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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 

（李洪志，二零零九年六月六日） 

 

  大家好啊！（众弟子：师父好！） 

  大家辛苦了。好长时间没讲法了，好长时间没和大家见面了。其实我知

道，我讲的越多、越往前面推大家，旧势力的因素给大法弟子制造的魔难就越

多、越重。法也留给大家了，只要按照那部书去修、去学，什么都能解决，什

么都能得，所以这段时间我有意的不再往详细讲。很多东西也真的是靠大家自

己去想、去悟了。这就是为什么将近一年的时间没出来跟大家讲。 

  不管怎么样吧，正法的進程往前推的速度很快，大家从形势的变化和时间

的变化中都能感受的到，非常的快，快的不可思议。宇宙所展现的对人类来讲

也是不可思议的。不管怎么样，大法弟子修炼的路与我在正法中所做的这一切

已经就这样了，定型了，不会有什么变化了，而且正法的速度非常的快。正法

甚至于不用我指挥都飞速的在以宇宙 快的速度接近着。从现在的情况看，世

上变化也很快，特别是人类社会往下滑的很厉害。目前在中国社会，道德简直

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在往下滑，而且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坏到这种程

度。在以往的任何一个情况下，任何一个王朝的灭亡，或者是人类的劫难之

前，人还没坏到这一步就完了。如果不是正法，神早就不让他存在了。特别是

中国，那是人类神传文化的中心，几千年来它的影响波及到全世界，它的文化

对其它空间的影响都很大，以前绝不能让它败坏到这种程度，一到这种程度之

前神就毁掉它了。目前就是因为有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还没有走完自己的

路，在拖延着。实际上我也知道，修炼嘛，就是这么难。正法这件事本身就是

难。人类社会败坏的现实给世人包括大法弟子带来的影响太大了。大法弟子在

世俗中修炼，又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人类社会败坏的一面对人的吸引力

太强，怎么办？目前不能说这些人不要了，还能有机会挽救他们。这就是造成

现在一拖再拖的其中一个原因。 

  你们谁都不知道今天的世人在历史上为这件事情的付出。你们也没有想过

他们曾经是多伟大的一个生命，冒着这么大的险恶，一头扎進来，下到这么险

恶的地方来。就这本身都值得你们去救度他们，把他拉出来。危险就危险在这

个环境对他们的吸引。大法弟子在这场魔难中就是为了他们、为了众生多吃了

一些苦，但是不管怎么样，等待大法弟子的都是 好的。从这个角度上讲，那

么作为大法弟子更应该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更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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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助师正法”、“助师正法”，不管怎么说，这句话我觉的很有份量，也希

望大家能够做到、尽量做到。我知道很难。虽然你们说是这么说了，要完全做

好更不容易。你们虽然在救度众生，在承担这个历史使命，同时自己也在修，

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具体问题也会处理不好、协调不好。我说这个历史的舞台就

是给大法弟子留下来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你们展现的这一切，不管怎么样，

未来都是辉煌的。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做的再好一些，配合的再好一些，

协调的再好一些。 

  其实你们想一想，有什么放不下的？你们在历史上荣耀过，你们在历史上

辉煌过，也在历史上承受过巨大的魔难。在等待的漫长的岁月中什么都经历

了，就等着今天，按理说也应该在 后走好这个路了。证实法中往往做的好和

不好，都是自己造成的。 

  我刚才讲了，我说现在这个历史就是留给大法弟子的。你别看这个世界上

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都在忙碌着自己的事情，那是人类的正常

生活、生存的必要形式，必须得那样的。不能说一下子都起来直接为法在做什

么，那就破了这个迷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存在的本身都是为这个法。看

上去一切好象是与大法弟子无关，其实都是有关的。看上去一切好象是无序

的，其实都是有序的。众生都等着得救，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

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你们不去救他，他们

就没有希望。特别是中国人，大家知道，我过去讲过，有许多天上的王、各民

族的王、各个历史时期的王，都转生到那里去了；他们承受的是 大的苦难和

压力，因为他们成就的不只是他们自己，他们成就的、承担的、要付出的是为

了他们更多的众生，所以他才有那么大的魔难。他们的选择，是巨大宇宙体系

众生的共同选择，所以就有那么大的魔难。你们自己也是，大法弟子嘛，虽然

你们的机缘促成了你们能够有这么伟大的责任，但是你们在历史上的付出也是

相同的。 

  说到这儿，我要讲一些具体问题了。大法弟子当前为了证实法、救度众生

中，所做的其它项目的目地是明确的，但是项目的本身和你们做事的方式要能

叫世人理解。被人理解，不是被神理解。人就看表面的东西，人就只能够从表

面理解问题，所以你们在表面的形式一定要符合常人社会的表现行为。不能够

太过，过了人家不理解；做不到哪，那又救不了人。大法弟子不管做哪个项

目， 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摆不清。不注意你们讲的话、做的事就会叫常人看

不懂，或者误认为是搞政治，或者叫常人认为是为了目地而做的，这样就使大

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人为的没做好。其实这些事情说起来大法弟

子心里都非常清楚，但是具体做起来就容易混淆。这个你们也一定要注意，决

不能给你们自己制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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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解体中共邪党当成是我们的目地。它什么也不是，我从来没拿它当

