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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代广场
法轮功展位吸引有缘人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的夏季博览
会（Time square summer expo）上，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展位，吸引
了很多纽约人以及外地游客。

很强，心境很平静。她说，当天能
在这里学功，对她来说，是一件很
不平常的事，她觉得，一个人要是
能够修炼法轮功，是需要有很大缘
法轮功展位在百老汇剧院边
份的，她很庆幸自己有这么大的缘
上。该剧院有近百年历史，过去一
份。
年多来因为疫情关闭，今年六月一
米歇尔买了一本英文版的《转
日才重新开放，当天经过这一著名
内坜
法轮》，表示回家后，要继续修炼法
地标的人群流量相当大，于是，美
轮功。
丽祥和的法轮功展位吸引了很多来
电脑工程师：法轮功是一直在
自各地的有缘民众。他们相继而来
寻找的修炼方法
了解反迫害真相并学炼法轮功的五
迈克尔（Michael）是一名电脑
套功法。
演员：从事演艺事业的人更需
罗可还说，法轮功学员信仰的 工程师，他的女朋友艾丽卡（Aryca）
真、善、忍理念很好，按照这个理 是一名空姐作。迈克尔对学员表示，
要炼法轮功
娜奥米（Naomi）是一名演员， 念去做，一定会有益于社会和家庭。 他一直在找一个能够修炼的方法，
当天在学炼功法之后，感觉很好，
纽约人：母亲修炼法轮功后全 当天听了有关法轮功的介绍后，觉
得法轮功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能够
表示能使人很快地放松、心情平静。 家受益
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
塞缪尔﹒埃尔南德斯 （Samuel 修炼的方法。艾丽卡说，她有同感，
后，她认为，法轮功学员坚持自己 Hernandez）是一名纽约人，非常高 作为一个空姐，经过全世界许多国
的信仰是对的，这种坚持应该得到 兴地告诉法轮功学员，他的母亲就 家，见过许多信神的人、修炼的人，
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中共应该停止 是炼法轮功的。他说，他的母亲曾 就觉得人应该修炼，她觉得法轮功
对法轮功的迫害。
是 一 名 帕 金 森 病 （ Parkinson's 很适合自己。
他俩都表示，会上网和用其它
她表示，修炼法轮功，信仰真、 disease）患者，未修炼法轮功之前，
善、忍，能使人心灵得到净化、有 身体状态很差。发病时，身体颤抖 方式了解更多的法轮功真相，要修
益身体健康，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 非常痛苦，家里的人也非常为她担 炼法轮功。
法国华人留学生：回法国后开
世界都有好处，从事演艺事业的人 心和痛苦，因为帕金森病在现代医
始学炼法轮功
更需要来炼法轮功，因为他们更需 学上还很难治愈。
出生在法国的青年学子杨德
要一个健康的身体、纯净的心灵，
塞缪尔说，自从他母亲两年前
才能干好这一行。她不但自己会学 炼了法轮功后，身体状态大为改善， 雄，当天在展位上第一次了解法轮
炼法轮功，还会向同事和朋友推荐 很少像以前那样颤抖了，性格也变 功。他说，自己过去炼过很长时间
法轮功。
好了，家庭关系和睦了，他和母亲 的武术功法，如今听了有关修炼法
轮功的介绍，觉得炼法轮功可能更
加州银行家：实践真、善、忍 的关系比以前更亲近了。
有益社会和家庭
他非常感谢法轮功，不仅是他 有益，效果会更好。
杨德雄介绍说，自己已经在美
罗可（Rocco）和丽莎（Lisa） 母亲受益，而且他们全家都受益。
美容师：能学炼法轮功要有很 国获得了硕士学位，准备近期回法
是来自美国加州的银行家夫妇，听
国。他说，回法国后，会上网去了
完法轮功学员的介绍后，两人当即 大的缘份
开始学炼五套功法，都表示炼后能
米歇尔（Michelle）是一名来 解有关法轮功的更多详情，也会和
很快就放松，心情平静，疲劳感大 自乔治亚州的美容师，学炼了五套 法国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取得联系，
1
开始学炼法轮功。
为减少，感觉很好。
功法后，她感觉到身体内的能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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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法会期间弘法 民众声援反迫
害】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
日，乌克兰首都基辅（Kiev）举行大法心
得交流会。法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基辅
市中心主干道，总统府附近的马林斯基公
园等地举行了弘法反迫害活动。那几日正
值乌克兰三十周年独立纪念日。很多市民
和游客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活动，并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八月二十二日晚上，乌克兰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烛光悼念活动，缅怀被中共
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向世人派发真相报纸和传单，向人们讲述法轮功在
中国遭到的惨烈迫害。许多明白真相的世人在“结束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名，
谴责中共迫害真善忍信仰。
【新世纪短片《意外》纽约放映 观众盼更多作品】8 月 31 日，来自新世纪影
视的演员们参加了在美国纽约上州举办的 Woodstock Museum 电影节社区活动，
现场，主办方放映了由新世纪影视制作的短片《意外》。
新世纪影视制作的影片《意外》
，讲述了一对姐妹，因为一场车祸所面临的
人生抉择，本性善良的妹妹车祸肇事后，在家庭的压力下，痛苦选择逃避责任，
然而偶然邂逅了一本书，改变了她的选择和命运。
橙县商务行政总裁 Maureen Halahan：
“演员们非常棒，故事情节从一开始
就很吸引我。”
影视制片人 Nathan Koening：“影片向我们讲述了当今社会（人们）所缺
少的善良。”
橙县商务行政总裁 Maureen Halahan：
“我爱你们的影片，让我最为印象深
刻的是你们制作影片的基点：
‘真 善 忍’，世界需要更多的‘真 善 忍’。你们
要继续把这种力量传递出去，你们做的很棒也很成功，未来希望能够看到更多
来自新世纪影视的作品。”
来自新世纪影视的演员们在现场接受了观众提问，并对影片的内涵加以介
绍。新世纪影视演员 Yvette Gao:“希望通过观看这部影片，人们会选择做正
确的事情。”

