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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讲法 

（李洪志，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美国纽约） 

 

  都知道师父经常在纽约这边，所以一开纽约的法会啊，来的人就比较

多。大法弟子在证实法的这条路上，每个人都在力所能及的做着自己应该

做的事，因为你们现在做的事和你们的修炼是息息相关的，这就是在修

炼。你们修炼的形式就是在常人社会中修，不同阶层、不同职业都能够修

炼，而且身在不同的社会、利用不同的职业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中证实着

法、救度着众生，都在利用着现在的这种社会形式修炼着。 

  其实这种修炼形式，它不只是一个松散的、简简单单的在常人社会中

修炼。师父也告诉了你们大道无形，从形式上已经与过去的修炼不同了，

其实这一点大家已经都明白了。地球已经成为宇宙正法的焦点，如果是这

样的话呢，这里的生命，甚至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许许多多事物，都不可

能是简简单单的了。实际上救度众生也好、证实法也好，包括你个人修

炼，那涵义就非常的大了。生命确实已不是简单的原来的地上人，多数是

高层来的，那么在常人社会中的许多事情，就包括常人社会的许多事物的

表现形式，其实也都不是简单的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想想，你们在

每一个行业中，每一个社会角落中，每一个社会的阶层中修炼，就都会包

含着更大的涵义在里面。那么个人的修炼就只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必备

基础了，助师与救度众生、证实法才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真正目地，才

能兑现史前的誓约。上一次洛杉矶讲法我也讲了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大家

可以上网看一看。 

  不管怎么样吧，作为修炼的人，你们既然知道自己现在在社会中所做

的这一切，甚至于包括你的个人生活，都在修炼范围之内，那大家就更应

该严肃的对待你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更严肃的对待你们这种没有形式的

这种形式的修炼。过去我告诉大家，我说要做好三件事，发正念、学好

法、讲真相救度众生。讲真相大家积极的、努力的在做，当然也有一部份

学员表现的比较松懈一些、比较不太精進，总觉的好象是在做事。其实不

是，这是修炼的形式不同。既然修炼的路要这样走了，这又是创世后真正

人能修炼回天的路，过去无论什么修法都是修副元神，主元神百年后还在

人世中轮回转生，而且各种修法与信仰只是神在人中补充人类认识神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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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文化。这是第一次人的机会，也是创世的目地，特别是芸芸众生无量

