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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李洪志，2005年2月26日） 
 
 

  （长时间鼓掌）大家好，大家辛苦了。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历史就象这春夏秋冬一样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变
换着，不断的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给人类奠定和造就最后所需要的文化。
历史上也出现过许多修炼人，有许多的修炼方式，而这些修炼的方式都有所不
同，特别是到了这两千年前后，出现了一些正信的宗教。这些宗教虽然信的都
是神，可是修炼的方式都不一样，甚至于也都互相排斥、互相不承认。当然
了，互相排斥中有他们的目地，这样能够维持他们宗教形式的稳定和不变。也
就是说，对神正信方式是不一样的，在法正人间之前哪一种修炼的方式也不是
宇宙中特定的、必须得统一的固定方式、世人信神就都得遵照这条路去走，这
在过去的历史中是没有的。大家看到了，今天大法弟子的修炼方式，与其它宗
教、和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修炼方式也都不同；不但不同哪，从差异上来看
也非常的大。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中众神都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修炼人不脱离
常人社会在俗世中修行，都感觉到人是修炼不成的，因为常人对现实的利益
呀，在现实社会中各种人心对修炼人的干扰，使修炼者很难提高，度人者也觉
得力不从心，没有谁敢走这样的路。特别是在大面积的度人、面对众多的修炼
人时，修炼人一旦混入常人社会中的时候，感觉没办法管理，没办法度化，所
以就造成了过去的各种修炼方式、度人方式啊，连想都不敢这样想，就更谈不
上修炼人在世俗中实际这样去做了。 

  大法弟子今天所走的这条路是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的。很多世人头脑中已经
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观念：无论是宗教的信仰也好，还是亲身作为一个修炼者来
讲也好，不出家不离世俗那是不行的。那么作为大法弟子的这种修炼方式来讲
是前无古人的，没有榜样。我过去我一直在讲大法弟子修炼中是没有榜样的，
何止是你们个人修炼中要走自己的路，就连我传给你们的修炼形式都是没有参
照的，这条路就得大家自己走出来。为什么呢？大家在过去的修炼当中可能都
已经体悟到了，我在不同的环境中也讲过这样的法，是因为赋予大法弟子的历
史责任太重大，面对的众生太多，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太高，而且当今世上的众
生元神自身根基也大了。大家知道，你们是大法弟子嘛，属于正法时期的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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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责任就非常的大，这个称号的内涵太洪大。
大法弟子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么大的威德，这就决定了你们的修炼形式的特殊。
如果你们不采用这样的修炼形式，或者采用过去的任何一种修炼方式，正法时
期的大法弟子都达不到修炼目地，完成不了使命中的重大责任，更都达不到大
法弟子所要达到的层次和成就的果位。 

  那么这里面就体现出一个问题来，一个人从世俗中走出来、从人中修出来
就极其的难，而且历史没有留下任何的参照，如果按照从前或现代的宗教去修
是不行的。人已经知道了和尚怎么修、道士怎么修，基督教、天主教的修道士
怎么修，世人怎么信仰神。当然信神和亲身修炼的修士是不一样的，因为信神
顶多是神会对人有一定的照看、给你福报，或者特别好的世人可以上升到神的
世界中去当众生，可是那些都是没有果位的。一般的信不等于修炼，而修炼是
要成就果位的，也就是说，有了果位的他就不是天上的一般众生了，他是有神
位的。而且大法弟子是要求有大果位的，因为责任大也就把修炼者推到那一步
去了，必须得承担那么大的责任，所以体现出来的难度就非常的大。我这里不
是讲旧势力的这种强加的难度，而是修炼方式本身造成的困难成度。实践中你
们已经感受到这种修炼方式中的苦与承受的魔难、走出人的艰难。修炼的过程
中，你们方方面面都在各种人心、各种利益、各种观念中冲撞，从中都沁着情
与迷造成的不理智，不清醒时的人心难断；现实中家庭、社会、工作、修炼，
外加这场迫害中给大法弟子带来的压力和这场迫害中方方面面造成的困难。其
实这是你们自己能感受到的部份，还有感受不到的部份。看上去你们做的事情
平平常常，看上去你们做的事情很象常人吃苦也能做的事情。不一样的，同样
一件事情大法弟子做和常人做就是不一样，承负的不一样。 

  表面上看条件是一样的，实质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世界
各地有一些信基督教的人，每到耶稣受难日的时候呢，他们就要举行一种活
动。有的人把自己用钉子钉在十字架上。他们那样做的目地可能是想要给神
看：我也吃了这样的苦了。那绝对与耶稣受难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人看不见他替人在赎罪，那巨大的众多世人的
罪业都压在他身上，非常的多，非常的大，密度非常的浓，这才是造成他巨大
痛苦的所在。那时他就是不受刑都站不稳的，负重太大使他喘息都很困难。那
种巨大的众生的罪业的压力所反映出来的痛苦、在思想中可怕的刺激、对身体
中每一个细胞造成的杀伤反应，那不是人能够承受得了的。这不是普通的世人
承受得了的。在这种痛苦的情况下再钉在十字架上看看啥滋味？同样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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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看上去和常人的事情很相似，实际上那背后的情况
是完全不同的，差之千里。 

  师父虽然减去了大法弟子原有的重多业力，但是大法弟子所背负的责任是
重大的，所以大法弟子修炼中除承受一定的业力带来的困难，基本上都是心性
的提高与否所反映出来的痛苦。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的，不在正法需要之
内，即使这样大家也走过来了。这条路不管怎么难、怎么艰辛，大家面对这些
困难没有退后，一直走在神的路上。当然有的走得跟头把式的，左一跤、右一
跤的；有的就走得比较好、比较稳。不管怎么样吧，大法弟子整体修炼形势与
大法弟子证实法的形势是非常稳健的。在神的眼里看，大法弟子修炼的形势是
挡不住的。也就是说，不管这个路怎么难走，历史上虽然没有这样的修炼方
式，大法弟子也闯过来了。你们在证实法中看上去很多地方和常人形式是雷同
的，很相似，但是背后的因素，大法弟子做事的出发点、肩负的责任、要达到
的目地，这和常人根本上都是不一样的。 

  目前由于旧势力的因素与旧宇宙因素在人类社会造成的间隔与干扰，神不
能公开出现在这里，干扰的魔与被打下去销毁的表现也不能叫众生看见，修炼
人和常人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也一直被在间隔中挡着，法正人间没有到来之前邪
恶一直在干着破坏的事。正法在人这儿做绝不是为了迷住大法弟子与正法本
身。创造三界的环境是为正法所用，目地是把这里作为正法的场、不干扰神
界，所以才利用这种环境、利用人的这种方式来证实法。但不等于说赞同旧势
力对正法的干扰，不等于同意它们安排的那一套。人类社会都在迷中，人们看
不到宇宙真象，看不到生命的真实情况。这是生命在这一层次中的状态，但是
正法中的情况是由大法所主持的，是由大法救度众生的要求而变化的。其实这
时大法弟子行神事是必须的，因为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已经不是第一位的，正
法中救度众生、从组大穹才是目地。正法之事、救度众生之事一定要做，那就
得破除这种环境障碍，证实大法。在这种不能够完全象神一样看到自己修炼中
的实质变化、却在干扰与割舍执著心之苦的过关中依靠对大法不断的学习产生
的正念前進着，能走过来很难，但是整体上大法弟子走过来了。尤其在旧势力
安排的对大法弟子迫害的这几年，能够走过来就是了不起。大法弟子整体真的
走过来了。不管你们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哪怕出现一些非常不应该
的事情，出现一些使大家不满意的事情，但是总体上应该是非常好的，整体上
一直在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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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还没有最后走完，这场迫害还没有结束，所以你们的路还要往前走。剩
下的路我想大家也心里有底了。此时那些迫害大法弟子、干扰正法的很多邪恶
都后悔莫及了：当初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呢？不迫害法轮功哪有这种下场啊？
也就是说呢，摆在大法弟子面前的前途与未来越来越光明，这一点大家自己也
看到了。整个宇宙正法的形势变化也很快，因为正法在超越一切时间的往前推
進，越来越接近这所谓的现实空间，距离人的眼睛能看到的范围越来越近。从
微观往表面上走更近了，所剩的范围也很小了。当然，人类空间表面剩下的范
围小了，可是大家知道，最后的因素也就更高了，间隔的因素体积更大了，所
以在目前低灵乱鬼减少后邪恶的不足却被间隔的因素弥补了，推進的速度虽然
在加快，但是阻力还存在。不管怎么样了，目前就象正邪站在天平的两端一
样，邪恶现在已经完全失衡了，大法弟子这边的比重已经把这一端快压到底
了。也就是说正法和大法弟子修炼都是必成的真实事实了。事最后还没有做
完，对于个人修炼来讲，每一步可能都是每个大法弟子能不能圆满的关键。我
想不管最后到什么成度，干扰再大，或者正法中使你们自己完全明白了，也要
堂堂正正的修炼，不要受任何正反两方面事情的干扰，千万不要被形势带来的
转机或者出现的什么形势干扰。 

  其实到了今天大家已经很冷静了，有很多事情大家都能用正念去对待、冷
静思考了，在正念作用下有力的稳定了大法弟子整个证实法的形势。因为大家
成熟了嘛，很多事情也就明白了，这样就使任何干扰的风浪都起不来，这样邪
恶的因素就没有空子可钻。大法弟子中一旦有什么人心反映出来，就是被邪恶
钻空子的地方，邪恶就会利用这件事情干它们要干的坏事。大法弟子人心少
了、正念强了，都很冷静、都很稳定了，那么邪恶也就没有利用的机会了，就
使大法弟子证实法的形势更加稳定了，特别是近一个时期在大法弟子内部出现
什么浮动的事情就很少了。我不是只讲中国大陆以外，在中国大陆以内的大法
弟子也是这样，也是越来越稳定。 

