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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赴美被遣返
退党中心吁赶快三退
美国洛杉矶法律工作者郑存柱爆料，一名中共党员持旅游签证于 9
月 17 日入境美国时，在底特律机场海关被拒绝入境、被吊销签证并
被遣返，而且他移民美国的申请也因为共产党员身份被移民局拒绝
了。他在广州美领馆问话时，被问到是否共产党员的问题。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蓉 9
月 18 日表示，众多事实表明美国正
全面地加大力度清理共产党因素，
该案例显示美国在根据《移民与国
籍法》禁止共产党员移民美国上动
真格，这对共产党员是一个很大的
警钟。美国移民法把共产党视为极
权组织、恐怖组织对待，事实上，
共产党就是魔教、国家恐怖主义集
团，共产党垮台在即，审判和清算
很快就要到来，曾经加入过的人应
赶紧退出，与其划清界线，没有时
间可以再浪费，机会不要再错失；
全球退党中心颁发的《退党证书》
可作为一个权威的证明。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早在 2004
年《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推动全球
退党大潮，退党中心开设了退党网
站，方便华人办理退党手续。
近期退党中心又开通了在线办
理《退党证书》的服务（登录
tuidang.org），便于民众自行申请
办理《退党证书》，《退党证书》可
作为退出中共的权威证明，提交给
美国政府。
易蓉说，办理真实姓名的退党
证书，上面有姓名、出生年月、出
生籍贯，与护照是对应的，完全可
以证明他本人，退党证书是真实可
靠的证明文件，
“自己上网就可以办

理，信息都是保密的。自己上去退
了，自己拿着就行，在申请移民时，
在入境时都可以出具。这是强有力
的证明文件和支持文件，全球退党
中心是权威的机构，
《退党证书》获
美国政府认可。”
“共产党垮台在即，对共产党
内坜
的清算很快就要开始”，易蓉说，共
产党在历史上害人无数，迫害信神
的人，罪不可赦，未来必面临审判
和清算，如果是中共党徒又始终不
肯退出的话，那就是它的一分子、
一个细胞；就像纳粹分子要被追究、
清算，共产党员也将面临审判，未
来一旦对这个邪党清算时，退了党
才能证明与这个邪党划清了界线。
易蓉说，时间非常紧迫，那些
加入过共产党的人，要赶紧抛弃中
共，与其划清界线。

