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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探索

我曾经是一名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犯人，在西南某
监狱服刑。由于刑期太长，监狱生活艰苦，加上身体差，劳动
强度大，我几乎对未来完全丧失了信心。二零零六年当时作为
“包夹”（专门负责看守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的我，有幸
得到了宇宙大法，明白了生命的真谛，从此走上了一条返本归
真之路。在黑窝中，虽然我没有经过系统学法，没有看过《转
法轮》，在经受的许多魔难中，我凭着对大法真、善、忍的坚
定和坚信，在恩师的呵护下，堂堂正正的走过来了。

2022 年我才从监狱出来，我想将自己在监狱得法修炼的
经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从大法弟子身上我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二零零零年以后，我所在的监狱，时不时的就会有法轮功

学员被送进来。我所在的监区也关押着多名法轮功学员。由于
中共电视对法轮功污名化的宣传，开始我对法轮功学员只是敬
而远之，默默的在观察着他们。

后来我和另外两名服刑人员被监区安排包夹一名刚到监区
的年轻的法轮功学员 A。要求我们不准 A 和其他犯人讲话，
并且随时跟着进行监视，一举一动都要向监区汇报。我看 A
比较消瘦，戴一副眼镜，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他人很和
气，当时监狱 610 要转化他，让他写“三书”，他不写。监区
教导员就在背后指使犯人攻击大法，辱骂他，打他、酷刑折磨
他。他回来后对我们说：“警察再怎么整他，他都不计较，都
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告诉亲人们不要干坏事”。

A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善良言行震动了我。平时我们所
受都是党文化“以牙还牙”斗争哲学的教育，宣传的都是法轮
功如何不好，所以当时的我对 A 善待狱警的行为不理解，觉
得 A 有点懦弱。听其言，观其行。平时 A 在生产上都是积极
主动，肯干，不怕脏，别人生活中有困难，他都主动去帮助，
是大家心目中的好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尤其是当法
轮功学员 B 也被关押到我们监区后，他就托我送去生活用品，
并托我问还差什么，他想办法。

我问 A，你认识 B 吗？他说不认识，但都是同门修炼人，
不分你我。我听了，当时非常震撼，这在监狱是不可能的事。
里面的犯人都讲现实，把利益摆在第一位，都是极端的自私，
做事情的目地性很强，没有好处的事是绝不会做的。

自此以后，我对法轮功学员有了敬佩之心，开始有意接触
他们。我在外面曾练过别的气功，但我叔叔练某功还是得病死
了，我对气功的效果有怀疑。听说法轮功学员都不生病，不吃
药，我也感兴趣（后来明白了，是修炼大法后，身体没有病了，
自然就不吃药了）。A 还会背许多经文。他说多念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得福报。

我对监狱搞暴政，动不动就戴镣严管，进行非人折磨，欺
诈犯人血汗的行为很反感。有许多服刑人员因完不成任务，连
续四、五个月都在车间不得回到监舍睡觉。白天晚上连着苦熬
也干不完。

记得有一年的七月二十日，雷电交加，晚上十一点钟了，
还有将近十个人因为没有完成生产任务，被罚在院坝内站军
姿，大雨涮涮的下着，电闪雷鸣，老天爷都在发怒，我在房间
里就听到，“扑通”，倒下了一个，于是听到一声喊：“狱医”，
人被抬走了；过了十几分钟，又听到一声“扑通”，又是一声
喊：“狱医”，又被抬走一个。体罚就是这样不断升级，许多
人精神崩溃，老想自伤、自杀或杀人。但是我从大法弟子的身
上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原来人还可以有这样一种活法，按真善
忍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

后来，又来了法轮功学员 C，他也是很坚定的一位法轮功
学员。他经常向服刑人员讲大法的美好。有一天，姓冯的服刑
人员突然“中风脑梗”昏倒，不省人事，C 刚好路过，对姓冯
的说了几遍：“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会没事”。我
与姓冯的关系好，我也很关心他，三天时间我每天都找狱医问
病况，狱医说：“已三天三夜昏迷不醒，可能要挂了（要死
了）。”没想到第四天姓冯的竟然醒了，也没出现偏瘫，出院
了。