  当然了，修炼嘛，肯定还会有一些人心的执著反映出来，因为是人修炼，
不是神修炼。既然是人修炼，就有人心在修炼中表现出来，所以就会看到一些
不精進的现象。特别是有一些学员容易冲动，也有一些学员正念比较差，被旧
势力利用干了一些不好的事。通过这些教训，以后在证实法中大家就会注意，
不再被邪恶的因素利用。特别是那些不学法、正念不强而人的思想太多、不断
干不好事的学员，我告诉你们哪，摆在你们面前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我知道
你们虽然做了很多对不起大法的事情，你也不想真的离开大法，可是当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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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结束的时候，大法弟子都圆满的时候，你怎么办？在这之前还会出现人类的
大淘汰。面对这场淘汰，你怎么办？师父什么都知道，我也什么都不说，你们
尽管在正反中表现你们自己。你或者是堂堂正正的做一名大法弟子，或者是你
执著人的一面。在常人中你可以为人所追求的任何目地而活着，也可以因为怕
心而在阴暗中偷生，但是既然是走近了大法，我就希望你有机会被救度，所以
我就一直给你机会、给机会。我一直都会给你机会，但是你能不能成为大法弟
子，你要不要这样的机会，你能不能理智起来为自己而活着，到了今天已经没
有什么再拖下去的机会了。就是你现在开始弥补那一切、追上来，也只有很少
的机会了。再过一段时间，我想连这一点机会也都失去了。 

  现在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做出的这一切使世人很震惊。人们都看到了大法
弟子在被疯狂打压中的坚韧、大善大忍与理性的表现。很多人都在讲，法轮功
学员真的了不起，那么坚强，顶住了那么大的邪恶。最邪恶的恶党控制的整个
政府开足了马力的打压、整部国家的宣传机器铺天盖地的制造谎言欺骗民众，
几乎使全民都参与了迫害。在这场最邪性的镇压中，在那么严酷的红色恐怖
中，大法弟子们能顶着走过来，这真的是令世人刮目相看了。其实世人只能看
到现实的一面。他们理解不了大法弟子的内在和大法的内涵，理解不了大法弟
子作为修炼人的状态，但是就这现实的表现也足以使那些与邪恶为伍的人、理
智不清的人清醒了。大法弟子为什么能做得这么了不起？为什么能够在这场迫
害中正念这么坚定？为什么能使邪恶在迫害大法弟子中使其自己垮掉？是因为
这是大法造就的正法正觉的生命，是有着深厚根基、是带有使命走在神路上的
大法徒。实际上这在大法的正法洪势没到来之前，已经使世间的形势变化了，
而且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也在人的这个现实空间中布下了大
法的场，这个场已经在起着巨大的正面作用了。因为大家还是在修炼过程中，
如果换一种方式，这个场的表现已经起主导作用了。如果不是因为你们在修炼
的路上还有没走完的路，那这大法的正的这个场已经能使世间的任何邪恶因素
与过去一切不正的因素都解体、清除、让位了。大家看到了，邪恶在迫害法轮
功，当初有多么嚣张、邪恶呀，现在它为什么就表现得那么不一样了呢？是因
为那些邪恶与支撑坏人的各种因素和它们过去形成的场被销毁了，而大法正的
巨大因素已经在抑制和销毁那些邪恶了，坏人已经六神无主了。 

  也就是说呢，在这样巨大的变化中还有些不清醒的人，也应该清醒清醒
了，要明白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李洪志讲出的理是千百年、亿万年，不管
谁度人、不管有多少觉者下世、不管有多少明悟真理的神仙都没有讲出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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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鼓掌）这不是常人能够做得到的。大法弟子的修炼和修炼过程中所体现
出来、所表现出来的，和自己所能够证悟到的，这都不是常人能够认识到的，
也不是过去的修炼状态能够相比的。特别是这么大面积的度人与这种松散的修
炼形式，尤其在这种松散管理状态下所表现出来的人在修炼中的状态，这都是
前所未有的。就是说从哪一个方面看都应该使你冷静，真正切身的思考思考、
清醒的认识一下今天的这个大法洪传的形势了。 

  从1999年7．20以后一直到今天，形势在不断的变化。大家看到了，大法
在宇宙中正法的形势变化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表现到人的这个现实中来了。
但是一直有些学员哪，当然我讲的话也包括中国大陆的学员，就是说，嘴里在
讲：“我们要跟上正法的進程。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其实真的需要
做什么的时候我不一定明说这就是新形势。大家都知道，证实法中确实有一个
形势的变化，这是必然的。师父在正法和没正法之前是不一样的，任何事情做
和没做，以至在做的过程中，都会渐渐的在变化着，范围广的事就会有一个形
势的变化。 

  也就是大家都在讲跟上正法的進程，可是当“九评”出来以后啊，很多学
员还是不理解。后来呢，我又写了两篇短文，《向世间转轮》。这时大家好像
一下明白了：啊，师父这样做了，那我们也是应该这样做啊。其实大法弟子不
用人心、冷静思考一下就明白了，大家能带着对中共的信与“镇压大法弟子的
中共是好的”这个认识去圆满吗？绝对不可能嘛。特别是“九评”我们大法弟
子都看了，既然它是这样一个东西，有多少世人被其迷惑不信神？有多少人在
随着它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犯罪？能不救度这部份人了吗？能认同它吗？所
以我看有的学员还是在用人心障碍自己，还有正念不足认为这是在参与政治，
因此我才写了那两篇短文。虽然这样，我知道在中国大陆还有一批学员人心在
作怪、不想明白。其实还不是怕心与对利益的执著造成的放不下它的心吗？救
度中已经开了最大的方便之门了，不是说用代名都可以声明吗？用什么名字无
所谓，神看的是人心。人起什么念、做的什么事，神会看得见，有客观原因的
用什么名都无所谓，本来地上人的名字天上是不叫的。地上的人给人起个名
字，神都跟着叫？不会的。而且人的重名也很多。地上的人是编了号的，他们
叫号。（众笑） 

  这些事情不是说一些学员跟不上形势，也不是思想迟钝，是有一些人的意
识被邪党的因素干扰着，是有邪党的因素在起作用，在邪恶造就的党文化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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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了对其认清的理念。这种变异文化是从小学、中学、成年，甚至从你记事
开始，一路走过来全是在有目地灌输而形成的。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的人
全都是用邪党文化思维。当然正法中，如果恶党不迫害法轮功，那也就无所谓
了，因为很多认识不清的文化与理念都会在正法中自然的归正，这方面也不需
要修炼人做什么，作为其党的邪灵也会被正过来从而得救。那么它一旦迫害法
轮功，它就成为了大法弟子证实法与大法正法中最邪恶的灵。那么大法弟子就
要认清它，被其代表的世人也要表明态度，跟这恶魔走还是选择光明与永生，
对此一定要清醒的认识了。神就是要从人类肃清它，而且它确确实实在这些年
中极其邪恶的在迫害大法弟子、干扰正法。那世人为什么要表态呢？因为人都
讲过跟其走的话，人在入党、团、队宣誓的时候，都举着拳头发誓说要为共产
邪恶主义奋斗一生、为恶党献出生命。恶党邪灵也是在抓住这一点要把人迫害
死。邪灵说他当初做了保证了，他说他把生命给了它了，它就利用这一点来迫
害人。而且恶党的因素在对其认识不清人的思想中、身体中也都有存在，所以
不认清它能行吗？就得认清后清除它。 

  当然了，我过去没有太明确的提出这个邪党的问题，是因为那时一直在给
众生机会，也包括这个邪灵恶党。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许许多多外来的邪恶因
素参与干扰大法、迫害大法弟子，面对这压入三界内的众多巨大的种种邪恶生
命，最好办法是集中力量去清除这些。清除完了，就要揪出是谁引起这些恶魔
来的。谁在世间上发动迫害了法轮功、而且一直在起着主导作用？就是这个邪
恶的党与人中的小丑败类。小丑大魔头是其党的头子嘛，妒嫉使它带头在世间
对大法弟子行恶。这个低灵投人胎的东西，它本身什么也不是，它的妒嫉正好
为恶党邪灵所利用。坏人与邪灵为奸。坏人带头，恶党邪灵是附人体迫害大法
弟子的真凶。三界外下来的一切邪恶的因素又在利用着恶党邪灵共同在迫害大
法弟子，迫害中一切邪恶都掺在其中了。我讲的这些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
“九评”发表也这么长时间了，很多学员已经很清楚了。 

