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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第十六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庆祝 513】瘫痪六年的他站起来了【庆祝 513】瘫痪六年的他站起来了

文 : 家通

他在佳木斯监狱被迫害致瘫七年。出狱后，医生说：不能

恢复走路了。然而半年后，奇迹出现了……

林泽华是黑龙江省友谊县凤岗镇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于

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半年，特别是顽固的眼疾，

恢复正常。修炼大法后，林泽华按“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

诚实守信。他开出租车不黑客、宰客，遇到有困难的乘客能主

动帮助，他的所作所为，被众乡亲看在眼里，称林泽华是当今

社会上难得的好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林泽华不放

弃自己的信仰，坚持向广大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曾三次被非

法劳教。二零零七年，他再次遭绑架后，被友谊县法院非法判

刑七年，二零零八年七月被劫持到佳木斯监狱。四个月后，监

区长赖宝华指使犯人李岩松故意从楼梯阶上将林泽华推下，造

成林泽华双下肢瘫痪。

林泽华和家人多次要求监狱给予救治或释放回家，均遭狱

方拒绝。二零一一年三月，佳木斯市中心医院检查出林泽华有

高血压、腔梗，鉴定为极高危险组，并签署了“保外就医疾病

鉴定书”。但监狱仍不释放林泽华。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狱

方几次给林泽华检查身体也都是草草走过场，敷衍了事，隐瞒

病情。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林泽华七年冤狱期满，林泽华回

家后一周，家人带林泽华去佳木斯及省城医院做身体检查，哈

医大骨外科的医生明确地说：“你的病时间太长了，即使查出

病因来了，你也不能恢复走路了。”

家人听了都非常难过：林泽华还是壮年啊，上有八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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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母亲，下有还在上学的孩子，两个哥哥也六十多岁了，就

这样坐在轮椅上度过余生，谁来照顾这单身的弟弟？大伙面对

眼前的处境，愁的不知怎么办才好。

林泽华心想，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救自己。他学法，坐在椅

子上炼功，平时生活中，他忍着疼痛尽量自理，不给家人添麻

烦。奇迹发生了，被医生断定不可救治、瘫痪七年的林泽华在

二零一五年三月站起来了，扶着墙能走了，能上楼了！

林泽华深深体会到：信师信法，就是生命的希望。林泽华

站起来的事实，使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消除了对中共恐惧

的心理，加上迫害法轮功的恶人一个个被抓，他们又聘请律师

上告，要求索赔，全家人觉得这难熬的日子越来越见亮了。

【庆祝 513】县信访局副局长：“将来我也炼法轮功”【庆祝 513】县信访局副局长：“将来我也炼法轮功”

文 : 大陆大法弟子：晓琳（笔名）

我居住在大陆中部某偏僻县城，今年五十六岁，一九九九

年二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我丈夫是县信访局副局长，九九年“七

• 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迫于压力反对我修炼法轮功，

甚至一度要和我离婚。如今他不仅经常阅读法轮功的真相资料，

还说：“退休后我也要修炼法轮功。” 近还将家中开的小店

提供给我作为功友们交流的场所。

丈夫出生在农村一个很贫困的家庭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极

其严重，平时非常霸道且脾气暴躁。

我二十岁经人介绍和他交往时，他不顾我的反对，单方面

找熟人去领回了结婚证。我当时既善良又软弱、而且还好面子，

就勉强答应嫁给他，谁知从此我就踏進了无边的苦海。

结婚后，丈夫在家中就象个太上皇，既不管小孩，也不干

任何家务活，还动辄骂人、打人，我只要一开口和他评理，就

会招来他的暴打。一次，我平时要好的几个姐妹到家中来做客，

杀鸡时，我一下没抓住，鸡就从我手里挣脱了。丈夫二话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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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过来当着我几个姐妹的面就扇了我一个耳光；在妇产医院生

