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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在生命的长河里，人在轮回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沧
桑辗转的历史？又为了什么？真的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
认识一位女同修 A，她的人生经历与他们夫妻的缘份，真的
是很耐人寻味！

相遇

女同修 A 她生长在大山之中、密林深处的小山村。过着
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简单、纯朴、宁静的生活。共产党的
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浩劫，不仅葬送了一代人的青春，
也打破了这个山区的平静。

在这批下乡知识青年中，有一位沉静、寡言的男青年 B。
在这群青年中，他是个有才华的人。如果在正常的社会中，
这位青年 B 理应是高等学府、寒窗苦读的儒子，飞黄腾达、
衣锦还乡的绅士。可是在这个浮躁动荡的年代，这个高山密
林的山区，儒雅的青年却成了激情中的弱者、时代的弃儿。
所有的学识、理想、修为，在狂热的战天斗地中，显的是那
样的苍白无力。

年青时的女同修 A，她虽然生长在大山深处的密林中，
却有着热情奔放、开朗乐观的性格。在那个“广阔天地大有
作为”的年代，她从没想过自己要有什么“作为”。只读过
两个月书的她，却在林场也有一个能吃饱饭，让知识青年们
羡慕不已的工作，有一个兄弟姐妹和谐的家。

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儒雅的男青年 B，身
体、心灵都承受到了极限。遮天蔽日的深林，没有让他感受
到大自然的美好，而是压抑的透不过气来。这时女青年 A 的
哥哥，在 B 遇到困难的时候，经常把 B 接到家中给予帮助。
B 感受到了 A 家的温馨，心灵感受到一阵阵的暧意。特别是
正直爽快、又略有傲气的女青年 A 身上发出的那种热情，让
B 无法抵御的被深深的吸引住。可 B 却用自己的修为，稳稳
的抵制住自己那个要往外冒出的念头，把它深深的压在了心
里，压在了大山深处。

女青年 A 做梦都没有想到，来自省城的青年中，在沉静、
寡言的男青年 B 的心里，自己被深深的暗恋着。

日出日落年复一年。深山里的树叶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一天有一个新消息打破了沉静的小山村，男青年 B 被抽调去
上大学了。可是男青年 B 却遇到了意外的麻烦，就是在当地
的林场有一个手续办不下来，这可让 B 真是为难了。当 B 知
道 A 有能力帮到他的时候，他决心求助于女青年 A。

山路中、小村边，B、A 相遇。寡言的 B 鼓起勇气向 A
求道：“能帮我把手续办下来吗？”A 答：“我试试看吧！”B：
“谢谢！”谁能想到这是他们共同生活在山区的几年中，仅
有的一次单独对话，却又如此的简单。A 帮了 B，B 回省城了，
上大学了。是不是他们的情缘就到此为止了呢？非也！序幕
刚刚拉开！

情缘

回到省城上大学的男青年 B，再也抵制不住自己感情的
奔放。象开闸的洪水一样，频频向 A 发出信函，讲诉了多年
来自己暗恋的情感和对 A 追求的愿望。A 感动了。就这样一

个登上高等学府的儒子，一个只上过两个月学校的山区青年，
经过了六年的书来信往鸿雁传书，戏剧般的登上了婚礼的殿
堂，走完了浪漫的恋爱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当 B 向 A 求婚
时，首先遇到的阻力，是来自于当年曾帮助过自己的朋友，
也就是 A 的哥哥。哥哥说 B：“你上大学后，将来再回省城
有更好的工作。我妹妹只是个没文化的山区姑娘，与你不相
配。如果你们离婚了，我的妹妹怎么办？”B 一字一句的答：
“不会的，我们不会离婚的。没有如果的那一天。”

恋爱的憧憬如诉如歌，可是等待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如诗
如画。A 、B 虽然相遇多年，可是真正的相处在一起的时间
并不多。在山区 B 对 A 只是暗恋，没有相交。上大学后只是
笔墨来往，没有实际相处。也就是说他们只是相知而没有真
正的相识。知与识一字之差，让 A 与 B 用尽一生去思考与体
悟：什么是相识？什么是相知？为什么相知而又不相识？

大学毕业后的 B，顺风顺水一路飙升，在省城的一个公
司任职部长。因文笔卓越被称之为公司第一笔，可谓是功成
名就。可是要走到这一步，是要付出时间、精力、体力的。
付出这一切的同时，还要面对家庭、生活、孩子、责任。如
何摆正这个关系，B 选择了事业。可是随着事业的升迁，对
世间的看法，人生的喜好，都大有改变。

