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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人生最难
是放下

文／心莲

中国的银行大厅算不算一个了解、感知社会万象的“前
沿窗口”？百年未有之变局，千年难逢之异象，从这扇小小
的窗口也许可窥探一二。

近来，因为孩子到国外留学的银钱手续，必须到银行柜
台去办理，所以多跑了几趟国内一家国有银行网点。有了两
点发现：一是柜员机上的取款额度大大减少。二是以前银行
大厅内的三个接待窗口已经关闭了两个，而且办理业务的工
作人员特别慢条斯理。

有时为了办一项业务，需要在大厅内等候一、二个小时，
不少民众自然要抱怨、申诉：为什么不多开几个窗口？为什
么柜员机上能取现金那么少？但吵闹改变不了现实。工作人
员态度永远是那么板板正正，他们的理由也无懈可击：执行
上级部门的规定。

因为实在有些无聊，办理业务的阿姨、大妈、大姐们免
不了搭讪闲聊，就当前比较热门的时事进行交流探讨。唐山
烧烤女事件啊，还有河南村镇银行爆雷事件，不少人都在感
叹：这个社会怎么变成了这样？坏人怎么越整越多，越来越
嚣张了呢？

您说谁家没个女儿呢？万一生个女儿长得漂亮一点，偶
尔出去吃个饭，碰上了匪徒，就极有可能会被那帮坏家伙打
残，甚至打死。这是啥世道？

年前铁链女，年中唐山女，把某些以前一直认为“风景这
边独好”，沉浸于岁月静好氛围的小百姓都震醒了：媒体上
天天在宣传“打黑除恶”、“雷霆行动”，怎么本该关进监
狱的坏家伙们居然逍遥法外，招摇过市，继续在社会上作恶
多端呢 ? 这可不是个别现象，也不存在某某势力抹黑中伤呀！

还有银行爆雷事件也特别让人震惊。存钱是中国人的惯
例。因为很多人对未来没有安全感，特别是疫情之后，外企
纷纷跑路，本地企业也不少倒闭，导致整个大陆经济形势不
好。百姓存一点钱，也是为了应付生活的不时之需。比如说
突然遭遇下岗失业、经商失败，家人生病遭灾之类。谁也不
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不少人节衣缩食，会选择
将辛苦攒下来的钱存到银行，博取那一点微薄的利息。

钱财存进了正正规规的银行，可绝对不是进了什么理财
机构，怎么居然有一天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更让人意想不
到的是，储户要维权，准备去讨钱，却发现自己好端端的健
康码变红了，一下子变得寸步难行。估计再高明的作家、编
剧也难以编出此类情节，但是就在这个一直鼓吹的“和谐盛
世”，这些荒诞无稽，卑鄙无耻的情节都“华丽丽”地陆续
上演了。

有位大姐居然对别人讲述的事情存疑：你们讲的这些事，
确定是真的吗？估计这是一个经常看主流媒体新闻的观众，

不然不会如此发问。

虽然很多人的身体在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国度，但不得
不说，我们的精神、思想，还有灵魂也许在不同的信息潮流
之中遨游，生活于不同的宇宙维度。接受不同的信息、资讯，
会让人对这个社会有截然不同的观感。

　
当然也有人认为，你们所谈论的那些事情，就算是真的，

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如果有人觉得没有关系，那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好
了。只是灾难频仍的时代，别等到有一天悲摧事临到自己头
上，手足无措，痛哭流涕吧！现在这种事情可多了去啦！有
作家讲述疫情之下的真实苦难，有 “粉红”上纲上线，“正
义感”爆棚，骂作家是给境外势力剃刀子，最后自己被封在
家中，衣食无着，急需的药物买不到之时，只能在微博上哀
求网友能帮助自己呼吁；还有人所谓的“精英人士”特别善
于跪舔权贵，昧着良心为权贵的种种“反智”政策找寻理由，
歌功颂德，当自己的亲人因为不合常理的极端管控政策而无
法就医，悲惨离开人世之时，也免不了哭天抹泪了……

听闻了当今中国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乱象，当即就有明白
人在发表感想：“这银行也靠不住，我可得多取点现金，别
到时候真出了啥事，连个生活费用都没有了！还有一些媒体
的话也不要信，都是假话，虚话，睁着眼睛撒谎，听它们的
话年都要过错！”

我想起《1984》的作者奥威尔曾经发过这样的感慨：“早
在生活中我就注意到，报纸上没有任何事件是正确报道的，
但在西班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的报道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
甚至连普通谎言中隐含的关系都没有。我看到在没有战斗的
地方报道了伟大的战役，在数百人被杀的地方完全沉默。我
看到曾经英勇作战的部队被斥为懦夫和叛徒，而其他从未见
过枪声的人则被誉为想象中的胜利英雄；我看到伦敦的报纸
在零售这些谎言，热心的知识分子在从未发生的事件上建立
起情感上层建筑。事实上，我看到历史不是以发生的事情来
写的，而是按照虚伪的 ‘政党路线’来写应该发生的事情。”

银行大厅上演的众生相，免不了让我思索：我们每个人，
无论是认为自己活在和谐盛世，还是活在纷繁乱世，都无法
改变时代的滚滚浪潮，难以左右历史的浩荡趋势，能做的也
许只是尽可能地与人为善，同时多一些了解真实、客观、全
面信息的渠道，具备一点逻辑思维能力，能提前预知、防范、
规避一些危险。比如说有人传递的关于“三退（退党退团退
队）保平安”的信息。静心思索一下，有没有道理 ? 有没有必
要？有些陷阱上面，往往装饰着鲜花与诱饵；有些真相表面，
常常被涂满谎言与诽谤。如何分辨，需要良知，也需要智慧。

祸福岂无凭，天心多慈悲。观世知险恶，离邪保平安 !