第二个小孩时，他一见我又生了个女儿，铁青着脸转身就走，

撇下孤零零的我一人躺在冰冷的产床上。他平时的工资从不拿

回家，全靠我的一点收入艰难支撑全家的生活……

我铁了心要和他离婚，准备等小女儿大学毕业后就去法院

起诉离婚。

一九九九年二月，我经远在外地工作的妹妹介绍，开始修

炼法轮功。

当我看完第一遍《转法轮》时，近二十年压在心头的一块

沉重石头就消失了，抑郁阴沉的内心亮堂、舒服了许多。通过

阅读法轮功的书籍，我平生第一次真正懂得了夫妻是有很大缘

份的，不管是善缘还是孽缘都要珍惜，都要按照“真善忍”的

原则，随时随地保持一颗祥和的心态、心平气和的去相处，要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到矛盾，不争斗不怨恨；平时多看对

方的长处，多反省自己的短处，“乱世冤缘皆得善解”[1]。

在学炼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时，我体会到了法轮旋转等奇妙的现

象，身体内还时常会有热流在流淌，我明白自己得到了千古难

遇的真正修炼的正法大道。

从此，我将自己原来与丈夫、与婆家人之间相处时的愤愤

不平的心态彻底扭转了过来。

我将近九十岁的半瘫痪的婆婆接到家中，精心照顾，一直

到婆婆去世；丈夫喜好炒股票，每月发的工资不拿回家养家糊

口而是拿去买股票，我就精打细算，尽量将家中生活安排妥当；

丈夫喜好交朋结友，常领朋友到家里来小聚喝几杯，我一改原

来冷脸相对的厌烦面孔，笑脸相迎、周全招待；丈夫喜爱男孩，

常为自己一生没有男孩儿而长吁短叹，当家中添了两个白白胖

胖的外孙后，丈夫乐的眉开眼笑，坚持要把外孙放在身边抚养，

我放下怕苦怕累的顾虑心，精心照顾好外孙，虽然自己体重减

轻十多斤，却让丈夫尽享孙儿绕膝的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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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的，丈夫就象一块坚冰，在慢慢溶化。当亲朋好友称

赞他有一个贤内助时，他总是高兴地连连点头并大声回答道：

“我老婆现在可好了，这都是炼法轮功变好的。”

丈夫在县信访局当副局长。九九年“七 • 二零”中共残酷

迫害法轮功后，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次我发法轮功真相资

料被非法关進看守所，县政法委和“六一零”的负责人反复向

他施压，以撤销他职务为由胁迫他逼我放弃修炼法轮功。他在

高压下、出于怕心反对我继续炼功，并写出“离婚协议书”要

和我离婚。

我在看守所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详述了修炼法轮功给

自己及全家带来的益处和福祉，言明自己绝不放弃修炼大法。

为不连累他，我同意离婚，家中财产全归他，并祝愿他今后生

活幸福、找到如意伴侣。

丈夫被我身陷牢狱还处处替他考虑的善念深深打动，决定

不与我离婚。从那以后，他心中生出正念，表示要与我不离不

弃，今后也不再被中共所左右。

后来，丈夫经常阅读法轮功的真相资料。随着周永康、薄

熙来等迫害法轮功的高官纷纷落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等黑幕层层揭开，他越来越明白真相，越来越有正念。有一次，

远在外地修炼法轮功的妹夫因受骚扰而流离失所，他得知后毫

不犹豫地说：“到我家来吧，我家安全，没谁敢来骚扰。”

二零一四年底，远在贵州省的亲家母旧病复发住進了医院，

他在电话中频频说道：“亲家母啊，你也跟孩子的姥姥学炼法

轮功吧，炼了身体就好了。”

近，大女儿要关闭小店去外地打工，丈夫赶紧对我说：“你

把小店接过来开吧，反正也不图赚多少钱，就作为你们功友交

流的场所吧，这样既安全又方便。”当功友们向他表示感谢时，

他连连摆手：“不用谢，不用谢，等我退休后我也炼法轮功。”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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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洪志师父的著作：《精進要旨二》〈法正人间预〉

