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人生

前途、命运和选择
不久前，朋友提出：突然感觉没有前途了，该怎么办呢？
我没有立即接话，没有冒然的发表高谈阔论，而是默默的反
问自己：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前途问题？你怎么面对人生命运？
在感觉没有前途的时候，你是如何选择？
回想自己第一次跳槽的心路历程，真是人生的一大转折，
毕业后原地不动的在一个单位干了十年，人已经疲了，一切
似乎都定型了，如果不动，甚至可以清晰的勾画出自己从入
职到退休的人生轨迹。人就是矛盾，不知道自己前途命运的
时候一心想探究，真看到人生轨迹的时候又不甘心原来如此，
内心里隐隐的有些不平，总想到外面拼搏闯荡一番，碰碰大
运，也许会有另一个天地。这本无可厚非，但当时的不平更
多的却是一种隐隐的怀才不遇和妒忌，这就十分不应该了，
而且是很难以启齿和缺乏自知自明的表现。突破僵化保守的
思想枷锁，勇闯天涯的精神气概是值得赞赏的，但是自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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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才不遇或对同事的妒忌不平，则是很糟糕龌蹉的事。所以，
现在反思在确立前途之前，关键看清自己的立足点，应该没
有任何私心杂念的去公正客观的反省反省自己对现状究竟是
什么想法感觉。如果自己的心态没有调整好，位置角色没有
摆正，恐怕怎么选择都是不恰当的。即便以后有了很大的所
谓成功，我也觉得是失败的，至少在人性的天平上是失衡的。
反之，如果自己对现状没有任何不平的怨恨，完全是处于对
未来未知领域的好奇、探索、尝试、体验或某种心愿使命，
我觉得不管结果如何都是值得推崇的。当然如果仅仅是为了
追名逐利，为了私欲的满足，那就另当别论了。
端正了出发点以后，接下来就面临着选择的方向了。有
人把前途视为钱途或仕途，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似乎就是人
生的目地和活着的全部意义。也有人把探索宇宙奥秘、追求
人生真谛看作人活着的全部意义，哪怕三月不知肉味，也照

样乐此不倦。这样的人，在任何环境下都是坦然的、坦荡的、
光明的、谦逊的、无私的、宽容的、平和的，就像牛顿爱因
斯坦一样，看着一个落地的苹果，也能够足足发呆半天。什
么升官发财、什么吃喝玩乐、什么吆五喝六的，根本就心不
在焉、视而不见。一方面孤芳自赏，自在玄中坐，另一方面
又心怀旷宇苍穹众生。
悟性不同，境界不同，选择不同 .......
自己是怎样的人呢？如果连选择高尚的勇气都没有，那
还能奢谈什么未来呢？如果人生的目地意义是返本归真，是
探求生命活着的意义，是探求物质、宇宙、时空、生命的真
理，那还有什么不平的呢？

路易的摩托车之行

医山夜话
人的一生中，有几个令人难忘的片刻，倒不是因为它怎
么惊心动魄，而是冥冥之中也许就应该让你记得，日后想起
来确有它的意义。
我与小哥年龄只差两岁，所以经常在一起商量一些明知
不会成功的计划。那时家里有一辆自行车的胎已经补了不知
道多少次了，于是我们就商量了一个极其宏伟的计划。家里
经济大权在母亲手中，发了工资都要交给母亲的。
一天晚饭后，按照计划，由小哥提出要求，而我则逃到
即能听到对话但又不在母亲的视线内的地方。
“妈妈，我实在是想买辆摩托车。”小哥说。
母亲正在洗碗，毫不犹豫的说：“好啊，如果你不怕摔
断腿，买二辆……。”
我立即从话中听出话外的意思来了，就想找机会逃离这
“是非”之地。
我小哥懵里懵懂的说：“我可没想二辆，哪怕不是太贵
的那一种，一辆就很满意了……。”

射出兴奋的绿光，“啊，你也想要一辆啊？好！我明天就上
街去看看……。”
看他蒙察察 ( 广东方言 ) 的样子，我只好摇摇头说，“不
是说可以买，而是说不可以买。”
“摩托车太危险，拿它当汽车还是自行车呢？在中国，
反正自行车、行人、摩托车、汽车、拖拉机都在一条道上，
谁也走不快，摩托车说不定能省一点时间。在这里，谁真的
把它当正规交通工具啊，要真是这样，我的诊所也不会来那
么多受伤的人了。”我又补充了几句。
老公不说话了。
路易到诊所来拿药，他是我的季节性的病人。这种病人
一到春秋二季，必定来治感冒、鼻渊、头痛等。日子过的快，
所以感觉老是见到他，可这一次就令我刮目相看了。
他全副武装的，皮衣服、皮裤子、皮手套，头上带个大
罩子，一拉下来就整个象玻璃钢脑袋。
他告诉我，要骑摩托车到另外几个州去旅游，闯一闯世
界。