赴美探亲被原机遣返 只因中共党员身份
美国当地时间 9 月 17 日，一名美国公民的父亲以旅游签证入境美国，因其中共党员身份，在机场被取消
签证，遣返中国大陆。有美国法律学者指，这是美国限制中共党员入境最新政策的首宗案例。
美国洛杉矶华裔法律人士郑存柱向大纪元记者介绍，一位美国公民早前申请其父移民美国，并去过美国驻
广州领事馆面谈，但之后一直没有下文。老人手中持有十年的美国旅游签证，乘飞机到美国探望女儿。在美国
机场遭海关拦截，被取消签证，还被原机遣返回中国大陆。
郑存柱了解到，该名父亲在美领馆接受面谈的时候曾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但没有其它什么问题。
据老人的女儿指，她父亲已经年龄很大了，因担心大陆退休待遇受到影响，所以就没有办理退党手续。在机场
被拦截之前，他不知道自己的移民绿卡申请已被拒绝。在机场，海关人员也问了他是否是中共党员后，说他不
符合进入美国的规定，就被遣返了。
今年 7 月中旬，《纽约时报》报导，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前往美国。
郑存柱表示，因为本身是党员在机场被遣返，今次可以说是第一宗。遣返案说明，美国的新政策在海关已
经开始执行，如果身为共产党员，
“不管你是移民也好，还是将来是来探亲、来旅游也好，都可能会面临在机
场被遣返的风险”。郑存柱还表示，以前美国就有相关条例，即限制共产党员入境，无论定居或入籍，移民局
申请表格都需要列明是否共产党党员。
“所以很多人要移民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劝他们退出共产党。”郑存柱说：
“我们之前已经遇到过好几个客
人，他们办理了退党手续以后的话，就成功地进入了美国，并且取得了绿卡，最后也入籍了，基本上不受影响。”
1
郑存柱说，已经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人，若继续保留中共党员身份，也会有被遣返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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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天梯书店开业 民众送祝福】天梯书店香港第一间分店、全球第五间分店
于 2020 年 9 月 19 日，在香港尖沙咀星光行正式挂牌开业。当日多位市民前来，
为书店送上开业祝福的同时，提前向李洪志师父表达中秋祝福。
天梯书店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成立于 2007 年，为公众提供翻译成四十多种
语言的法轮大法书籍和视频、音频，并定期开设法轮大法九讲学习班。位于美
国总部及韩国首尔的两间商店同时设有专业咖啡环境。目前已在美国纽约、韩
国首尔、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及香港等地设有分店。
香港法轮佛学会会长、天梯书店香港分店负责人梁珍在开业庆典上介绍，
香港法轮佛学会很早已在香港合法注册，曾有自己的出版社，1999 年之前，出
版过法轮功书籍。此前，香港也曾有“大道书店”为市民提供法轮大法的相关
书籍。
现在香港第一家“天梯书店”开业，虽然书店店面略小，但可以为香港民
众提供更多正面了解法轮功的机会；书店向民众敞开大门，方便那些想多一些
了解法轮功的人士或是想要修炼的朋友。
她表示，因为经过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尤其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
法轮功学员仍在香港的街头继续讲真相，并挂出“天灭中共”的横幅，这种勇
气和坚持获得了香港人的佩服，不少人向她表达了想要学习法轮功的愿望。所
以，不少民众在得知“天梯书店”将要正式营业，都想要来看看法轮功的书籍
究竟是怎样的。
梁珍并介绍，之所以选址在尖沙嘴这样一个闹市中心，也是希望为民众营
造一个“乱世中的绿洲”的氛围；同时书店位于星光行，与著名的诚品书店在
同一商厦，更便于游客请到法轮大法的书籍。她表示，希望天梯书店，就如同
“天梯”这个名字，能为香港人提供一个“上天的阶梯”。
【比利时法轮功学员中使馆前反迫害】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布鲁塞尔中
使馆前，比利时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近期大肆抓捕非法关押大陆法轮功学员。
揭露中共邪恶本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发生在中国持续二十一年针对法轮功的
迫害，要求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结束暴政。
仅今年上半年，中共在全中国范围内的二十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238
个城市，共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 5313 人（明慧网消息），其中包括七、八旬
的老人。

目前三退人数：3 亿 6474 万

我们都是从所谓的
“旧社会”走过来的人，
经历过多次的各种“运
动”，相比之下对共产党的
丑恶面目看的非常清楚，
被压抑和坑害了一辈子，
今天终于有机会说出自己
的心里话：退出过去曾经
被动参加过的共产党的所
有邪恶组织，跳出这个共
产邪恶主义构成的人间地
狱。（赵祖功等 8 人）
我是农村的一个支部
书记，给共产党干了十几
年，我知道它干的那些坏
事，尤其是近几年的八九
六四屠城事件、迫害法轮
功、中共肺炎等，看清了
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
集团和黑社会，因此我要
三退。（王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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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空号，
不要挂机，很快接通”，美国
传真 0013019162364 ，电邮
tuidang@epochtimes.com

