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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大法挽救了妹妹一家
我与先生结婚后，就隔三差五的为先生的妹妹与妹夫两
人劝架，因为他们那儿抹牌、赌博风气盛行。因妹妹欠赌债，
讨债的人经常上门，搞得一家人都不敢在家里住，晚上也不
敢开灯，不得安宁。
有一年清明节，妹夫说：“（妹妹）打牌经常不归家，
劝她也不改，还变本加厉，这样下去，我们家就完了，真是
让人失望。”
我修炼大法曾经遭邪党几次迫害，妹妹很支持我修炼，
有时还帮助发点真相资料。我心想，妹妹的本性是善良的，
只是受社会环境的污染，才随波逐流。她能善待大法弟子，
说明她与大法有缘，我坚信大法有威力，能化解乱世渊缘。

文／大法弟子

我先生原来就劝过他妹妹，但她不听，也不改，还说谎
骗她哥。这次先生很生气的说：“你不争气，赌博欠了这么
多钱，没有人能还得了，长江没有盖子，绳子不要钱！你的
事我们谁都管不了。”在场的人都在埋怨她，指责她做的事
对家庭极不负责任，妹妹低头不语。
我心想，自己是修大法的，是修心向善的。这个生命遇
到我，我就要对她负责。我对他们说，我们有缘份，才能成
为一家人，事情到了这一步，埋怨也解决不了问题，大家再
给妹妹一次机会，希望她能清醒过来，如果她再不改邪归正，
今后，大家就再也不管她了。

我对妹妹说，从今天起，你不能再去打牌，你退休的工
资刷给我保管，你自己也要去做点事，赚钱还债。妹夫，你
我有心帮助他们一家，就主动的对他们说：“等祭祖完后， 也帮忙还一部份，只有这样做，才能救了她，也能挽救了你
就到我家来，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来我家后，我叫妹妹把 们的全家。
欠账报出来，一共二十多万元。妹夫说，这个日子过不下去
了，整天提心吊胆的，搞得我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只有离婚
我因为修炼大法，为人处世他们平时都信任我。妹妹表
才能躲避债务。
态，不再打牌，妹夫也同意帮忙还一部份。不久，妹妹就找
到一份工作，每月三千元。我经常打电话提醒她不能打牌，

浅谈夫妻间的
“宽容”
宽容，简单的两个字背后其实包涵有深刻的含义。在茫
茫的宇宙中，不同的事物以不同的方式共存，就足显宇宙的
包容；在老子的道中，“无弃人无弃物”是他对人和物的宽
容；在孔夫子的训导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
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也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与宽容；
西方谚语中说“你所讨厌的人正是另一个自己或者自己的另
一部分”，也是告诫我们待人要宽容。
我有个朋友向我抱怨她的婚姻不幸，因为她觉得她的丈
夫除了脾气大之外“一无是处”，说每次吵完架不仅不道歉，
就自顾自的过活，而且还会生气很久，似乎都是对方的错一
样。我并非婚姻专家，无法给她解决情感问题，但是我却可
以从宽容的角度给她阐述这样一个哲理：子曰“三人行，必
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那她遇
到的这个人一定是有某种可取之处的。哪怕他们在吵架、哪
怕是男方不对，但辨证的看，男方吵完架都能不受情绪的干
扰、如常做自己的事，这一点“定力”是否值得女方学习呢？
女方在吵架中受了伤害，还要被影响心情，甚至牺牲自己正
常做事或者享受的时间去生气，这不是一件很亏的事情吗？
那就也学学男方，不去计较。同时，男方那种心胸狭窄、死

当然他们后来没有离婚，男方也没有变得多好，俗话说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但可喜的是这位朋友心态变了，
她不再受对方的影响，不被争吵带动情绪，也不再“为情所
困”，每天还是快乐的该干嘛干嘛，充分的体会了生活的乐
趣。我想这便是“宽容”带给她的力量。当心的容量变大了，
那些苦难和伤害就变得小了，随之就不会再干扰到自己。这
也印证了那句流行的话：“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天气，但是我
们可以改变心情。”
那既然宽容对于小小的个人来讲都能带来如此积极的作
用，那对于社会和国家呢？当代有一位作家是这样阐述的：
在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事务中，宽容是公认的为人之道、是好
的人品的特征，做人要宽容。