母亲不洗碗了，我立即踮着脚尖，悄悄的溜了。
结果当然是继续把自行车胎上的洞自己补一补，再买个
新铃铛。我们很快又满意了，不提摩托车的事了。
到美国后，老公有一次冷不伶仃的说：“我想买辆摩托
车，你说呢？”
“好啊，如果不怕腿摔断，买二辆。”我重复母亲那句
话。
老公是西方人，没听懂我话后的意思，眼睛反而一睁，

生命的歌者
文／一诺
我喜欢蝉，这小小生命的歌者，它的歌至诚至
善，没有谁像它那样专注于自己的歌唱，不畏酷热，
也不惧于因歌声引来敌人的危险。
在家乡十万大山里众多的生灵中，蝉最引人瞩
目。它形体小巧，歌声却极高亢嘹亮，平淡中不乏
热情，单纯中充满希望。“命啊——命啊——”那
悠长的声音日日响起，令人回味······
初阳高照，连绵不绝的蝉声便响彻山林。那声
音自高树上流下，汇成一条条声的河流，在耳畔，
在心里，便弥漫开来。
听着这熟悉的声音，不觉一惊：小小的蝉啊！
不知疲倦的日日高歌，不变的声调，不变的节律，
总是充满激情的歌唱，那是怎样的用心？这唱给每
个人，唱给世界的歌，又有多少人听懂？而蝉却一
点也不在乎，毫无沮丧。
当我无意间翻阅书册，“雨过一蝉噪”，“蝉
噪林愈静”， 我看到人们对蝉的歌声的不解，让人
好生失望的 “噪”啊！有多少无知的心灵还在附和？
即便“清风半夜鸣蝉”，“寒蝉凄切”的意象，
也让人心酸和不安 。对蝉的初心，谁又知晓那歌声
中的泣血？那歌声中的坦诚告白 ：“命啊——命
啊——”反复咏唱的词句，又有多少行路的人能够
停下脚步，静静的想一想蝉唱的意味，想一想生命
的内涵和意义，有多少读懂了那歌声的心灵？
这个乖小的生命，在阳光下只能生存一到两个
月，却绝不虚度，只要阳光升起，它的歌声便应时
响起。那是对自由和光明的赞美，那是兑现使命的
执着。生命不是要白白的来到世上一回，不是糊里
糊涂的度日，它是善恶间抉择的大勇，是危难中救
人的至善，那是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所在。
可爱的小小的蝉啊！其实，你也是在提示世人
对命运的思考，更是提示大法弟子不忘使命这一初
衷的吧！？
在蝉的歌声里，我的脚步更加坚实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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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他一副兴奋的样子，我立即想起自己关于摩托车的对
话，心里一紧，嘴上没说什么。路易是个细心的人，看出我
的担忧，就说：“别担心，我已经准备了好一阵子了。”
他是搞电脑专业的，脑袋非常发达，与瘦弱的身体不协
调。所以，同事们都鼓励他不要浪费生活，投入到真正的年
青人应该有的生活中去，如踢足球、打网球、运动、跑步等。
最刺激的一项是骑摩托车在盘山公路上绕呀，等等。
路易被激将法刺激了几次后，就跳将起来，立即动手先
在网上找各种骑摩托车的用具，然后一小时、二小时，慢慢

文／子仙

加到自己以为可以跨州际公路的耐力，他准备上路了。
路易还有一个观念，与医生不同的是关于骨头的高见，
这恐怕是他听说来的，就是一个人摔断几根骨头是没有任何
问题的，连八十多岁的老人都会迅速的将断骨长回去，至于
肌肉、韧带回过头来拉一拉，拽一拽就没事了。所以，听上
去他确实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了。只是，这一切从嘴上说道似
乎与现实还不完全一样，人真的到这一步时，就不那么逍遥
了，再用这套理论时，就会发现错、错、错了。
我目送他上路的背影，看上去是步履矫健的。
日子不长，20 多天不到，他被救护车送回来了，摩托车
彻底的报废了。在高速公路上，拐弯处，汽车司机没有看到
他，被汽车撞的飞出去，右臂多处骨折。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以后的日子就奔波于医院、诊所、保险公司和律师楼了。
那手臂先是上钢筋，打钉子，绑石膏，其痛苦不是可以
用言语形容的。然后是将整条手臂的长石膏换成短一些的半
截石膏。石膏持续了 2 个多月，再换另一个固定的方法。整
个手臂的肌肉完全萎缩，手指肿的无法动弹。由于右臂再也
不能弯曲，他的右手的活动能力几乎丧失……
那些当初用激将法让路易买摩托车的人，见此状都一声
不响的把自己的摩托车卖了，有的就干脆送人了。
路易的工作也丢了。
曾 经 是 那 么 一 个 自 信 的 年 轻 人， 现 在 竟 头 发 也 花 白
了……
我又想起儿时小哥与母亲的那段对话……
自行车虽破，而我们的手脚都是完整的。