【庆祝 513】新妈妈来我家【庆祝 513】新妈妈来我家

文 : 山西新大法弟子

苦难的家

我出生在农村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在我两岁的时候，车

祸使我们失去了妈妈。当时姐姐只有六岁，就要照顾我和四岁

的哥哥。妈妈的离去，使我们原本不富裕的家更加艰难。爸爸

又当爹又当妈，每天早上起来做饭、打扫家，还得给我们穿衣

服，很辛苦。我们姐弟三人太小不懂事，经常因为抢东西，哥

哥把我打哭，姐姐看着我哭再打哥哥。爸爸干完农活回来，拖

着疲惫的身体还得给我们做饭。

爸爸的朋友们常来我家喝酒，开始爸爸不怎么喝，酒桌上

朋友们谈论起他的不容易和苦命。我们兄妹三人也不乖巧，学

习又不好，经常学习成绩不及格，没有让爸爸值得欣慰的事情，

在朋友面前提起我们觉得很不光彩，很让他丢脸。

爸爸人很内向，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苦。后来只要心里

不痛快，就喝酒来麻醉自己，有时在外喝到很晚才回来。我们

就自己做饭吃，姐姐做饭，我负责洗碗。一开始爸爸不回来我

们不敢睡，到十一点了，实在坚持不住了，姐姐告诉我们手拉

着手睡。刚睡着，爸爸就醉醺醺地回来了，他摇晃着身子進来

了，我们吓得用被子捂住头，假装睡着了。或许爸爸很寂寞，

平时我们做错了，爸爸很少教育我们。可是他酒醉后，就开始

一桩一桩的算账。他把哥哥拉起来，不分原由的用皮带打得全

身黑紫，我和姐姐害怕了，见哥哥被打的流血了，哭着求爸爸

不要再打了。爸爸把一丝不挂的哥哥打得受不了了，在大雨天

跑出了家，一晚上没有回来。爸爸大骂我们，说是因为我们不

争气，还拖累他，别人给他介绍对像，都是因为家里孩子多不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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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平时都不怎么会引导我们如何做个好孩子，象什么孝

敬父母啊、拾金不昧啊、不能和小朋友打架啊……都是一些负

面的教育，说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若犯我我必犯

人”啊。哥哥出去和同学打架了，人家家长找上门，爸爸心情

好就对哥哥说：“打得好，别人欺负了你，你就给爸爸打他。”

爸爸心情不好，就骂我们害他，拖累他。

有时我和姐姐看着爸爸，觉得他很可怜，很不容易，想要

对他好，也暗暗下决心长大了报答爸爸的恩情。但是我们想发

自内心的理解爸爸的心，很快就在他酒醉后的打骂中凉了半截

儿。有一天晚上，爸爸喝醉回来，也不知为什么心情不好，大

晚上的让我们都起来穿上衣服，给我们一人分了些钱，让我们

离开家，说抚养我们这么大了，够了，各自找出路吧。说完了

他自己又哭又笑的，把家里的碗、盏、盆都摔在地上，“啪啪

啪”的声音，伴着我们三人的哭喊。

由于爸爸左一次右一次借着酒劲大闹，使得我和姐姐对爸

爸有了很大的怨恨。

新妈妈来我家

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新妈妈来到了我们家，带来了一个新

弟弟和我们一起生活。

新妈妈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她对我们兄妹三人很好，象对

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我们对新弟弟比较排斥，经常会小打

小闹的。爸爸也不喜欢新弟弟，老是不给他好脸色，背后数落

他，这让新妈妈心里很不好受。但是新妈妈却一如既往的善待

我们。新妈妈说：“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修的是‘真、善、忍’，

师父告诉我们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1]，与人为善，

做事要考虑别人受不受伤害。”

新妈妈的妹妹是我们邻居，听她说：新妈妈炼功之前人可

厉害了，是得理不让人的，身体也不怎么好，经常生病要吃药，

不能干重活，农活很少干。现在炼功脾气好了，身体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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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爸爸命真好。