7 至 8 月 11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
据明慧网统计，二零二零年七至八月份，有十一名法轮功学员因中共迫害含冤离世。其中，法轮功学员
王凤臣在监狱被迫害离世；李玲在非法拘禁中被活活暴打致死；另有九位法轮功学员生前多次被绑架、判刑、
劳教，有的累计冤狱达十四年之久，长期遭受中共恶警恶人酷刑和超强度奴役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部分案例如下：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姜全德，曾被酷刑致残后，投入冤狱十一年；曾被绑老虎凳、塑料袋
套头窒息、手指及乳头上扎竹签、电棍电击全身等，因酷刑致使他右臂骨折致残，连方便面都拿不动；他牙
齿被全部打掉。八月二十五日晚十时许，姜全德含冤离世，终年六十六岁。姜全德身上被施加酷刑后留下的
疤痕，清晰可见。
山东省蓬莱市龙山店镇法轮功学员李玲，被村支书带民兵毒打致死。李玲的牙齿被打落，嘴巴被打裂，
前身左肋下部有伤，浑身青紫，惨不忍睹。
大庆市林甸县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王凤臣，被非法判刑四年，在呼兰监狱被迫害出现严重肿瘤病状， 2
大量吐血，上不来气，生命垂危，于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含冤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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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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大陆移民从害怕到修法轮功 人生不再迷茫
“好像背后有特务在盯着我似
的，也好像周围有人拿枪指着我似
的……”站在法轮功展位前的亨利
很想了解这个功法，但心里特别害
怕。
“由于以前被中共洗脑灌输，要
求中国人不听、不信法轮功的。”受
到中共谎言宣传影响的亨利
（Henry）对接触法轮功心有余悸，
但最终他还是决定拿真相资料和光
盘回家去看。
那是 2004 年的一天，亨利家附
近的麦考瑞大学有一个法轮功真相
点。通过那次了解真相后，他明白
了“法轮功是被冤枉的，而且我觉
的法轮功在中共邪党的镇压下，能
坚持反迫害这么久，很了不起！”
那时，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亨
利从没想到自己也会去炼法轮功。
身体 不 好 的他 就 想练 气 功改 善健
康，他以为法轮功就是一般的气功，
学了几个动作，也不知道要看书，
也不明白法轮功是修炼，所以与大
法擦肩而过，一晃就是十年。
2014 年之前，亨利是一个提不
动购物袋、上楼每级台阶需要走两
步、空手走路都困难的腰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
亨利青少年时期经历的人生历
练，让他变得对生死都看得不那么
重，对钱、财、名、利也看得很淡，
步入中年，虽然病痛缠身，但对生
命意义的困惑迷茫，促使他思考并
寻找答案。
直到 2014 年他开始修炼法轮
功，心中的人生之谜一一解开，各
种疾病也得以痊愈……
十年蹉跎 终于缘归大法
2014 年初的一天，亨利感到百
无聊赖，从来没有过的那种感觉，
他就从网上下载了《转法轮》
，从中
跳着看了几段，是教人做好人的，
语言非常浅白。亨利觉得真正的大
道真理就因该这样。

“这本教人向善的书，男女老
少都能看懂，一定不简单。”亨利说，
“我终于看见了一线光，觉得这条
路还是有别人跟我一样走的，就是
不看重现实中的物质与名利。”
然后，亨利通读了一遍《转法
轮》。他说：“我知道这是一本修炼
的书，宝书，但觉得太高了，自己
能修到罗汉就不错了，再不行，积
德下辈子得好。”
起初，亨利打游戏，上网，很
少时间看书。可是没过多久，他对
游戏就没兴趣了。
“还是看大法的书
踏实。
”他发现《转法轮》中师父往
往用简单的几句话，就把一些极其
复杂的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
法轮大法的法理深深吸引着亨
利，他再也放不下了。接着，他就
在网上把李洪志师父的四十多本经
书和新经文全看了一遍，基本上是
三天看一本。
他说：
“我知道这个大法就是我
冥冥之中一直在寻找的，等待的。
我有师父了！我感到非常幸运，开
心！ 有 一 种从 未 有过 的 踏实 与放
松。
”
同时，亨利悟到：
“我这条命反
反复复的，也是让我看淡生死，你
活了八十岁，八百岁又怎么样，都
是在六道轮回中。生生世世我的每
一步，都是师父管着，保护着我，
点化着我，把我往正道上领。如果
没有师父管着，我怎么可能得法修
炼，早就迷失在红尘中了。我很感
激师父！”
从此，亨利不再困惑、不再迷
茫，
“我应该精进、修炼！”
胃病、牙疼、腰椎间盘突出不
药而愈
然而，炼功对亨利来说并不容
易，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使他无法
出去参加集体炼功。但已经明白了
人生目的的亨利没有退缩，他就一

