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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了特异功能 当时大家争论得很激

烈 一位40多岁有点成就的商人 曾经

学炼过一个多月法轮功 后来放弃修

炼了 并说他是无神论者 不相信有

特异功能 他简单讲述了他那一个月

的亲身经历   
    据他本人讲 最初是一天早晨在

江边散步时 看到炼法轮功的人最多

所以决定参与一下 健健身 但是在他

学动作的同时 教他动作的学员反复多

次提醒他 首先要重心性修炼和学法

并给他一本 法轮功 修订本 他

感到有点压力 读了书之后 他觉得有

些内容一时接受不了 便在每次晨炼之

后同老学员 辩论

他本人所讲 自己很

倔强 在坚持了一个

多月后他决定放弃了   

    听完之后 我感觉

这根本也算不上什么

特异功能不存在的论

据 就问他法轮功的内

容 他想了一下说 记不清了 做好

人 反正不能抽烟喝酒 我进一步问

他放弃的原因时 他有点尴尬地笑了

承认般地说 他虽然不信 但这法轮功

真有点神了 书上讲不能抽烟喝酒 还

真就不能 自从参加晨炼之后 只要他

请客吃席喝酒 肚子马上就痛得不行

每次如此 而吃别的就没事 他还有点

惋惜地坦言 他搞各种公关 两三天就

得请人吃饭 这些他割舍不下 所以只

好放弃学习法轮功 我说 你这不正

是证明了特异功能吗 他笑了 一脸

的困惑 是 这些东西还真说不清楚

哎 你好象对这些挺有兴趣 我那本

法轮功 修订本 就送给你吧   

    ──后来回想这段经历 还是为这

位商人感到惋惜 谈到修炼 有的人常

讲 我看到就信 其实问题远不是那么

简单 李洪志师父在 为何不得见 中

讲到 见可信 不见即不信 此乃下士

之见 悟在先见在后 修心去业

本性一出方可见也 从这位商人这件

事不难看出 悟是多么重要 如果悟不

上去 即使奇迹发生在自己身上 也是

可能错过   

    这本书表面看起

来实在很普通 纸张

印刷 装订没有奇异之

处 但是书中的内容深

深吸引了我 真 善

忍 使我感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震撼 我暗下决

心 今生一定要修炼正法 但当时有个

私心 想再找找有没有更好的法门 如

果没有再回来修炼法轮功 就象上天听

到我的想法一样 不到一个月 我这个

从来没有这方面机缘和条件的人 突

然 有了 大考察 的机会 当时根

本没悟到这是对我的考验 我几乎用半

年多的时间 沉浸往来在气功门派 功

法 寺庙 佛典和道藏之中 虽然亲身

经历了许多以前一直向往和猜测的神

奇 但最后我还是渐感失望 觉得那些

不是根本 就不再热心于到处去找去

看 就在这时 得到了大法书籍 转法

轮 一读之下非常兴奋 于是开

始抱着想好好研究一下这 难得

的好法门 的想法一遍遍读起来   

    随着自己不断读 转法轮

我渐渐感到自身发生着许多变化

对待工作非常实干 不讲假话 宽

容 忍耐 能为别人着想 当自己

的利益受到侵害时 也渐渐能够坦

然对待了 尤其是我大学毕业工作

后 曾经同父母的关系越来越紧

张 最后大吵一架之后 我离开了

父母 当时真是铁了心不想回头

了 但是随着读这本书 我非常清

楚地认识到 无论如何我也不能那

样做 从此我对父母的想法完全改变

了 而且是从根源上改变了 我从很小

很小就产生的 一直积累到离家那刻的

对父母的看法 全部烟消云散 后来回

家时 我这个曾经固执而心重的人

对一切曾经的不快连一点点心理阴

影都没有了 其实不止这些 我对所

有的人和事的看法也在同步变化之

中 当我明确意识到这种巨大的变

化的时候 内心深处再次受到极大震

动 我好象才明白 正法 两个字的意

思 就如同早晨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从

尘封许久的窗户扑面而入   

    1996 年 大概是在 11 月 我决定

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我按着 法轮

功 修订本 上的图解模仿着做 很

快能基本上顺下来了 就打算完整地炼

一遍动功 炼完第一套 佛展千手法

时 浑身很热能量很强 炼第二套 法

轮桩法 做 头前抱轮 时刚将双手端

平 突然一巨大的能量团从正前方急速

汇聚到我的小腹内 如圆形热盘甚至有

点发烫 并马上开始旋转 同时热力向

周身辐射 正当我惊喜未定之际 更在

突然间全身沸腾如炒蹦豆 尤其是双

肩 背和上臂尤为密集剧烈 身上棉布

衬衣颠跳起得有一寸高 因为此前已经

读过很多遍已经出版的大法书籍 所以

很清楚是师父下了法轮 并用法轮为我

调整身体 但是完全没有想到会是如此

强烈 那一刻我真的是在无比感激中惊

呆了 下在小腹部位的法轮 发热的感

觉不间断地持续了一个星期 当时的天

气已经很冷了 不时有寒风掠过脸颊和

双手 但我的腹部一直是热烘烘的 仿

佛挂着个小铜炉 我的心里也荡漾着阵

阵暖流 师父认下我这个弟子了   

    1998年夏末的一个晚上 我在室内

读 转法轮 忽然 书上许多字都变

成一模一样的法轮 那个美妙的景象如

轻风吹过水面的粼粼波光 又象不断层

叠绽放的烟花 只是所有的光点都换成

了小法轮 整个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

此后 这种情景重复出现过多次   

    每个修炼中的大法弟子在不同阶

段和层次中 都会有许许多多对法理的

证悟 而本人在此录写的不过是个人在

修炼初期的一点粗浅体会   

        善良的人们 让我们一同来把握住

这伟大的历史机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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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修方得玄中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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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好 

纯纯正正是珍宝 

修炼的人都明了 

法轮大法好 

规规矩矩心肠好 

街坊邻居看得到 

法轮大法好 

清清楚楚不耍巧 

转法轮 书讲的好 

宇宙玄妙走一遭 

心底疑惑不再飘 

人生再难我微笑 

法轮大法好 

五套功法免费教 

恒心炼功不放掉 

恢复健康你知晓 

朋友啊  

亲自试试真修炼 

喜闻佛法真义到 

  

--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法轮

功) 真 善 忍

使上亿人身体

健康 人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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