水唯善下方成海 山不矜高自极天
文／萧玉

水，柔若无骨，却能滴水穿石，广袤深邃，包容有度，
融会而贯通。

刑部侍郎辛直，有一次穿着红色裤子上朝。隋文帝认为他
这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命赵绰将他处死。赵绰接旨后，对文
帝讲：“对照法律，辛直罪不致死。我不敢按您的旨意去办。”
山，不争高而自成峰，沉稳挺拔，气势如虹，坚定且不移。 文帝非常恼怒，厉声喝斥道：“我看你是活糊涂了，只知道
怜惜辛直，而不知道怜惜你自己！”下令把赵绰抓起来，先
古代圣贤孔子《论语》中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行处死。赵绰毫无惧色，仍然对文帝说：“陛下，您可以把
其大意是：智慧的人，因其无所不知，思路通达流畅，与流 我杀掉，但是千万别杀辛直呀，因为他罪不致死。”文帝命
水相似，故而喜欢水。高尚的人，因其厚重沉稳，品行藏而 人把赵绰押到朝堂上，剥掉了他的官服后，又派人去问他：“现
不露，与高山类似，故而喜欢山。山和水都是最常见的自然 在，你改变态度了吗？”赵绰回答道：“我一心一意为执法，
景物，古人游行其间，难免情景交融，很自然的，山水景致 不敢因为怕死而不争。”文帝被赵绰的这种态度，气得拂衣
被赋予高尚而智慧的内涵而成为了境界的象征。
退回后宫。过了半天，文帝渐渐平静下来，才叫人释放了赵
绰。第二天，文帝还亲自向赵绰谢罪，并赏给他许多财物予
汉朝开国名将──韩信，是平民出身的英雄，也是中国 以嘉奖。赵绰的中正似挺立而不屈的高山。
军事史上，一位绝代的忍者。年少时的韩信就已知刻苦读书，
并自带极高的天赋熟演兵法，怀安邦定国之抱负，并有大志
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至今仍延续着这种“水唯善
建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兵学部分。命运似乎怕韩信的兵学被 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的精神境界的当数法轮功的信
华夏之子孙应用，而欲将其消灭，且屡屡安排韩信周围的人 仰者了，面对当局者的强权和暴力他们像山那样坚定、不动
对韩信 進 行歧视和冷遇。有一次，一群地痞无赖当众羞辱韩 摇，勇于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做人应像水一样，至
信，试图让韩信出手杀人，而这样的安排其实是想要将韩信 柔之中又有至刚、至净、能容的胸襟和气度。这些善良的修
早早毁掉，使韩信的志向落空。但此技被韩信识破，反而加 炼者像水一样甘愿居下，“居善地”；心境像水一样容纳百川，
强、成就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忍”的内涵，从此多了一个“胯 “心善渊”；行为像水一样滋养万物，“与善仁”；说话像
下之辱”之“大忍之心”的故事。韩信的胸怀和隐忍的精神 水一样涨落有度；“主善信”；处世像水一样保持平衡；“正
如能包容万物的大海。
善治”；做事像水一样调剂融和；“事善能”；处理问题像
水一样融入环境，“动善时”。
赵绰，是隋文帝时的大理少卿，负责执掌刑狱。隋文帝
杨坚，晚年倾向于严刑酷法，经常不按法令规定，任意处置
他们柔和而谦恭，坚定而不屈，使我由衷的感叹：水唯
官吏。赵绰敢于依法力争，不畏天子的雷霆之怒，经常冒死 善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
力争。一时传为佳话。

残疾老人修大法

神奇康复

文／四川老年大法弟子口述
我今年九十一岁了，身体健康，在家里能养鸡、喂猪、
做饭、洗衣服，农活也能做一些，没病没痛，睡觉很香，吃
饭正常。可是谁能想到我以前是个生活都不能自理的残疾人
呢？这一身的顽症是怎么好的呢？
我从出生就有眼疾，眼睫毛倒长，眼睛像被刀割一样疼，
痛得直流眼泪；严重的寒湿病从小伴随我六十多年；幼年时
在地里干活，被一条大水牛用角顶起来摔在田坎下，摔断了
腰部几根骨头，家里穷无钱医，就成了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
疾姑娘。
二十岁那年，我出嫁了。丈夫由于家穷为传后代，就娶
了我这个残疾人。结婚后，我生了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可
我还是个自己生活都不能自理、饱受病痛折磨的残疾人。就
这样在疼痛煎熬中过了六十年。

一九九八年六十八岁时，我有幸遇到法轮大法。听了师
父的讲法，我觉的生命有了希望。同修们读法，我用心听，
认真记，从炼功点回家，我抓紧一切时间听师父的讲法录音，
坚持炼功，一天也不间断。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两个月时间，
奇迹出现了：面临失明的眼睛好了，眼睫毛离开眼珠往外长，
视力变的至今还能穿绣花针；寒湿病好了；幼年被大水牛摔
伤的腰部一点也不痛了，不但生活完全能自理，还能干家务
活了。
更 神 奇 的 是， 一 个 字 都 不 识 的 我， 现 在 能 通 读《 转 法
轮》！
学了法轮大法，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知道按照“真善
忍”要求自己，做到实修，遇事首先向内找自己。现在我全
家幸福，与邻居和睦相处。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修炼大法后出
现的神奇，证实了法轮大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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