个人在家里学法、炼功。盘腿打坐
对亨利来说是最困难的，他就坐在
凳子边上慢慢炼，不气馁。
大法在亨利身上一次次展现神
迹，他的胃和牙在得法修炼后的头
两个月全好了。他的腰也越来越好，
几个月未谋面的朋友见到亨利惊讶
地说：“你的腰怎么好了很多！”不
到半年，亨利的腰恢复正常。
亨利的太太和儿子亲眼目睹他
修炼大法后身上久治不愈的病都好
了，感到大法的神奇和美好，也相
继走入修炼。
太太得法后不久，长期的肩周
炎、口腔溃疡都好了。
因为静心背法，在《转法轮》
这本书上能看到很多内涵。亨利说：
“当初我刚接触大法时，就像看见
缝里有一线光，那是站在常人的角
度上去看；修炼后，我发现这条缝
越走越宽，是一条通天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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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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在阴间受刑？古籍记载人身病痛另有缘由
一个人在阳间犯下过错，冥府根据罪过轻重，在
阴间判其受到相应的责罚。在中国古籍里，在医学角
度之外，为肉身病痛赋予了另一种解答……
肉身不入地府 灵魂代受刑
唐穆宗李恒元和五年（810 年）五月，崔环罹患重
疾，病中被两个身着黄衫的阴吏带到了地府，那里有
一座“判官院”。崔环在那儿看到数千人，人人都露出
恐惧的表情，或者哭着，或者哀叹着。其中一个黄衫
吏进去禀告。一会儿，崔环听到四声以杖击人的声音。
进去禀告的黄衫吏出来后转达判官的话，判官因
崔环不抚养幼小，破坏庄园，沉湎酒色等过错，罚他
受轻杖，以示惩戒，并要崔环洗心革面，勿要再犯类
似过错。崔环问：“判官是谁？”差吏回答：“司戎郎
崔宣。
”崔环一听，当即流下眼泪，原来崔宣就是他的
父亲。没想到父亲去世后，到地府做了判官。崔环问
到：
“此身不入，何以受刑？”阳间的肉身进不到地府，
怎么能在阴间受刑呢？
阴差说：
“凡人都有三魂，一魂在家，二魂入府受
杖打呢。不信，你看看你的小腿，还有杖痕呢。
”崔环
遂即撩起衣衫，看到双腿处各有杖痕四下。崔环这才
意识到，双腿已遭杖打。这时他感到杖刑令他痛苦不
堪，举足艰难，只得匍匐而行。
故事中，崔环的肉身没有进入冥府，而他的二个
灵魂作为身体的一部分，代他来到地府受刑。类似这
样的例子，中国历代有不少记载。
在另外空间 毒疮的表现
清朝时期，中牟县有一典史张某，后背长了一个
毒疮。张家为他请来巫士。巫士看过之后，走出张家
的大门，转而对人说：
“张公必死无疑。
”
这位巫士有些能力，能够进入冥间。他看到张的
父母愤怒地说，他们的儿子不孝。张父去世，张某秘
不发丧，照常赴任做官。他在任上为官贪婪暴虐，且
又不讲道理。张的父母带着巫士去了一个地方。巫士
看见张公赤裸着身体扑在地上。他的背上凿有一个小
孔，里面放着薪火蒸灼，焚烧着体内的脂膏。
巫士看到这番景象，因而对人说：
“受刑到了这个
地步，他怎么还能活？”不出几日，张某就死了。
张某死后，从他的家乡来了一个人，那人说，张
某刚补授官职，其父就在家里去世了，张某却秘而不
言，仍然带着妻子赴任。
张某还没去世，巫士就看到了他在冥间受刑的惨
状。原来，张某在人间肉身表现出的病痛，是他的灵
灵魂在阴间受刑。