我见到他就问：“三天三夜没醒，在干啥？”他说：“什
么都不知道，只是反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知怎么就
活过来了”。以后的日子里，九字真言就是他服刑生活的一部
分，慢慢的人们发现，他满面红光，最后，好事上身，他又
被选中去了大伙房做饭去了。后来，我和 C 讲起这件事，C 和
我说，记不清这件事了。法轮功学员真是做好事不留名不记报
啊。

有个姓马的服刑人员，白癜风很严重，从脸上到腿上都
是，知道大法好后，每天都念九字真言和背师父“正神”诗词，
四个月后，奇迹发生了，全身皮肤恢复正常，大法真神奇。由
于 C 大量讲大法真相和宣传九字真言，许多人见 C 就立掌或
双手合十，口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C 也用同样
的方式回应他们，奇特的是狱警、包夹、耳目、走狗对这一切
好象没有什么反应。

邪恶多次想逼迫 C 写“三书”，C 就两字：“不写”，再
逼就绝食。真的放下生死，无漏，无任何执着心，不配合，邪
恶无法。一次有人问 C：“你写三书，在狱里会更好过，还能
减刑，出去后可以继续炼。”C 说：“父母对自己恩重如山，
为了利益出卖父母，还是人吗？”问者无语。看到这些我非常

震撼：这充分体现大法徒的坚定、无畏、正信、正念，他们高
尚的境界一直深深激励着我。随着对宇宙大法的认识，我暗暗
下定决心，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努力做一个真正的修
炼人。

一次碰到法轮功学员 A，我说：“我会背一些经文了”，
他不信，我把“世界十恶”抄给他，他很高兴的说你得救了。
一天在楼道里看到戴镣的法轮功学员 D，我对他双手合十：“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愣了一下，我又做了一遍，他很高
兴：“你得救了”。 法轮功学员 D 本来还有三个月就刑满，
而警察和犯人想转化他，让他看邪恶的录象，没有转化成功，
邪恶便恼羞成怒，给他戴脚镣，双手用手铐吊着，不给睡觉，
他直到刑满也没低头。

走进修炼溶入大法
法轮功学员 A 和 B 经常和我介绍大法，渐渐的我才知道，

修炼是有心性要求的，那就是同化宇宙真、善、忍的特性。虽
然我没有看过大法书，但是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就多背经文，
也帮助他们传递经文，知道敬师敬法是最重要的，出现矛盾向
内找是法宝，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学法、发正念、
讲真相）等。

我从小体质不好，在监狱里出现痛风、腰痛、关节炎、还
经常胃出血，练某功也不行。我开始念九字真言，跟 C 学第
五套功法，开始躲在蚊帐里炼，因为心里放不下原来学的东
西，炼功后连续几天睡不着觉。C 说：师父讲：“真正往高层
次上修炼，一定要专一”，“要讲不二法门”（《转法轮》）。
我决定放弃某功，专一炼法轮功，很快全身病痛都消失了。

C 告诉我师父讲的法：“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
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著心的过程。”“心性多高，功多
高”。“同时，修炼人还得能舍，舍弃常人中的各种执著、各
种欲望。”（《转法轮》）等法理。我过去看气功书都强调练
功、入静，没提到修心。我当时说了句很肤浅的话：我没有执
著心了。其实我的争斗心相当强，就是执著，也不知道遇到矛
盾向内找，总向外求，导致修炼很不顺利。C 给了我几篇经文，
过了几天，问我背会没有，我说背不得。他说背在心里，谁也
抢不走，而且应对每个月的监狱清监才安全。于是我开始背经
文，以后有的法轮功学员进来，如有新经文，就向他们寻求交
流和互通有无。传递大法经文已经成为我在监狱服刑生活中的
一部分了。

通过和法轮功学员在一起交流，还有背经文，我才发现我
的争斗心很强，犯人来挑衅，C 都劝我是修炼人，不计较。我
说等同他单挑完再修炼，由于我没有向内找，争斗心没去，所
以和他人的矛盾一直没解决。多年以后才明白，是师父用这种
形式去我的争斗之心，但是我却没有向内找修自己。