我家有四十多亩地，新妈妈任劳任怨，去地里干完活又回

来给我们做饭，把我们几个孩子和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她和

亲戚们相处的也很融洽，也经常上门探望我亲妈的父母，说：

“你们的女儿不在了，就把我当作你们的闺女吧。”村里人见

了我们就说，孩子们总算有了一个好妈妈。

我们之间也有矛盾，但是新妈妈总是先考虑我们的感受，

发自内心的为我们着想。我们家因为有了新妈妈的勤俭持家，

没过几年就盖上了五间新房子，村里人无不称赞新妈妈是一个

过日子的好女人，对孩子们又好，这哪是继母啊！

姐姐结婚后生孩子，新妈妈主动去伺候月子。看到新妈妈

做饭、倒马桶、洗衣服、涮尿布从不嫌脏，小孩子很不乖巧，

新妈妈每天晚上都熬到很晚才能睡，一天忙到晚没半句怨言，

我遇到了感情问题，深陷其中每天很痛苦，爸爸不理解，

有时候会生气骂人。新妈妈为此事好几个晚上失眠。对我这个

不是亲生的女儿，比对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操心多。新妈妈的善

良感化了我和姐姐。

因为新妈妈是个炼功人，她时时按“真、善、忍”来要求

自己。当我们在外面受了委屈，我和姐姐总是愿意回来告诉新

妈妈，新妈妈就用法理来解开我们的心结。当我们有了心事，

新妈妈总能看出来，告诉我们去看看师父的《转法轮》，静下

心来读一遍就能想明白了。慢慢的，我们感受到大法是教人向

善的，是可以使人心归正的。大法弟子是真正的好人。

大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大法修的就是“真、善、忍”，能达到这三个字的标准，

不就是 高标准吗？姐姐先走進了大法，也开始按“真、善、

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孝顺公

婆、善待夫家的每一个人，不再计较自己的得失。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大染缸中，我有时候也会把持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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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做了一些不该做的错事。做错了事情，自己内心也很痛

苦，其实我也想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不想让自己一错再错。我

也开始学师父的《转法轮》，从书中我明白了好多自己百思不

得其解的问题。

过去对待家人、同事，总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伤害

了别人也不知道。现在遇事会想起师父的法，如遇到和别人产

生的纷争时，就会想到师父讲：“我们作为一个炼功人，矛盾

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

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

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

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

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炼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

自己。”[1]遇到别人伤害自己的时候，会想起师父在法中讲：

“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

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

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

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

行。”[1]

象这样遇到什么事情总有师父的法指导自己，好多事情就

能做好。通过学法，我们能体谅爸爸过去的艰辛与不容易，从

心中消除了对爸爸的怨恨。生活中遇到挫折也能想得开了，做

事也能为别人着想了。

爸爸现在也很少醉酒了，也很支持新妈妈炼功，也能和我

们说说笑笑了。我们很感谢大法，是大法让我们全家人能和睦

相处。大法让我们有了心法约束，在这个道德败坏的社会里还

能秉持着自己的道义。学了大法，我们的心里非常充实。我每

天都诚心的念九遍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真心希望人们都能够明白大法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生活就幸福快乐。也希望人们都能够从心里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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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邪恶，从心里退出党、团、队，远离“假、恶、斗”，

远离灾难，为自己选择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庆祝 513】起死回生两条命【庆祝 513】起死回生两条命

文 : 山东曲阜大法弟子　枝翠

起死回生两条命

我弟弟从小娇生惯养，我母亲就是宠他，过着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村里人称他少爷羔子。他娇惯成性，只要想

吃肉，买上一斤猪头肉叫他吃个够。他不知尊老爱幼，发起火

来魔性大发，十二、三岁就要向母亲抡拳头。后来，母亲托人

给他改了户口上了班，他十五岁时，母亲匆匆离世。

对我家来说，母亲的离世就象天塌了，父亲长年在外上班，

母亲是我们大家族的女强人。母亲去世后，弟弟就象挣脱缰绳

的野马，很快步入黑道，吃喝嫖赌、打架斗殴，几年间整个大

家族让他折腾的鸡犬不宁，公安局他不知进去多少回， 后欠

了一屁股债。我们姐妹几个积存的钱都被他掏空，亲戚朋友他

借了个遍，我们与父亲整天以泪洗面，提心吊胆。

九七年，我步入法轮大法修炼，师尊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

后，我就开始熏陶弟弟，给他讲做人的道理，他说：“姐，你

别说了，已经晚了，我欠的债怎么还？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我打算好了，正准备找那些毒贩子贩毒，把欠的钱还了我就自

杀，我对不起你们，我再也不拖累你们了。”

