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人生

如何获得真自由
西方人常说：“不自由，毋宁死”，其出自美国独立时
派屈克·亨利的演讲词，意为自由比生存更为重要。那么何
为自由呢？“自由”一词由“自”与“由”两个字构成，从
字义上理解，由自己做主的便是自由，不由自己做主的便是
不自由。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是不断努力的结果。而那些仍受罪孽束缚的灵魂，在欲望对
抗本性的思想冲突中，自由十分暗淡，欲望变成暴君。所以
在《炼狱篇》第二十七章，维吉尔对但丁说：“你的意志已
经自由、正直、健全，不照其而行就是错误；因此我给你加
王冠和法冠，宣告你为你自己的主宰。”

为了获得自由，人们往往多在“由”字上，即如何做主
在东方，中国的神传文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自由”这
上下功夫，争取自由的外在环境；而对于头脑中的想法、观 一名词，但其种种心性论、道德论与自由殊途同归。“大学
念却鲜少思考，更不去分辨是不是自己，从而造成社会乱象。 之道在明明德”，大学所讲的道理，在于去除后天的人欲，
所以西方人又说：“自由自由，许多罪恶，将假汝之名以行。” 使自己与生俱有的光明德性明亮起来。“古之学者为己，今
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古时的学者，一心向学，
修炼法轮大法后，李洪志大师启迪我从新找回先天真正 乃能明其明德，并推己及人；现在的学者，舍本逐末，欲能
的自己。先天的自己，即人的主元神，来源于天国，受造之 见知于人，不向内求索，而致力于博闻强记，想以华章丽辞
初是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的。人性本善，有道德感， 来向他人炫耀。“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中庸》）君
就是因为元神的存在。后天的自己，即人在后天形成的各种 子不论在任何环境，都不为外物所动，都能悠游自在。道家
观念、私欲、业力。人本应由主元神主宰，主元神麻痹不清醒， 老子的“自然”，庄子的“自适”，更是高于儒家层次的道。
被后天观念带动、支配时，便被后天的自己代替了。
而李洪志大师在《转法轮》中开示：德是一种白色物质，不
仅仅是人精神中的东西，修德、修心性是提高层次的关键。
李洪志大师在经文《法轮大法 精进要旨》< 为谁而存在
> 中讲：“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
当今中国大陆民众，经常被中共邪党祭起的“道德”大
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人一向认为这种 旗所迷惑。中共邪党的“道德”，以无神论、唯物论及“辩
使自己不加思考，却能不惜一切付出而不可动摇的念头是自 证法”式的狡辩之词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天敌而批判
己的思想，看到真理都去排斥。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 儒家、释家和道家，以动物为人的同类而崇尚斗争思想、弱
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如果这后天观念变 肉强食、适者生存之丛林法则，以战天斗地为荣耀而破坏自
的很强，那么它就会反过来支配人真正的思想与行为，这时 然，完全是以“假、恶、斗”为特性的黑色败物。中共邪党
人还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呢，现代人几乎人人是这样。”
宣传灌输的各类道德口号，其实质完全是以服务中共为终极
目标，以“马恩列斯毛邓”为“德”的最高境界。中共邪党
法轮大法修炼就是要返本归真，去除后天的自己，返回 苦心营造的各种伪自由，以“修复门面，毁去内涵”为欺骗
先天的自己，返回主元神来源的天国。“人要返本归真，这 策略，隐晦阴险，权变诡诈。而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
才是做人的真正目地。”（《转法轮》）
化》，正如照妖镜一般，照出了撒旦原形。
在西方长篇史诗《神曲》中，但丁的灵魂在维吉尔和贝
雅特莉琪的引导下，游历地狱、炼狱与天国，不断清除罪孽，
升华层次。当到达地上乐园时，他已步入道德自由的境界。
在此境界中，“自由”意谓摆脱了罪孽的束缚。灵魂纯洁，
意志不偏离真理之路，不为任何邪恶欲望所压抑，能“从心
所欲不逾矩”；美德是自己先天本然的“自然”状态，不再

弟弟的故事

“不自由，毋宁死。”当人的真本性不能发挥作用的时
候，躯壳也真的如同行尸走兽一般。然而，人的本性与良知
又像翠竹，是有韧性的；即使表面思想扭曲变形，只要稍一
松绑，就会弹回原位；正视自己曾经误入的歧途，从新做自
己心灵与思想的真正主人。