目前三退人数：3 亿 8360 万

我是河南的，我们乡
下人知道，今年河南大洪
水其实雨不是多大，不应
该淹死那么多的人，还有
好多没有报道的，好可
怜，我知道了腐败党腐败
的没有边了，到处都是骗
钱的，好好的家园变成乱
七八糟的不像样子，我要
退团队，不跟这个流氓腐
败党下地狱。（马健康）
央视真搞笑，美国死
个黑人哭天抢地，比死它
爹妈还伤心，中国死再多
人都视而不见，装聋作
哑，大灾面前邀大功，大
灾大功劳，小灾小功劳，
无灾不功劳，所以在央视
的播报下，大灾面前全靠
党，全国人民感谢党！
（亮
如等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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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1 名法轮功学员 7～8 月遭绑架
据明慧网报导统计，二零二一年七至八月份获悉，至少有 2941 名法轮功学员遭警察绑架骚扰，其中 884
人遭绑架，2057 人被骚扰，427 人被抄家，101 人被关入洗脑班，34 人被强制抽血（有的被采 DNA）
；17 人被
迫离家出走。
二零二一年一至八月份，中共警察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 12401 人，其中绑架 4165 人：一月份 481 人，二
月份 266 人，三月份 477 人，四月份 604 人，五月份 632 人，六月份 821 人，七月份 514 人，八月份 370 人。
二零二一年一至八月份，中共不法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 8236 人。
被绑架骚扰的 65 岁法轮功学员 229 人。其中，90 岁以上 6 人，80～90 岁 67 人，70～80 岁 108 人，65～
70 岁 48 人。吉林省吉林市长春路 98 岁法轮功学员蔡秀芳，在西关马市被黄旗、北山、长春路三个派出所联
合绑架，关铁笼子里。警察从老人身上抢走家里钥匙非法抄家，晚上八时被“取保候审”回家。
信息采集时间：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绑架骚 2
扰数据。