当时我听了伤心痛哭，他也哭了。过了几天，我带着宝书《转

法轮》给他送去。我们俩那一次谈到夜里近两点钟，我给他讲

师父讲的做人的道理和失与得的关系，他很感兴趣，把书留下

了。等过了几个月，我再次去的时候，弟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

大转弯，他说他看了一遍《转法轮》，知道怎么做人了，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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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师尊！

人一变，一切都跟着变。这时我姐帮助他开了一个小卖部，

那个钱赚的似乎很容易，很快又开了两个店，经常到银行去存

钱，两年时间把欠的债差不多还完了。那个高兴啊，每次我回

去的时候，他和弟媳对我感恩戴德，说是我给他们带来了福份，

都往我口袋里塞钱。当然我是不会要他钱的，我虽然没有工作，

我有师父教的做好人的道理，我对他们说：你们就感谢师父吧。

在大法中受益的还有我姐夫。那年他失去了工作，和儿子、

儿媳发生了很大的矛盾，说是走到哪里都碰钉子，自己不想活

了。我和丈夫去了他家，他说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说自己

身体好象得了癌症，近六十的人了，找不到工作，觉得一点活

路都没有了，怎样死法都想好了。

我静下心来和他慢慢交谈，整整一个下午，他思想开窍了，

高兴了。我回来的那天晚上，姐姐说他俩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

半月内看了三遍师尊的讲法录像。后来回城里给儿子看孩子去

了，姐夫在小区找了个保安的工作，月薪一千八百元。谢谢伟

大的师尊！师父救了这一家人。

大法护身符保护三叔

前年，我和丈夫、儿子一同到了三叔家，一进门，三婶说：

“妮，你们来了，你们差点见不着你三叔了，他半月前骑三轮

车进城，在回来的路上被摩托车给撞晕了。”“怎么回事？”

我问。三叔接着说：“那个摩托车直奔我来了，醒来后发现头

被撞破了点皮也没觉得多疼，我一看车子也坏了，伸伸胳膊、

腿的也没事，看见那个骑摩托车的小孩十七、八岁样子，吓的

魂不附体的，从兜里哆哆嗦嗦掏出一百元钱给我：‘大爷，你

去包包头吧！我身上就这点钱。’我说：‘没事，你走吧！’

那孩子骑着车子一溜烟跑了。”

七十多岁的人被撞成这样怎么会没事呢？原来三叔身上带

着大法真相护身符，是师父保护了他，要不他就没命了，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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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奇迹。我当时听了眼里充满了对师尊感激的泪水。

省下几万元手术费

二零一一年的一天，我姑姑突然昏倒不省人事，送医院抢

救说是心脏病必须下支架，我姑父听了大哭，挨个向我们借钱。

我虽然没钱，但我有师父给的救命法宝。我带上大法真相护身

符和“天赐洪福”的真相小册子去了医院，见了我姑就教她背

护身符上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躺在床上看小册子，

背了三天“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后来医院请来专家准备手术，没想到推进手术室半个小时

就出来了，大夫说：没有那么严重啊？回家吃点药就行了。一

家人乐的合不拢嘴，省了几万元手术费，还没遭罪。后来，我

姑就一直给师父上香，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患膀胱癌的二叔活了七、八年

二叔是个可怜的人，一辈子没娶上媳妇，一辈子吃苦受累，

收养了我表妹当女儿，表妹长大成人带着他去了苏州做生意。

二零零七年查出膀胱癌，医生说年龄太大了，不能做手术，可

他受不了病痛的折磨非要做手术，七十多岁的人差点下不了手

术台，术后大夫告知：“你们尽孝心吧， 多撑三、四个月，

里面长满了，没法动手术了，只能插个管子排尿。”当时在场

的人都哭了。

第二天，我去看望二叔，把大法真相护身符给他戴上，一

字一字的教他背“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个星期后，二

叔出院了，后来又回苏州了，这一去就是七、八年。在这个过

程中，我经常督促他默念“法轮大法好”，有时他放松了又不

背了，有时又加紧背，就这样带背不背的，师父给他延续了七、

八年的生命，亲朋好友无不说奇迹。表妹说：二叔走的时候笑

了。我们都知道二叔是得了福了，对死亡不恐惧。

父亲的肾囊肿消失了

我父亲八十多岁啦，肾上长了囊肿，84×68mm，象个鹅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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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经常盗汗、失眠。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他 初不