二零二零年五月份，他突然觉得咳嗽的厉害，咳嗽一上
来就上不来气，憋得脸色都发白。就又去医院检查，结果诊
断是腔梗（比脑梗厉害，是要命的，活下来的很少）。又住
医院治疗花了不少钱，在医院打针吃药一点也没见好。全家
急成一团。弟弟自己说：不住院回家吧，都花这么多钱了。
没办法就出院回家了。回家还是咳嗽，一咳嗽起来憋一身汗。
就这样一直到七月份，两个多月的时间，人就瘦了 30 多斤，
面色苍白，说话也听不清了。弟弟用别人听不清的语言说：
脑梗加腔梗，这就是来要我命来了，我这一生也没干坏事呀，
净受共产（邪）党的气了。说着就哭了……因为我父亲被共
产邪党定为“黑五类”（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在
文化大革命时，弟弟才十六、七岁，共产邪党让他用手推车
拉着父亲游街，因为父亲有病站不住，就让母亲扶着他。还
有就是邪党人员让弟弟起大早，大约是凌晨二点到农村的大
笨井，用的是辘轳把摇水，给生产队的豆腐房挑水 140 桶，
灌满十多个大肚子缸里，不分冬夏，干了三、四年，不给工
分（钱），实际上是体罚，就是所谓劳改。冬天提水，井边
有冰很滑，危险。夏天担完水，白天还要到地里干活（因为
弟弟年龄小，不能干整个劳动力的活，只能干一半，因此叫
“半拉子”）。
弟弟得病后给我来了电话。从电话中知道弟弟的病情严
重，我马上去了他家。第一句话我就告诉他：弟弟，你要想
活命，只有大法能救你，就看你诚心不诚心，能不能放下你
的病，我没修炼前不也是一身病吗？学法炼功不长时间，十
多种不治之症不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二十多年我不没吃一粒
药、没打一针吗？身体有使不完的劲，骑自行车跟年轻人一
样。弟弟抢话说：二姐，我一定诚心的，我要跟你学功，你
教我吧。就这样我把弟弟领到我家，教会弟弟五套功法，又
听师父讲法录音，弟弟学的很认真。四、五天过去了，他临
走要回家时就好了很多，咳嗽明显减轻。我告诉弟弟：这就

年少时的我们，是有雄心壮志的，总是想要有一番作
为，来完成我们的梦想。可是真正能够达成梦想的却是寥
寥无几。想想也有道理，因为梦想就是梦想，梦中的东西
想成真，难度是非常大的。
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梦想已经没有机会成真
了。于是开始清醒，从梦中醒来。理智战胜了梦想，会发
现有些东西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得不到，而有些东西不用
太努力，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我们开始想明白了，一
切随缘，就好。
闲来无事翻一下古籍，会发现原来很多的真理古人已
经清清楚楚的记录下来了。《朝野佥载》中记载了一篇关

仁义值
千金
文／向上

古人讲的“仁义值千金”属于道德范畴，人的品性问
题，为什么这么难得呢？有一则落榜十次，在第十一次登
榜夺魁的传统文化故事能让人有所领悟。
刘理顺（1582 年—1644 年），明朝河南杞县人。他出
生刚满月父亲就去世了，由母亲抚养成人，从小非常注重
道德修养，受到乡人们的器重。他二十来岁就中了举，可
是后来接连参加了十次会试，都没有考中。人们惋惜他命
运不好，遇事不利，但他自己倒是很泰然。
后来他就长期在一座寺庙中读书。有一天，他正在专
心用功，忽然听到外面传来女人凄惨的哭声，就派人去打
听。原来是一位妇女，丈夫外出经商七年未归，音讯全无，
眼看家中就要揭不开锅了。婆婆就想让媳妇改嫁，寻一条
生路，于是就收了一个外地商人 12 两银子，人家就要将媳
妇带走，所以婆媳二人在别离之际抱头痛哭。
刘理顺得知后，急忙吩咐仆人道：“赶快回去取 12 两
银子来！”
仆人说：“家中目前只有一点准备纳税的银子，明天
一早就要交上去的。”刘理顺却坚决地强调：“救人要紧，
税银另想办法也还来得及。”

后来，那位丈夫偶然到了刘理顺读书的那个寺庙，看
见墙壁上有刘理顺读书时的题咏，竟和那封信中的字迹一
样，便知那信和银两是出自刘公之手。于是他带家人一起
到刘府拜谢，但刘公竟拒不承认有此事。

是法轮大法的神奇
功效，伟大慈
悲的师父给
你 祛 病 了。
弟弟含着眼泪
感 动 的 说：
谢谢师父救
命之恩！

第二年， 崇祯七年甲戌年（1634 年），刘理顺再度北
上赴试。这年他已经 53 岁了，这是他第十一次参加会试。
没想到这一回他顺利地通过了会试。

一个多月的一天，
弟弟高兴的来了。一开
门 就 看 见 弟 弟 胖 了，
满 面 红 光。 我 惊 喜 的
一把握住弟弟的手，激
动的流下眼泪：师父啊师
父，您又付出这么多呀，
救 回 弟 弟 的 命！ 弟 弟 大 声
说：姐姐，医院都治不好的
病， 为 什 么 我 才 只 学 炼 一 个
多月病就怎么都好啦！？怎么全都好
啦！？大法太神奇啦！法轮大法太神奇
啦！弟弟说：“你说的师父给祛病真返出
那病的状
态了，我马上想到，这不是病，是伟大的慈悲师父在给我祛
病呢。我边咳嗽边说：不要它、烧掉它，拿着药就往火炉里扔。
扔药时，媳妇不让，说这是钱买的，我没管这些，就扔炉里
了。是师父看我有了坚定的心，就在这忙乱中，我马上立刻
就不咳嗽了，一直到现在没咳过一声，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
有劲了。你看，我又恢复成你以前健康的弟弟了。我一好，
全家都改变了，我媳妇，还有侄女、侄子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得了七年的脑梗还有新得的腔梗是医院都治不好的疾病，学
炼法轮功一个多月的功夫就奇迹般的好了。都知道我的命是
大法、我的师父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现在我已走
入大法，学大法九个多月了，68 岁的我又能开电动车、大三
轮车干活了。我要告诉世界上每个人：朋友啊，都要记住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大法太神奇啦！含泪跪拜恩师救命之
恩！”