回事。它就是为正法专门制造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它的特性是反宇宙

的，整个宇宙的力量都要消除它，所以有专门的旧势力维护它、保护它、护着

它走过一百多年来，叫它积累点经验，好到 后一步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时做

反面用，给成就大法弟子时当魔难，给你们要救度的众生当乱世鬼用。就这么

个东西，所以不要把它看的太重，也不要把你们的目地集中到是为了它，那不

值得。你们是为了救度众生。邪党干出的那些事，不都是它能干得了的，是那

些旧宇宙中的势力因素利用它。当然了，怎么不利用别的生命哪？因为它就是

那么坏，因为造出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个东西，大法弟子真的专门针对它去做

它就垮掉了，旧宇宙的势力因素会再利用什么别的东西来捣乱。中共邪党就只

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而存在，你管它也好、不管也好，反正它是要解体。大法

弟子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它就解体，一定解体，但是在正邪撞击的过程中，每个

生命选择的位置、人选择的路、众生所表现的那一切就是众生未来的去向。就

是这么一个关系。 

  你们做媒体的可以揭露中共邪党，那是叫众生明白后能得救而做的。今天

是新唐人全球大法弟子的电视会，大家在座的多数都是搞媒体的，甚至于身兼

多职。大法弟子办媒体，你们得清楚在做什么。当然了我不说大家也清楚，但

是在具体问题上不要冲动。心里一不平静就容易走偏，一到关键时候要想到是

为救度众生而做。 

  几年来电视台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每当我看到新唐人电视播的节目，就

有一种对大法弟子的佩服感。大法弟子真了不起，你们从什么也不懂，到能把

电视办的这么好、有声有色。如果世人不是受邪恶当初欺骗，人们都会来看，

都会觉的这个电视办的太好了、太了不起了。因为有干扰、有邪恶的因素控制

人，目前很多人还睁着眼睛却看不到这个伟大。那没有关系，随着正法形势的

推進，大法弟子的正念越来越足，一切都在快速改变，新唐人电视台发出的能

量很强，收看的电视机都会接收到强大的能量，解体着邪恶的因素。所以从这

方面讲，电视不但要办好，而且要办的越来越正规。大法弟子圆满了，你们要

把它交给法正人间时的人们，成为未来人类的文化，那你们就得把它做好。 

  说到这儿哪，再讲具体一点。要想办好媒体，你们就得立足于这个社会。

常人社会的东西不会神来神去的，而且救人的事，旧势力的因素也会干扰。当

然电视台本身不是大法修炼，直接和大法没有关系，电视台是大法弟子为了证

实法、救度众生办的，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它不是大法本身，但是它是大法弟

子救度众生的工具。既然立足于常人社会，和常人社会电视台一样，那你们在

管理上就要按照人类社会正常办法做。这方面常人社会的企业有许多经验。经

营体制的本身是符合常人社会形式的，所以它才能够在常人社会中立足，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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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人社会中形成。也就是说，人的这种行为符合了这一层的理，那你们也应

该尽量的 大限度的符合常人这种形式来办自己的电视台。要想办好，那你们

还真得想想办法正规管理，走上良性循环，考虑考虑经营的问题。 

  其实常人社会的电视台，它首要的目地是为了赚钱的。你们的出发点不

同，是为了救度众生，这太伟大了，没有人能做这样的事。既然是这样，如果

这个电视台经营不好、经营不下去、没有资金，你们就会失去这个有力的讲真

相形式。这些年来你们都看到了它的效果，看到了它对社会的影响力，那既然

这样为什么不办好它哪？ 

  大家知道，中共是个靠谎言维持的政权，就靠媒体造假相。从初期就欺骗

中国民众，一直到走到 后的今天，还在利用媒体骗着中国人。它掩盖了一切

事实真相，这么骗来骗去骗了这么多年。人们在它的谎言中生长，人们在它谎

言中长大，大家想想，这些中国人都在这种作风中生存，可不可怜呢？很多中

国人来到国际社会后也不理解国际社会，因为他们是在中共邪党文化中成长起

来的，还以为别的国家的人不正常、太傻。不是国际社会不正常，这是正常社

会，被邪党控制的中国社会是畸形的。几十年来中共邪党非常沾沾自喜，它觉

的它的欺骗宣传很成功。它紧紧抓住媒体为其编制假相宣传，维持它的政权。

我这里说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宣传这个东西它是能够带动人的，它是能够起

到人对信息依赖时产生的作用。有些人就是不加分析，人家说什么他就相信什

么。 

  人的思想有一个弱点，大家在长期讲真相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先入

为主。（笑）一个什么认识他接受了，人就会用这个认识来衡量其后者。这是

造就人时的一个缺陷，但是在这样一个反理的环境中又有利于人在魔难中消业

与寻找真理后走出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哪，那人得法回天太容易了。不管人

说什么，都要用正理去寻求、去衡量，那这环境永远也坏不了了，那也就不是

人的社会了。（笑）但是人这个地方过去是没有正理的，王者治国，兵征天

下，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就是人这一层的理。为什么佛法、神的法在这里一

传就遭受着那么大阻碍、从而生出众多的魔难、冲击、排斥？因为传的是正

理，而这个环境是没有正理的。 

  不管怎么样了，反正那都是历史，那都是创世以来人类的文化过程。今天

不是，今天是从创世以来的 后大结局。由于大法在这里洪传，这个环境将来

可能会永远的给人类留存下来。那就是大法在洪传中、宇宙正法的过程中给人

类带来的福份，得以保留下这么一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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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多说了，我想大家坐这开会，有很多事情要讨论。不过多耽误大家时