  正法中肯定是有形势的不断改变。有人问我说，“师父，我们现在应该進
入什么样的一种形势了？”我说呢，“你们就做现在做的事。”宇宙正法不会
随时说变化就要变化。（众笑）正法中需要出现什么变化的时候，那一定会有
一个形势表现出来，但是新的形势出现时也会触及一些人心的执著。因为是人
在修炼嘛，没去掉的执著就会起作用，所以有人内心反映出一种不正确的情
绪，甚至于也混同了常人的认识。“九评”之后一度有不理解的学员讲，说我
们是不是参与政治了，等等。其实任何事情都会被迫害你的坏人说成是“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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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歪曲，因为它就是要迫害你，它就是要对你耍流
氓，所以你说什么它都会反过来利用诽谤，你干的再好的事它都会说你干坏
事。揭露它的迫害时，它就要说你参与政治，用来挑动人心，为迫害找理由。
不要被坏人说什么时而带动，常人带动不了修炼人，修炼人是常人带动不了
的。你们经历的这一切，确实更理智了。任何想要干扰大法、破坏大法弟子证
实法救度众生形势的因素，我想从现在开始都不能再动摇大法弟子了。特别是
近一个时期，有很多大法弟子做的事情呢，我基本上都不参与，也很少说话，
因为做什么你们都知道应该怎么做了。随着正法的進程大家就去做。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证实法的路。有很多学员一起组建了各种媒体呀，有很
多学员组织了这样证实法的形式、那样讲真象反迫害的形式，那就去做吧。我
知道在最近一个时期，大家做得都非常好，而且越来越好。师父真的高兴。有
的时候瞅瞅网上，看看报纸电视，听听、瞅瞅你们做的这些事情，非常感慨。
我以前很少有这样的心情，因为现在形势变化得很快，大法弟子都成熟了，所
表现出来正的一面真的了不起。特别是在曼哈顿讲真象的学员，在很冷的天气
中，在很艰苦的环境下，各种条件与资金都不足的情况下呀，大法弟子克服了
各种困难做着讲真象救众生证实法的事，表现出来的坚定意志震撼天地。众神
都看在眼里了，了不起，真的了不起。当然了，其它环境中也是一样。一直在
领馆、在各种环境中讲真象证实大法的，大法弟子在哪儿都是闪闪发光的，都
在起着证实法的作用。 

  我不多讲了。那剩下的时间大家想要问什么呢，还按照老办法，（鼓掌）
大家可以写条子递上来。我给大家解答，针对现在的情况解决一些眼下的问
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条子提上来。 
 
弟子问：请师尊开示关于“转轮圣王”。（众笑，鼓掌） 

师：以前有看过释教佛经的学员可能知道，释迦牟尼佛在当年讲法的时候谈到
过“法轮圣王”，也叫“转轮圣王”。“转轮圣王”这个叫法呢是在世间上叫
的比较多，“法轮圣王”是在天上的一个称呼。 

  当时释迦牟尼佛讲“法轮圣王”是宇宙中神通最广大、最有能力的一个如
来。如来佛也就是法王。佛世界的王就是如来佛。我们叫如来佛是从修炼与证
悟的这种理念上去叫的，如来佛就是踏着如意真理而来的意思，所以世上就把
所有的法王都叫成了如来。那么用这种概念去理解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是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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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掌握真理的，在他范围之内的众生中他是最高的、掌握那一层最高真理的，
所以他就是法王，就是那一层或者是那一部份众生的王。法王很多，当然了，
对人来讲有无数的如来，法轮圣王就是其中的一个。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单提到
法轮圣王哪？因为法轮圣王将要下世传法度人。当然大家可能还听说，释迦牟
尼佛也讲过弥勒要下世度人。其实呢，“弥勒”是名字，“转轮圣王”是王的
称呼，用人的话讲就是职称。（师笑）（鼓掌） 

  我过去和大家讲过，我说在接近三界的各层神哪，他们到一定时期要更换
的。那么更换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下界众生对神的认识应该是永恒的，
所以不能说这个神走了，这个神去哪儿了人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了。那么这
种不断的更换，对三界内的众生来讲呢，就会造成一种混乱。下界众生是有情
的，就会感到困惑。众生会想：我信的神哪去了？噢，他走了，他走了谁来管
我呀？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上一个神要度的人，下一个神接替的时候呢也
要继续去管他。因为他接替了他，所以他接替了他的同时也接替了他的称号，
甚至于是形象。形象不绝对完全一样，但是呢基本上一样，会很类似、会相
似。根本上讲，接替的是神佛的称号。人都知道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有多少
了？坐在那儿一片，哇，多得好像很长时间才能数过来。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有
多少了？也是相当的多了，两千五百年就多得有几千个。阿弥陀佛多少了？耶
稣多少了？圣玛丽亚多少了？元始天尊多少了？也是多得一眼看去一片一片
的。这里说的可不是法身与分身等。因为他们离三界太近，离三界一近呢，三
界内的这个情，和三界内众生的各种表现呢，与各种世人的观念所反映出来的
因素呢，会被他们直接看到，会直接反映到他们那儿，也就会干扰到他们。他
们是三界外的神，与三界内众生不一样，但长此下去对他们还是有干扰的。 

  大家知道过去我给你们讲过一个道理，这个人呢无论他看到什么了，他都
是在往脑子里灌。好东西灌多了他就是好人，不好的东西灌多了他就是坏人。
大法弟子不断的看大法的书，那他就是正法的生命，修成神他就是法王。神在
高处看三界内众生的表现，他们虽然是神，但是时间长了对他们也会有干扰。
虽然三界内的生命和他们的差异很大，可是也会干扰到他，所以呢，三界外的
神到了一定时期他们就要换了，就要走，就得离开。说离开了，下面度的人他
还在那儿念着耶稣啊、释迦牟尼呀、观音菩萨，可是神走了怎么办呢？那谁来
管他？神要走了可就真的是原来的事什么都不管了。那么在他走之前呢，他会
度一个人上来接替他，给他同样的法力，给他炼出一个同样的形来，也就是神
体。形象都是一样的，因为是上一个神炼出的形象给他，所以和上一个神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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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很相似，再加上他自己的因素，有差异但是很相似。而且威德和慈悲、神的
法力也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因为接换的一定要达到这个层次，然后才能接替
他。不会说你叫张三他叫李四，你上去了，问你是谁，你说你叫张三不是李
四。那不行，你得是观音菩萨，你得是耶稣，你得是释迦牟尼，你得是元始天
尊，那个地上的名就不能叫了。也就是说，到了一定时期神会换，而神位、神
名号、神的威德不能换。 

  那么弥勒佛呢，大家知道在这个世间上有好多修成弥勒佛的。以前有个修
成弥勒佛的布袋和尚，在世时总是拿个布袋，就是化缘的时候把要的饭食装在
里面，往身后一背。布袋和尚当时经常在杭州一带。江南的夏天比较热，所以
他经常是敞着怀，露着肚皮，胖胖的，所以从那以后这个弥勒佛在中国汉地就
出现了这个形象。因为他圆寂的时候，他写过一首诗，说自己是弥勒，“弥勒
弥勒真弥勒”。当时的世人、出家人都不理解是怎么回事，人们都认为这是弥
勒转世：噢，布袋和尚他原来是弥勒转世呀。其实不是弥勒转世，他就是修成
了弥勒。在藏传佛教里边啊，要求喇嘛对着一个被选定的神修就是这目地。根
本上为什么，他们不很清楚，其实目地是这样。一旦修成就成为那个神的接替
神，但是都是副元神在修、副元神在接替。 

  历史上修上去了很多弥勒佛。其实也都是从天国世界选定、派下来修的。
弥勒是佛乘，是一个佛的法号。释迦牟尼佛时代在他的弟子中有一个将成就弥
勒，因此释迦牟尼佛就讲了弥勒佛将来末法时要下世的事。其实并不是讲当时
那个弥勒，他讲的是这佛号与将来有一个弥勒佛下世。也就是说既然是一个佛
的称号了，那么接替的神是谁也就不叫世人知道了，原来的名字也不重要了。
但是到了历史的今天，众生都知道法轮圣王与弥勒佛下世之说，那么到底他们
是什么关系，就变得很重要了。这次来的弥勒他到底是谁，就成众生关心的问
题了。过去对于人来讲，是不能够叫人去知道有接替佛号之事的，更不能叫人
知道其中的神他是谁。但是在神仙界中，在大法弟子当中讲，那就没有关系
了。 

  那么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弥勒，实际上就是在末世的时候，
在人类的最后要下世去救人的弥勒佛。其实这个事情人世间也有一些人知道，
不只是在东方，在西方社会里有些人也知道，真正要来的是弥勒，因为此时佛
号中的神是宇宙众生唯一的拯救者，天上万王之王的无上王，以弥勒佛号拯救
宇宙众生。既然是以弥勒佛的称号，那么他在下世之前是谁呢？是从更高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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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不同的众多层次都转生过的，层层下走中曾经是过层层的很多神，都有
那时不同层次的法号，下到法界的时候就是法轮圣王，也叫转轮圣王。（鼓
掌） 

  一般的情况，从高层次上边直接下来接替哪一个神，这样的事很少见，同
等层次的神直接在天上接替的情况也很少见。但是在同等层次产生的神是正常
的事。不是必须都从下边修上来。也就是说，上界正常产生的很多，派下去再
从下边修上来的从有三界以来也不少，所以后来继承那个佛的、那个神的称号
的做法就很普遍了。法轮圣王就是这一期下世度人的弥勒，而弥勒已经是一个
佛的称号。释迦牟尼讲当年在他的弟子中的弥勒当时是菩萨果位，这在人们的
思想中，特别是在宗教中就形成了弥勒没下世之前是菩萨果位的认识；一旦下
世度人圆满的时候证得如来果位，也就是证佛果。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讲一般常
理，而不是弥勒的全部情况和哪一个弥勒的具体情况。其实对法轮圣王，当年
释迦牟尼佛谈的是很仔细、非常多的。大家知道佛经是释迦牟尼佛不在世五百
年以后整理出来的，那么对后人来讲，流传的话中渐渐的就会失去很多当年佛
讲的话。当写到佛经上的时候，很多都已经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原话了，而且又
不能够完全反映出当时释迦牟尼佛讲法的那个环境呀、时间地点啊、所指的准
确性，所以没有把法轮圣王下世的情况全部记载下来。 

