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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电脑、有打印机，甚至有耗材，有真相资料等

等，那是我们救人的法器，大法书籍是我们修炼的法宝。

在常人中这都是我们的私有财产，都是非常正常的事，不

犯法。有的同修拿了真相资料不敢放在家里，马上发出去。

这给人的感觉好象是没有被邪恶抓住把柄，好象大法真相

资料就是邪恶迫害的依据。 

师父说：“别被人的框框挡住。别被邪恶吓倒，因为

历史是为你们留下来的。”[3]我们是在做这天体宇宙中最

正的事，转变观念，归正自己，赶快提高上来。 

让我们都通过这件事，找自己，修自己，整体配合好，

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整体达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师父

不想落下一个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给师父争气。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师父的一段讲法：“如果大法

弟子都拧成一股劲、正念非常足的去做，大家想想，那才

是神在人间哪，这对邪恶来讲太可怕了！”[2] 

以上有言辞不当的请同修原谅，有不足的请同修慈悲

指出。谢谢！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 

[3] 李洪志师父经文：《致法国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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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不行了，你就喊师父。”[3]对啊，我现在上明慧网

就很艰难，那就求师父吧，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加持大

法弟子破网软件无界浏览和自由门；清除封堵大法弟子网

站的层层邪恶因素和黑手烂鬼，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

遗漏。这其实是我第一次求师父加持弟子破网。当然这个

“求”不是常人的那个“求”。我们大法弟子的“求”都

是纯正的、无私的、坦荡的、助师正法的、救人的。这也

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体现。我悟到这个“求”师父，

不能看成是又麻烦师父了。师父看到的是我们坚信师父、

坚信大法的正念正行的信心，才会加持我们；邪恶的旧势

力抓不到任何把柄，只能干瞪眼。 

当时，我正下载新一期的《明慧周刊》，可刚一开始，

就又找不到服务器了。我就求师父加持，自由门还在找服

务器呢，可新一期的《明慧周刊》已然下载好了。真是神

迹啊，太谢谢师父了！ 

自那以后，明慧网也登陆上去了。实际上就在这段时

间，上网下载资料和上传三退名单都是很及时的，一样也

没耽误。邪恶再疯狂的封网也是瞎折腾，折腾完了等待它

们的就是彻底的销毁和毁灭。 

近一段上网修心所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

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3]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八年华盛顿 DC 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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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觉我是修炼人，马上就会意识到这种心的存在。其实

虽然很弱只有一丝，可是不马上排斥，就会放大从而影响

到表面的行为上来。一发现不对劲，就赶紧排斥。我是修

炼人，这些心都不是我。只要自己主意识一坚定，这些人

心随即就消失了。但有时还是会有反复。只要能瞬间就想

到我是个修炼人，我是大法弟子。我怎么还会有急躁、还

会有埋怨呢？！也就能把这些心化解没了。 

还有一种执着心是灰心。因为一段时间以来老是上不

去大法弟子的网站，尽管该用的办法都用到了，还是上不

去时，这个执着心就有所表露了，因为觉的是束手无策了，

垂头丧气的。这时自己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修炼人。

我这种状态不对，而且很危险。向内找，向内看。忽然想

起师父说的：“佛法无边是什么意思呢？他有的是办法”

[1]。对啊，我们是修炼的人，只有常人才会束手无策啊！

那我们的办法只能从大法中来，只能从坚信师父坚信大法

中来。信师信法的心坚定了，无能为力的感觉就没有了。 

我其实是一人独自学技术，一人独自做资料，供给身

边的同修，到今年也有十几年了。在每次的提高技术和制

作质量中，都遇到过“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况，那种滋

味当然是很难形容的，就象是走投无路了。但坚信师父坚

信法，或长或短，就能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2]。技

术也提高了，质量也上去了。 

在最近的破网中，又觉的象是走投无路那种滋味了，

当然自己以前暴露的那些执着心，现在已经很淡泊了，不

该修炼人有的心决不能有。做事学会要顺其自然。可还是

上不了明慧网，怎么办？对着电脑网络立掌发正念，好了

一些，还不稳定。向内找吧，又忽然想起师父法中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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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内找 正念上明慧网 