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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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家人受益于法轮大法
我是二零零四年开始修炼大法
的弟子，今年五十三岁了。回想自
己这十几年的修炼路程，真是要说
的话太多太多了。
大法给了我新生
修炼大法前，我浑身是病，风
湿性关节炎、胃疼、常年便血、子
宫肌瘤。
我药物过敏，越吃越厉害，再
加上下岗失业，生活的不顺使我脾
气暴躁，整天发火，脸上的痤疮和
口疮接连不断，三十几岁的我又黑
又瘦，头发花白，我整天唉声叹气，
痛不欲生，常想：这还活着干啥，
死了算了，可心又有所不甘。
二零零四年三月，绝望之中幸
遇大法，得到宝书《转法轮》的第
一天，我就一口气看了二百多页，
晚上睡觉热的不行，就在我似睡非
睡的时候，感觉有一股力量从身体
里往外抽东西，一拽一拽的，拽了
好几下。我看见从我身体里拽出一
个和我长的一样的我，这个人不想
离开我，挣扎了几下，被一股力量
拽出来顺着门缝出去了。第二天我
醒来后感觉非常舒服，浑身是劲，
原来是师父在我睡梦中给我调理身
体，拽出去的那个“我”是一个满
身业力的我。
《转法轮》一遍还没看完，我
一身的顽疾就不翼而飞了，无病一
身轻。三十多年了，不知道没病啥
滋味，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将我从地
狱中拯救出来，又给了我最好的一
切，真是对师父的感恩之情无以言
表。
师父救了我儿子
儿子九岁那年得了一种怪病，
偏头疼、腿疼、鼻出血、全身过敏、
发烧。中药、西药、针灸、偏方、
神婆都看遍了，就是无药可以医。
这些病常常同时发作，越犯越厉害，
时常休克，看着儿子发病时的样子，

真是提心吊胆，心如刀割，我整天
奔走在家与医院之间。
我修炼大法后，对儿子说：咱
有救了！我让孩子每天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仅仅
几天的时间，儿子就神奇的康复了。
二零零五年，看了《九评》后，
儿子明白了大法真相，用真名退出
了中共少先队组织。上高中的时候，
班主任老师让他入团，儿子不入，
还给老师讲真相，老师也同意三退。
丈夫敬重大法得厚福
丈夫虽然还没走入修炼，但他
从我和儿子身上看到大法的神奇，
他尊重大法，敬重大法。我按修炼
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的把大法
的法理讲给他听。
以前丈夫爱养猫、爱钓鱼，我
把大 法 中 不杀 不 养的 法 理讲 给他
听，从此丈夫什么也不养了，一次
鱼也没钓过，一次活的鸡、鸭、鱼
也没买过。
《九评》问世后，丈夫首先三
退。他经常和我一起发真相资料，
贴不干胶，送护身符，劝三退。家
里常来同修，丈夫总是热情招待。
我学法、炼功、发正念的时候，他
总是保持安静，不会干扰到我，有
时到了发正念的时间，他还会提醒
我。每次买回新鲜的水果，丈夫总
是挑选个大的、好看的去敬师父。
因我没有工作，家里一切开销
全靠丈夫，但是我买电脑、打印机、
大法书籍，丈夫从不过问。起初弟
弟妹妹不理解，还说我；本来你就
没工作，别因为你炼法轮功连累了
姐夫没了工作，看你可怎么过。但
是，十几年过去了，丈夫一直默默
的支持我修炼，工作和收入也很稳
定，干的是全单位最干净、最轻快、
最省心的活，工资也不少，上一天
歇三天，业余时间还能开车拉活。
更可喜的是，丈夫身体越来越