阳间作恶 阴间受罚
类似张某的例子，在《聊斋志异》中也记载了一
例。有一人叫李久常，一日带着酒食出游，忽然看见
一股旋风飞旋而来，于是他恭敬地把酒洒在地上祭奠。
后来他有事出远门，途中看到一处宽广的庭院。一个
青衣人从里面走出来，邀请他入内。李生进去后穿过
一层门，看见一女子，她的手足被钉在门板上。走近
一看，竟然是他的嫂子。顿时，他惊惧不已。
李生知道嫂子手臂上长了一个恶疮，倍受病痛折
磨，已经一年多不能下床。李生心想，她怎么能到这
儿来？因而怀疑青衣人另有它意，心里一害怕，不敢
继续前行。然而，青衣人一直催促他往里走。
到了大殿，李生看见上面坐着一个人，头戴王冠
犹如帝王，气象威猛庄严。李生跪在地上，不敢抬头
仰视。阎王命青衣人把李生扶了起来，安慰他说：
“不
要害怕。昔日我因吃过你的酒食，所以想见见面以表
谢意，并没有别的意思。”李生这才放下心来。
阎君提醒他，是否还记得在田野祭奠一事？李生
顿时醒悟，知道他是神明，便叩首请他饶恕嫂子。
阎王说：“她太悍妒，应当受到这个惩罚。”经阎
君解释，李生才知道一段秘辛。原来三年前，李生哥
哥的小妾生产时，肠子盘绕而下，嫂子暗暗把一根针
刺在那妾的肠子上，致使小妾至今脏腑疼痛。阎君说：
“这种做法哪还有人性？”李生再三哀求，阎君就让
李生回去后，劝这个悍妇痛改前非。
李生去哥哥家看望嫂子，见她躺在床上行动不便，
却仍辱骂着小妾做事不称她心意。李生劝她：
“嫂子不
要再这样了！今日你所受的痛苦，都是你平日嫉妒造
成的。”他的嫂子不但不信，还愤怒地斥责他多管闲事。
李生轻声地说：
“你用针刺在人家的肠子上，该当
何罪？”嫂子脸色骤变，问他如何得知？李生便把在
阎王殿前看到的景象，以及阎君所说的话告诉了她。
这时，她吓得颤抖不已，泪流满面地哀告：
“我再
也不敢了！”眼泪未干，她顿然觉得疼痛已消。从此，
她痛改前非，随着她洗心革面，身上的恶疮也逐渐痊
愈了。后来那小妾再次分娩，肠子又坠了下来，先前
扎上的那根针还在。李生的嫂子拔掉了那根针，小妾
的肠痛也就痊愈了。
中国民间故事饶有趣味又富有启迪。人身的病痛，
表面看是毒疮，而在人的眼睛看不见的空间里，却有
不同的体现，解答了造成疼痛的主要原因。这些故事
还给人提供了解除病痛的方法，即向神明忏悔，弥补 4
道德缺憾，改善自己。（文: 宋宝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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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炼大法 多种疑难杂症消失了
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患有心肌缺血型变形心脏
病、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手指骨增生、颈椎钙
化等多种疑难杂症，整天疼痛难忍，心烦意乱。西医
专家、中医教授、偏方等，每天不停的轮着吃药，做
理疗，甚至经常把医生请到家里来治病。炼过两种其
它的气功，也信过基督教，都没能治好我的病。
一九九八年，邻居对我说：
“听说炼法轮功不错，
祛病健身可好了。你天天这么艰难，不如去试一试。”
我说：
“看到路边上有炼的，站在那儿那么长时间，我
怕不行，站不住。”邻居说：“试试呗！能炼就炼，不
能炼就不炼，反正又不收钱。
”
第二天，正好是早上五点多钟我睡醒了，我就到
路边的炼功点去看看。刚站在那一会儿，教炼功的辅
导员就热情的给我介绍法轮功功法，告诉我刚开始可
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意的炼多少，再慢慢的增加，
达到标准。我一听，可以这样，那就试试吧！
刚开始炼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特别是第二套功法，
我疼的歪身弯腰的站立不住。但是听着师父的口令和
炼功音乐，感觉心情轻松、舒服。
虽然是阳春三月，早晨还比较凉，但是我每次炼
完功，都浑身是汗，头发湿着贴在脸上，内衣粘在身
上。
辅导员劝我说：
“抱轮你可以少抱一会儿，能炼多

长时间，你就炼多长时间。”我说：“听着炼功音乐，
痛也舒服。”就这样，我坚持了下来。在不知不觉中，
我不难受了，也想不起来吃药了。
大概一个多月以后，我什么药都不吃了，感觉浑
身轻松。几年都是歪着身子扭着腰走路的我正常了。
原来别人骑自行车带我去医院，我自己都坐不上车，
还需要人扶上去；现在是自己骑自行车了，而且就像
有人推着一样的轻松。
我的身体好了，不但给国家节约了医药费，自费
的药钱也节约下来了。我能给全家人买菜、做饭、带
孩子、打扫卫生等等。生活水准也提高了不少，家人
都能安心的工作，不再为我操心了。我高兴啊，流泪
啊，逢人就说法轮功太好了！
我的身体轻松了，心情也好了，每天都忙的很充
实。我的气色也好了，皮肤光滑，白里透红。一位要
好的邻居每次见到我，总是用手摸着我的脸说：
“你现
在整天总是乐呵呵的，脸的颜色白里透红，皮肤光滑，
比原来好看多了。”
那时几乎每天我炼完功，就和其他同修约好，和
他们一起到郊区洪法。那时候，路很不好走，我骑车
上坡、下坡一溜风，从没感觉累过。至今二十一年了，
我再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
（文: 河南大法弟子）