一次 C 给我讲了师父讲的有关天目的问题。大约炼功一
年后，一次在打坐时，我看到了红色玫瑰花展开。我告诉了 C。
他说：你的天目可能开了。一个星期天，我又无意中看到一个
很小的金光的法轮和卍字符，一串串机制。C 说：你天目开了。
我很激动，炼别的功法是穷尽一生都做不到的啊。

有个姓白的服刑人员，许多人都欺负他，骂他，甚至打他。
他患有严重关节炎，C 教他念九字真言，过了半年，他的病就
好了。有一天，他突然看见一只大眼睛，吓了一跳，就问 C，
C 告诉他说：好事情，你天目开了。从这些我见证了大法神奇！
更加激励我修炼大法的信心。

时间不长，法轮功学员 C 离开了监狱。我为自己在法理
上的认识浅薄、不精进和失去好同修懊悔。我决心盘上双腿，
在新来的同修帮助下，我终于盘上去，开始才五秒钟，全身汗
就下来，受不了。后来边盘边念经文，五分钟、十分钟、半小
时，最后我能盘一小时了。我知道的大法法理不多，但是我知
道真善忍是宇宙最高的佛法，尽量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
从做好人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最后一定能做一个超常
的人。

我得知家中老人生病住院，我多年以来在监狱劳动报酬还
有几千元，平时我也不乱花钱，我跟狱警说明家里情况，希望
把这几千元带给老人，我的做法让狱警很震惊：从监狱成立多
少年了，从来没有犯人带钱回家的，都是一门心思向家里要
钱，而你却反过来，真是一个好人。因此许多人都佩服我，大
家都知道我在默默的修炼法轮大法，通过这件事，犯人们知道
学大法的人真是不一样，也消除了许多狱警对我的偏见。

九字真言显神威
得法后，我也想把自己从大法中得到的美好告诉别人，我

也开始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告诉别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能得神佛护佑，得福报保平安。

二零一八年，某监区生产任务太重，有一名姓岩的服刑人
员受不了，就跳出来说：心情不好，抗拒劳动，反正是他一样
都不干。当时这件事很轰动，很多狱警威胁利诱都无用，监狱
有名的，外号叫“疯子”的监区长，找姓岩的谈过几次话也无
效后恼怒说：马上要对他进行严管戴镣，让他生不如死。当时
我乘着狱警午休的空档，去跟姓岩的交流。他对我说：他心里
也很害怕，还有二年刑期，也怕被电击、捆吊、严管、禁闭，
但不知是否有更好的办法？他平时跟我还不错，我就跟他说：
他们都想收拾你，人对抗不了邪恶，现在只有一种办法，就是

不断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祈求神佛的护佑。他答
应了，眼光流露出坚定信念。

所有服刑人员都议论纷纷，都在看笑话，有说监区长是新
来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姓岩的这回死定了。

第二天出工后，新调来的监区长把姓岩的叫去，拍着他的
肩膀说：“兄弟，我新官上任，你不要为难我嘛！你愿意干任
何工种都可以。”但岩不为所动。一周以后，狱警叫姓岩的收
拾东西调他去监狱伙房队，伙房队在监狱里可是个美差啊。他
走时跟我说：“太谢谢你了！”我说：“要谢就谢李老师，谢
法轮大法吧！希望你每天多念‘九字真言’，也告诉别人念‘九
字真言。”这件事，对监区的犯人震动也是相当的大。

后来我被安排到医务室。我就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向患者讲
真相，有个姓龚的服刑人员对民间的烧香画符感兴趣，他在看
守所被打伤过腰，十二年都不能直立行走，都是蹲着走，身
上有多种怪病。我就教他念大法经文《正神》：“ 正念正行
精进不停 除乱法鬼 善待众生” （《洪吟二》）。三个月后，
他原来严重的痔疮好了，痔疮造成的直肠外露下垂五厘米也好
了，多年胃病也好了，他高兴的无以言表。我又教他念九字真
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告诉他《正神》只是法轮大法
的经文，多念“九字真言”就是认同、符合宇宙大法，能得到
神佛的护佑，得福报，可以让他真正站起来。他真的相信并坚
持念。半年后他刑满，到监狱大门时，站直了跑着出去，连送
他出去的监区长都吓了一跳：从一进来就没站起来过的人，怎
么会一下子站直跑起来了！