好，脾气也越来越好了。以前他也
是有名的病秧子，腰椎间盘突出、
心脏不好、血压高，干点重活累活
就心慌气短，而现在十几年了，他
腰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连感
冒都几乎没有过，皮肤光光的、亮
亮的。
丈夫因为长的黑，所以小名叫
老黑。可现在他一点也不黑了，反
而白里透红，认识他的人都说；老
黑变了。
丈夫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我深深知道，
这是丈夫善待大法得的厚福，我更
知道这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所
赐予的。
写下这些，以表达对师父的无
限感恩，同时也希望至今仍被邪党
欺骗的世人能进一步了解真相，善
待大法及大法弟子，也是为自己选
择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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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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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念真言见证大法神奇
九十岁老人诚念九字真言见证大法神奇
我的母亲（没有修炼大法）
，今年九十一岁，一直
由我照顾日常生活。今年七月份的一天傍晚，她拄着
拐杖上台阶，一不小心头着地仰面摔在水泥地上。我
在屋里听到响声赶快出来看，母亲已仰面摔在地上不
能动弹。我赶紧扶起母亲，见她头上起了一个鸡蛋大
的大包。母亲晚上痛的没洗澡，也睡不着觉。
我劝母亲念九字真言，由于 610 人员经常到我家
骚扰，母亲害怕邪党再迫害我。她就没有经常念九字
真言。这次我真心的又劝母亲说：
“只有大法能救你，
医院也没办法。”我问母亲还记得九字真言吗？她回答
说：“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我怎么不记得。”我就
陪着母亲诚心敬念一个多小时后，母亲睡着了，天亮
后她自己起床了。我问她还痛吗？她高兴的回答：
“不
痛了，好了。”
一个九十岁的老人摔的那么重，就是去医院也不能好
得那么快。我感谢慈悲的师父救了我的母亲！
老人说：我要把这九个字写在墙上天天念
前天遇到一位姓黄的老者，七十多岁。我给他讲
真相，他非常认同。我说：
「老爷爷，您这年纪的人是
见过共产党搞运动杀人的。共产党害死了八千万中国
人。杀人偿命。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是天灭中共。

只有退党退团退队才不给它偿命。」
老人说：「那是得退出来。」我问他加入过中共的
甚么组织，他说入过队，并爽快的退了队。
我告诉他，现在天灾人祸多，在危难时候请诚心
诚意的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可以保
平安。老人问是哪九个字，我就给他一一说清。他当
时就念了一遍，接着说：
「这九个字好。我要把这九个
字写在墙上，天天念。」
一路上他对我很客气，招呼我走阴凉的地方，以
避开夏日的骄阳。我给他的真相资料他都拿好了，说
回家给老哥们看看。我离开时，老人还给我热情致意。

河北卢龙县检察院公诉科长王丽遭恶报患癌症死亡
二零二一年五月五日，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检察院公诉科长、卢龙县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一级检
察官王丽，遭恶报，患癌症，死亡。从发病到死亡仅一年时间，死时 45 岁。
多年来，卢龙县检察院把迫害法轮功作为“扫黑除恶”重大“政治任务”强力推进。二零一六年，王丽
任卢龙县检察院公诉科长，期间，她强行把河北医学专家李延春、裴玉贤夫妇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起诉、
判刑，劫入监狱。
王丽为中共卖命迫害法轮功学员，因“政绩突出”，多次被中共树为“优秀公务员”，获两次三等功，二
零一六年河北省“最美政法干警提名奖”，二零一九年秦皇岛市检察院“扫黑除恶先进个人”，二零二一年六
月被中共秦皇岛市委追授为“秦皇岛市优秀共产党员”，二零二一年七月被河北省检察院、河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追授为“河北省模范检察官”
。
善恶有报终有时，王丽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在明慧网曝光。王丽迫害法轮功，把好人送上法庭，非法判刑
入狱，最终导致其恶报上身。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八日晚上九时许，王丽突然腰疼，站不起来了，疼痛难忍，
连夜赶到市第一医院作检查，医生告诉王丽的丈夫艾东明，“患者是胆管肿瘤晚期，需要马上手术。”
自作孽不可救，从二零二零年五月到二零二一年五月，艾东明带着王丽往返北京 20 多次，其间王丽做了
手术，切掉了胆和 60%的肝脏。后来癌细胞向骨组织转移，每天要靠麻醉剂和止疼药支撑。二零二一年五月五
4
日，也就是仅一年的时间，王丽病死，时年 4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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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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丹妙药”就在跟前
我是一个癌症患者，因想求生、活命，在没有任
何办法的情况下，又再次捧起了这本神圣的《转法轮》，
从此我才知道了“灵丹妙药”就在跟前！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份因一次车祸事故后，本来很
忙活的我就停下来了，在家中呆着。不几天感觉小腹
有点痛，在这之前大便就有时出血，这才觉的不对劲，
就去医院查体，经过检查后，医生说：我已患上了直
肠癌。
当时我的想法很悲观，对自己的生存已失去了信
心。其一、我得的是绝症，谁都知道绝症在当今的社
会里是没有任何办法根除的，就是做手术，再多活三
年、五年有什么区别呢？其二、我真不忍心再拖累我
的家人了。
我妻子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在她身上体现出
的神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其实，在迫害发
生之前我也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法轮功，尔后因没有真
正的信师信法，再加上懒惰、怕苦怕累，就放弃了。
而在今天，虽说多活几年没什么区别，但是，求生是
生命的本能，我就再次捧起了这本《转法轮》高德大
法。我坚持用心学大法，按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修炼心性，如何做一个好人（不过有些时候也做得不
够好）。
二零二零年十月，身体病业加重，后卧床不起，
大便不通，肚子胀痛得很，吃不下饭，体重由一百五