间，给大家多一点时间，你们有关键问题、主要问题可以提问，我来给你们解

答，然后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讨论。（鼓掌） 

  弟子：作为记者需要报道准确，但有时候我们为了讲真相把事情说大了。

我觉的我们应该遵照西方媒体标准，准确的报道。 

  师：我同意这个观点。应该这样，不要象邪党的宣传工具一样。有些事情

为了让它向哪一方面起作用就把事情说的失真了，这不好。能够起多大作用就

让它起多大作用，不要人为的不真实做，这样就会失去信誉。 

  弟子：我是做社区记者的。通过修炼我知道要按真善忍做任何事情，我们

的报道是要告诉人们真的、善的、好的东西。可有些东西我们看不透，比如中

国城那里很复杂，有些人是很亲共的，他办的活动我们尽量不报或者少报。尤

其他推的东西是不正的，我们就绝对不能报。但有时他那个关系非常微妙，就

怕报不好替坏人宣传什么。 

  师：我记的在迫害以后，中国大陆有一个人以学员的身份给我写了一封

信，说有一件事情应该怎么样能够做的更好，如何如何，但是我知道这个人是

特务。他为了掩饰自己，说出的观点是有利的，我就采用了他的观点。我说的

是什么意思呢？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救度众生，无论你是谁，只要能够在救

度众生中起正面作用我就用。其实作为人来讲，不管人现在表现的怎么不好，

除那些 坏的外，对一般人来讲，还活着可能就有希望。有些人在迫害中被动

的干过坏事，一旦明白了，如果能够起正面作用，就会有机会挽回他以前在迫

害中干的坏事。这样的人说了正面的话也可以引用，但是不好的东西肯定不用

它。你这个人不好，你说的这个话对救度众生又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别人感兴

趣也不报为好，因为媒体会烘托人、会提高人的知名度。坏人就不必去抬他

了。如果讲的东西于救度众生有好处，那给他报道还给他积点德。 

  弟子：新唐人作为电视媒体如何做好经营？在我们地区，学员参加销售，

说要先做好大纪元再做新唐人。 

  师：其实这些事都不用问我。你说我主要在大纪元那边做，那当然你就以

大纪元为主，回头帮新唐人做。你说我是以新唐人为主的，那你就新唐人为

主，完了帮着其它媒体做。大法弟子嘛，都是份内的事，能做咱们就尽量的

做。你们办的媒体都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媒体所发出的声音都有你们每个

参与者的威德在里了，这一点是一定的。 

  弟子：新唐人很缺钱，市场部为了拉广告，有些广告很难拉，就让记者无

偿去拍很多新闻，有时候拍的有些过了，不知道这种做法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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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过了那就不应该了。开始你们可能是把握不好，大家都是从不会到

会。我希望你们渐渐的做好，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能够理智的处理问题，独

当一面。 

  弟子：新唐人从零八年落地加拿大到现在已经有几个月了。但是在推广订

阅的过程中，发现社区对新唐人的认可成度还很有限。 

  师：现在的历史就是留给大法弟子的，但是没有人会主动请你们做什么，

人们都在迷中。这一切都是留给你们的，正的反的，善的恶的，一切都搅在一

起，你们是很难做。虽然这样，这宇宙中的任何生命谁都不能跟你们去比。这

一点有专门管这事的神在把握，但是你们做好了世上事才会改变。你们怎么样

能够做的好、协调的好，怎么样能够起作用，这真的是得靠你们自己。你说我

们有什么特效的东西吗？能不能够来点特殊的办法？好象现在留给你们的是

正的一条路，但是很窄。用心不对、做法有问题就会很难。路很窄，看上去不

行，可是能行。 

  弟子：新唐人办的系列九大赛，章程改来改去，我个人感觉这对于已经报

名参赛的人信誉不是很好，也显的不是很专业。请问师父这是我个人的观念，

还是我们可以做的更好一些？ 

  师：我知道是改过，多是因为经验不足，是为了更符合大赛的需要。改的

多就不好了。其实作为参赛的人来讲，越清楚越好。因为没有经验，就得不断

的吸取经验。发现不对是要改过来，我想以后有了经验就会好。 

  弟子：我是台湾的记者。台湾大法弟子做很多揭露中共干坏事的新闻，直

接取得第一手证据有困难，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第二个问题是说，现任政

府跟一些台商越来越亲共，我们在报道上指出他们的错误，会不会把他们推到

对立面？ 

  师：邪党自己报出来的和其它大的媒体网站报出来的就够多的了。这些东

西都可以转载。自己能够从大陆直接取得第一手新闻那就更好，你们和大陆之

间有自己绝对安全的联系才能行。 

  至于说谁的政府、谁怎么样，其实作为修炼的人来讲，根本就不用去考虑

它。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它，我就是来救度众生来了。今天谁当政，明天

谁当政，他谁愿当政谁当政，那是神安排的，它就这样。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到

这儿去你就想偏了，只要你一想，就偏。根本就不去管，你们就做自己的事。

往往有的时候你们越执着某件事情，那件事情越出问题，越会形成心性关的一

个东西了。你越不去管那些事越好。你们有你们的路，人有人的事。你们有你

们要做的，对于政治上的事情、对于党派和党派之间的问题，管都不要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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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要想。当然作为媒体来讲，很可能是常人喜欢这东西，不报也不行。那别

人怎么报你们就怎么报了，你们自己不写评论文章。那别人怎么报了你们转载

就行了，党派之争的事自己不写评论文章。对于大家都喜欢的新闻可以这样

做，除非迫害结束了、大法弟子办的媒体完全成为了社会媒体的时候。 

  弟子：请师父为弟子们说一说汉服大赛即将为世人带来的衣着上的改变，

以及为什么汉服从明朝之后就失落那么长一段时间？ 

  师：（笑）现在是新唐人讨论会，不是汉服讨论会，这个问题留在以后

吧。 

  弟子：管理问题。如果大家都很有才能、很有见解，那么我作为协调人如

果管他或者怎么样协调不同的意见，他就说你要向内找。当然修炼回家我可以

向内找，但是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管理、事情该怎么做，怎么来协调呢？ 

  师：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众笑）往往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事，大家不吃

饭、不睡觉、不管怎么累咱们也干。可是一说管理，要走上正规，谁要管管

谁，制定个制度，大家就不干了。（众笑）可是你们没有想过啊，那样才更有

力、更正规，才能立足于常人社会，起的作用才更大啊。过去你们把电视台办

起来了，为了证实法，初期的想法是能起到揭露邪恶的作用就行了。可是刚才

师父也对你们讲了，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好，不但要做好，很可能是留给未来的

文化，这连个规矩都没有怎么留给将来呀？将来人家学什么呀？连个规范都没

有，光学大法弟子那股劲？（笑）（众笑）所以我说哪，不管你是哪来的王、

现在无论在哪个项目中，谁要管就叫他管，不要认为别人管不了你。别忘了人

在迷中，你是在常人这种形式中修炼。也许管你的大法弟子还没有你来的高，

甚至于也许他还没有你修的高，那没有关系，这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正念配合。

一定要协调好这件事情。我说清楚了没有？（鼓掌）其实很多学员都在跟我反

映这个问题，我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说清楚。（众笑，鼓掌） 

  弟子：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因为做媒体的学员很多人也是身兼数

职，那特别是在做神韵晚会的时候，做销售的拉来广告没有人做，或者做销售

的都去卖票了。怎么平衡这个关系？ 

  师：是个问题，所以每到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的时候，我就在想要尽快叫

世人知道神韵；巡回中我不叫在一个地方演太长时间，是因为当地学员会很辛

苦，同时会影响其它项目。实际我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了。当初神韵艺术团建立

时，我就想好了用大法小弟子来做，不影响大法弟子的其它项目，但是在推票

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大法弟子参与，而且还很辛苦，还是影响了其它项目。但是

我想，如果能够有一定的知名度之后让常人来买秀，或者是神韵能够在短期内

把名声打的很响，就不用大家参与推票了。其实神韵已经是全世界第一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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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能超过神韵的，（鼓掌）但是目前中共邪党干扰世人得救。神韵现在影