  我这里不是说释教佛经不好，过去他的佛经是能够修炼的，是有佛管的。
但是因为人世是五毒恶世，所以上界规定给世上的人留的法不能够完全留真
经。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许多原话就不能在当时记载下来。用人的话讲这是天
意，用神的话讲是正法的需要。为什么耶稣讲的原话也是后人回忆整理的呢？
为什么老子一生讲道只留下五千言呢？就是因为不能给恶世留全部真经，是更
高的神不允许给人留全部真经。其实不给人留下真经，一个是因为人类社会不
是神的社会，三界就应该是反理的世界，留真经对神是一种侮辱，只有法界与
法界以上各界才是有真法真经的神佛世界。再一个原因是，因为神做任何事情
不会是简简单单的只表现为一个目地的，所以他会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在里边。
他们知道三界与人类的造就和存在的根本目地是为了最后正法用的，他们不想
把自己讲过的法留下来将来干扰到最后正法中传的宇宙根本大法，这是根本原
因。但是后人不管是回忆起来也好啊，整理成经书也好啊，那是人在向善，人
在追寻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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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问：您在《转法轮》中所讲的不能喝酒的要求是不是包括所有带酒精的饮
料和食物？比如说，吃饭时喝一杯啤酒作为饮料；（众笑）早餐时吃一碗粥、
米酒，或平时偶尔吃一块酒芯巧克力，（众笑）属不属于犯忌酒的要求？ 

师：要是真的认识了修炼为什么，这些都会明白。不过现代的社会已经把什么
都搞乱了，你不喝酒呢，把食物中掺了酒的因素，你没喝酒，但是到你肚子里
可有酒。因为这个社会已经这样了，也不能因为这样大家就不吃饭了。而且西
方社会的生活习惯又存在这个问题，特别是法国人，吃饭的时候喝一杯酒作为
饮食的一部份。大家都这样做，自己不这样做，家里人都觉得怪怪的。所以当
年一传法的时候我就讲，我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新学员你就喝一小杯也无所
谓，修炼嘛，看的是人心。但是作为修炼的人来讲，要精進就会很严肃的对待
修炼。如果真能对自己严格要求的，那大家就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点，自己
觉得在这方面无关紧要就会放松一点。会有这样的差异。 

  说到这儿呢，我还想说一下我自己。你们都知道师父前几年经常不在一个
地方落脚，因为迫害中另外空间众多的邪恶到处找我。那时邪恶的因素太多
了，在三界内已经充满一切空间了。它们也会控制坏人找到我，从而干扰我集
中精力正法与清除这些邪恶，所以我就不断的移动地方。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整
天在汽车里面，每天都在走。我写的诗“车行十万里”，实际上就是那个时候
的情况。不断的移动加上神与强大的功的防护，对于邪恶来讲一切都是隐形
的，邪恶也就查不到我在哪儿，基本上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目地是我要急速
的清理邪恶的因素，加速正法進程，还有要处理的方方面面正法中的事情不被
干扰，同时我也在看学员做得怎么样。这样一来就有一个吃饭的问题，在路上
不是走到哪儿都有中餐馆的，（众笑）很多时候是去吃美国餐、日本餐、韩国
餐、欧洲餐。我是什么都能吃啊，但是很多餐馆，你進来只是吃东西、不喝饮
料，老板就不太高兴，（笑）特别是等位的人多的时候，因为很多餐馆主要是
赚饮料钱的。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现在有无酒精啤酒，我就要一杯无酒精啤
酒，应付一下。话是这样讲了，可不是叫你们跟我学。 

  说到这，我想起一件事，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法没有跟大家讲。在迫害很
严重的时候啊，特别是2000年，中国大陆的学员在揭露邪恶对师父的造谣宣
传时，有个学员讲的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而且也是必须纠正的认识。大魔
头与中共对学员造谣说你们的老师怎么怎么有钱、在北京与长春住什么什么样
的豪宅、生活怎么奢侈。那时在中国传法时我的生活是很简单的。中国大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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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员讲，说我们师父是最好的，不会那样，如果我们师父要那样的话那我
可不干。我当时心里很不好受，我更加体谅过去下世度人的神当年的苦。修炼
是修自己，为什么要看别人呢？ 

  我教大家修炼，可不等于我也在同你们一样在修炼。如果是这样，我们不
好了，你们就不修了，是这样吗？我传你们的法中可没有说当师父的必须与修
炼人同样苦修啊。我是在为众生受苦才被邪恶攻击的。特别是大法修炼不离世
俗的修，弟子各社会阶层的都有，怎么能与所有的弟子一样呢？又为什么非要
与业力最大或最困难的学员一样生活呢？如果师父做的和你不一样那就不行，
是不修了吗？度你们的师父就必须同弟子一样，这不是中共的党文化的毒害
吗？人真的想叫度人的师父一起吃人的苦才认可吗？其实我要开创的，我要在
正法中解决的问题，就包括今后下世度人的神不能再被三界内众生迫害的问
题。度人的神是救人来的，不能和人一样。过去他们表现的和人一样的苦，甚
至比人还苦，是因为人难度，神自己替人承担罪业，也为了身教于人、叫人
学，有意的给人这样做，叫人做好。神没有罪业怎么会有苦？是被人的业力所
累。 

  实质上度人的神是不能够同被度者一样的。一个人掉到泥坑里了，说我在
岸上拉你上来你不干，你说你得跳下来同我一样才能救我，是这样吗？没有这
个道理。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有多少带有此心的学员是看到、听到对师父的造
谣宣传后掉下去的？过去我在讲法中讲过一个道理，比如中共党文化中有一个
说法，叫别人做好时自己得首先做好，那么有人干坏事时被别人指出后就会
说：你还没做好你别管我，你要管我你得首先做好。这同以上的认识是一样的
歪理。度人的师父不存在做不好的问题。是恶党变异文化中的邪理，也就是
说，神不管采用什么方式来救人，那么这个神就得跟人一样，这绝对不是真
理。但是神也会选择用言教或身教的方式去教人，那是神的慈悲，而绝不是神
应该那样，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的知道。（鼓掌）释迦牟尼佛也好，耶稣
神也好，在世间上是为人吃了很多苦，实际上他们完全可以不那样。是由于替
人承担的业力太大，同时在这方面也有宇宙过去的法圆容不了这种情况所造成
的，使他们在人中要饭与被人所害，以至一生都很困难。在这一点上大家一定
要清楚。 

  接着刚才我讲的，说这个饭里头有酒的因素啊，巧克力糖里有酒芯，这些
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对自己要求严的就会做得好一些。新学员或者学法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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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也不会因为这些就认为其做得很不好。自己把握吧，法是这样讲了，师父
也叫你们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修炼，但是总有要求自己更精進的、对自己要求
更高的，这就是差异。作为一个大法的修炼者，说我就是要喝酒，那你就是执
著。 
 
学员问：宇宙的一切在正法中已经做到最后了，历史将很快走入新的阶段，可
是给师父敬礼的姿势还不一致。（众笑） 

师：怎么对师父？其实我从传法一开始时就讲得很清楚了。人们叫我什么都
行，你叫我名字，叫我老师，叫师父，什么都行，师父不挑。但是呢，你真是
大法弟子，你直呼叫我名字不行。常人叫我名字没有关系，他怎么叫都行。大
法弟子要叫师父呀、叫老师啊，随便，你想怎么叫你们就怎么叫，千万别叫
佛。因为不管怎么样，师父以人身讲法、人身的形式在度你们，在世上以人身
为表现。人身是不能够称为佛的，如果把人身叫成佛就是对佛的侮辱。那有的
学员心里想，我心里头知道你就是谁。那是你心里知道，（众笑，鼓掌）你心
里叫啥都没问题。（笑） 
 
弟子问：四川成都南充的大法弟子向师父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师父问好。师
父，偏远山区的人得不到信息，怎么办？ 

师：谢谢南充大法弟子。不要紧的，大家别忘了很多事情不是有师父的法身
吗？还有起正面作用的众神在帮嘛。而且中国大陆有那么多大法弟子，很多事
情他们都会去做。他们真的听不到，那也有办法对待。真的落下了也会处理
的。其实不会落下的。你们知道吗？“九评”出来之后呢，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全中国都知道了，因为这是给所有人的，尤其中国人，一定会叫人人都有机
缘。（鼓掌）偏远的乡村是有些地方比较闭塞，神都在帮着传；随着流传，很
快都会知道，因为人人在这最关键时刻都得表态。 
 
弟子问：对很多中国大陆的人讲，尤其是那六千万中共党员，能清楚认识邪党
的邪恶本质并与之彻底决裂，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一旦清算恶党开始，这些打
上兽的印记的人将会怎么样？ 

师：神要做的事一定是周全的，每个人给的机会是同等的。将来你们都会看
到，如果在这次正法中，大法的开传，说没传到谁的耳中去，怎么可能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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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逃避迫害时说没听说过大法，那不是真的。当然了，这次大法弟子在证实
法中修炼是不同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大法弟子，但是这是关系到众生存亡的
大事，三界的存在都是为了这次正法，最后救度众生这么大的事情不传给地上
的任何一个人、不传给众生，我这个正法者决不会饶过他们。（鼓掌）人都会
知道的，一个人都不会落下的，选择什么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这是最关键的问
题。整个三界，漫长的历史，三界内的众生都是为这件事情而造就的，今天的
人却能落下？那不可能的。我想这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弟子问：请问师尊，最近有部份学员感觉被另外空间的物质压迫得很厉害。是
否与正法形势有关？ 