敢念，他看到我一次次的被迫害早就吓破了胆，不敢相信我说

的。有一次同修大姐碰到他问他的身体状况，他把自己的病情

说给了同修，同修说“你连女儿的话都不听，那听谁的？试试

吧！遛弯的时候念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次他

听进去了。

两个月后，我领他到医院检查，囊肿变成了 4×4mm，当

时他就说：“还真有神啊！”从那起我老父亲天天背“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后来肾囊肿、结肠炎都消失了。他还和我

说：“我在外面遛弯，天突然要下雨了，我一边往家赶，一边

背着法轮大法好，不進楼道不下雨，真神了！”他幸福地笑了。

我们家能得到师父这么多的特殊照顾，只因为诚心相信“法

轮大法好”，只因为一颗颗向善的心、对大法坚信的心。

【庆祝 513】神话般的故事【庆祝 513】神话般的故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今年八十一岁了，老伴儿八十三岁，得法之初，发生的

故事都象神话一样传奇，当时这些神迹，引来众多的人走入了

法轮大法修炼。现在写出我们的修炼故事，希望还未了解法轮

功的人，看看我的经历，了解一下真实的法轮功。

神奇得法

我得法那年的秋天的一个下午，在家里我是一刻也呆不住

了，感觉憋气闷得慌，拽着老伴儿走到外面，从下午两点到五

点多都没有進家，到哪儿都感觉要憋死的感觉。我和老伴儿就

走到我们那儿的一个山头，那是 高处，但是走到了山头，那

感觉更是象把我装進了闷罐子一样难受，好象随时就要憋死。

我们又从高处走了下来。到了晚上八点左右，我还是在哪儿都

呆不住，心想，楼上的邻居是干木匠活的，他们睡得晚，我上

他们那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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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他家，他们正在听录音，我就问：“矿上来新领导了

讲话呢？”他们说：“不是，是大师讲法呢。”我听了一会，

那个清凉劲儿没法说，憋得我要死的那个感觉也没有了。

第二天晚上，我跟老伴儿说：“谁谁家有大师讲法，咱们

去听听。”我和老伴儿就去了，老伴儿更是与大法有缘，一听

师父讲法，老伴儿就说：“这大法太好了。”就这样，我们开

始走進了大法修炼中。

从一字不识到读下所有大法书

我爸妈有七个孩子，就一个儿子排行老七，我是老大，家

里困难，没让我上一天学，我一个字也不认识。我和老伴儿准

备修炼了，他请回了大法书，我一个字也不认识，真是难，好

多话就是别人读出来，我都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身上发生

的很多神迹，让我觉得这大法可是个了不得的大法，是天法。

一次，我看见三个象擀面杖一样的物体向我飞来，到了我

面前就竖起来了，并排开始旋转，一会儿，又变成五颜六色的

花篮一样的形状，在我面前转啊转，非常漂亮。我就跑到老同

修家说：“我看到花篮在旋转，不是走偏吧？”同修说：“你

这是根基好的人呀，那是法轮在旋转。”我问他：“什么是法

轮？”他说：“你学的功就叫法轮功。”

从此，我不时的看到另外空间美妙的景象，在床上躺着准

备睡觉时，身边就出现数不清的漂漂亮亮的年轻人，有男有女

围在我周围。他们跟我说：“你别睡觉，人家都学法呢，你也

学吧，你学好法以后，你要救众生啊。”我不懂什么叫“救众

生”，又找人给我解释：“什么是众生？”他们给我解释清楚

了，并叮嘱我好好学法。

我一天校门都没進过，读书对我来说，好比骆驼穿针眼一

样难。他们鼓励我说：“学吧，师父会管的，你一定会认字读

书的。”

我开始到学法点和大家一起学，我把书打开，前三行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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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伴儿读过，人家读的时候，我知道读到哪儿了，到第四行