响已经很大了，就是没有达到预想的那么快；一旦影响特别大的时候，大家就

不用费那么大事去推票了。只要广告打出来说神韵来了、在哪演，就行了，人

们就都来了。我想那个时候，大法弟子就不用再那么费心了，也不会影响其它

项目了。我是在这么做。过程中我叫节目的质量、演出质量一定要保证完美，

效果一定要保证 好，不能出任何纰漏，不能出任何问题，无论在哪一个环节

上。真的能做到这一点，随之这个影响肯定会扩大的。我不保证什么，但是我

觉的不久的将来那一天终会有的，（鼓掌）那个时候你们出去做个广告就行

了。（众笑）也许你们的媒体随之影响也那么大了，就不用出去做广告了，你

们报道一下就行了。（笑） 

  弟子：师父能否谈谈新唐人多语种节目在救度众生中的重要性和责任？ 

  师：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语种那当然好。而且电视台真的能够稳固的立足于

常人社会，形成良性循环、蒸蒸日上，那才好呢。不但办成多语种，你们不落

下任何一个民族的语种才好，因为你们要面对与要救度的是所有的世人。但是

我知道从人力上、物力上、从现在的能力上看，真的是还差很远。但是我想无

论怎样，眼下从基础做起吧。如果做的好的话哪，不但影响大，随之有能力的

人也会纷纷得法，因为它是相辅相成的，也会進来补充你们的不足，甚至于在

财力上、方方面面都可能有改观。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这个状态，那这

一切都改变不了，所以在怎么样立足于常人社会、走上良性循环这个问题上，

你们真得好好去想想这个问题了。大家努努力吧。 

  弟子：刚才有加拿大的学员问了有关加拿大的问题，其实我也很疑惑。新

唐人从去年九月份在多伦多落地，到现在大半年过去了，我们的用户量达不

到。面临的挑战，我个人在想如何才能突破，管理机构是否对企业负有很重要

的责任？ 

  师：大家配合好，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这回大家都想到一处去，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起码能够知道今后的路怎么走，扎扎实实的

做。真的不行那也许就是还不具备条件。做好了、真的行了，那就是配合的

好。 

  弟子：对不起，我们发现有人记笔记。绝对不可以记笔记，也不可以录

音。  

  师：不是怕大家记。你们记的东西，出了这个门就不是我的原意。你也记

不全，那就是在断章取义。你就是在捡你喜欢、有用的东西说给别人，不是修

你自己，你要拿它来修理别人。（众笑）你还是别记。我早就讲过不允许这样

做，让你走正自己的路。记的把它销毁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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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神韵在全世界都演了，唯一香港没有演。 

  师：我知道。中共邪党好象对香港控制越来越肆无忌惮。什么“一国两

制”，我看它什么脸皮都撕下来了，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众笑）也

豁出来了，越来越引起全世界对它的反感，越来越叫世人看清它的面目了。它

在直接操控香港政府，香港的剧场都是政府的。不要紧的，没有关系。你们知

道我咋想的吗？我在准备着神韵在中国大陆演出呢。（众热烈鼓掌）不是我想

就说了，邪恶觉的它们多有本事，看吧，历史下一步什么样，（笑）不是它们

说了算的。哪一个王朝都气势汹汹的，但是结束的时候也都是灰溜溜的。

（笑）（众鼓掌） 

  弟子：我是纽约新唐人总部跑市场的。关于新闻组和制作组的配合。我们

出去跑活动，每天回来累积很多名片，很多人都对我们有兴趣。我的困惑是，

现在的时间每天越来越快，很着急，虽然我没有全职工作做这个，很希望能够

和每个人继续联系，但每天能做的事就那么一点点。 

  师：是，真正做事的就觉的不够，所以我希望你们有多一点的人来参与做

市场，你们就不会那么紧张，而且会把路打开，就会走上良性循环。（鼓掌）

做市场本身接触人的过程中就要讲真相，这也是救人。这件事情也是在为整个

电视台办好而做的，了不起啊。你们不要觉的直接写文章在第一线才是救人，

不是的，大家都是在用电视台的报导在救人。 

  弟子：两个问题。新唐人成立七、八年了，但许多学员在技能方面没有得

到很好的提高，这是学员自己的想法。第二个问题，很多学员觉的在街上发资

料比做新唐人新闻更来劲。 

  师：（笑）不一样的，哪个环节都关键。你说年岁大一点的，没有读过那

么多书、又不会其它的，那他能发挥 大作用就是发资料。那作为文化都很高

的，那写起文章来很容易，那就发挥你的长处去做这件事情。其实都是一样

的。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把人救了那就是伟大。（鼓掌）（笑） 

  弟子：新唐人发展很快，节目也越做越多，但在各地都有人手问题。忙不

过来的时候，有的同修说我们一定要保证数量、一定要多做，有的同修就说，

现在这么忙，质量如果做不好还不如少做一点。在迈向更专业化的路上，如何

把握的更好？ 

  师：我看你们太辛苦了，都想尽量做的好些、多点，当然是质量越高、节

目做的越多越好，我是这么想，但是看到你们的辛苦我就不想说什么了。

（笑）（众笑）这都是大家的愿望了。如果大家配合的再好一点，人手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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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也许这一切就会有更大的变化。眼下的难处我看到了。没有什么特殊的