师：前一段时间有的学员咳嗽，有的学员出现了一些个不正常的反应，特别是
从“九评”出来以后的一段时间。就是那些恶党的邪灵在人体里的因素干的，
大家发正念的时候要清除它。对大法弟子它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是它会干
扰。最近一个时期包括其它方面出现的所有的干扰，基本上都是这些邪恶因素
干的。 

  99年7.20三界内外压下来的那些邪恶因素基本上清理得没什么了，就是正
法洪势还没有到达这个表面空间之前，这里还有旧势力过去造下的因素，加上
恶党的邪灵因素还在行恶。因为这个空间中也有我早期留在这里的功，还有一
些正的神，与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正的因素，已经把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
清理到只有过去的亿分之一还不到，很多邪恶都被清理完了。现在表面空间只
有过去的百分之八、九。（鼓掌）而恶党邪灵的因素也在被大面积销毁中，特
别是近一个时期，清理得非常迅速，其它正完法的空间都消除了，现在表面空
间只有过去总数的万分之一不到，大约在表面空间只剩百分之七。大法在世间
上布下的场占这个空间应该充满的百分之四十五。从这个比例上看，旧势力留
在表面空间的因素与烂鬼加上恶党邪灵的因素加在一起是百分之十五，大法在
这个空间中布下的场占百分之四十五，这还没算上大法弟子本身的作用。我是
把那个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都算上，只有百分之十五。这是讲表面正法洪
势未到之前，现在人类表面空间场，大法因素占场的百分之四十五，还不算大
法弟子本身。 
 
弟子问：请讲一下如何把修炼和工作区分开。我们现在的许多项目存在管理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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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如果是大法弟子做的证实法的事啊，其实本身就是修炼，但是不能说做大
法的事了就代替了学法，那不行。我不是讲了，三件事都要做，三件事都要做
好吗？ 

  在中国大陆之外，有的学员大家成立了一些个媒体形式，或者是其它的公
司性质证实法的形式，按照常人公司的方式管理。这个没有错，大家不要认为
这是错。如果任何事情不能够正规的去管理它，对证实大法不一定有利。办媒
体也好，成立公司也好，这都是人类社会的形式。在人这儿它有一套管理方
式，大法弟子可以拿来借鉴，不能说它是错的。但是在一定时期公司还不能完
全走上正轨的时候，是会有一些难度，但是渐渐的要做到真正的象个公司那样
管理，更有效发挥直接或者间接证实法的作用，我想大家就要尽量配合好。对
大法弟子证实法有利就尽量把它做好。 
 
弟子问：“九评”出来后，不修炼的家人有的不理解。这里反映出弟子以前修
炼的不足。如何清除这种干扰？ 

师：家里人以前虽然理解，也是很肤浅的，你并没有把真象真正让他明白。 

  在“九评”以后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代表家人声明退党。个别的家人不
干，“不干不行！我就代表你退党了。”（众笑）其实他不干还真不行。可以
代表别人去做，但是他必须得同意，他不同意是不行的，神都要看人的选择。
这反映出好多学员对家里人讲真象做得不好、做得不够，或者是做不通。你们
知道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你觉得他是我的亲人。你没有把他当作众生的
一员，你没有把他当作与所有独立的生命是一样的。你要认认真真仔细的象跟
世人讲真象一样对家人去讲。你把他当作是自己的亲人了，表现得无所谓了，
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甚至于你觉得他是我的亲人，我能代表他。那都不行。
三界的构成都是为了今天的正法，这么大一件事情敷衍一下是不行的。哪一个
生命能是简简单单的？关键时刻哪一个生命能够被别人代替？哪一个生命能够
不给他自己机会让他去选择自己的未来？关键时刻生命都得证实自己，所以大
家在家里有这种情况的，都得慎重的讲清真象。家里的常人事儿替做了都能够
行，可是关系到一个生命未来这么大的事情是代表不了的。如果你真的想要挽
救亲人，那你就象针对别人讲真象一样去对他讲。因为人他明白那面都知道，
今生我是你的亲人，来世那说不定又是谁的亲人呢，咱们就是一世的缘份。就
象住客栈一样，小住一宿，明天散伙。谁能代替谁呢？实际上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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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问：如何更好的推动非洲对恶人的起诉案？目前的情况总有干扰。非洲诉
江案在正法中的作用？ 

师：大家做的这些事我都是肯定的，而且做得非常好，可以说在非洲做了几件
很漂亮的事。震慑了邪恶与坏人，叫世人对邪恶有了认识，也在挽救众生等方
方面面都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应该做，也没有白做。至于说如何做得更好啊，
怎么样推动啊，这个还得你们做。做到什么成度也要看你们的。其实对于每个
修炼人来讲，那是在走你们自己要走的路。这些事情做得非常好。有时看到你
们做的这些事，我真的为你叫好。 
 
弟子问：我有一个亲戚是党员，在大陆。他本人不愿退党，我一再劝，不听。
到淘汰会失去生命吗？（众笑） 

师：（笑）淘汰和不淘汰，留与不留呢，这是下一步的事。现在只能考虑救
人，执著将来也没有用，因为正法到这儿来是有标准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
的，不管我们怎么做，有一大部份人是救不了的了。这里边也许包括那些不想
听真象的，对真象不想听、“九评”不想看的人，那也是他们的选择，大家该
做的也都做了。大法弟子在被最邪恶迫害中还要救度众生，突破重重困难告诉
人真象，一些人却不想听，而且大法弟子是在被迫害中救人哪，不想听、不想
看那也是人的一种选择方式，不想得救只好随恶党去了。 
 
弟子问：修炼前和修炼后一直没出去参加工作，修炼后在家有更多时间做洪法
的事情。这样是否符合常人社会修炼形式？是否现在要出去找工作？ 

师：如果你家庭经济方面不困难，没有负担，工作和不工作那就是你自己说了
算，不存在不符合修炼形式的问题。我知道有的学员借了很多钱，自己不去工
作，说自己证实法没有时间工作，借的钱又还不上，而且还不断的借，这就是
个问题了。你们想过没有？师父在法理中可讲过了，欠债得还。修炼了或者圆
满了，什么债都不还了就走了、圆满当神去了，欠的债谁还哪？尽管是欠大法
弟子的也不行啊。当然有的学员说不要了，我送给你了，那是另外一回事。那
是送，和这个欠是两个概念。不能够走极端。那心里想着反正证实法的这事要
结束了，我欠你的我也不用还了，到时候一结束就完了。（众笑）这哪能行
啊？这个思想对吗？那是不负责任哪。我不是讲了，大法弟子放在哪儿都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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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好人吗？因为大法弟子大多数都是在一边工作、一边证实法。当然了，说我
不需工作，经济没问题，家庭我也能脱离开，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大家都是有
家庭、有社会的事情要做，都在人类社会的环境中修炼、在世俗中证实法，那
为什么非得要人为的不按照法的要求做呢？当然了，人家说不需要钱，我们家
不需要我工作，那是两回事。那当然没问题。 
 
弟子问：请师父明示《向世间转轮》的深刻意义。 

师：《向世间转轮》，转什么轮呢？当然是法轮。（鼓掌）法轮向世间转那不
就是向世间正法吗？就这意思。（鼓掌） 
 
弟子问：师父经文《向世间转轮》发表后，一些弟子觉得经文是给弟子看的，
一些弟子觉得应该登在报纸上给常人看，弟子把握不好。 

师：给常人看也行。常人中啊是有一些明白人能够看的懂，但是也确实有很多
糊涂人看不懂，而且可能起不好的作用。现在人类社会是这样了，所以具体这
些事你们自己商量。就象师父的照片放在报纸上一样，既然师父说可以做，你
们就做了，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把我写的、我说的印成传单发。这些事情大
家要尽量理智的做。为法负责、对救度众生负责，也就是对自己负责。 
 
弟子问：西方社会有些常人，特别是教授学者，热衷于研究共产邪恶主义和马
列邪恶主义，但这些常人并不是中国恶党的党员。请问师父，对于这些常人，
我们应该如何帮助？ 

师：给他看看“九评”吧。你说我们的研究对比起你们的研究，看看怎么样？
（鼓掌）是吧？我们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我们亲身体验过后的研究，你看看
咱们谁研究的明白，咱们探讨探讨。（笑）（鼓掌） 
 
弟子问：弟子是去年五月份得的法，感谢师父慈悲救度，得法后弟子很快参与
大法的事，有时忙得根本没时间炼功，很着急。请师父再讲一讲新学员如何走
好修炼个人及证实法的路。 

师：作为学员来讲修炼没有捷径，新学员也是一样，就是踏踏实实的修，做好
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看似平凡，一切威德、未来大法弟子圆满的一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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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其中来。不要着急，也不要做走极端的事，就是正常的、理智的做，你们
的修炼形式就是这样的，有志者事竟成嘛。 
 
弟子问：西方学员应该怎样对待退党？在大陆住过的西方学员也受到中共邪灵
的影响吗？ 

师：有的人是受了影响，有的人没受影响，因为很多西方人去中国不一定容到
中国人的圈子里去。大多数是受不到影响的，但是极个别的想往恶党里钻的也
有。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在哪里都没有问题。 
 