无计，你能成为这大法的一名弟子，为什么不走好？按照大法的要求，完

成自己史前的誓约。证实法、救众生中呢，这么看上去和在常人社会中的

事很相似，可是你却是真正的在修炼。这与常人做事情的目地不同，常人

要获取的东西和你是决对不同的。修炼人要达到自己境界的提高、兑现誓

约、 终达到圆满，这个目地是决对不同的。 

  我也讲过，任何一种社会形式其实都能拿来修炼。我当初如果不是把

这种修炼形式铺到整个社会的各个行业、各种社会形态当中去，只利用一

种形式或者以过去的宗教形式来修炼，那就是单一的走了一条路，只能出

家了，修炼上也有了形式，这容不了宇宙大法与宇宙正法的洪大要求。如

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大家想想，世界各个角落的众生怎么救？大法也不会

很快就传遍世界，正法是有时间限制的。大法弟子怎么样能够利用好这个

形式，这就是走好修炼路的问题。大道无形，各种环境都是给大法弟子提

供的修炼场地，都能够修炼。你们今天的修炼不是过去哪个觉者给人留下

的文化中那种小道的修炼，是把全人类社会整个铺开了叫你们每个人选择

适合自己的方式修。虽然方便了，但是除了精進之外，每个人互相之间甚

至于都很难参照。这是大法为你们开创的，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条路就得

你自己走出来。承担的责任是巨大的，表现形式却是 平常的。过去修炼

人总是有一个修炼形式，進山修行，出家，剃了头当和尚，到了基督教、

天主教中做修道士与修女、做道士，全民宗教也有严格的管制形式。这些

都不能作为大法弟子的修炼方式。大法弟子的修炼方式是无形的，常人社

会中的一切都成为了你的修炼形式。每个人的路还都不同。你们的工作不

同、你们的生活环境不同，你们各自的家庭不同，你们各自所处在的社会

阶层和碰到的事情都不同。其实还不只这些，如果这背后引申的内涵要是

非常的大，那么承担的责任也非常的大。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承担着

一个巨大的宇宙体系的责任，要救度这么大一个体系中的无量众生，不止

是责任重大，路要走正就非常关键，能被救度的生命在正法中就会被善

解、被纯净、归正，能够留下的各种形态的物体净化中去其糟粕、留下纯

正，这是整个宇宙正法中的要求。实际上你们在修炼中也是在主动的这样

做。这不同寻常的修炼方式与责任，这巨大的法与宇宙正法，对大法弟子

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多么伟大的责任，这也是你史前结下的圣缘，这

是在成就一个伟大生命的未来圣德，不做好能行吗？其实你们将来修炼圆

满了，那果位的层次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修炼的要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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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高。而这种高要求，没有任何外在形式的约束，而且管理是松散在常人

社会中的，只有法。 

  松散在常人社会中，大家想想，这看上去是放松的，实际上对实修中

正念正行的标准要求是很严的，就看你对法实修真修的意志。在这个世俗

中全靠你自己走正，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怎么样能从常人中走出来。常人

所追求的，常人想得到的，常人所做的、所说的、所行的，对你来讲，那

都是要修下去的。因为还要在常人中修到圆满，所以就得做到有而无心、

做而不执着。反过来讲，常人做的这一切也都是给你提供的修炼环境。你

们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在这条路上 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放松自己，混

到常人中去，特别是在证实法期间，而在压力面前、在各种困难面前就更

容易灰心丧气。当然你们毕竟是有誓约在先的大法弟子，你们的生命毕竟

是与大法同在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

保障。正念不足不符合法时会脱离法的力量，就会显的孤立无助。即使是

做大法的事，也得符合法，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目前大家总体上做的都

非常好。当然修炼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不行的肯定是在这过程中要

淘去了，这也是正常的。大法弟子整体上是非常好的，大家都在往前走，

多数都走过来了。当然也有掉队的，再从新跟上来的也有，这也是正常

的。这就是这个修炼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只要这件事没有做到 后一步，

对修炼的人、对众生，那都是机会。 

  所以我说呢，别看这种松散的修炼方式看上去没有条令、没有戒律、

没有规章制度、没有人约束你，可是要求却非常高，因为你得自己约束你

自己，你得自己达到标准。正因为责任大、修的高，人类社会又不会出现

那么大的魔来直接给你制造什么麻烦，所以旧势力才造了一个中共邪党

来，迫害中看你还修不修，闯过去就承认你，闯不过去那是你不行。我当

然不承认这些，但是它们是这样干的，也真的使一些人没了正念、上了圈

套。 

  再就是在你们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困难，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心在利

益的诱惑和触动下，给你制造和提供修炼机会。这个实际上是 难的。过

去没有人敢这么修，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想修炼了就出家，避开世俗，没

有世俗的干扰他就清净了。碰不到那些麻烦的事情，也碰不到在现实社会

利益中触及人心的事情。那么对修炼者来讲，不管他修的是谁，总体上来

讲，在层次上他就有了局限性、修不高，因为他是有条件的，避开了恶劣

的环境，避开了矛盾。而你们是直接面对这些矛盾，直接面对触及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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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实，直接面对个人的利益和人心执着的各种问题。在人世间修炼，