办法，（笑）师父不能给你们特殊的办法，因为这个路得你们自己走。 

  弟子：有的访谈节目要请嘉宾。一种意见认为外来嘉宾只要观点有利于揭

露中共就可以请，但是有时候对他的背景不太了解。另一种意见认为要尽量请

我们自己的评论员。 

  师：请评论员的问题。当然身份适合的 好，但是要有固定的、能力很强

的、大家都喜爱的评论员，这很好，就是要有你们电视台在这方面的专家啦。

但是有的时候也必须请一些外面适合的人来做节目，作为第三者，或者是站在

专家的角度、或者某方面有特殊身份的角度来讲，还是必要的。但是有的人一

时衡量不准这人的观点，可以事先了解一下。节目中出的题目很明确，就围绕

这个问题讲，告诉他你们的观点，他同意了就做，不同意就不做。他真的是中

共的什么人，那他在公开评论中揭一揭中共邪恶，这不也挺好吗？（众笑）

（笑）胸怀要大。（笑）（鼓掌）容量大，能做好。 

  弟子：在采访的时候，大陆明白真相的一些人告诉我，如果见到您，代他

们向您问好。（师：谢谢大家。）（众鼓掌）现在大陆有些做维权的人问他们

可不可以做在大陆的新唐人记者。 

  师：对他们来讲太危险。要尽量注意他们的安全。如果他们可以拿一些消

息出来也不能公开身份，更要注意他们的安全，公开了对他们实在是很不利。

你们要考虑这些。 

  我再说一个问题。在中国大陆，有些学员在被迫害中弄糊涂了；他一旦明

白过来的时候，或换一换环境，他就知道哪是对的、哪是错的。他们是绝对不

会有意走向邪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你们往往在衡量人的时候总是说，谁谁

谁在大陆“转化”过。修炼过程中没过好关那就是修炼过程中的事。修炼没有

结束，他还在修炼，所以那不能够算作他真的不行了。当然有一些人在被所谓

的“转化”期间干了一些坏事，如果还能在今后的修炼中弥补，也要给机会。

但是我希望这样的要有从新做好的姿态，还满不在乎的是叫人看不起。当然

了，那些没有被“转化”、在邪恶中走过来的大法弟子太了不起了，值得尊

敬。（鼓掌）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大家不要把自己的同修往出推。他是你们的同修，尽

量的要能够使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互相之间环境中的温暖。如果你们觉的对他

们不太了解，可以通过大法弟子国内的联系了解一下。他真的是大法弟子你们

就用。如果谁也说不清他，那你就缓用。觉的不行，那你说你先去发传单。如

果你了解他在国内确实是大法弟子，我想应该没问题。就是真是特务，大家想

想，谁都看见了中共要完蛋了，那个高官的资金都在大量往出挪，都留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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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外国护照，想办法外逃，谁还真给它卖命啊？是有一些傻东西，（众笑）没

有头脑的人，那都是被中共邪党灌输的已经完全分不清好坏的人，这种人一接

触就知道了，但毕竟是少数。这个世界的人哪，都是等着你们救的。你们要敞

开自己的胸怀，不要排斥自己的同修。那会把自己的路堵上的。 

  弟子：我在法拉盛做社区采访，有一些人，常人讲就是专门反对法轮功

的，这些人给不给他镜头？还有的人，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不给其镜头，有时只

留一个手，但常人观众给我们提意见。还有宗教团体做的活动，这些事我们是

否报道？ 

  师：你们自己把握。你们觉的还想给他机会，那你们就给他机会。说这个

人已经坏透了，由于他，造成很多众生可能将来会被淘汰了、没有机缘了，那

你们就不给他镜头，这个你们自己来把握看吧。不管是谁，他的出现或者他讲

的话对救度众生有好处也可用，没有好处就不用。有些新闻不重要，与你们救

人也没有什么关系，那就不烘托他。 

  弟子：旅游节目对打开市场很有好处，所以弟子想自己去做一个节目。现

在拍的节目都是外边拿来的带子，自己做将来可以去市场卖呀。（师：好

啊。）但给管理层提出需求，管理层认为我们现在水平不够，拍不出人家那么

好。（师：那他们考虑也许有道理。）（众笑）学法时想可能是我太坚持了，

修炼人嘛，那我就放弃了。（众笑）但有些同修觉的我的想法挺好，支持我去

做。现在把握不好到底是自己的执着呢，还是说现在能做出常人那么好的节

目。自己觉的有信心。 

  师：那就把你的想法和电视台的管理层详细说说，采取哪个步骤、怎么

做。如果你给他们讲出信心来，我想就没有问题。（众笑）（鼓掌） 

  弟子：弟子现在参加电视台制作音乐的节目，发现声音这东西技术也很

高，但是不知道怎么分配时间。有没有必要专门去学、去研究研究？因为很花

时间。 

  师：电视台要办好，那就要有水平，要专业，不会的还得再学。（笑）具

体怎么办还是自己来安排。 

  弟子：我们每次听到师父讲法之后，回去其他学员就特别希望在 早时间

“讲讲”，然后就这个回忆一点、那个回忆一点，我觉的这好象不太合适。 

  师：你们回去讲，你要加上“我讲的是大意，不是师父原话”。只学学事

情是没有问题的。你记笔记念，那就是断章取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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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就节目的整体规划问题问过台里统筹管理的人员，同修说很多节目