十斤到了七十多斤，只剩皮包骨头，不仅如此，肚子
上还长出了一个包。
在家人及同学朋友的说词下，我的心动了，到医
院看了医生，上医院之前就二十多天不能吃饭喝水了，
口干的裂纹就少舀一匙子水润润嘴，肚子胀得无法形
容，大到像面临生产的产妇。医生说无法治了，像你
这样的病，你已经是奇迹了，还是回家吧。医生对家
人说，他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尿排得不多时，
人也就不行了。
回家后，我对医院就不抱任何希望了，下定决心
修炼大法。由于我信师信法的心坚定了，奇迹也就随
之出现了，慈悲伟大的师尊就开始给我消业，首先解
决的是排尿问题，大约间隔十几分钟就排尿一次，而
且排得很多，估计一天能排十几斤，原本很大的肚子，
很快就没有了。但是，当时我已经二十多天不通大便
了，肚子痛得我忍无可忍。我哥哥和我妹妹以及我的
好同学，看见我痛得太可怜人了，他们各自都买来了
镇痛药，可我的心已经决定了，我信师信法就像个信
师信法的，我的一切全都交给师父了。我开始排大便
了。二十七天后我的直肠癌彻底的好了。大法真是“灵
丹妙药”啊！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能与他相提并论的。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尝试一下这个
“灵丹妙药”，而且不需要花一分钱！
（文: 山东新学员）

青松絮语：是云是山
从办公室向外看，视野很开阔，能看到远处的山。工作累了，我经常站到窗边远眺。
远处的山共有两重，前面的山稍矮，后面的山略高，高低搭配，层次分明。山上绿树成荫，总忍不住遐
想，如果顺小路上山该是多么惬意。前天，又往窗外看，突然发现远山变了。在第二重山后面，又多了一重
更高的山。熟悉的景观突变，让我十分奇怪是为什么。
首先想到，是厚厚的云层笼罩到了山上，这是最简单的解释。但是，怎么看都不像云。天明明晴朗，而
那云却是灰色的，与远山的颜色相同。而且，轮廓与山一模一样，有棱角，有上坡，有下坡。
如果不是云，便应是海市蜃楼了。我拿手机拍下照片，反复端详，的确像山。但是，依然没有底气直接
下结论说出现了海市蜃楼。如果是海市蜃楼，肯定很多人都看到了，网上该很快就会出现网友的图片和评论
了吧。所以，纠结了一会儿，我又回到原点，猜想或许那只是云，只是长得特别像山的云。风轻轻吹过，天
上缕缕白云随风飘动，而那第三重山则是稳稳的，轮廓未变，颜色不改。我的判断依然在云与山之间摇摆。
观察了许久，没有太多变化，我便回到座位上继续工作。偶尔抬头，还能看到那第三重山。后来，慢慢起雾。
看远处，隐约只能看到第一重山，再后面的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在白雾的笼罩下，一切都归于虚无。
那一刻，突然意识到，是云是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远处的风景在某时某刻曾经让人心生向往，让
5
人思索。而答案到底是什么，也许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而我们只是在求索的路上，一步步更接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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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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错过的一件事
祖父母也是我们的亲人，但因为时代差异，往往
会没有共同的话题或是搭不上话。
我和阿公每天都见面，每餐都一起用，每晚也都
住在一起，但却总说不上几句话，而且日复一日的对
话 总 是 ：“ 你 怎 么 还 没 睡 ？ ”“ 对 啊 。”、“ 阿 公 吃
饭！ ”“好。”、
“你这次考第几名？”
“就跟上次一样
阿！
”看着阿公年纪渐增、皱纹渐长、听力渐衰，我知
道我能跟阿公互动的日子可能不多了，我觉得我不能
错过“与阿公聊天”这件事。
这阵子新冠病毒肆虐各地，染疫者死亡人数比例
又以具慢性病史居多，所以阿公和他的茶友们都不敢
去爬山了，这个阿公最喜爱的休闲活动也就被迫取消
了。阿公现在待在家，大概是因为无聊吧，成天都坐
在荧幕前，手机、电视、电脑样样都来，我不能错过
这个大好时机：当阿公在看电脑时，我发现阿公也喜
欢看历史事件的相关影片、报导 ，那我是否能趁势坐