山区姑娘 A 抛下了本来在山区已有的不错的平稳的工作，
放下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随丈夫 B 来到令山区人羡慕的省
城。可是省城的繁华，没有带给她憧憬中的美好。等待她的
却是透不过气的压力和无尽的艰辛。

山区宽大明亮的房屋没有了，全家人挤在一个窄小的房
间里。不错的工作没有了，在省城找一个能糊口的工作起早
贪黑的拼搏。山区来的姑娘面对一切都是陌生的，可搞事业
的丈夫，却不理家务。孩子出生了，所有的事情丈夫不管不
问。孩子有病了，丈夫没有反应。

面对所有的压力，A 把火冲向了丈夫 B。A 从一个不了解
城市生活的村姑，变成了一个在世间竞争中的强者。这个过
程也是一个开朗乐观的姑娘变成絮叨、暴躁怨妇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如果妻子 A 想要让 B 多说几句话，寡言的 B 那
真是吐字如“金”。丈夫 B 想让抱怨的妻子 A 少絮叨几句，
等来的是 A 不停的絮叨。

生命的长河在缓缓的流淌，时间的穿梭又飞逝如剑。一
晃四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从风花雪月中的青年男女，走到饱
经沧桑的生命暮年。什么是夫唱妇随？什么是情缘？对饱读
诗书的丈夫、对精明强干的妻子，都是一生没有读懂的经。
如果说有情缘，他们的方方面面是那样的千差万别。如果说
没情缘，他们当初又是那样的一往情深。是命运的捉弄？是
情感的使然？问苍天情为何物？缘自何来？

法缘

丈夫沉沉的关闭了心门。妻子在艰辛、曲折、沧桑的沉
浮中疾病缠身。生活还在继续，可希望好似到了尽头。

就在这时妻子遇到了法轮大法，读懂了一生没有读懂的
问题：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人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在真善
忍法理的指导下，她渐渐的放淡了怨、放淡了恨，放淡、放

淡、再放淡。渐渐的又变回了乐观向上的性格，渐渐的身体
又恢复了健康。渐渐的这个家庭又有了生机。

丈夫 B 退休了，本该安度晚年的他理应享受天伦之乐。
可没有想到的是病魔却向他悄然袭来。初期是视力模糊，再
检查又发现是肝的问题，最后结果是胆管癌。胆管癌又被认
为是癌症之王，医生确诊只能活两个月。努力拼搏的一生，
功成名就的荣耀，将瞬间化为乌有。读书破万卷的他同样也
面对一个相同难解的课题：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人从何方
来，又向何处去？这是个无论贫富贵贱，无论愿意不愿意，
都将会去面对的问题。曲终人散，人为了什么而存在？

B 对站在身边的妻子说：“我要见一下你的哥哥，我当
年的朋友，我有话要说。”妻子问：“要说什么？”丈夫说：“我
要告诉他，君子守约，我没有离婚。”妻子道：“你做到了。”

在现代医学已经不能使 B 的身体恢复健康，彻底无望的
情况下，妻子慢慢开导他，你也炼法轮功吧，这是唯一的路
了。被实证科学充满每个神经的 B，无奈的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炼了起来。两个月过去了，四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
虽然病情有所反复，但 B 却依然是满面红光的活着。修炼的
路并非一帆风顺，癌症没有夺走 B 的生命，却又突然高烧
四十多度，经检查是败血症。如果说癌症之王的胆管癌，能
坚持活到一年是奇迹的话，那败血症活着走出医院的就更是
奇迹了。可是这一切都发生在 B 的身上，他再次走回了家门。

当他这次住院的时候，他紧紧的拽着妻子的手。沉默如
金的他，象当年求婚一样，打开了紧锁的心门，向妻子倾诉
心中的感恩：“辛苦你，这些年你含辛茹苦的维持着这个家。
难为你，竭尽全力的照顾我和孩子。对不起，我没能给你本
应给你的幸福。这次有病，我把你拖累的精疲力竭，花光了
家里所有的积蓄。你为我，耗尽了你的一生。谢谢你，谢谢
你为了我、为了这个家所付出的一切。但我最想谢谢你的是，
你让我走上了一条光明的路，让我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得到
了法轮大法。让我的生命最终有了归宿。让我接上了这个法
缘。”

丈夫紧握的双手，化解了妻子最后残留的积怨。风雨
四十年，往事如烟。所有的恩怨情仇，都随风飘散。法轮大
法的光辉，照亮了夫妻枯萎的心田。妻子深情的说了一句：
“一切从头再来。”

丈夫由衷的一句话，道出了 A 与 B 从山区到省城，历经
近半个世纪的恩怨因果，那就是：“让我接上了这个法缘。”