一次我送一名患心脏病的六十七岁姓苏的服刑人员到监狱
医院看病，医生诊断时，他突然昏倒，一量血压也没有了，赶
快抢救，还是死了。第二天我又送一位六十七岁姓普的，同样
是患心脏病的去看病，刚进门诊部就昏倒了，一量血压也没
了。趁大家去叫医生，他恢复一点神智，我对他说：昨天老苏
死了，你要想活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艰难的
说：“记不住。”我说你跟我一起念。当医生赶来时，他会念
了。我说：记住了！随后他被抢救过来并住院，刑满时他见到
我并致谢，我跟他说要谢就谢李老师，谢法轮大法。

师尊呵护下我闯过了许多魔难关
我在监狱因为学大法，传递经文等被一次严管，两次禁

闭，遭遇非人折磨。但是这些都动摇不了我学做好人，坚定修
炼的信念。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坦荡的走过了许多魔难。

二零零八年，一个逢人就说自己是法轮功副站长的，被关
押到我所在监区。由于我对法理不清，认为他的层次高，就想
和他多交流，多提高一点，就主动跟他接触。可是他连一篇经
文都不会背，还说监狱里面得法的修不成，没看过书没用。狱
警认为他地位高，就提供优惠条件进行转化，他很快就被转化
邪悟，并且还配合邪恶转化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出卖了许多资
料点，干了许多坏事。他看我很坚定，就向狱警出卖了我，因
此我被严管戴镣等折磨。

董姓狱警要我写认错书，我不写，并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
邪恶因素，结果他当天打篮球时左脚扭伤；过几天好了又来找
我麻烦，我很坦然，又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他跑步
时左脚又扭伤了；一星期好了还不死心，还来找我麻烦，我再
发正念，他下楼左脚踩空，摔了一跤，左脚严重摔伤。他大概
明白了一些东西，再也不来找我的麻烦了。  

四个月后我被从严管室调另一个监区，由于遭折磨，我体
重下降 10 公斤，由于脚镣压迫，每天蹲十六小时，不准坐地
上，我右脚腕麻木，无知觉，走路不行。于是我就在蚊账里炼
第五套功法，背所知道的师父经文、诗词。两个月后，我脚好
了，许多人见证并称奇迹。

由于犯人到狱警那里告状，说我教人念九字真言，狱警就
收拾我，把我安排到生产一线做繁重的电器项目奴活，我干不
完任务，白天干活，晚上还得去学习班受体罚。我对自己说：
放下生死，放下执著，“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悉
尼法会讲法》）干活的时候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真是太神奇了，我干活的动作变得很快，到第三周我的速度为
小组第二名。狱警一看我干的又快又好，就换一个工种让我
干，开始干不完又进了一个星期学习班。我每天还是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神奇的事情又发生了，第二周又变成小
组第一名，年轻的犯人都超越不了我。

一段时间以后，劳动产品又换了，换成做手机配件，我又
被安排去，任务每天 2000 个，许多人完不成，我减少复杂动
作，边干边念九字真言，结果每天不但完成了任务，还超产许
多，最多时连续几天每天超过 5000 个。大家都来找我学习手
法，我也向有缘人讲真相，告诉他们念九字真言，车间主任每
天看生产报表，看我天天是第一生产能手，开会时要求大家向
我学习，说我劳动态度最端正等等。我体悟到只有大法才能真
正改变人，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

我虽然二零零六年就得到大法，但是我才从监狱出来不
久，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大法，对大法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感情
认识。出狱后才开始读了几遍《转法轮》，对师父的其他讲法
有的还理解不了，所以我还是个新学员。好在我得到了在监狱
认识的同修热心帮助，只有在今后的修炼中加倍努力，跟师父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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