弟子问：师父您好，我已退党，但是党费是通过扣工资办理的，怎么办？（众
笑） 

师：那就算被邪教抢去了吧。（众笑，鼓掌）没有关系。 
 
弟子问：有些学员想给已去世的家属退党，是否需要？ 

师：可以，没问题。因为去世了的，他不能跑这边找大纪元来登报纸上网声明
吧。（众笑）（鼓掌）可以，起不起作用呢？起作用。（鼓掌） 
 
弟子问：海外弟子用化名退党，在正信正念正行上与真名退党是一样的吗？ 

师：一样。我刚才讲了，用化名没有关系，因为神看人心。但是形式对人类社
会的人是有启发的，也是救人的必要。 
 
弟子问：我应该如何智慧的运用电影或电视媒体来更好的容入主流社会？ 

师：如果有这方面的能力那就做吧，利用这些形式证实法、揭露迫害、救度众
生，那当然更好啊。容入主流社会，只有一点能解决就可以，就是真的能拍出
好的东西来，不过经济条件也要加進去。媒体也一样，办得确实很好，就一定
能够進入主流社会、進入到主流媒体中去，这当然都很好。我知道很多事情实
际上大家也都在努力，也都会做好。我相信渐渐的总有一天，一定会的。（鼓
掌）我还是那句话，不但会做好，将来一定是第一大媒体。（鼓掌）当人类明
白这一切的时候，我看人类对什么都不会有那么大兴趣了，只有得到大法的资
讯声音、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才是第一位的。（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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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问：由于中国制造的产品在美国推销，资金会流入中国而被用于迫害法轮
功学员，所以我不再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我这种思想方式对吗？ 

师：当然没有错，我们很多学员不是都不买吗？（笑）但是只是学员不买好像
也影响不大。（笑）也不要因此给生活造成困难，生活上需要买也无所谓。如
果世人都能认识到这一切，对邪恶来讲那太可怕了。 
 
弟子问：如果世人对大法有了一个正面的态度，但对邪党邪灵还没有一个正确
认识，后果会怎样？ 

师：那就得看一看他的情况了，因为对大法的态度是第一位、第一性的。如果
他根深蒂固的就是支持邪党、就承认邪党，那对他来讲就是真危险。 
 
弟子问：大陆学员希望问师父，很多常人过去是红小兵、团员，请问是否也要
退？ 

师：去掉邪恶所授印记是必要的。声明退出虽然是个形式，但是如果人能够出
来声明，就说他能走出这一步来，通过这件事人心也在变，那么人身体里的那
些个毒素就会被清理掉。有人说我不用写、我心里头退了，还真不一定能达到
清理身体内的毒害因素。神也在看人是不是坚定，因为人思想念头的起因很复
杂，所以人的行为才是人的最准确表示。 
 
弟子问：还有很多常人说，自己早已不交党费团费，早已不是党员了，不用再
走退党的形式了。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师：还是那个问题，它不只是入党的形式问题，它已经给人真的打上了邪教烙
印、入了它们的籍了。这个烙印得抹去。这种烙印是不在世间人类形式中表现
的，起作用的还有人身体里的因素。因为人向血旗发过毒誓了，命都交给它
了，你说你不声明退出来只是心里想能算吗？其实讲起来这个恶党真的是邪恶
至极，它叫人对着血旗发毒誓，把生命献给邪党，把一生献给其恶党要干的
事，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政党、人类的什么组织狠毒到这种成度。 
 
弟子问：有些西方学员认为“九评”的语调不易被西方社会接受，我们向西方
社会介绍“九评”时应该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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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不是这么回事，照原样做没有关系，不要强调这些。东方西方思维方式是
有差异，但是“九评”的背后是有神的因素的，会对人起正面作用的，无论东
方人还是西方人。有一些人旧势力留下的因素暂时还不让他介入大法，可能会
抑制他，要看具体情况。很多西方人没有受恶党的毒害，那么对那个人来讲，
也可能他会表现得淡漠，这个也没有关系。至于说“九评”，当前对人类而言
就是救度世人重要的一步。下一步，也许很快世界上人人都得在要不要邪党的
问题上表态，人人都得选择未来。不是恶党的国家实质上也是共产的一套，预
言中不是讲×××统治天下吗？ 

  也有人说“九评”太长了，能不能简短点？不能。一百多年来共产流氓集
团与自由社会斗争不断，谁也没说清这个恶党是什么。中华民国与中共也斗了
几十年，文章不断，同样也没说清这个恶党是什么。我们是第一次把其说清
了，怎么还能简短呢？还要搞成象以前一样无关痛痒一篇短文吗？那能起到历
史赋予的这么大的责任与作用吗？我们把这个恶党说清的目地是揭露恶党的本
质，叫人看清它，从而救度世人，也是叫世人明白它为什么这么疯狂的迫害大
法弟子。我们不是搞政治，这也不是政治能容贯得了的。我胸怀的是救度众生
的大愿，用不着对思想不正的生命保证什么，历史会证明一切。对于这个恶党
我也多次给其机会，在其邪恶到极点时我也一再告诫：我李洪志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能说清。是邪恶疯狂的失去了理智，到目前为止它们还在理智不清的迫
害大法弟子，看下场吧。 
 
弟子问：还有常人认为“九评”非常好，但不接受大法。 

师：常人的思想很多的时候是观念在起作用，不是真正经过思考后的话。往往
是言不由衷，似是而非。这种情况就得叫其清醒了。你不接受大法是指什么
呢？说他不学？不学就不学，没人非叫你学。只有邪教才非得让人学，而且你
想退出都不行。大法不管这些，你愿意学就学，你不学就不学嘛。我今天给人
讲的就是告诉人真象，我叫你明白大法是什么，为什么恶党要迫害，帮助人清
除头脑中的毒素。至于说你想学和不想学，那是你的事。你真的是不赞同大
法，那就是选择了未来。 
 
弟子问：自从“九评”出来后，自己很热衷于写揭露邪党的文章，然而学法上
却又放松。如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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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这倒不一定是什么干扰，就是要抽时间学法。踏踏实实的学法，别走过
场。三件事都得做嘛，写文章你也是证实法的一方面，但不能替代其它两件
事。 
 
弟子问：有大陆同修认为明慧编辑部有的文章违背大法精神，怎样说服这些大
陆同修？ 

师：这个没有关系嘛。说明慧有问题，那对明慧的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不是也是
在起促進作用啊？也会起正面作用。那我们就多修修我们自己，错了我们就
改。没错就是要坚持，不被带有常人心的学员带动。当然倒不一定都是有常人
心的学员，也可能做法上有更好的办法。总体上讲，明慧是越办越好，路是正
的。中国大陆的情况就是复杂，有些常人心执著得很强的学员，恶党的干扰因
素也在起着作用；也有一些坏人也在冒充学员，这都没有关系，已经干扰不了
明慧了。 
 
弟子问：在师父的早期讲法中，谈到对和尚和尼姑的救度是定在最后，是否对
他们讲真象放在较次要的位置？ 

师：对其它宗教中人的救度是放在最后了，下一步做。有人说大法弟子怎么这
么特殊啊？比宗教的人还特殊啊？为什么不先度他们当大法弟子而度现在这些
人当大法弟子呢？人看人只看这一生一世，其实现在的这些人里边，历史的过
去很多都是东、西方几大正教的第一批教徒，是亲自听过释迦、耶稣讲过法的
人。大法弟子才是真正的正信坚定的信徒，（鼓掌）而且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圣
徒、有名的和尚、有名的道士、有名的基督徒就在大法弟子中。（鼓掌） 
 
弟子问：有些佛教徒对师父《转法轮》第七讲谈到释迦牟尼佛的故事不理解，
说查遍《大藏经》都查不到，因此影响他们对大法的理解。 

师：对呀，我能讲出一切法来，我能讲出天上一切佛、一切神的一切来，我能
讲出释迦牟尼佛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经书上没有的。我还能讲出宇宙的
过去、现在与未来，及万事万物与一切众生。释迦牟尼佛没讲到的神我都能讲
出来，甚至于他们的来龙去脉、宇宙更大至极的情况、不同的天是什么样，当
然不同层次的天也是神，不同层次的天体是怎么产生的，一切一切的根本，只
有我能够把他讲出来。（鼓掌）就包括人类三界的历史中的一切一切，包括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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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一个细小一直到最大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我都能把它说出来。佛教的经书怎
么能把这一切都记载其中呢？释迦牟尼佛在世时讲过许多话，那经书还没记载
呢。释迦牟尼佛49年讲法就讲了那几本书吗？不可能吧？人哪人，总是用人的
观念阻碍自己。别管那些常人的说法。谁是修炼的人？谁是真正走在神的路上
的人？谁是真正能修成的人？有史以来，从过去到今天，只有你们！（鼓掌） 

  以前我讲过，过去的修炼，过去的宗教，过去的神下世度人，他们真正度
了人吗？实际上他们真正起到的作用是给三界奠定文化，给人类奠定文化，给
最后的宇宙正法做铺垫。而且当时度的又都是人的副元神，并不是真正的人自
己。即使这样，那些被度的副元神也是被特定派下来的生命。原因是三界被造
出来后，有一部份天体离三界太近，那么离三界近的众神就会看到、甚至接触
到三界，这样离三界近的神就容易被污染因此而掉下来。三界内是有情的，众
生的理也是反的，环境是苦的，人又是强烈执著的，然而正神是慈悲的，容易
被环境很苦中的三界众生干扰，所以离三界近的神要经常换。用人的时间计算
大约十年之内一定要换的，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也就出现了利用三界内
常人社会这个形式苦修炼、圆满后人的副元神接替要换的神这种情况。派下来
一些天神世界的生命，让其在世上作为人的副元神修炼，其实也有投生其它生
物的，圆满后回去成为他要接替的神。这种情况是从有三界以后才出现的，在
这之前还没有换神的这种事。但是这不是造就三界的目地，是三界造出来后出
现的一个现象与解决对神干扰的办法。真正造三界的目地就是为正法所用。这
期间神对三界做的一切，以及世上所表现出的一切，也都是给人奠定文化，奠
定人将来认识法的基础过程。 