下旁边的椅子，聊聊关于这个历史事件？
想起之前在学校上课的日子里，每天都是阿公早
早就下楼等着载我上学。而总在路程中仅听到电视主
播流利的播报新闻、气象，我想，那应也是我该突破
的机会。当然我也曾尝试趁着停红灯、电视广告时间
问阿公：“刚刚她在说的那个人是谁啊？”“ ‘丢西’
（就是）……阿！”，不知道是我太不会问问题了，还
是已经绿灯了，结束对话后， 主播甜美的声音还是一
如往常地占满了车子，极度尴尬。当时我就在想我是
不是太鲁莽？是不是不该问？是不是像从前一语不发
的就好？现在，我的答案是“以上皆非” ，还更应该
常这样做。
如果我趁着还有机会、时间跟阿公聊天，那我此
生就不留遗憾了吧！我不希望自己错过这件其实“轻
而易举”的事。
（文: 王俐云）

学子的心声：那一次，我选择原谅
原谅，往往是在吵架后发生的，因此显得特别重要，就像断掉的轨道一样成功衔接，便可以让车上的乘
客安稳地继续旅程；反之，则会让火车翻车，造成不可挽回的惨况。
儿时的玩伴里，我有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小花，我们很少吵架，但有一次却差点闹翻了。当时，老师
让我们准备阅读心得报告，有的人口若悬河，有的人内容精辟，有的人有组织、有条理的论述，轮到我上台
时，我一时紧张竟说不出话来，全班同学哈哈大笑，我羞得面红耳赤，恨不得有个洞可以钻进去。
我既生气又难过，最沮丧的是，笑最大声的竟是我多年来的好朋友－－小花。我心想这次一定要与她断
交，绝不原谅。隔天早上，小花和我说话我都不理睬，上体育课时我也故意不和她一组，还联合其他同学孤
立她，让小花非常难过。放学时，她把一封道歉信放在我书包里，希望能得到我的原谅。其实，那天我也很
难过，只是我那颗报复的心，一心只想让她尝尝欺负我的滋味；但后来想想，其实这也不过是芝麻小事，她
会笑，其实也是因为我练习不够，若我一直不原谅的话，岂不就变成小肚鸡肠的人了吗？俗话说得好:“宰相
肚里能撑船！”况且如果我不原谅她，岂不是失去了人生难得的知心好友了吗？
第二天早上我原谅了小花，我如释重负，心情也雀跃许多，而且小花还决定要陪我练习。她教我对着校
园里的花草树木演讲，透过她的帮忙与不断的练习，我的见解独到、越说越流畅。一个月后，老师要我们上
台分享阅读心得报告，我胸有成竹，上台侃侃而谈，老师称赞我进步飞速，同学对我也刮目相看。
俗话说:“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人生中吵架是难免的，但如何原谅对方，低头认错是让友谊永恒的
不二法则。我和小花虽然吵了一架，但因为我的原谅，我们的友谊才能长长久久。愿未来，大家都能在交友
的路上，善用原谅，对别人好也对自己好。（文:曾宝萱）