如果是台里命令下去的，比如说给一个方向，那就很难有学员能坚持下去；但

是如果是学员自发愿意去做的，一般就比较能坚持。这样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

节目喜闻乐见这方面差距比较大。直接讲真相的节目和喜闻乐见的节目怎样把

握比例？ 

  师：如果在常人公司工作，老板叫你做啥能说自己想做啥做啥吗？你们自

己在证实法中的配合为什么就不行？为啥就不做好？就非得自己感兴趣的才

行？这就是协调配合中的问题。你们为了一个共同愿望参与这个项目，各持所

见，自己都按着自己的意愿去做，这怎么协调啊？这五个手指头都想伸直了，

攥不成拳，打不出去，（笑）这没劲儿呀，所以要配合好。 

  弟子：现在两岸的互动很多，如果我们按照常人的媒体报道的话，难免会

给中共邪党涂脂抹粉。 

  师：那是要注意。具体情况你们还得自己衡量。常人媒体的报道有为邪党

涂脂抹粉的就要修改一下。 

  弟子：我们自己不写评论文章，那可以找常人来评论吗？ 

  师：用常人那也是你们这个报纸在评论，观众不会管评论的人是不是你们

这个媒体的。常人的事不要管，常人的政治不参与，我说清楚了啊。 

  弟子：我想再问，现在两岸的互动很多，中共用很多媒体方式，或者是商

业、经济的方式渗透到台湾里面来，这个部份我们是否应该找到可以做的着力

点？ 

  师：这些事情要看对救度众生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不做，有关系就把

真相揭出来。不要管它什么渗透不渗透，你越想这些事，它就越渗透，看你怎

么办。不要管。救人要对人，不对社会形势；对人心，不对阶层，不对团体。 

  弟子：在做海外新闻时发现，有时中国大陆报道的时候，海外已经报道

了，我们报的东西可以跟中共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海外的自由政府是怎

样做的，中共是怎样做的。我想问，是不是报海外新闻的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

式是，我们要以中国新闻为参照，然后从反面去揭露中共？ 

  师：不是，没有固定模式，理智的做。中共邪党不管它怎么封闭，不管它

对迫害法轮功的情况怎么控制，它的那些东西都会反映到社会上来，终会有人

知道，终会在国际上报道出来。一方面转载报道，一方面通过渠道了解了确切

的事情后，报道出来，用不着拿它的东西反过来说。当然特殊角度报道的媒体

不一样，它专门去分析邪党。（众笑）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9/8/15/206600.html 

13

  弟子：我是洛杉矶弟子，想问神韵的推广策略问题。我们今年元月办了八

场演出，但当时因为早期的推广计划不得力，所以早期没有推广好。后来想利

用感恩节补救，制定了计划，但因为学员意见不统一，争论很大，导致这个计

划没有执行下去，到 后就出现了我们 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就是到 后演出

前发折扣券。 

  师：神韵演出推票的问题其实也反映出了当地学员的修炼状态，我看的非

常清楚。哪个学员、哪个地区状态怎么样，在推票中一定是那样的状态表现。

我不是说大家都修的不好，表现出来是你们互相之间的配合状态，这一点在神

韵演出的推票中是看的很清楚。有些地区学员配合的非常好，而且有些地区只

有几个学员做，虽然人不多，但做的非常有效。 

  其实旧金山我看到了有一些学员长期不出来，我也不想丢下他们，想让那

部份学员出来先做些简单事情，第一能使他们走出来，第二能够给他们自己树

立点威德吧，不然将来怎么办？其他的大法弟子很忙，又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参

与。确实有一部份不出来的人出来了，这很好。 

  弟子：欧洲新唐人固定的节目是每两周一次的“欧洲纵横”，一刻钟都有

一定的难度。面对欧洲新唐人的这个状态，心里很着急。怎么才能够把欧洲新

唐人搞的更好？搞新唐人的人好象也不少。 

  师：唉，你实际上在问我，你们怎么样能修好，（众笑）你们怎么样能够

配合好。做不好都有责任，肯定的。你们想走这条路，你们想参与進来在这个

项目中助师正法，那你们助师正法了吗？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满足自己的执着？

就这个问题呀。我说的不止是这十五分钟的节目的问题。配合不好电视台那么

多节目怎么做的？要知道自己的责任哪，大法弟子嘛，身兼历史的重任，千万

年、亿万年都过去了，两个地球都过去了，一切都是为了 后这件事，到了

后做不好？是在迷中，那为什么有的人就能做好呢？别人为什么就能配合的好

呢？修炼哪， 难的还不只是吃苦。吃点苦很快就过去了，没做好过后就明白

过来了， 难的是在无望中、看不到希望中却能够一直精進，这是 难做到

的。大法弟子，千载、万载，你要做的事情来了，做不好，将来怎么面对这一

切呀？ 

  大家听说过大审判吧？当初有很高层的神安排到正法结束时 后要有一个

大审判，包括下地狱里的和死的众生都得活过来被审，活着的人也要被审，全

宇宙的神都要一一被审。在西方的传说中也都有大审判一说。不只是做坏事的

要审判，起正面作用的人和神，包括大法弟子，也将接受审判。每个生命在历

史中的所做所为都要自己负责。特别是在宇宙正法中，谁出自于什么目地、干

了什么事，哪怕一件小事，都要负责，就是被定为在正法中负责起正、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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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鬼与微小的生命都得接受审判。就是起正面作用的也一样要审判，你做