文: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一直以来上网都

很顺利，可十月一日开始，就困难了，即使能上去明慧网，

但网页出的不全，有时上传文章时还没等看到邮件发送成

功的字样，就出现“连接被重置”的现象，很着急和无奈。 

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在家庭中对利益的执著心太重

了，怨恨老人在财物上总是偏向小叔子，心里愤愤不平，

妒嫉的不行，抱着人的东西不放，找各种理由来掩盖自己

的执著，没有把它当成是修去人心，提高升华的好机会。

这事已经半年多了，一直没有完全放下，干扰着自己的修

炼。 

自己应尽的责任没做好。同修拿来的护身符已有半个

月了，没有及时给需要的同修送去，耽误了同修救人。整

理好的文章没有反馈给提供内容的同修看是否属实，嫌麻

烦，就上传了，结果发送没成功。做事不用心，有时糊弄

事。每次上传揭露迫害的文章时有怕心和急躁心，恨不得

马上上传完毕，赶快退网。这都是导致上不去网的原因。 

找到这些不足之后，用法要求自己，放下所有的执著

心，把自己没做好的，该做的事及时完成。当我再次把揭

露迫害的文章拿给提供内容的同修看时，同修看后满意的

说：“这样就行，不用改了。” 

师父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1]。邪

恶怎能封住了神呢？我一定要上去，必须上去！瞬间就上

去了，看见师父正看护着弟子呢，立即双手合十，连说谢



12 
 

谢师父！谢谢师父！ 

浏览每日文章，一眼就看到自己认为没有发送成功的

一篇揭露迫害的文章，正是需要反馈给同修看的那篇！弟

子只要用心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感恩的泪水不由自

主…… 

然后把该上传的文章发给明慧编辑部，把需要的东西

全部下载下来，打开站内信箱和同修默默的配合，兑现着

助师正法，曝光邪恶，救度众生的使命。 

每一篇诚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实例都在揭穿着

中共的谎言，每发的一篇揭露迫害的文章都在曝光着邪恶

对大法弟子的犯罪事实，每发的一份“三退保平安”的名

单都在解体着邪灵因素！ 

“当然，这一切只有大法与大法弟子才能做到。”[2]

邪恶又算的了什么！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2] 李洪志师父经文：《大法弟子在兑现使命》 

从治标到根治 

也谈破网 

文: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近期上网不太顺

畅。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也尝试过换通道等，但这次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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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稀疏，只能遮挡局部。当时我的意识中知道：它们都

是大法弟子残留的人心执著的对应。 

网封封住的是谁？封住的是我们被人心执著遮挡住

的人的一面。放下人心，让修成的那面占主导，邪恶的网

封必然破灭。 

在修的好的同修那里，联网、留言等等就象在纸上写

字一样简单，甚至想说什么就可以在网上留下什么（当然

有不同层次法的制约），我知道差距是巨大的。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十》〈在大纪元会议

上讲法〉 

最近上网修心的一些体会 

文: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九日】我是在家中做资料

的，近来一段时间尤其是“十一”前后，邪恶疯狂的封网。

致使每次登陆明慧网都很费时费力。打开无界浏览，能搜

索到服务器，但是在火狐浏览器中却打不开网页，而打开

自由门是很费时的才能搜索到服务器，刚显示不长时间，

又搜索不到服务器了。 

在这过程中暴露出我的许多人心来，以前也有过这样

的情形，有时能把握的好，有时却把握的不好。最突出就

是：急躁心、急于求成心。时间一长又慢慢显露出气恨心、

埋怨心，虽然很弱只有一丝丝的气恨和埋怨，但只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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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我们自己的人心执著——每到邪党所谓的各种会、