可以说这是 大的难度了，没有比这更难的修炼方式了。 

  大家听好了，过去人说这么难修、那么难修，修了几十年、一辈子，

修几世。其实他时间的拖长是因为他没有直接的诱惑，没有那么大的苦。

你们现在这种修炼，看不到修炼形式上的要求约束，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中

修炼，对人来讲那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存在着诱惑，时时事事都存在着你行

和不行，所以我说能够走下来才是真的了不起。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修

过的，也没有人敢走这条路，也没有神敢叫人走这条路，而且是在乱世

中，又加上邪恶的迫害、恐怖形势的压力。 

  为什么我说大法弟子圆满的要求高啊？承担的责任大呀？实际上就是

这样。再加上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修炼，很多学员还完全处在迷的状态中。

有的学员处在一定成度上、在不同状态中或视觉上能接触到一些另外空间

的情况。每个学员的路不同，情况也不同。其实你知道多少都太少，宇宙

在正法中的壮观景象和大法弟子在正法中修炼时身体变化的那种壮观，这

些还很难看到。这迷的本身对学员构成了很大的难度。你在宗教中修炼，

你在任何避开世俗的那种修炼中，它都不象今天大法弟子这种修炼方式，

他们都能够在不同成度上给他们打开一些能力，都会用神通的本身促使人

精進。可是由于邪恶的旧势力干扰使大法弟子在这方面处在 严格的状态

下，很多学员看不到自己的变化，看不到自己所做的这一切的成就。在这

样的情况下，对自己还要严格的要求，还要走好这条路。特别是在这场中

共邪恶的迫害下，你们能够走出来证实法；在面对压力、生命安全都受到

威胁的情况下，在许多世人不了解真相、受蒙蔽，面对世人各种说法的压

力下，还能够精進，这个人了得吗？真的了不得。谁能在这样环境下修炼

他就应该圆满，就是应该有大果位，因为这是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巨

难，从来都没有人敢走这条路。（鼓掌） 

  在人类社会中出现的任何重要事情都不会是偶然的。人想干什么，看

上去表面这个人干了什么，其实都不是他干的。如果没有神在背后的因

素，人是什么都干不来的。就包括当今在社会上存在的任何事物，比如世

界上的各大公司能够做大，人类在科学研究领域能够造出什么东西来，社

会的存在方式，人的生活状态，这都不是简简单单的。特别是能够左右一

个社会形式的事件，背后都有神的因素在。当然我过去也跟大家讲过了，

我说人类社会很多事情它的出现都是与正法有着直接关系。大家冷静的想

想，每个民族的出现，整个世界上每件事情的出现，甚至于当今的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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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的平衡、各种事物的纠缠，都与今天正法有着直接关系，都与大

法弟子证实法有直接关系。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揭露中共邪党的邪恶迫害

却有人不愿意听，甚至于抱着中共邪党灌输给他的东西当说辞。其实这都

不是偶然的。大家想想，那些邪恶的东西，它不也是因为有宇宙中那些旧

的势力操控吗？那些旧的势力不是想用它们的理念、它们的认识在操控正

法与大法弟子的修炼吗？因为正法中涉及到宇宙的每一个生命，也包括旧

势力，那些不纯的、不够纯的能理解吗？高层生命的一个想法就会对下界

起作用。一个常人有一个想法对别人没有关系，但是对自己却起作用，只

是大小而已。高层生命的一念在其所在宇宙范围的众生就会起作用。更大

的高层生命它的一念就会使巨大的一个宇宙范围起作用。当然它们不会直

接对下界众生干坏事，但是它的一念正符合了下界中烂鬼的意愿，烂鬼们

有了后盾才敢如此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那么在正法中，它们想要维持这

场迫害的形势、想要麻痹世人、不叫人去关心法轮功被迫害，那很容易。

想叫人不去接触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它们维持这场迫害的目地是所谓的

考验大法弟子，必须持续维持这个邪恶的恐怖气氛，因为大法弟子中还有

一部份不争气、修的不够好的，还有一部份陆续的在走出来，还有一部份

众生还没有得救。就是因为学员的这些不足被它们抓到了把柄，才使得它

们敢于妄为。用它们的话讲，它们为正法不惜牺牲它们的命，实质是为了

达到它们的目地不惜一切，所以就给正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甚至于左右

了正法。 

  那么也就是说呢，你们在救度众生、证实法中所碰到的这一切都不是

偶然的。哪怕是一件小事、一个人的一个想法，你在讲清真相的时候碰到

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事，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可是你们只有抱着慈悲的

心去做才行。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

效果就能改变一切。讲真相中你的心要是被常人心带动了，就什么也做不

了了。讲真相中常人听信了中共邪党早期在媒体上的造谣宣传，对大法弟

子有误解，对你凶，或者不愿意听你讲，这个时候你的情绪要被他带动

了、愤愤不平、不高兴，甚至不太理性，那你这个真相就讲不了了，人也

救不了了。实际上邪恶也在利用着常人对大法弟子的误解不断的在思想上

加大抵触。如果你正念很强，邪恶就会被解体。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

切不正的因素，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就会解体那些邪恶

的东西，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那么这个时候对人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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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他就会听了，你就会破除他被中共邪党灌输的那些个谎言，就会把他

的心结打开。 

  因为洛杉矶刚刚讲完法，今天又刚刚上网发表，所以我今天不多讲。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说。很多神在我耳边讲：你们大法弟子不能被