文／宝珠

前几年暑假，儿子考取了大学，办了三桌酒席后，我就
随他父亲去外地（他父亲的工作地点）游玩。

奔洗手间，转头跟他们打声招呼时，突然看见福建老板竟是
猪头人身，令我大吃一惊。

到达目的地的当天晚上，就有人请我们夫妻两个去饭店
吃晚饭。原来请客的另有其人，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福建老板，
在此地承包一个大公司的食堂，盈利颇丰。他身边是一个年
轻美丽肌肤白皙的三十出头的女子，那女子见我还有些忸怩，
那男子倒也落落大方，自我介绍这是他的相好。原配夫人在
福建老家，家里有一儿一女，都快到结婚年龄了，所以老婆
在家里照顾儿女。他还说自己对老婆很好，对这个女子也很
好，这个女的跟她好了几年了，也是一心一意，他买了一套
房子给她，算是报答。女子应和说：这个男的确实对她也忠心，
好几年了一直带她在身边。

当天晚上，梦中竟然看见一排猪圈，就是儿时村里集体
养猪场的猪圈的外场地里躺着一公一母两头猪，一个思想在
脑子中出现，这两头猪就是晚饭时遇见的福建老板和她的小
三转生而成，转眼这个场景消失了。

我修炼法轮功，明白当今常人在婚姻上的堕落，已经完
全变异，是非不分了，犯了色淫的罪恶已全然不知。很快我
看到了他们未来的可怕后果。
吃完晚饭，大家都要打道回府了，我突然感觉内急，急

原来这两次我看到的因果是，福建老板色心淫欲招致自
己下世将转入畜生道，投胎为猪，那女
子也是。

据明朝钱希言《狯园》（又名《狯园志异》）记载，明
朝时期，苏州虎丘山后有个长荡村，这个村地属长洲县管辖。
虎丘山在今苏州市西北，海拔不高却地势险要，长洲县就是
今天的苏州市。
话说这个长荡村住着一支钱氏家族，其家风向善，故而
子弟都积德行善，多有善行。嘉靖年间 ( 公元 1522 年至 1566
年 )，长荡村钱氏家族有个叫钱涌峰的年轻人。他幼时就染上
眼病，双眼赤如玛瑙，看上去十分怪异，用现代西医看可能
是顽固性的红眼病、结膜炎之类的疾病吧。
某天他带着仆人乘舟出外探亲，经过濒临运河的浒墅关
时，在船上过了一夜，于次日清晨启程。船行了不到半里，
见岸上有一位白衣老人，背着一口大竹箱，伸手呼叫，请求
搭船。仆人们哗然，都纷纷说：听闻这地方有强盗出没，咱
们不清楚对方底细，快走别多管闲事，小心惹祸上身啊。钱
涌峰素来尊敬年老之人，于是强行命令仆人把船靠岸，搀扶
白衣老人上船。
其时晨雾渐散，岸上景色宜人，钱涌峰和白衣老人在客
舱里主宾对坐畅谈。钱涌峰听老者谈吐不凡，异于常人，多
有超常之语，心里暗想：对方绝非平庸之辈，于是心里更加
敬重，说道：老先生能否与晚生同饮几杯？老者同意了，奉
上酒来，发觉原本普通的酒，竟变成了上等的红色桃花佳酿，
美味的竟如仙泉之水所酿造一般。钱涌峰大奇，更加认定老
者为非凡之人，恭敬的问道：老先生可要用饭？老者同意了，
仆人盛饭上来，只见热气蒸腾，跟刚蒸好的新米饭一样。然
而这饭却是昨夜的剩饭回火加热过的。全船人都看到了这神
迹，却不知是何缘故。