中外先贤留预言，末世神佛回世间。名山庙宇广寻觅，唯见宝鼎索金钱。
神佛何在迷众迷，只见大法世间传。手持传单讲真相，主佛弟子在眼前。
听明真相可得救，修炼大法可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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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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记载：瘟疫出现之前 疫鬼做标记
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是凡瘟疫的发生都是由高层
空间的瘟神奉天意安排，在低层空间则由疫鬼具体执
行瘟神的安排。在一些古籍记载中，瘟疫发生之前疫
鬼或行疫使者会事先去做标记的故事。
宋《睽车志》记载：宋代官员承节郎（武官名）
孙俊民家住在震泽。某年除夕夜，他梦见一个身材很
高，比房屋还高的人，一手持牛角，一手拿着铁钉锤，
在大街上行走。这人走到他家大门口时斜着眼看了看，
就把牛角安放在他家大门上，准备用钉锤钉牢。
孙俊民见此，便与这人辨解，这人听了他的解释
后就离开了，把牛角钉在对门的姚氏家门上。孙俊民
醒后，觉得这个梦很奇异，非常清晰，但不知何意。
到了春天，对门姚氏全家感染瘟疫，死者数人。此时
他才悟到，他梦中所见的是疫鬼，钉在门上的牛角就
是感染瘟疫的标记。
《履园丛话》卷十四记载，清朝嘉庆十年（1805
年）立夏后，四川发生大瘟疫。在瘟疫发生之前，四
川出现一桩怪事。四川的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墨线弹
痕。
刺史徐公鼎也亲自走到街上一看究竟。从大堂暖
阁到头门百余步的小道上，贯穿一条墨线。于是询问
当地居民，都称本镇的各个街巷的幽僻处也都有墨线
弹痕。更怪异的是，成都、龙安、嘉定都在同一天出
现墨线。立夏后，民间瘟疫大作。成都每天抬出八百
多副棺木，甚至单日高达上千副。
早在三月初，简州（今四川简阳）刺史徐公鼎因

公务来到嘉定（今上海嘉定区）。夜里他做了一个
奇梦，看见五个人从东走来，自称“行疫使者”，此时
将要赶赴成都。梦中徐公鼎问他们何时回来，他们回
答：“过年看龙灯方回。”
徐公鼎处理完公务，从嘉定回来后不久，成都就
爆发了大瘟疫。他忽然想起那个奇梦。推测那墨线或
许就是行疫使者留下的痕迹吧！
清朝大医家刘奎（号松峰）著作了《松峰说疫》，
阐述了瘟疫产生的原因，还讲解了具体疗法。他论述
医理严谨，救治瘟疫也颇有心得。刘奎一生见多识广，
救人无数。在他的这部著作中，除了药物之外，他也
辑录了不少例子，告诉人们在医药之外，瘟疫出现的
原因。以劝告世人行善重德，能在关键时刻起到药物
起不到的功效。
《松峰说疫》记载了一个例子，在太湖地区有个
村子，村民基本都以屠宰维生。唯有一个叫沈文宝的
人，其全家都是信神不杀生，好善乐施之人。他们家
有时还做放生的事情，却被众人讥笑为迂腐。
某年村中有人梦见疫鬼来了，疫鬼手中拿着旗帜，
疫鬼之间相互说：除沈家修善外，其余的人家挨个全
部都插旗。不久村中暴发瘟疫，过半的村民都死了，
唯有沈文宝全家安然无恙，无人染疫。
从这几则小故事可以看出：瘟疫其实是受另外空
间生命控制的，其感染乃至夺命的对象绝不是偶然的，
而是在另外空间被做了某种标记的人。
（文：德惠）