  我今天使用的这个语言说起来这么轻松的，你们听得也轻松，认识与理解
也很轻松。时间、空间、历史、万物、天地、众生、万事、修炼、阴阳、苦
乐，包括人与神，我轻松的就讲出来了，你知道吗？每一个词的概念，它的内
涵，都是经过千万年历史的实际演出而走过来的，历史过程中孕育了语言中的
内涵。主要是指汉语。所有人类认识的一切物体，每一件事情都能用人的语言
词汇去概括它、形容它、把它表达出来，这不是简简单单的造就出一个文字就
能解决的，是必须有一个很深的、人真正能感受到的，切身体悟过的、经历过
那么一个给人造成的实际而又深刻的过程，才能使人切实认识到这个字、这个
词、这个语汇所表达的内涵。说今天讲的法大家一下就听明白了，如果没这个
过程，我今天讲的是啥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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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修炼”一词？为什么叫修炼？修炼怎么修？修炼的形式怎么表
现？修炼人是什么样？这一切人都不懂那可就麻烦了。释迦牟尼佛啊、老子
啊、耶稣啊，这些神就必须下世，就要来实际演出这么一场，给人留下这个文
化，教人知道他的内涵，明白这是什么，包括修炼人经过的苦修与正信到圆满
的过程，等等等等。佛、道、神也都把正信、正修到证得果位提高的过程留下
来了，人们也就明白他是什么了。虽然这样，那一切与大法徒今天的这种修炼
形式还是不对号，所以我说大法弟子的修炼是没有榜样的，路得你们自己走出
来。 
 
弟子问：营救小组在做营救孤儿讲真象过程中，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向政府、
金融界等社会各阶层進一步讲真象的过程的方式，同时也认识到这是一个各方
面讲真象小组更好协调配合的过程。如何减少重复工作，更好的应用大法弟子
目前有限的各种资源做好营救孤儿的工作？请师父开示。 

师：这个事情大家都在酝酿，也都是在做的过程中。这样做是对的，应该做。
因为这些事情要牵扯到社会很多方方面面，包括美国政府，所以这些事情都得
做扎实才能起作用。太具体的我还是别讲吧，因为具体的还得你们做，但是这
件事情必须得做。大法弟子的孩子，失去了亲人的孩子，我们不能不管，那是
我的小弟子、你们的小同修。我这个当师父的一直在想这个事，我想把他们接
到山上去，集中起来给他们办学校，集中起来抚养。（鼓掌） 
 
弟子问：现在有的学员还认为身体消业起不来床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因为是
到了最后阶段业力得消下去。请问这种想法对吗？ 

师：不全是，因为人活着就会造业，大家在修炼中也是不断的消业过程。只要
在世上就会产生业力，所以修炼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消除中。因为大法弟子是
在正法修炼中嘛，比起常人来少之又少了，这种业消起来已经不是问题了。以
前我不是说修炼人一步一步给你安排的吗？就是一步一步安排到这一步的，还
有很少量新产生的。但这些都能使大法弟子在正确对待后起正面作用的，不足
以对大法弟子证实法造成干扰。到这一步的时候这方面基本上都是减得很轻的
了，因为不能干扰大法弟子证实法。 

  那为什么会出现那些比较重的呢？我告诉大家了，各种的邪恶的因素都会
钻大法弟子还有执著和一时意识不到的常人心的空子。那么当前最大的、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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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干扰就是恶党邪灵所起的作用。特别是现在，在其它邪恶被销毁得没什么
了的情况下，明显表现就是那些恶党的邪恶因素在起作用。目前的各种干扰与
迫害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要严肃的对待、清除它。常人不相信恶党有邪灵烂
鬼，大法弟子知道。因为有邪灵的那个场，恶党才能够在世间立足。从巴黎公
社一百多年来一直到现在，邪灵在人类空间布下了很大的场，过去这个场的密
度很大。西方社会虽然反对这个邪说的党，其实质西方社会也在搞恶党邪灵的
共产邪恶主义。现在西方社会搞的那个高征税、高福利，跟邪党当时提出的东
西是一样的。邪党只不过是暴力的强制拿别人的，而在西方社会里只不过是采
取了一种法律的手段在这样做，其实质都是在搞共产邪恶主义的东西，而不是
真正人类社会的正常的运作形式。西方社会反对共产邪说为什么还出现这情况
呢？就是因为另外空间邪恶的因素在起作用。中国是形式上搞共产邪恶主义，
实质上它是流氓帮派加邪教。在西方社会它是形式上反对共产邪恶主义，实质
上在搞共产邪恶主义。 
 
弟子问：最近大纪元登了很多有关邪党将要灭亡的预言。请师父开示。 

师：这都是不同层次的神下世留下给常人看的。我们大法弟子就是走自己证实
法的路。 
 
弟子问：您谈到银河系会与宇宙分离以净化三界，这是否意味着三界是银河系
而不是太阳系？ 

师：是啊，我过去不是这样讲的吗？其实三界的准确位置不是用人的固定范围
认识的。在人类的现代的物质化认识上，太阳系就是三界在这一层的边缘，而
人眼看不到的不同微观粒子构成的各部份又对应着不同的更广空间，在人所在
的表面一层对应太阳系，在一定的微观层次的范围对应着银河系，而更微观层
次对应着更大的范围，构成三界是众多微观至更大的粒子组合，不同粒子构成
不同境界、不同范围，其实这也是用人的思维、语言能表达的部份，这只是粒
子构成的不同空间对应人眼能看到、也能形容出来的范围。其实更大三界范围
却对应着整个小宇宙，传说中的盘古其实就是开的这部份天地。这个范围这样
说也是不准确的，因为这范围中也同样对应内部属于三界外的境界。人言有
限，用人的思维方式讲法，是不能用全方位与各层理同时认识、思维与全方位
的语言讲法的。银河系与以外天体分离看上去是这个范围分离了，在银河系之
外就再也看不着天体了，人的肉眼和人的望远镜再有本事也看不见了。其实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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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三界不同的境界情况是不同的。可是法是讲给修炼中的人的，难度大、复杂
的语言会使很多人难于修炼，真能修成圆满才能看到宇宙的真实情况。要经过
法正人间的那么一段时间后，地球、三界完全达到净化之后才能回归。 
 
弟子问：弟子感到，当一些以前没有做好的事后来补上了，整体的正法形势就
会快很多。那某些地区弟子没做好时，是否会影响整个的正法進程？ 

师：正法進程不会影响，大法弟子证实法这件事情会受影响，是会拖后腿。因
为别的地方都清理干净了，而有些地方邪恶还在起作用，迫害结束不了，邪恶
清除不了。你们知道现在人往下滑得越来越快啊，现在人的道德败坏得很可
怕。再不截止啊，这个人真的是想要也不能要了。 
 
弟子问：大纪元是一个大众媒体，目前只有少数学员参与广告经营。最近有位
佛学会负责人也积极参与，但有些学员有所不解。请问师父如何能使更多学员
参与？ 

师：是啊，负责人参与想做大纪元那是好事，负责人实际上是协调人，能叫更
多有能力的人参与，这才是关键。你自己一个人能起多大作用呢？整体上都能
起作用，那才是负责人做得好。负责人自己做的挺好，你做的挺好只是一个学
员做好，那就做一个普通学员好了。关键是负责人的责任哪，得起到这个作用
啊。再说一个问题，各地负责人必须放手大事、小事都得管的作风。各地充份
发挥地区学员主动证实法的事要支持，不要限制，除非经常走极端的之外，老
的大法弟子都成熟了，他们都在走自己圆满的路，要清楚。 
 
弟子问：东欧的学员是否应该退党和退团？ 

师：世人都要对这表态，但是目前不是很主要。东欧恶党毕竟解体了。如果那
里有人现在还是坚定恶党信徒，那就会同样被清除。中共是恶党邪灵最后的主
体，救度中国人就是解体恶党的邪灵。 
 
弟子问：我感到西方学员认为“九评”是华人学员的事。您能否给予开示？ 

师：主要是华人学员，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世人都得表态，而且西方有许多
人也对中共恶党这个认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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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说法轮功了不起还包括几层涵义在里面。其中一个问题是，一百多年
来，这个共产集团社会和自由社会的互相之间一直在斗争，而且一直那么激
烈，冷战时期好像随时都有打原子战争的危险，也没有人能说清邪党是什么。
谁说清了？只不过是互相在对骂。有那么多研究这个恶党的人与组织也没有研
究清楚它是个什么东西来。国民党和中共打了几十年，也没说清楚中共恶党是
什么。法轮功把这个恶党说清楚了，这不是很了不起吗？这不令世人刮目相看
吗？为什么常人社会有很多人佩服大法弟子啊？人类的很多事情是常人根本说
不清的。大法弟子能把其说清楚，这就是了不起。 