一切随缘，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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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理顺马上又模仿那家丈夫的口气写了一封信。说是
离家七年，已赚了 500 两银子，再过十多天就要回乡，先
寄回 12 两作为家用。然后让人连银带信送给那婆媳二人。
婆媳二人绝处逢生，喜出望外，立即退银赎人。过了十多
天，老太婆的儿子真的回来了，带回的银子与信中说的正
好差不多。母亲提到书信的事，儿子竟然不知。拿出那封
信来，越看越觉得莫名其妙，愣了好半天才说：“这是天
神可怜我们，暗中帮了我们一把，今后我们一家人只有拜
天谢地来报答了。”

文／黑龙江大法弟子

弟弟是个农民，人正直，朴实能干。可是在他 60 岁那年
秋季的一天，他下班回家越走越觉得腿发硬，有点抬不起来，
就这样他慢慢走到家。脱衣时，又觉得身体发硬。这是怎么
回事呢？就去医院检查，结果诊断是脑梗。因为没钱，只住
了十几天医院，就出院回家了。后来就靠吃药维持了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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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殿试时，刘理顺写的应试文章，总是以意、气为
重，不迁就格式。殿试结束，读卷大臣将拟好了名次的卷
子送呈崇祯皇帝审定。这些卷子大都是严格按照格式要求
写作的，不免显得呆板空洞，套话多。皇帝没有挑出合意
的，大臣们就将所有的考卷都抱来。经过反复审阅，崇祯
皇帝认为原拟第 22 名考卷，能畅所欲言，质量最高，就定
为第一。这本考卷正是刘理顺的。
刘理顺十一次参加会试，历时 30 年，终于在 53 岁时
取得了状元。崇祯皇帝曾得意地对近臣说：“朕今天得到
一个年高有德望之人。”刘理顺屡试屡败，却因行大善事，
积大功德，一举夺魁，这何尝不是自己积来的福报呢？
很多人都想遇到巧合之事，实际上“巧合”也不是偶
然的，也是有前因后果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是仁义
之人能做到的事，是善念善行，当然能积德得到福报。刘
理顺有仁义之心，关键时刻想到的是别人的危难，把自家
的困难放在一边，善意解救了一家人，所以才有这么巧合
的福报。
古人讲“仁义值千金”，很珍惜这个道德标准，按照
这个仁义标准做事，福报就不可思议，而今天人遇到的宇
宙特性真、善、忍，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珍贵的已经无
法用语言来形容了，但又不是高不可攀，只要人愿意按照
真、善、忍去做好人，人所得到的福报是古人无法高攀的；
同理，人拒绝真相，继续被中共谎言带动着迫害法轮功，
诋毁真、善、忍，生命所遭受的恶报也是前所未有的。
今天这个特殊的选择时刻，谎言与真相并存，恶报与
福报也同时并存，人的选择就尤为关键。一念之差，就是
地狱与天堂之别。孰轻孰重，相信人心中自有一杆秤，能
看的分明，衡量的明白。

文／栗原

于魏征的小故事。说唐朝魏征任仆射时，有两个主管为他
办事。晚间，魏征刚刚躺下，两个人就在窗前议论。一个
人说：“我们的官职，都是这个老翁决定的。”另一个说：
“都是由天定的。”魏征听到后，就写了一封信，派那个
说“老翁定的”的人送了侍郎府。信上说：“请给此人一
个好官职。”但这个人不知信的内容。不巧，他出了门就
心口痛，不能去，只好靠那个说“由天定”的人送信。第
二天下来批注：“由老翁”那人被留放；“由天上”那人
被留下。魏征很奇怪，问到他们，他们就把实情全告诉了
魏征。魏征于是长叹说：“官职俸禄认为是由天定的，大
概不假啊！”

保护。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是有非常简单的道理
在里面的。神总比人能力大吧，信神之人不投机取巧，不
伤害别人的利益，不损德，顺从上天的安排。这才是最好
的选择。
当年的诸葛亮就深谙此理，可是毕竟要回报刘备的知
遇之恩，明知道不会统一天下，也只能为之。却也留给我
们后人一句“成事在天，谋生在人”的名言，来警示后人
顺从天意，不要太执迷于得不到的东西。
该努力就努力，该放下就放下，只管努力不执结果，
才是最好的。一切随缘，就好！

不投机信天的人得福报，而相信人不信神的人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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