说，一说就炸，说也不能说怎么行，不能被人说怎么修，这叫什么修炼

人，等等等等。以前我知道各种干扰很多，面对迫害中要做的事还不成

熟。为了叫你们做好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我一直不讲这方面的法，我也

没有对你们重点说这方面的情况。目前这方面的表现很突出了，这方面是

得注意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啊，大家知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真正受到损失的时候修炼人都付之一笑，这是你们应有的状态和必须做到

的，因为你不是常人，你要走出常人的。你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要求自己，

你得用高标准来要求你，所以你们必须得做到这样。 

  在这几年中，大家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功德无量，可是也确实有许

多学员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天虽然也在看法、也在读法，可在这方面

很多人不但没有太多的改進，我发现有许多人那个东西还在扩大，个别人

已经到了根本就不能碰的程度了，稍微听到一点不中听的马上就受不了，

一碰到个人执着就炸了，那个东西已经很顽固、很大了。不能被人说，不

能被人批评，哪怕做错了都不能被人说，这怎么能行啊？这哪是修炼人

哪？你就是在做大法的事、救人的事也得是修炼人做，不能是常人做。甚

至于有些人一做错了，别人哪怕是善意的提出来，他都要开脱。一有错就

解释，瞪着眼睛撒谎，甚至错就解释、找客观原因。这种常人都不如的状

态，还是大法弟子的行为吗？修炼人得接受别人批评，在书里面也讲过，

还有的学员绕着弯的推责任，一有问题了，不是这个方面的原因，就是那

方面的原因，实在没原因了那就编一个，（众笑）“你们不知道啊，那当

时是什么情况啊”，怎么怎么样。（众笑）这还算是比较好一点的，那个

严重的就是一点也不能碰了。一有这事时你们知道神怎么看你们的？旧势

力马上就记住你了，你这次的表现被它们抓住了把柄，那你就等着麻烦

吧。由于在这方面心性不到位，会造成大麻烦，注意吧。 

  我上次讲法时说，既然师父讲了这件事情了，你们回去就会碰的到，

有人一出这个会场的门就碰到了。矛盾来的时候可不会给你一个准备时

间，都是在你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来了。不会有人告诉你我是来考

验你的，我是为提高你心性来给你提出批评的。其实矛盾的对方自己也不

清楚，是相互在过心性关。师父现在讲完法，看你们能不能做的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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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准备，没有前奏，没有预先的警告，都是突然间出现的矛盾，跟常人

出现的矛盾是一模一样的。当然啦，今天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这件事情

希望大家回去在这方面修一修吧。任何事情养成的习惯就是物质的生成。

在另外空间有那种物质，在这个空间里才会出现这个状态。那个东西就象

埋个地雷，你碰它它就炸，所以那个地雷不拿走就不行。从现在开始，无

论哪个地区的，无论是谁，只要是你修大法的，这个实质的东西我都给摘

掉。（鼓掌） 

  实质的东西摘掉，但是养成的习性你们得自己去。久而久之养成的习

惯，这种习惯来源于不同的执着。有对爱面子心的执着，叫人说了觉的不

好意思，就会在这方面触动不能被说的心。也有的人觉的自己是项目负责

人不能叫人说。也有人在哪方面有特长不叫人说。也有人对别人有不好的

看法因此不能叫人说，等等方方面面啦。不能被人说来源于不同的执着。

不管是什么样，大家都是大法弟子，不管你承担的是什么责任，你都是个

修炼者，师父对你的修炼负责。你和所有的修炼者都一样，在修自己，要

后走向圆满，对你的修炼也得负责任。也许今天一出门就有人会碰到语

言的冲撞，那个时候看看谁一碰就炸。（笑）（众笑） 

  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

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

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

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

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

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

执着才重要。（鼓掌）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的对待，都能够心不

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

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

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

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

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众笑）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

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笑）（众笑，鼓掌）咱

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东西我可以给你们统统都拿下去，但是养成的习惯你

们一定得去，一定得去，一定得去。（鼓掌） 

  早期我就发觉这个问题了，但一直没讲。为什么没讲呢？因为大法弟

子在证实法中面对中共邪党的各种干扰、利用整个一部国家的宣传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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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种类报纸、几百个中共邪党控制的电台电视台同时铺天盖地的打压法