二零二一年过年，妹夫为了感谢我，给我买了很多年货，
并高兴的对我说：“姐姐，很感谢你的帮助！我们齐心协力，
一年多的时间，就将欠债还的差不多了，她再也没有去赌博
了，还把家里收拾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我的坏习惯也
改掉了很多，真的是很感谢你！”
我也乐呵呵的回答他：“那是因为我修了大法，师父要
求我们做个好人，与人为善，是大法改变了我，我才有这么
好的心态帮你们，要谢就谢大法，谢师父吧！”
感恩师尊的洪恩浩荡，挽救了一个即将破灭的家庭。现
在妹妹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学坏

在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特别是那些明君贤臣，都
是以德治国，教化百姓以德为重。儒家倡导推崇仁义礼
智信，人人以此为行动准则。所以古代的中国，被称为
“礼义之邦”、“君子之国”，繁盛的时期是万邦来朝，
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1949 年中共这个西来幽灵，窃取了政权，给中国带
来了无尽的灾难。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里我们知
道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毁灭人类。在它统治之
下，大事、小事一件件，无不体现出其邪恶、流氓、阴险、
残暴的本质。从几件小事上我们来看恶党的邪恶。
一天我去小食品店买东西，店里就店主一个人，她
说：“扫个码吧。”我说：“我没带手机。”她很理解的说：
“啊，那没事。”我问：“咱们这里，已经几个月没有
疫情了，三天两天的做全民核酸，还管的这么严吗？”
她说：“是啊，还很严，如果有人举报了，政府给举报
人一百块钱，而我们就要面临着被强迫关店啊。”她眼
睛望着外面说：“你看有的店被关门了，就是因为这个。”
听了这些，我心里很不舒服、很感慨：这不和文革
时期一样吗，政府奖励举报人、鼓动人人相斗，使父子
相残、夫妻反目、学生揭发批斗老师 ...... 社会道德被沦
丧。想想其实中共搞的历次运动，都是中共在鼓励人们
揭发检举，叫人学坏！爬墙头、蹲墙根，偷听偷看，去
构陷别人。这些不就是中共所倡导的、所引领的吗！奖
励奸诈小人，使人性扭曲、人心变坏，人人设防，社会
道德沦丧。反应在社会方方面面，阴险、血腥、暴力事
件充斥着社会。追根溯源，这是中共叫人学坏的，是它
让人变得邪恶和暴力。
现在大家公认的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假货遍地、
假话不绝于耳，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说假话办不
成大事”，似乎成了一些人的座右铭了。
在社会上、在工作中、甚至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们不惜说假话，骗上司、骗下
属、骗同事、骗亲人。

我一下子明白了《西游记》中猪八
戒前身乃是天上的天蓬元帅，因动色心，
调戏嫦娥而堕入猪腹，转生为猪，竟然
符合真实。这神话故事，原来不仅仅是
故事，也透露了一些天机。写出这次经
历，意在警戒世人。

不惧风险善待老者，得大福报

在二零二零年疫情期间，一般人都在家隔离，我帮妹妹
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相当可观。妹夫看她改好了，
也赚钱帮忙还债。

中共叫人

文／如初

不认错、自以为是的缺点是为正道所不容的，值得女方去摒
弃，如果女方也有这种缺点，就要改之；即使没有，也要把
它做个反面教材来警醒自己——千万不能变成那样的人。这
就是“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样看来，她遇到的这个人就
不再是“一无是处”了，反而成了帮助她成长的“老师”。

因色心淫欲 将转世为猪

并给她送去师父的讲法录音，让她听。从那以后，妹妹发自
内心的感到我是真心帮助她，几乎是言听计从。从此，妹妹
真的改了很多，偶尔也去玩一下，但很有节制。

为什么能这样？其实人们从小接受到的就是这样的
教育。在学校，上边领导来检查了，学校往往为了应付
检查，指挥教师、学生补材料造假，说一套做一套。什
么往日主题班会的讲诚信，此时早已抛到脑后了。在当
今的大陆，教育是混乱的，有时学校思想教育和行动是
脱节的。