节、重大活动前，敏感日、敏感时期等等邪恶极力制造的

恐怖氛围，让不实修的人心如浮萍、心随境动，从被动接

受、到习惯自然、到主动配合。 

类似的主动配合甚至是全方位的，只是各人的执著

点、执著方式、强弱各异！ 

这正是邪恶再羸弱也能够支撑着表面空间的迫害形

式的主因。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是我们的人心执著在支撑着邪

恶；我们的人心执著正是法正人间前的主要障碍。师尊是

可以举手清除，那我们吸附着人心执著这部分也就随着旧

宇宙的一切败物一起淘汰消散。 

师恩浩荡！一再延长修炼的时间，一再苦心安排修炼

的机缘。自由门、无界软件至今没有更新，不正是给我们

机会正念破除邪恶的干扰吗？ 

自己理清思路后，发正念除恶。 

开始有些吃力，感觉邪恶乌黑的屏障冲开又合上，炸

出缺口马上又有邪恶补充上来，就是闯过去了一会儿又被

挡住，略一凝神，原来意识中是带着人的这个肉身在闯。

于是调整状态，身神進入微观，从容穿过，進入一个通道。 

随着发正念的加强，通道越来越通透明亮，金光华彩，

一些佛、道、神在通道中飞过（后来认识到是一些破网的

同修）。我想用神雷把邪恶网封彻底炸掉，并请师尊加持。

炸完后通道已很宽广，一个意识打入脑中：这通道足够大

陆十四亿人通过！但是在道口又有一些麻木的鬼怪败物，

拿着八边形的有八卦图案的盾牌，妄图再次组成屏障，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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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用正念呢？ 

当时有过犹豫。 

有同修提出了很多上网的方法，但我想，总用技术容

易有依赖技术的心、从而忽视正念。我感觉到，人的方法

象大夫治病，只割了表面的瘤子，深层造成有病的原因没

动，还会复发。我们上大法网站应该是畅通无阻，从法中

知道这是另外空间有间隔造成的上不去，另外空间是在正

邪大战。应该用正念上网，不应只看表面工具，要看我们

正念的成度。 

進一步想：我们不能承认封网。是要心里不再有封网

的概念，而不是先想封网了，再想怎么去排除。 

开始还有过认为快“十一”了，“十一”之后还有邪

党的什么会，封网怎么也得到十月底。这些想法，正是旧

的因素可能会抓住的借口：看他们承认封网是正常的，是

应该的。 

还有，过一会看一眼连接速度，一看才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多都上不去，百分之八十更没希望了。再一想：

不应被表面的东西限制住，八十、九十只是符号而已，多

少都能上。在法上看，那些显示打不开网的数据可能都是

假相。 

是去治病，还是象修炼人一样直接看到实质，在修炼

中提高。或许这是师父借此事看我们能不能完全在法上看

问题、检验我们的正信。连网络有病的表面现象都不承认，

就象知道修炼人不应该有病一样，只看深层的原因——邪

恶在这里表现，说明这里不通畅，我们就针对那个东西去

抓，把那个干扰因素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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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从表面看封网的思路和概念之后，上网越来越

顺畅，几乎与以前一样，没有封网的痕迹。 

我们如果连接起来，打通连接明慧网的脉络通道，就

象师父讲的：“最后使上万条脉连成一片”[1]。在我们修

好自己的同时，让网络发挥更大作用，救度世人，这才是

否定旧势力安排，这才是走师父安排的路，才是师父所要。 

这是最近上网的心路历程。自己体会到：认识的越深，

上网越顺畅。任何事没有偶然，面对封网也得向内找，有

我们要修要提高的因素在里面。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三言两语：用正念破网 

文: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二日】很多经常上网的同

修都知道，八月份至十月一日前后这段时间上网困难，邪

党封网厉害。以前在面对上网困难的问题上我曾有过困惑

和无奈。最近在学法中细心体悟师尊的讲法内容，我有了

新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切磋。 

邪恶的封网只是常人中的“雕虫小技”，而大法弟子

是修佛的，是超常的人，研发的破网技术也是超越常人这

一层面的。你能“封”，我就一定能“破”得了！在另外

空间也是正邪大战。就象师尊说的“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

道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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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炼人靠的是正念！我在每天上网时就发出一念：我

一定能破了你的封网，我一定能上的了明慧网！你的“雕

虫小技”在大法弟子这不起任何作用！邪永远也压不过正，

我就不信你这个邪！请师尊加持我的正念。事实证明效果

很好。在邪恶封网最严重的时段，我每天都能顺利上大法

网站下载文档，在动态网上传三退名单，没有耽误我救人。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网封封住谁？ 

文: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日】“十一”前后网封

加剧，很多同修破网困难，至今余波未尽。我也有几天上

网吃力，现在把破网过程中理解的些微“想法”谈谈，抛

砖引玉。 

网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习惯性的思想反应是：旧势力因素操纵表面空间的邪

恶在干，妄图阻挡我们上明慧网看到师父的新经文，企图

破坏大陆与明慧网等等海外大法弟子的交流、联系与协

调，阻止真相传播，阻止救度众生，以图达到破坏大法、

迫害大法弟子、毁灭宇宙众生的邪恶目地。 

但是，三界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何况邪恶已经被清

除的很少的今天。 

向内找，“相由心生”[1]，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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