摆脱慢性疲劳 周末用“手机断食法”给大脑排毒
长时间的看手机、晚睡、晚上吃东西，久而久之都让我们的大脑处于慢性疲劳的状态。日本知名内科及肥
胖专业医师工藤孝文建议，晚上 10 点后尽早上床睡觉、周末进行“手机断食法”，给大脑排毒，消除烦躁与疲
劳。
在网路与手机普及的现代，我们的大脑每天不间断地曝晒在各种情报资讯下。大脑只要接受情报就不会停
止思考，如此一来就会不断累积疲劳。
我想很多人在没有工作的休假日也会长时间盯着手机吧，然而，若不趁机让大脑好好休息，也会对平日的
工作效率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周末时应该要彻底执行手机断食法。尽可能不碰网路、电话与电子邮件，关掉大脑的电源，有意识
地让大脑休息很重要。
现代人的前额叶太疲倦了
专司人类高层次脑机能，如知觉、随意运动（voluntary movement）、思考、记忆等的是大脑的前额叶。白
天活动时前额叶会不停歇地被过度使用。前额叶一旦持续处于慢性疲劳的状态下，就会产生判断力、注意力降
低或忧郁症状等各种弊害。
透过手机断食法的数位排毒（digital detox）， 就能有意识地让前额叶休息。若有余力也可试试正念冥想
5
（mindfulness），让位于前额叶的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停下来，提高脑部的休息度。（文: 工藤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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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47 期
2020 年 10 月 1 日
期

这世上竟有不需看管的囚犯
王伽，是河间章武人（今河北河间县一带））。隋朝开皇末年，担任齐州参军（职务名）。他最初默默无闻。
后来被派去押送被流放的犯人李参等七十多人到京城。
按当时的制度，被流放的犯人要戴上枷锁押送。走到荥阳地区，王伽怜悯囚犯的辛苦，对囚犯说：“你们既然
犯了国法刑律，损害了你们自己，被法办。现在又劳累小卒押送。难道不有愧于心吗？”
李参等谢罪。王伽说：“你们虽犯宪法，带上枷锁也是很大的苦楚。我打算解下你们的枷锁，让你们自由
离开，到京城再让你们集合。你们能做到不违期吗？”囚犯都拜谢说：
“必定不敢违期。”王伽于是把他们的枷
锁全部打开，停止派小卒押送，与囚犯约定：
“某日当至京师。如到期时你们不到，我当为你们受死。”说完不
再押送、看管这些囚犯，竟离去了。
被流放的囚犯感动、喜悦，都按期达到京城，无一人逃走、叛离。
皇上听说后，大为惊异，称善良久。皇上于是把被流放的囚犯全部召来，让他们携带妻子进入皇宫，在皇
宫的殿庭赐宴给他们吃，赦免、释放了这些守信用、知好歹的囚犯。
皇上感叹地说：“凡是人，都有灵性，知道好恶，能辨别是非。如果对他们待以至诚，明加劝导，那么浅
俗也会得到教化，人都会从善。以前海内乱离，德教废绝，官吏无慈爱之心，百姓怀奸诈之意，所以狱讼不断，
社会风气浮薄难以改变。我受命于上天，安养百姓，思遵圣法，以道德来教育人，从早到晚孜孜不倦，用意原
本就是如此。王伽深明我意，诚心教育引导。李参等感动觉悟，自己到了官府。由此可见，天下百姓并非难以
教育，实在是官吏没有加以晓示，使得他们犯罪，没有办法自新。如果官吏都像王伽一样（仁慈），百姓都像
李参一样（知耻），那么不需要用刑罚的日子就不远了。”
王伽因此被提升为雍令，后来在理政方面有名声。（文：魏幅）