文／明心

善良的人都喜欢美好的东西，常常去赞美美好的
事物和心灵，向往着那美好的境界：真诚、善良、宽
容 ......

修炼后，感到宽容是内心逐步的体悟，是一种心
路历程、是一种磨砺、是一种洗涤、是一种提高、是
一种境界 ......

从远远望着她、赞美她到一步一步的走向她，融
入她那宽广的胸怀。

宽容，能包容万物，在矛盾面前微微一笑，从从
容容，有如清风拂过，使人神清气爽。

宽容，能化敌为友，偃旗息鼓，化干戈为玉帛，
坦坦荡荡，梅之风骨， 使人历久难忘。

宽容，能在名利情的争夺中，淡泊洒脱，轻轻松
松，退一步海阔天空，使人心旷神怡。

但是宽容不是无限度的纵容；宽容不是无理智的
接纳。

宽容，象大海，浩渺广阔，水天相连，任你扬帆
起航，自由航行，海阔凭鱼跃。

宽容，象蓝天，明净高远，湛蓝澄澈 ，任你扶摇
直上，展翅翱翔，天高任鸟飞。

宽容，象草原，辽阔苍茫，天苍苍野茫茫 ，任你
策马奔驰，驰骋白云之下。

宽容，象鲜花，美丽芬芳，芳香四溢，令人流连
忘返，沁人心脾。               

宽容，象乐章，华美动人，行云流水，涤荡心灵，
令人陶醉，余音绕梁。

走向宽容， 是从紧张到平和，
走向宽容，是从苦恼到喜悦，
走向宽容， 是从狭小到宽大，
走向宽容，是从沉重到轻松 ......

这一切是在这实践的过程中展现的，宛如涓涓的
小溪奔向大海，豁然开朗。

宽容，是一种无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清醒
理智，心底无私天地宽。    

宽容，是一种包容，有包容万物之心，坦然智慧，
宰相肚里能撑船。

宽容，是一种品质，有高尚的胸怀，博大的胸襟，
厚德载物，海纳百川。

我向往着，追寻着，体悟着、同化着。在法轮大
法“真善忍”中感悟着宽容 ......人心在大法中归正

伟 大 的 师 尊 从 一 九 九 二 年 在 中 国 传 法 至 今 已 经 过 去
二十九年了，在中国大陆有一亿人修炼法轮大法，这一亿的
修炼人在真、善、忍宇宙大法的熔炼中身心境界得到了巨大
升华，在末劫的人世上如同朵朵净莲开在中国大地上，默默
的归正着已经走向变异、败坏的人心。亿万人的修心向善对
稳定社会、提升道德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时至今日，明慧
网、正见网上报道的全世界大法弟子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的
事例不胜枚举。法轮大法如同浊世中的清流涤荡着世间的败
物，在物欲横流、乱象丛生的人世间开辟出了一块真正的净
土，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真、善、忍给生命带来了光明和
希望。

一九九九年，当时的人丑、邪党的党魁江魔头出于愚蠢、
妒忌和其邪恶的本性，利用中共邪党发动了对亿万法轮功群
体的镇压、迫害，公然利用整个国家机器诋毁、污蔑、造谣、
栽赃法轮功，其邪恶的气焰恨不能立即消灭法轮功。迫害的
残酷令世界震惊，甚至做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这
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惊天罪恶。但是，持续至今的迫害，
二十三年过去了，邪恶的中共和江魔头没有想到的是，法轮
功非但没有倒，反而洪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法轮功创始人
李洪志师父获得世界各国褒奖三千多项，大法弟子在人间反
迫害、正法修炼的过程不但成就了自己，也让全世界众多的
世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认清了中共邪党的欺骗、暴力、嗜
杀的魔鬼本性。可以说，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中把自己推
上了解体崩溃的边缘，天灭中共就是对它的最后宣判。

末劫的人类社会就是个大染缸，每个人都在其中被污染
着，没有节制的追求着物欲、钱财，醉生梦死的享乐着。

一九九五年，我二十九岁那年得法了。当看完一遍《转
法轮》，对我的内心触动很大，觉的就象是对我面对面谈心
一样，内心感到特别亲切，整个人沉浸在洪大的慈悲之中，
感觉自己的生命得到了重视，有了尊严，而这种尊严不是人
间的任何人、任何组织能够给予的，仿佛来自深层的宇宙，
是那么的神圣！而在中共邪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尊严，
中国人象奴隶一样被中共邪党随意盘剥压榨、残害、杀戮。
中共邪党篡政 70 多年来，不断的搞运动就是要把中国人的尊