以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手捧着书，心里那个不是滋味儿。

不知道读到哪儿了，还捧着书，真是摆样子呢。我心里着急，

眼泪就在眼圈里打转。突然我感觉身后有个人在看我，象在我

肩膀头上，我还感受到那个人的呼吸，我往后瞅没人，转过身

来，我又感觉有人看我。我心想，我听不懂人家读什么，坐在

这儿真是不好，明天我坐在旮旯吧，这样就没人注意了。

第二天，我坐到墙角的那个旮旯，但是身后还是有人看我，

那天有人问我：“你怎么坐到这儿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

了同修，也把有人盯着我的事也跟她说了，她说：“不要紧，

你一定能学会的，是师父看护着你呢。”我问：“我下决心学

的话，一天能学几个字？”她说我一天能学五个字。老伴给我

粗算一下，《转法轮》十九万一千个字，一天学五个字，那是

个时间，也是个功夫。

这么好的大法，自己能读该有多好。不管怎样难，我也要

学认字了。在家里。老伴儿开始教我认字，老伴儿教我一遍，

我就能认得这个字了，但是到第二次认这个字的时候，我就有

些拿不准儿了，我就去问他，他就不耐烦的说：“我正抄法你

又来打扰我。”他这么一说，我感到委屈，就开始流泪，委屈

自己的身世，家穷没上过学，这么好的大法自己读不了。老伴

儿有文化，走入大法就开始抄法，每天除了学法就抄法，用一

年的时间就抄了一遍《转法轮》。他发现我哭了，就说：“以

后我学的时候，我领你读。”这样他读一句，我跟着读一句，

整本《转法轮》他领着我读了两遍。

一次，在梦里，我把一个公文包夹在腋下，就象一个有文

化的领导一样走進屋来，见到师父在那里瞅着我。我就问：“师

父，你这样看我，是不是看我的执着心没去啊？”师父不说一

句话，我坐在师父身边，说：“师父，您给我治治眼睛，我的

眼睛看东西就象泡在水缸里的大米粒一样，模糊不清。”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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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怀里掏出象锤子一样的东西，锤把是黄色的，在我头上敲了

几下，从此我的眼睛就好了。同时我眼前看到的到处都是字，

墙壁上、地上、空中飘着很多字，每个字都是一尺见方，那些

字我认不得，但很漂亮，排列整齐美观，另外，还看到类似灯

状的东西，由九个大字拼起来的，特别好看。

一天晚上，我在梦中背法，有人说：你把书都背下来了。

醒来后我跟老伴儿说：“梦里我能背法了，还有人说我把书都

背下来了。”老伴儿说：“你背的是哪本书？”我真不知道背

的哪本书。老伴儿就给我念《论语》，我一听这就是我梦中背

的法。老伴儿说：你真能背法了。他也很认真的教我认字，他

读一句，我跟着读一句，这样教我读两遍《转法轮》，五、六

个月的功夫，我能把所有的大法书都读下来了，真的还会背《论

语》了。现在我读书的速度、流利劲儿，跟有文化的人一样好，

听我读书时，谁也看不出，我竟是一天学都没上过的人。

身体向年轻转化

我是亲眼见师父法身给我下法轮的。修炼大法之前，我有

很多疾病，高血压、腿疼、腰疼。尤其腿痛的时候，上卫生间

我都爬着。一天，我正躺在床上，师父说要给我下法轮。我就

看着师父给我下法轮，看得清清楚楚。我还能看到法轮在我身

体各部位旋转、给我调整净化身体的情况。修炼大法就几天的

功夫，我一身的疾病都没了。

我和老伴儿的身体都很好，满面红光，老伴儿发白的头发

大部份转成黑头发了，外围的都是乌黑的了。我们走路时，不

紧不慢的走，有个年轻同修还追不上呢。有很多人都以为我们

是六十多岁的人呢，得知我们是八十多岁的时候，都很惊奇的

问：“是真的吗？”我们就顺势给他们讲述大法真相，这样也

让很多人容易的接受、认可大法，并做了三退。

说起来啊，神奇事太多了，我从修炼开始到现在，每天都

有很多神奇事，说也说不完。我说出一些来，让同修按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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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写出来。我主要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大难