西门豹被大陆小学课本严重歪曲
《西门豹治邺》是大陆小学语文教材里的一篇文章，选自《史记·滑稽列传》，小时候就学过，没有什么
特别的感受，近日一个偶然的事情让我又想到了这篇东西，忽然一下子明白了西门豹是完全被歪曲的。
这个故事的内容大致是说两千多年前，西门豹管理邺县那个地方时，通过调查，了解到那里的官绅和巫婆勾结
在一起危害百姓，便设计除掉了相关的恶人，并大力兴修水利，使邺地重又繁荣起来。在中共的教材里西门豹
被视为一个破除迷信，尊重科学，兴修水利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的古代地方官。
这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事情，兴修水利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是真的，但破除迷信，尊重科学却根本不是
那么一回事。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社会是信神敬神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破除迷信，尊重科学这一说，这是中共为
了从小就给人灌输无神论而故意歪曲的（请注意这是出现在小学的课本里）。
河伯是漳河的神，这不假，但他是一个正的神，根本就不会干“每年要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这样的事。
而巫婆被乱七八糟的东西附体，操纵着干了大坏事。这种事情在古代也有很多。而西门豹是个有功能的人，他
先是用功能除掉了巫婆和她的弟子身上的附体，然后用符合常人状态的方法智慧地除掉了主要的作恶者，“豹
视之，顾谓三老，巫祝、父老曰：
“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
抱大巫妪投之河中。有顷，曰：
“巫妪何久也？弟子趣之？”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顷，曰：
“弟子何久也？
复使一人趣之！”复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门豹曰：
“巫妪、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
白之。”复投三老河中。”其他的协从者受到极大震慑，表示不再作恶，“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
死灰。
”西门豹也就放过了他们。
西门豹是个很好的古代地方官，在二千多年前这样的人是相当多的，唯独西门豹能够有如此高的知名度。
而共产邪灵的有意歪曲安排迷惑和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以至于一说到古人的破除迷信，不信鬼神，人们就
立即想到他。这也是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的实例。（文：清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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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的“朝闻道 夕可死”究竟是什么意思？
孔子一生中，有四次向老子问道，每次都大有收获。孔子最后一次拜访老子时，说“我终于得道了”。那
么孔子最后闻的什么“道”？得道后他的表现如何呢？为何能“夕死可矣”呢？
孔子 17 岁时，第一次拜访老子，正碰上老子在鲁国主持葬礼，于是学习了婚丧朝聘等礼制上的流程、细
节等。
孔子 34 岁时事业上小有所成，第二次向老子问“礼”。老子一看孔子踌躇满志的样子，就泼他一盆冷水：
你说的“礼”是死人留下的，已过时……良贾不露锋芒，君子大智若愚。骄气、欲望、做作、好高，这些对你
没有什么好处。孔子回去后三日未语，认为老子像龙一样深不可测。
孔子第三次拜访老子，开始谈“仁义”。老子说：天地日月星辰都依规律而行。你还是效仿自然行事、顺
着规律进取，这是最好的。你急着标榜仁义，如同敲鼓去找逃亡的人，鼓声越大跑的越远。孔子回去后，开始
研究了易经。
《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孔子五十一岁时还没有领悟大道，第四次向老子问道。
老子告诉他：“道”是不可献人，不可送人，无法说清，不可传人的。当你对道有正确认知时，道就会驻留你
心中；当你行为符合道时，道就会在你身上体现。老子还提到“神采真实的遨游”：对古时修养极高的人来说，
仁、义只不过是借路与暂住。他自由无拘遨游太虚，生活简单纯朴，不欠人“财物与感情”，也不施人“财物
与感情”。逍遥自在是无为，简单纯朴易生存；不欠别人的，也不还别人的。
孔子回去后，三个月闭门不出，终于对“道”有了正确的认知。他第五次拜见老子说：
“我终于得道了……
很长时间了，我没有跟万物的自然变化相识为友！不与自然的变化相识为友，又怎么能教化他人！”老子高兴
地说：“孔丘得道了！
”由此可见，孔子最终领悟的是“道法自然”、“道，可道，非常道”的大道。
闻道后的孔子是怎样的呢？他说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此时的孔
子，连人的基本生活状态都忘记了，忘记了吃饭，忘记了老、死，心中充满了得道后的殊胜喜悦。他还是一个
普通的人吗？
“朝闻道，夕死可矣”很多人理解为：早上听到了真理，晚上死了也行。没有得道的人，能做到吗？很多
修佛修道的人，修了几十年，临死时他想到的不是阿弥陀佛、老子，他牵肠挂肚的是股票、房子、汽车、孩子、
老婆呀，人世间留恋的东西很多呀。他虽然听说、也学习了真理，可是他根本做不到“夕死可矣”，因为没有
真正领悟大道。也有学者，用“舍生取义”
、
“杀生成仁”来理解这句话。可是现在所谓的义、真理，很多是假
的，甚至邪恶的，许多人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还有恐怖分子用人体做炸弹，看起来“不怕死”，其实只不过
是谎言鼓动下的一时冲动，并非人理智的表现。“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修炼人的一种境界，他的精神已经同
化于宇宙、天地、自然之间。人世间的一切得失、躯体的存亡，对他已经无所牵挂了，早已没有概念了。换句
话说，他已经达到了真人、神的境界了。（文: 俞元）