的事情中有多少众生因你没做好不能被救度？如果是大法弟子，你的誓约有多

少没有兑现？没有兑现本身只是一方面，因为你没做或没做好，造成的一切大

小后果要负责。你做的每件事情给大法带来的耻辱与对主的欺骗，不承担责任

能行吗？我这话以前没有讲，我不想说这些事情，但是你们真应该清醒清醒

了，什么时候啦？ 

  弟子：神韵到大陆去演，新唐人电视台将来在大陆会怎样发展呢？ 

  师：（笑）（众笑）不是笑话，大家看见了，在这个关键历史时刻，新唐

人电视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了。那个中共邪党的喉

舌“殃视”，（笑）那就是个魔窟，是造假与谎言的流氓窝，为邪党欺骗民众

的专职机构，将来还要它发声吗？没有了，肯定没有了。那当然了，新唐人电

视台是能为社会负责的、能为民众发声的，挪挪地方有什么不行？（众笑，鼓

掌）我是这么说，法轮功并不想要常人的什么东西，但是新唐人电视台本来就

是立足于常人社会的公司嘛。你们记住我说的话，救度众生的伟大，会使未来

的人把你们烘托的很高，会把大法弟子做的一切事情继承下来。（鼓掌） 

  弟子：神韵演出确实动用很多学员，影响到很多项目，但是台湾的弟子对

神韵是师父在正法这点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大家都非常有共识，但是对这九项

大赛就有不同看法。 

  师：新唐人这个九项大赛做的力度已经是挺不错了，大家印象中都有这件

事情了。九个大赛是在重建人类的文化。一个是扩大电视台的知名度，起着烘

托新唐人电视台的作用，节目办的很活就能够使不同阶层的人都爱看，这是从

表面上讲。实质上，是通过电视的作用救度众生。但是这件事情过后，等明年

再办，中间不用再烘托它，再烘托就等于是单一的烘托常人的事情了。大法弟

子救人是第一位的，所以这些关系要摆正。这件事情能烘托电视台，也是在恢

复人类正统文化，但是过去了就过去了，不能专门为了烘托人的文化不管救众

生的主要责任。你们当前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 

  弟子：经营时碰到一些困难，一个是在学员中做销售的本身就不多，二来

他们说做大纪元的销售比较容易，对新唐人就觉的比较困难，没有信心。确实

做新唐人的广告有制作的问题，那要求就比较高。怎样来看待这困难？ 

  师：我想啊，商业对像不一样。如果商家大一点的他肯定是愿意做电视广

告的，商家比较小的他可能愿意做报纸，这一点也应该清楚。餐馆做广告用电

视，他们会觉的有点象用大炮打蚊子了。（众笑）大的商家商业范围广，电视

的效应正合适。做广告的也得想想什么样的商家适合于做什么媒体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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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我是协调多语种神韵报道的。我发现有时做中文报道的编辑对于西

方人名字的拼写比较马虎，而名字对于媒体报道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神韵广告片要翻译成多种语言，剪辑的质量不那么好，我感觉只需半天

就可以把它改的完善，但我的一个上司就说，用太长时间了，赶快推出去。我

感觉这样做不对。可不可以讲一讲？ 

  师：当然可以，但是说改就改、又拖上几天甚至更长就是问题了。媒体报

道的质量很重要，你要说写错名字了、写错字了，这方面大家以后要注意。 

  我顺便说一下广告片。传播神韵的电视片，大家都在发表意见。我从两个

方面讲。一方面也许真的是有拍摄与创意达不到大家的要求。大家都是在学习

中，肯定会有不足，但是大家在尽力了。将来会做的越来越好，这一点我对他

们有要求，他们也会努力。但是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常人不是修炼

人，他衡量美丑、善恶喜好是失去神传文化中的正统标准的。人后天在世上形

成的各种各样的观念在决定人的思想行为，所以有人说那样的好，有人说这样

的好，他说你这个不行，他说你的还可以。 

  大家知道，西方社会的很多秀，他们不会做太多的广告，甚至没有广告

片。广告中他也不做那么明确的内容说明，他甚至于就写几个字，加上一个很

抽象的一个画面，就这个广告，就有了效应了。如果要是这样对比一下子，神

韵的广告反而过多了，是不是这样？是，这个你们也非常清楚。任何一个秀的

广告都没有做到这么详细，可是有的学员还觉的不够，甚至于想用一个广告把

整台戏反映出来才好。那是不可能的。就包括电影广告也是一样，弄的太详细

了人就不来看了，都知道了。有很多人觉的什么都不知道去看才有新的感觉，

才有意思，看的才入神。广告做的太详细反而效果不好，并不是象你们想的，

把这盛大的辉煌全展现出来人才来看。都知道了可能人反而不来看了。 

  那为什么你们推票的难度大呢？问题不只在广告上。在哪里呢？在人们长

期的文化基础与不同文化的了解上。美国的各个芭蕾舞团，西方的任何一个地

区的芭蕾舞团或什么艺术团，多数美国人都知道，甚至于团里的主演是谁都知

道。他都知道这一次是谁来演。他们只要把简单的广告打出去观众就来了，很

简单的广告。目前神韵还做不到，没有更多的人知道神韵是谁。我们知道我们

演的 好，可是常人不知道。再加上长期以来中共邪党在系统的破坏中国文

化，是凡中国大陆来西方社会演出的艺术团，几乎都是大杂烩。文化被破坏了

的中国大陆人以为什么东西都来西方人才会喜欢看。被党文化灌输的中国人不

懂得，中共邪灵是有意的操控中国人破坏自己的文化、在国际上用中国人自己

破坏中国人形像，所以排演出的东西很差。比如舞蹈节目，它是芭蕾、中国

舞、现代舞、当代舞什么都掺進去的大杂烩。这种东西在西方社会人们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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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不了的。再加上学了一些西方社会现代意识下产生的一些现代的表现手