严打垮，草菅人命，让中国人在恐惧和颤抖中任由中共邪党
为非作歹、无恶不做。

修炼前的我也在社会的大染缸中浸泡着，思想、观念渐
渐变异、败坏了也不自知。生气魔性很大，坏脾气发作起来
不管不顾，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多疑、猜忌、怨恨、记仇、
妒嫉、自私，多愁善感，怨天尤人，不宽容，不忍耐，没有
涵养，等等。对金钱、利益看的很重，得到一点高兴的不得了，
损失一点懊恼的不行。长年累月在中共邪党无神论的灌输下，
不知道人做坏事会有恶报，做好事有好报，不该得的东西一
点不能要，更不懂得中华传统文化的做人标准，整天在社会
的大潮流中为了自己的利益浑浑噩噩的奔波着。不知道前方
的路是什么，也没有安全感。面对无常的人生，内心时时有
种恐惧感。

我庆幸自己在这末劫的人世间得到了这真、善、忍高德
大法，让自己没在浊世的污泥中陷的太深。每天在平静的修
炼中，保持着内心的理性和清醒，身心在大法中洗涤着、熔
炼着、升华着。

我深切体会到只有真、善、忍大法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
人心。现在的我在大法中修炼已经二十六年了，内心境界已
今非昔比。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把这么好的大法传给世人，
让我们这些幸运儿能够在这浊世中找到一方心灵的净土。试
问，世间有哪一个人能够让人发自内心的坚持做好人、不畏
打压依然给世人讲清真相呢？只有我们伟大的师尊——创世
主传给世人的法轮大法能够做到！

法轮大法象温暖的春风抚慰着被中共魔鬼摧残的华夏子
民的心灵，真、善、忍的佛光普照华夏神州大地。

一本《转法轮》就让亿万弟子自觉做好人，不用任何外
在的强迫，这不是人间的任何力量、任何权力能够做到的，
是人心的向善！是大法的威力！

在这末劫之世，多灾之年，愿读我文章者亦如我一般幸
运。

文／缘至

文／平原

观象于银行大厅观象于银行大厅
文／初醒

宽容之境界
文／美荷

有个人每天都在烦恼中度过，痛苦不堪。于是离家找
寻摆脱烦恼的方法。离开的第二天，想起自己每天出去打
工，每天可以挣到几文钱，去掉生活开支还会剩下一些存
起来，可是现在却一文也得不到，还有搭上路费和住店的
钱。想到这里情不自禁的烦恼起来。可是不管怎么烦恼也
是不争的事实，于是这个人就想：“反正出来了，就当是
一次旅行吧。既然想也没有用，就不管他了。”就这样他
放下了挣钱的事，开始变得快乐起来。

好景不常，不久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妻子，自己不在家
时，是不是非常寂寞。这样想起来，这个人又开始烦恼了。
可是转念一想：“自己远在百里之外，想也没有用，只能
徒增烦恼。”这样想起来，他又放下了，又快乐起来。

过了几天，他又不停的想起自己的父母、孩子、工作
和朋友等，都因为无可奈何，放下了。在外边呆了十几天
后，这个人忽然想开了。原来自己的一切烦恼都来自“做
不到又放不下”。

这个人于是返家，发现家里没有太大的变化，和自己
离开时差不多，还是老样子。唯一不同的是，他明白了一
个道理“既然自己无可奈何的事情，为什么不放下呢？”
放下无可奈何的烦恼，自己也就变得快乐了。

其实我们想想，我们所有的烦恼不都是来自“做不
到，又放不下吗？”事情或许还是那个样子，放下了 ，
自己也就快乐了。

文／王昊天

无价的善
在生命的历程中，曾经有很多人帮助过

我。在国内上学时，也常常得到亲友的资
助。修炼后，初到国外的那段时间，也得到
过很多同修的帮助。有时，我会想应该怎样
报答和偿还呢？那么多人无私的默默的帮
我，而我至今却不知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表达对他们深深的谢意。

有时，会这样想：那我就多吃些苦，多
干点儿活儿，不让他们太劳心。曾想这样去

补偿，但是我又常常看到，同修以及亲友
他们还是会抢着去做。现在想想：以多做
点儿事情，来补偿的这种观念是不完善的。

别人发自内心的帮你，这样的善心善
举，是无法用相应的金钱来偿还的，而且也
是偿还不尽的。因为善是没有固定价格的，
他的本性是高尚的，无价的，是无法用巨
额的金钱能够买到的，也是无法用任何昂
贵的物品能够交换到的。

现在明白，我的人生中会出现这么多的
人帮助我，有这么多善良的心，善良的元
素，在无时无刻的补给我，在无形中教化
我，不是为了让我将来也用相等的金钱或者
物质去给予补偿和报答。而是他们的生命
深处，在等待着，期望着一天，我能够变
的更善，越来越善，成为大善，最终成为
拥有一颗对所有众生都能够大慈大悲的心。

观象于银行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