拘住龙卷风的老人
中国人经常说“万物有灵”
，还真是有道理的。四
五十年前，山东某农村有位姓陈的老人，有些“能力”。
精通一些《奇门遁甲》的玄理。
一日，陈老人在农田里干活。看到一个小旋风一
样的东西，非常小。比草帽凹进去的部分还小。陈老
人口中念念有词，将草帽压在小旋风上，草帽将旋风
压在地下一动不动。
过了一会，老人又口中念念有词，手拿开了草帽。
一股旋风直冲云霄，到了天上后，形成了一个非常大
的龙卷风，将整个天空刮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陈

老人急忙从田里往家返，龙卷风在后面跟了他一段路，
也没有做什么，就刮向其他方向离开了。
我们看小旋风非常小，到了天上却变得非常大，
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我们都看过阿拉伯故事中有《阿
拉丁神灯》的传说，巨人在神灯里非常小，一旦出来
就会变得非常大。大概与前面陈老人遇到的龙卷风，
道理是一样的吧。
传说未必都是传说，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它是
真的。只是我们站在自己的基点上看不明白而已。 7
（文: 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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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正的美？
身为一名志在恢复传统文化的神韵舞蹈演员，为
了能够更加了解中国文化并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我
阅读了一些中国古典美学文献，以丰富自己对中国古
代审美的认知，读后我对什么是真正的美有了更深一
层的认识。
首先，我觉得真正美的艺术一定是可以启迪人的
正念、并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古时的艺术创作大都
以天地、神明、自然为主题，如上古时期的诗歌舞乐，
大都是歌颂神明或用于祈祷的，虽然现在已看不见也
听不见那些气势恢宏的歌舞了，但从留下的文献中仍
然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古时人对神灵与自然的敬仰。还
有很多岩石上、山洞里雕刻的神佛仙女的画像，如敦
煌壁画、乐山大佛等，使当今的人都叹为观止。
而儒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以朴素为美。如庄子在《天
道》中说：“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
⋯⋯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
之争美。”孔子也说：
“绘事后素。
”我认为这是追求真
的一种表现，因为朴素是最原始的状态，也是最真实
的一种表现，所有的绚烂繁华只有在平淡素白的基础
上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如今世界上的繁杂多样勾起了
人对事物的欲望和执着，掩盖住人朴质的本性，使人
看不到自己的真念了。对于艺术家来说，只有当自己
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升华上来的时候，才能够创造
出使他人升起正念或提升道德的艺术作品来。
《庄子》中记载有一段孔子与一名渔父的对话，
孔子问渔父何谓真，渔父答道：“真者，精诚之至也。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
以贵真也。”不管是音乐、舞蹈、还是绘画、雕塑，任
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一个艺术家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
窗口，从而感染到其他人。
在《国语．楚语上》
“伍举论台美而楚殆”中有这
么一句话：
“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
害焉，故曰美。”
这个美的概念中有一个“和”字。古人认为和的
意义很重要，其中包含了中庸之道，即不能过亦不能

敦煌壁画。（图片来源：神韵艺术团官方网站）

不及，也包含了雅俗共赏的境界。唐太宗皇帝说：
“正
者，和之谓也。”一个艺术家必须要有一颗不偏不倚的
公正之心，方可达到“和”的状态。
《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大美之中有中和的境界在，也就是说
一个真正美的艺术是能够使各个领域的人都能欣赏并
得到教化，可是要达到这种程度的美也是极其难的。
一个艺术家不仅要有一颗明亮透彻的心灵，也要有四
通八达的眼界，才能够创造出出神入化的艺术作品。
当然，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审美的概
念存在着些许的差异，可是整体上对于普世的美的认
识是大致相同的。而对普世美的认知与人的道德观念
却一定是密不可分的。古时的人，他们对于艺术的追
求，对美的渴望，就像是对信仰一样的崇高。古希腊
和古罗马的塑像，体现人体完美的黄金比例和矫健的
身形，那是因为他们把人体看作最极致的艺术的表现。
而中国古代则以不重外表而看重内在修为的精神内涵
贯穿于整个民族文化中，其展现出来的是更博大精深
的艺术境界。
然而，现代人对美的认识和追求与古时的人差异
很大，现在的人往往因为寻求刺激和物质上的欲望而
不能领会美的真意了。唯有遵循正统的文化，人们才
会发觉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美。（文: 朱颖姝）

山河尽笼雾蒙蒙
黑暗乱世败象显
只看人心明正邪
不花分文得明路

人心忧虑何所从
天怜万民有出路
退党即刻得护佑
切莫迟疑把命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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