法，而又比不上西方社会那些变态人的表现与目地。而且追求现代东西当时髦

的演员不懂，其实现代派的东西在西方社会是没有主流社会市场的。所以西方

人对中国的演出从来没有什么好印象，这都造成了神韵演出的障碍。 

  不是你们的广告做的不够，你们前年在纽约地区的广告，包括靠近纽约的

新泽西与康州部份， 少叫人看了五遍。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来看哪？人们

不知道你演的是什么。他知道你来了，知道了这个秀，但是他不知道你演什

么、质量怎么样。那就只有一个办法，用高质量的演出效果、一年比一年好的

演出内容打开市场。其实目前演出效果已经造成了社会影响，而且一直在发

酵，人看完了之后觉的好他会四处去说。这几年神韵的演出已经起到这个作用

了。因为神韵刚刚走出来，面对的是全世界几十亿的人，这个影响要打开是有

过程，但是神韵精彩表演的力度已经很强了，影响已经很大了，终究有一天会

打开的，终究有一天神韵也不须用大力做广告、费心拍广告片子了，只登几个

字：神韵来了，人们就会来了。（众笑，鼓掌）肯定会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

中还不能忽视广告的质量。无论是广告片也好、文字也好，目前大家别忽视。

创业难，不管做什么事，头几步很难走，大家共同把它走好。 

  弟子：关于媒体报道喜闻乐见的问题。这种喜闻乐见是顺着常人执着的那

种喜闻乐见，或者是人类道德下滑以后的那种喜闻乐见呢？还是说把他们真正

应该喜闻乐见的东西…… 

  师：人的喜好是没有标准的。任何一样东西做好了人都喜欢，就看你的质

量怎么样。有人喜欢辣，有人喜欢苦，有人喜欢甜，有人喜欢酸，口味不同。

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也会养成自己喜闻乐见的观念，那么每个人的欣赏口味

也会有不同，但是不要受这个影响。大家知道神韵演出什么很关键，有人就跟

我讲，说为什么没有小品哪？为什么没有相声哪？为什么没有这个流行歌曲

呀？为什么没有杂技呀？为什么没有这个那个。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一点，哪一

样东西弄好了，人都会喜欢，选择什么要看对像，要看艺术形式的雅俗。为什

么选择歌舞哪？因为歌舞这种形式没有任何语言障碍，没有任何民族间的文化

障碍，人人都能看的懂。你说弄个小品，那么多民族不懂汉语听什么呀？很多

艺术门类它都有局限性，只有歌舞任何人都能接受、任何人都能看。 

  有的时候我在想，在我耳边每天都有人在吹着风，这样做，那样做，那样

做，这样做。我就在想，这也就是我了，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将来什么样，

（众笑）换一个人把握不好就乱套了。（众笑）（鼓掌） 

  我又联想到大法弟子办的媒体，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时，那肯定耳边会有更

多的人发表想法，一大堆建议，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笑）（众笑）所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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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人总觉的管理的人有问题，管理的人就觉的参与的人太不配合。其实大法

弟子嘛，做什么事都先想别人，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再看看全局，就知道咋

做了。想想别人咋想的，看看全局，就知道自己应该咋做了。 

  弟子：神韵演出是否可以象放电影那样在香港放映？在台湾，新唐人电视

台是否可以走向公益电视台这样一个方向？ 

  师：神韵演出不能象放电影一样放映。那样既没有现场的震撼，也达不到

现场救人的效果。电视台怎么办那还是你们自己来决定。台湾大法弟子把电视

台办起来，而且条件比美国这边好，我听了都很高兴。后来又听说你们不想办

了。反正是你们在证实法，你们想办就办，不想办就不办，那本来就是你们做

的，但是我觉的不要太没骨气了。怎么就做不好、配合不好呢？怎么就不能够

努努力在经济效益方面保证电视台的运作呢？在西方社会里，华人大法弟子有

文化上的差异，那在华人自己的地方，还能做不好吗？常人都能做好，你们做

不好？你们报道的东西都是常人愿意看的、别人不敢报的、收看的人都喜欢

的，你们还做不好？不要把办法想偏了。你们要想好了想做了就做，真的做不

了了那你就换个方式做别的也行。我就觉的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要有始有终。

费了一半力气，修炼的路走了一半，回头又从头来、从新走，真划不来。时间

有限哪。 

  弟子：我们做媒体有很多年轻的弟子，因为对男女关系的度掌握的不好，

给自己修炼和周围的环境带来很大波动。 

  师：那这个就太应该注意了。大法弟子你这方面没做好、关没过好、自己

的路没走好，给自己抹黑，也给大法弟子整体抹黑。这些话我不想多说了，过

去说的太多了。注意吧。大陆媒体在导向上公开宣传那些东西，邪恶就是要败

坏中国人，就是叫人无法被救度。邪恶的目地很清楚，叫神看这样的人你还度

不度。身为大法弟子，你们自己做不好怎么叫别人做好啊？怎么救别人呢？ 

  弟子：我们很多参与媒体工作的学员都要兼顾常人的工作，那这样很难全

力投入媒体的运作。 

  师：在座的基本上都是这情况，大家也都做了，那就是自己掌握好时间、

自己把握好吧。眼下就这么个情况，除非你们有解决生活问题的办法了、有专

职人员。我也告诉电视台，你们专职做广告的人可以有固定工资，就是作为一

份正式职业这样做，大家也放下心来去做，必须得把这条路走出来。如果其它

项目你们也具备条件也可以这样做，不具备这个条件大家就不能这么做。 

  目前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效果，大家也都知道了，起到的作用大家也看见

了，不管你几千人進了场，出去就变。这是你们其它讲真相项目在一般情况下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9/8/15/206600.html 

18

不会象这样马上见效应的，目前还达不到这种成度，也做不到这么多人。艺术

团的演出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艺术团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当然是很多方面做

好了才做到的。那有人说干脆那我们就多办艺术团，咱们都干这个吧。不行，

大家知道这得牵扯许多财力、物力、人才的问题。那些个演员、那些孩子是有

这方面条件的，他们的技术提高真的是了不得。飞天学生的文化课学习也非常

好，在纽约上州那个地区，与其它学校比文化课考试第一。（鼓掌）不只文化

课好，而且他们刻苦训练，技能的提高很快，现在比一般的专业演员都强，而

且时间很短。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是他们是大法弟子，再一个就是有一个

很好的师资，包括文化课老师、舞蹈与音乐老师。他们是全脱产在那里，每天

就是教学。这一部份大法弟子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他们有家有业的，那是不行

的。你们都知道，其它项目都是业余，自己一边干家里的事，一边做大法弟子

的事，这不受影响，但是他们不行，所以他们得有正式工资。加上成年人演

员，这个费用非常大。各地演出的费用，他们一开工资，整个艺术团现在全体

人员几百人，各地演出的费用，开工资是不够用的。也想去拉赞助，专门设置

神韵办公室，专门去找政府、找企业去找赞助，因为其它艺术团也是这么做

的。这个事做的很不容易的。你们别看他们见点儿经济效益，那个还远远不够

用哪。 

  弟子：有常人观看了神韵演出以后把神韵的广告带回中国大陆。前两天从

中国回来，他说他在大陆发了四十多张真相资料。他说转告师父好。 

  师：控制人的邪恶因素消除的越多，人就越解放出来了。清醒后的人自己

会分析、自己会看清迫害真相与邪党。哪个好哪个坏，人马上就会知道了。不

管人的道德沦落到哪一步，人毕竟有理性的，对好坏还是分的清的，人会渐渐

的醒过来的。 

  弟子：对大纪元已经有要打平的要求，那关于新唐人的经营，我们新唐人

的大法弟子应该怎么给自己订个目标？ 

  师：具体的还得你们自己具体去做啦。太具体的就别问师父了。你们协商

好，我也和负责人讲了，他们会知道怎么做。 

  我看哪，师父就不多说了，还要留给你们时间讨论，毕竟咱们今天不是法

会，（众笑）我只是给大家解答一些急手的问题。我就讲到这吧，谢谢大家！

（热烈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