文／德惠

番，竟画成一只仙鹤，交给钱涌峰道：回家后就供在神堂里，
千万不要弄丢了。随后他突然说：老夫到地方了，于是就告
辞登岸而去。
钱涌峰在船上目送老人离去，忽见岸上林中涌起五色彩
云，老人立于这五彩祥云之上，渐渐升高，飞升上天后消逝
于远方天际之中。钱涌峰大惊，顿时悟到老人乃是神仙，跪
在船板上虔敬叩拜一番后，下令立即返回。一到家就直奔到
神堂中，将那绘画的仙鹤仔细装裱后悬挂供养起来，早晚香
火不断，每日虔诚参拜不停。自此他那多年眼疾，竟不治而
愈。家里也暴富起来，五十年间，他的财产多至巨万，而且
从此后一生平安，最后寿终正寝。他死之后，一日神堂忽然
失火烧成了灰烬。那天全村人都目睹了奇景：在钱家神堂的
烈火中，飞出一只红色仙鹤，冲天而去。
生性善良的钱涌峰不惧风险，善待了一位老者，不料对
方竟是神仙，由此获得了巨大的福报，不仅病好了，还富有、
平安的度过了一生。这也是他善心的福报。
神仙在世上，一般不会用神迹大显的方式，更不会刻意
招摇显摆，往往都是如普通人一般，如此才能看出世人是否
真心向善。什么是神仙，神仙其实就是修炼有成的人，所以
古代有句话叫做“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一
个凡人只要他道心坚定，又能得到修炼之法，不怕困苦坚持
修炼，终究会成为神仙。

现在有没有修炼之法呢？有。现在洪传世界的法轮功其
实就是以气功形式传出的修炼大法。法轮功学员是真正的修
炼人。就是因为法轮功功效太好，学炼的人多了招致中共党
魁江泽民的嫉妒，在 1999 年发起了邪恶的迫害运动。如果您
酒饭用罢，老人问道：你的眼疾何以如此严重？钱涌峰 在此时能以善心敬重、帮助法轮功学员，在未来也许您会获
回道：多年痼疾，总也治不好啊。老人打开竹箱，取出一张纸， 得比故事里钱涌峰还要大的福报。
用手指蘸着刚刚喝过的桃花佳酿酒，以指代笔，简单勾勒一

中共的教育是完全失败的，大搞无神论的教育，让
人不敬神佛、不敬天地，让人没有道德约束，随心所欲、
及时行乐，使道德下滑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对“真善忍”
的打压，对好的、正的大打出手，助长了歪风邪气，使
假恶暴猖獗，黄赌毒等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铁链女事
件、唐山打人事件、砍杀幼儿园 ...... 一件件的，层出不穷，
令人痛心。
大家想想：接受了这种教育、被熏陶的孩子长大了，
他们会是什么样呢？大部分人在工作岗位上，造假账、
做假货、填假表等等都已经到了麻木的状态了，做起来
没有一丝丝的愧疚了。
这些追根溯源，也是中共教会他们这样做的。看看
现 在 的 中 国： 假 货、 假 文 凭、 毒 疫 苗、 毒 奶 粉、 地 沟
油 ...... 让人防不胜防。烂尾楼、银行暴雷 ...... 让人雪上
加霜。
罪魁祸首是中共，这都是中共叫人造假、变坏了。
中共这个危楼将倾，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中共已
经腐烂透了，其搞的历次运动，使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
数达八千多万。甚至犯下了活摘器官的千古大罪，其血
债累累，人不治天治，天灭中共。
希望还有善念的人、有良知的人，不受血债累累的
中共牵连，为
了自己的光明
前程，为了自
己和家人的幸
福， 请 您 退
出中共的党团
队，做出正确
的选择，这对
每个人都是非
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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