白居易最知名的趣味笑话 非常发人深省
历史上流传下来很多的佳话，听起来非常有意思。这种看似俏皮的小笑话让人有一种发在内心的好笑。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生机。这边来介绍一个关于白居易的有趣故事。
尚书白居易去参加科举，刚到京城时，便拿着自己所写的诗歌去拜见著作佐郎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诗
稿上的名字，凝视着白居易说：“长安米价很贵，居住并不容易。”
不过，当顾况打开诗稿后，看到了第一首诗文为“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不禁赞叹说道：“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居住下来就容易了。”
折服于白居易的文采的顾况遂开始向别人推荐白居易的作品、宣扬白居易的才华，让白居易的名声广为
传播。
（出自《幽闲鼓吹》
）
古代的道德标准普遍较高，人们都是善待有能力的人。今天的人对比自己强的人往往打压比推荐多，也
就促成了今天人际关系的复杂。
古人心胸豁达，没有太多的私心，生活变得更加简单幸福。今天的人会认为古人傻，其实他们才是真正
的聪明。都善良了，社会自然就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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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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韵理查德森两场大爆满 演出引导人向往神
一场展现东方传统文化的演出，和西方高科技精
英，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9 月 4 日，美国神韵北美艺
术 团 在 德 州 理 查 德 森 艾 思 曼 中 心 （ RICHARDSON
Eisemann Center）的两场演出大爆满。现场气氛热烈，
观众掌声雷动。
众多大公司的高科技精英人士前来争睹神韵风
采。他们盛赞， 神韵舞蹈“令人惊叹”
！音乐带来“非
凡享受” ，
“所有元素完美融合”；演出“展现历史和
传统”，“传达救赎与希望”
。
理查德森地处德州达拉斯市郊，是世界著名的电
信走廊，许多世界知名的公司都坐落在此。
生物医学总工程师：神韵引导人们向往神
拉斯老兵医疗中心生物医学总工程师、倡导委员
会主席、美国医疗仪器促进协会委员 Clarice M.L.
Holden 女士观看演出后表示，神韵启迪人心，将人指
引向神。
Clarice M.L. Holden 说，
“演出给我最深的印象
是，一场优美的演出能把人们引导向往神，并能以灵
性的方式让人们靠近造就世界万物的创世主，这是多
么美好啊！”
她表示，神韵的美好和精神内涵，直击心灵深处，
“真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神性的，当我们看到舞台上
这么美丽的演出，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时，看到、听
到的美丽就会把我们引领到超出我们自身的更高的生
命，这就是我说的演出引导人们向往创世主的意思。”
世界最大导弹生产商首席电气工程师：神韵让人
了解未经过滤的真相
Clarice M.L. Holden 的先生 Jonathan Holden
是财富 500 强公司 Raytheon（雷神公司）的首席电气
工程师。Jonathan Holden 观看神韵后说：“演出节目
真的是美丽非凡，舞蹈动作整齐精准。
”
“演出传递出的信息也是直接了当，让人们了解
到未经过滤的真相。”
著名公司总监：神韵令我沉醉
一家著名跨国公司的安全信息总监 Terry Koenn
观看演出后说，“演出令我沉醉，真是太美了！
”
Koenn 盛赞神韵演出旨在恢复被中共破坏殆尽的
中国传统文化，他说：
“弘扬传统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认为神韵在这方面传递了很好的信息。演出
节目表现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所做所为，让人们了解
到这方面的真相。”

2021 年 9 月 4 日，美国神韵北美艺术团在德州理查森的演出剧院——艾
思曼中心（RICHARDSON Eisemann Center）夜景。（文烨／大纪元）

跨国金融公司高管：神韵女高音嗓音响彻全场
一家大型跨国金融公司的高管 tephen Weeden 观
看演出后说，“所有元素都完美融合。”
“我们鲜有机会接触中国传统音乐，能聆听（神
韵）交响乐团的伴奏是一种非凡的享受。”
Weeden 也为神韵女高音的美声独唱所倾倒，
“十分
了不起，她的演唱棒极了，她的嗓音响彻全场，让我
们为之震撼。”
著名跨国公司副总裁：神韵展现历史和传统 传达
美好信息
著名跨国公司副总裁 Gayla Sullivan 说，“所有
舞蹈演员的才华，真是不可思议的美丽！可以看得出
这节目是集结了无数的辛苦付出，才能成就这一切。”
她赞赏神韵演出展现了没有共产主义的中国传统
文化，她说：
“这是美好的信息。中国文化拥有五千年
的历史。演出很好地展现了历史和传统，真的传达了
很好的信息。”
跨国食品巨头公司首席信息官：神韵以舞蹈展现
历史 令人叹为观止
一 家 跨 国 食 品 巨 头 公 司 的 首 席 信 息 官 Andre
Oosthuisen 观看后表示，
“舞蹈编排和服装美妙的不可
思议！水袖舞也非常不凡。舞蹈编排把中国的历史呈
现在舞台上，这令人叹为观止！”
Oosthuisen 认为神韵重现中国文化是很有意义的
事情。他表示：
“如果你失去了历史，你有责任把它找
寻回来。让自己的历史具有活力的持续延续，保持自
己文化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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