  不只是西方社会，全人类都没有认清邪党是什么。大家现在急于解决的是
救度被毒害最深的中国人，叫中国人看清中共恶党。但是西方也有许多人也对
邪党认识不清，也有极少数人甚至是拥护邪党的，那对他们来讲不也是危险
吗？只是现在急于解决中国太多人都被其毒害的问题，所以就没有把被毒害不
严重的其他民族放在第一位。其它地区从目前而言被毒害的毕竟是极少数，大
多数人都是不相信共产恶党那一套的，而且是排斥的。可是中国人却不同哎，
中国人在恶党的几十年文化教育当中，有多少人还能认清这个恶党啊？没有出
“九评”之前，每一个中国人也都说不清也认不清这个恶党的，骂它也是在它
造的文化之中骂，完全被它毒害得不清醒了，甚至在退党声明中都使用恶党造
的词，如“我是‘新’中国出生的”，“我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我为
‘党’干了一辈子”等。 
 
弟子问：保加利亚弟子向师父问好。我们正在将《转法轮》书翻成保加利亚
文，您能否说几句指导一下？ 

师：（笑）能够把大法的书翻译好啊，其实也是自己的一个修炼过程。不要完
全用修炼人认识的高层认识去翻，因为你们每一个人的修炼层次高低不同，同
一句话大家对法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会发生争论不下的事。只要这个词意、
这一句话符合人的文化表面意思就行了。因为高层涵义是法的展现，所以内涵
是翻不出来的。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有所不同，在认识法的初期是有
那么一点不习惯，但是如果真正去学去看是不影响的，因为神在起作用。 
 
弟子问：请问共产邪恶主义的来源和恶党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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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这就是为恶党搞出的共产邪恶主义骗人之说，没啥区别，都是一回事。恶
党的党员是个人，一大堆党员就是其党的集体。这个集体有一个骗人的想法，
说要搞一个“人间天堂”，就是所谓的共产邪恶主义。人间怎么会成天堂呢？
神造就三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把它变成天堂啊，是为了正法用的。（笑）
如果将来三界还存在，人类社会的形式将永远是人的社会，因为这是宇宙的需
要。变成什么天堂，天堂在宇宙中到处都是啊，天堂可比人类多得多呀。出了
表层空间都是天神的世界，宇宙之中都是天堂。 
 
弟子问：南亚大海啸怎么回事？ 

师：人类的业力大了就会出问题，但是从许多事情中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人类
出现的事情很多都是旧势力的因素所为，对人没有起什么正面作用。人类出一
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必须对人类有一个正面的教训，那才能够使人真正的明白这
是神在惩罚人，从而挽救更多的人。仅仅的为了惩罚而惩罚，人就更不信神。
旧势力的因素干的这些事对人类没有正面作用，人不好了就淘汰掉了。大海啸
在这个时间的出现也是警示人，三十万人几秒钟就没了。那年中国唐山大地震
不是几十万人一下也没了吗？中共说有几百万军队，你真的邪恶起来，说不定
那一下子也没了。（笑）（鼓掌）旧势力的因素是不把人当回事的，只有大法
弟子在救人哪。 
 
弟子问：大陆一批老学员抓紧最后时机站出来证实法，有的用真名退党。他们
委托向尊敬的师父问好。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大陆大法弟子向师尊问好。 

师：谢谢大家啊。（鼓掌）邪恶迫害得很严重的一批学员哪，也是因为执著心
造成的。由于执著又不断的出现反复，今天压力下写“悔过书”了，出来就后
悔，发表声明；明天被邪恶抓進去，正念不足造成严重迫害，他又写“悔过
书”了，然后出来他又声明。被迫害最严重的就是这一批学员。而有些正念很
强的学员哪，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因为明慧的报导是为了揭露迫害，做的非常
好的大法弟子没有作为重点去收集。实际上表现好的是相当的多、相当的多。 
 
弟子问：作为刚刚步入大法几个月的新学员，应该如何掌握学习《转法轮》和
新经文及过去很多经文的时间比例？因为我们在这个正法时期得法，所以想搞
清楚哪个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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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作为新学员来讲呢，主要的是学《转法轮》，然后辅助的去看其他的大法
书。不管是哪一个时期的，包括《精進要旨》，有时间都可以看。也别有时间
少又都得看完的想法，不是这样的。新学员能够做大法弟子应该要做的事，真
的很了不起。最关键是要看《转法轮》，其他的辅助的看，有时间就看，没时
间只看《转法轮》就行了。 
 
弟子问：您可不可以说一说演出的重要性？ 

师：大家搞的新年晚会啊，编排时很辛苦的。节目搞得很好，只演一场就完
了，真有点爱不释手。而且又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为什么不叫更多人看
呢？几个大城市走一走，巡回这么演，叫更多的人看到。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吗？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必须是有条件的，谁走极端都不行，谁也别破坏自己
的修炼形式、破坏自己的修炼环境。我是讲“有条件的”，没有条件是不行
的，不能退学、休学。经济条件不足而不工作来当演员也不行。而且只需要新
年那一段时间，时间不长，不要休学、退职。别走极端，走极端了会带来很多
麻烦。 
 
弟子问：法正人间时中共在人间全面解体，大瘟疫流行，社会动乱等等，其中
哪一个因素最重要？ 

师：好像不会乱吧？人类社会是神控制的，神叫人社会乱，它不乱也不行；神
要叫它稳定，它不稳定也得稳定，是不是？何况那么大一件事情都是为正法安
排的，那这个形势能不把握吗？ 
 
弟子问：弟子想在台湾地区做教师工作的弟子中组织一个新的项目，编一套中
文教材，一到十二年级。此项目工作量很大，是否会影响其它更重要的证实法
的工作？ 

师：如果这件事与证实法有关系你就做，如果与证实法没有关系那就不能够牵
扯学员的精力。如果能够对人类的道德回升起了正面作用也可以，可以做做看
吧。 
 
弟子问：有些学员是做生意的，但是产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是否这样的生意
不应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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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你们的这点生意不算什么，那些国际性的大财团在不断往里输血。因为学
员也要生活，还要证实法，还有一个证实法的环境，这些没有大问题。如果那
些大财团都不干，你那点东西啊救不活中共，而且大法弟子做什么都有大法弟
子证实法的因素。 
 
弟子问：在大陆的人用化名退党后，中共又要加强党性学习，要求党员学习写
笔记。用化名退党的人如果被迫参加学习，是否又被打上兽记？ 

师：退了那就退了，他心里头是有数的，他一旦声明退了就有生命管他了。
（鼓掌） 
 
弟子问：有弟子在赌城做发牌工作，是否会增加业力？是否不该从事这份工
作？ 

师：工作嘛就是工作了。人类社会走到这一步了，说赌城那个工作不好，其实
现在人类社会哪一样工作是真正的人类的工作呢？到了今天这种社会形式，什
么东西都随着社会形式在变，所以只是一个工作而已吧。如果能有其它的工作
呢你就转转，没有其它工作你就做，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么样一个社会了。 

  说到这儿，我倒想说一个情况。很多西方人去赌城，实际上他是去玩去
了，娱乐去了；而中国人，也有一些其它国家的东方人，他真的是去赌的，甚
至豪赌，目地不同。 
 
弟子问：您说大法弟子不能欠着债去圆满，但我买了房子，向银行借了五万，
要三十年才能还清，（众笑）我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 

师：人类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是偶然的。如果你说你向银行贷了款，几十年
才能还清，可是大法弟子都要圆满，怎么能等几十年哪？那么这些事怎么办？
这些事牵扯到人类的下一步。一旦牵扯到人类的下一步的时候，人类的社会格
局、社会形式全都变了。再有，大法弟子真到圆满的时候，你所有的事情师父
都得给你解决处理，其实那时你们自己也有能力处理了。（鼓掌）这和我刚才
讲的问题是不同的，这是正常的生活中的事。有的学员脑子在想：我借钱也不
用还，一走咱们就完事了。（众笑）这个出发点是不行，出发点是不对的那可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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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问：（译文）我炼功已有一年半了，我受益良多，我从心底里感谢您。 

师：都是你们证悟来的，师父只是帮助你们而已。你们能够坚定的走到最后，
不被动摇的，尽管遇到这样的干扰、那样的干扰，你们真能坚定的走下去，你
不用感谢我，全宇宙的神都佩服你！（鼓掌） 
 
弟子问：山东，湖南长沙、衡阳，广东佛山、河源、广州、茂名、中山市、东
莞、深圳，海南，山西，成都、泸州，贵阳、佳木斯、抚顺、太原、鞍山，北
京、北京丰台区、崇文区、北大、清华，唐山、石家庄、承德，天津、湛江、
大连、烟台、本溪、秦皇岛、上海、昆明、新疆、福州、湖北、湖南、合肥、
哈尔滨、开安、山西、南京、辽宁、内蒙古、呼和浩特，（众笑）荷兰、日
本、新西兰、法国、德国、印尼、新加坡、英国、澳洲、丹麦、尼泊尔、台
湾、澳门、瑞典，多伦多，加州三藩市、奥克兰、圣荷西、库伯地诺，马来西
亚、阿根廷、香港、印度、土耳其、加勒比海地区、越南，二十一个国家六个
地区大法弟子向师尊问好！ 

师：谢谢大家。（热烈鼓掌） 
 
  条子我都解答完了。不管我讲多少，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怎么样
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
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魔难，会有你意想不
到的各种各样的执著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
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势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
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
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
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象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
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
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鼓掌）就能使
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
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
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长时间鼓掌） 

  我还要等着你们的好消息。（热烈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