来时是能够救人的天法，希望人人都珍惜他，别错过大法洪传

的好时候。

【庆祝 513】善恶必报　敬畏神佛【庆祝 513】善恶必报　敬畏神佛

文 : 一名大陆大法弟子的家人

李大师您好！我给您磕头，磕响头！

您以您的博大、慈悲的胸怀，挽救了我这个不识好歹、本

应下地狱负罪的生命，使我获得了新生。在您的华诞，也是世

界法轮大法日这个普天同庆的盛大节日里，我要诚心地为您献

上一个生日蛋糕，恭恭敬敬的跪在您的法像前叫一声：“师父！

祝师父生日快乐，师父您辛苦了！”

师父，在中共迫害大法、大法弟子遭受魔难、师父蒙冤这

十六年中，我亲身见证了大法的威严与您的洪大慈悲。我深受

邪党毒害，对您和大法犯下了大罪：我诋毁过大法，伤过您老

人家的尊严，也对您的弟子做过不该做的事情，为此我也得到

过应有的报应。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时，我

已在村里当了二十六年的邪党书记。我深深感受过邪党历次运

动的邪恶与恐怖。当时身为下属，面对突如其来的高压，我不

分善恶正邪，选择了与邪党保持一致，站在了宇宙大法“真、

善、忍”的对立面，助纣为虐：曾用拳脚逼迫我妻子放弃大法

修炼，更让我难以启齿的是跳着脚骂过师父，撕碎和烧毁过大

法书籍，犯下追悔莫及的大罪！

因为我曾用脚在地上碾过大法书籍，十几年间我的脚经常

肿的发黑不能走路，吃药打针也无济于事。

在这过程中，是我妻子以在大法中修出的善良的胸襟，经

常借机给我讲善恶有报的道理，讲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讲邪

党迫害佛法必遭天惩，让我看贵州“藏字石”图片和一些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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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真相资料等。慢慢地我开始有了转变。特别是看了《九评共

产党》以后，我彻底醒悟了，我也意识到自己走在了危险的歧

途上，再不悔悟必将随着中共遭到更大的报应，后果无法想象。

我立即写下了“郑重声明”，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与邪党脱

离一切关系，坚定维护大法，支持大法，声明所有说过、做过

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

就在发表声明后的当天下午，我感觉头上明显的脱下了一

个箍，身体一阵轻松，我更加深信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功法。

但是，宇宙的法理是永恒的，无私的，善恶必报。任何人

造下的业和做的坏事还得自己偿还，只是如果能真心悔改，结

果是不一样的。

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早晨，我突然大便出血，头晕恶心，

脸色苍白。家人急忙把我送到县医院。住院五天后，胃镜检查

和病理诊断为“溃疡性胃贲门腺癌”，已到中期。六月二十六

日转到省肿瘤医院做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随后是九死

一生的痛苦折磨——化疗，术后出现并发症：肠梗阻，贫血，

血色素低到五点三克，厌食，体重由一百八十多斤降至一百零

五斤，就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天天在生死间徘徊。

我的妻子始终很平静，她除了无微不至的细心护理我，也

经常对我说：不必害怕，你是大法与我师父救度的生命，师父

是慈悲的，但大法的威严同在，善恶必报，欠债要还，还掉自

己的业债，才会有一个好的未来。一切有师父安排，师父就在

我们身边，相信师父一定会救你的，但你一定要诚心敬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也发自内心的忏悔自己的过错，天

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请求师父原谅，求师父救我。

三年就要过去了，现在我的身体彻底恢复了健康，十几年

脚肿发黑的毛病从手术后再没出现过。我知道三年来自己身体

经受的魔难是在偿还我的罪业。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心灵和思

想都得到了净化，让我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在我的灵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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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生出了对神佛的敬畏。现在我的亲朋好友、周围很多人都知

道我的绝症是诚心颂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而好的。

师父啊！我用什么语言也难以表达对您的感恩！是您的浩

大的慈悲洗涤了我罪业深重的灵魂，是您用自己的承受把我从

地狱中一步一步托上岸，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师父，我给

您老人家磕头再磕头，我盼望您早日回到咱中国来，我希望自

己也能成为师父的真修弟子。

再次给您磕头！敬祝您生日快乐！

一名大陆大法弟子的家人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