生命从远古走来，历经了多少艰难险阻。将来回首以往，
我们为得这个宇宙大法所走过的路，那一定是如泣如诉，悲
壮沧桑。当大法开传的时候，我们又怎能不为之倾尽一切，
珍惜机缘，把所有的恩怨都化作法缘呢！

 
李洪志大师在〈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说：“可是我

告诉你，你为了得这个法，可相当不容易，也许你前半生吃
的苦都是为了得这个法，这是你知道的；还有你不知道的，
也许在你前几世甚至于更长的时间，都在为得这个法在吃苦、
受罪。”

让我们接上这个法缘吧！

文／君行健

文／大陆大法弟子

时间，看不到，摸不着，可是无所不在，世间万物都离
不开时间。

时间是公平的，对谁都一样。不会因为你富贵荣华就会
延年益寿，也不会因为你穷困潦倒就会少过一分钟。年年月
月天天时时，时间象一列奔驰的列车载着世上的生命走向明
天。

时间也是公正的，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珍惜
时间的人，就会在时间的过程中想有所成，得到时间的眷顾，
会让你载誉而归。虚度时光的人就会被时间淹没在废墟里，
空度一生。因为，你投它桃李，它报你琼浆，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

时间也是无情的，不会给人悔过的机会，你不珍惜它，
它就会从你身边溜过，徒增岁月而已。昨天的时间过去了就
过去了，一去不复返。所以，在时间的城堡里，愿所有人好
好的珍惜属于自己的时间，因为它一旦被空度就不会再回来
了，不管是用钱还是用权。

时间同时也是仁慈的，不管你有没有钱，有没有权，不
管你什么身份，明天对每个人都会如期而至的。为此，都好
好的活着吧，好好的珍惜时间吧，时间会带你看到更美好的
未来，当你留意身边的法轮功学员递给你的真相资料，你一
定要接过来用心看一看啊，那可是你生命中等待已久的期
盼！

情缘 法缘

感叹时间
文／本心

起死回生穴
那是我还在学徒时期，我无意学会了起死回生穴，并

把它背熟、找准穴位和刺法熟准。

有一天，正是农村打场季节，就是把从地里收割回来
的粮食脱粒。傍晚我在家正在灯下学习《医宗金鉴》，村
里崔家三姑娘、四姑娘来到我家，给我父亲跪下了，请求
我父亲出诊，救救她们的姥姥，就是外祖母。我父亲说，
我现在病了，出不了诊，你去东屋找我儿子吧。二位姑娘
来到我屋子，跪在地上，请我出诊。我先简单问了情况，
就拿着针灸包，跟着她们到了崔家。进了门，听见有痰声，
人是昏迷的。

我开始扎针，到了第七针的时候，人醒过来了。我叫
她们扶起老人，轻叩后背，并给喝了一口水，吐出了一大
块黄色硬痰。我接着扎了后五针。

这时，崔家主人回来了。我一看人没有事了，就收拾
好针灸包，自己回家了。他们留我吃饭我也没有吃。

后来，我到大学值夜班管理大学生的时候，有一天，
五号寝室有一个男大学生，突然休克了，来不及上医院了。
我就随身抽出针灸包，也是扎了起死回生针，救了一条性
命。男大学生要给我钱和东西，我拒绝了。

还有一次，是我给一家诊所打工的时候，那个住宅五
楼有个姓张的老太太，也是我给抢救过来的。

那么，起死回生针，到底是哪些穴位呢？我用的不一
定和书上的都一样。有少商、商阳、中冲、少冲、少泽、
内关、人中、涌泉，只有人中是单穴，其余都是双穴。人
中的扎法，男的左边进针，右边出；女的右边进针，左边
出。内关穴是不停的捻转，速度越快越好，甚至是用手搓。
一般是少商等放血，然后商阳，按着写的顺序放血。

还有一根长针，是二尺长左右。是人要死了，怎么也
救不了了，可是还有重要的话要说没说完，还有一个重要
的人没有见到，就把这根针从大椎穴开始刺入，沿脊柱中
央向下，直到针根为止。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延长的
时间也是很有限，并不是那么稳定，因人而异。

在《转法轮》中说：“人的生命，人的一生不是定好
了吗？不修命的怎么能多活呢？”真的是这样。医生只是
治病，改变不了别人的一生。在《转法轮》第三讲中还说：
“因为你想做常人，常人就是应该生老病死，就是应该那
样，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不能够打乱的。”

在当前这个红尘中，还有多少人在迷中，不知道瘟疫
的危险会随时降临，再好的起死回生针，也不如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救人于危难，简单高效。

医山夜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