轮功，利用特务从中捣鬼，各种阴谋都施展了，报道的全是造谣和谎言。

而且在全世界的民众都被毒害了的情况下，大法弟子要面对七十亿人去讲

真相，没有正念中坚忍不拔的意志，挽救众生与证实法是做不了的，所以

这几年不管那些神怎么说，我就是不讲这个法。大法弟子都很善良，人一

说什么自己就不说话了，邪恶造谣自己也不说话了，这样对讲清真相救人

不利、对揭露邪恶就更不利，所以我就不讲这个法。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

一直没在这方面重说。我现在说是因为不会影响你们做事了，面对邪恶，

目前大法弟子都成熟了，讲真相也不会再受到影响了，大家都理智了、清

醒了，经过这几年大家也知道怎么做了，我现在讲就不会给大家讲真相造

成不利的因素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大家在这方面就得注意修了。 

  上次洛杉矶法会之后我也告诉大家，我说你们回去就会碰到。我亲自

看到的就好几起。（众笑）那是来的还很凶猛。可是看上去很凶猛，实际

上也没说什么，有几个学员马上就炸了，就不干了，马上就跟人吵吵起来

了，完全不是一个修炼人的状态了。当然不是说大家修的不好，我刚才已

经讲了，不是你们的责任，是师父为了叫你们讲真相，在这方面没有动

它。那个时候如果动的话，要是在讲真相中表现的很弱，力度就会小。但

是现在看来养成的习惯还是真难去哪。实质的东西虽然没有了，可是一碰

还是不行。我碰到几起，我就对他们讲，我说洛杉矶法会你去了没有？我

没说第二句他就明白了：哎，错了，师父，我错了。（众笑）那是，毕竟

是修炼人，认识到了他就会改，谁都想做好，只是那个矛盾来的时候它是

突然间出现。哪有说来了矛盾了，你准备好了没有？也没有这种事，就是

突然间出现。当然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没有实质的东西了，养

成的习惯、有些东西使人张口就出来，已经成习惯了，要去也不是容易

的，但是一定得去。 

  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有的人一出门就做不好，但是不要灰

心。师父知道你修炼过程中，终究 后会做好，这是修炼过程中的事情，

但是你自己不能够放松。你说我慢慢来，那不行！作为修炼人来讲你是要

精進的，你要第一次做好 好，越做越好才行。从现在开始，特别是在大

法弟子互相协调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们必须得特别注意了。修炼中我什

么不该有的东西都没给你们留下，就唯独留下了这点东西，当时因为不能

影响讲真相，没给你们动。其实早期讲法，在九九年“七·二零”之前

呢，这些话我也在反复讲，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万一旧的因素干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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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事来，它们真的要对大法弟子来老一套的话，如果不打好这个基础，那

很多学员就可能走不过来，可能就不修了，可能也就不行了、掉下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强调的比较多，讲的比较多，在心性的修炼这方面我说

的是非常多了。到了九九年“七·二零”之后我就不再提，特别是这个问

题我一直不讲了，原因我也跟大家说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都得做

好。我也看到真的是有人做的挺好，也有的表面上过的去，可是心里过不

去的，心里头还在作梗。（笑）（众笑）嘴上也不说了，表现的也很坦

然，可是心里头憋着哪，（笑）但是，还算能冷静啦。那已经是第一步

了，因为面对的大法弟子层次不同，针对不同的炼功人要求也不同，那做

的好的给你要求的就更高一点、提高快一点。修炼嘛，就是这样，那一关

设的小，你就只能走一小步，那一关设的大，你就是一个跳跃。 

  另外提一点，就是大法弟子在生活方面要注意了。大家看到了，非夫

妻之间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是人类的罪恶，破坏着家庭，败坏着人伦。我过

去早期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在常人社会中修炼， 大的问题就是乱世时面

对常人社会性的诱惑。这个问题对修炼人来讲，过去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无论是哪一种修行看的都很重。过去如果是一个出家人在这方面犯了戒，

你就别再修了。如果是哪一个神仙带弟子在山里修，谁要犯了这个错，那

你就永远都完了。就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作为大法弟子，你在大法中修

更神圣，可是有的学员却那么不注意。不管社会上人世间的理是什么样

的、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作为修炼的人是高标准、超越人的理来看待这

个问题的，是按照神的要求做的。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在人这也是犯罪，神

不会干这些肮脏的事，可是修炼的人不是走向神吗？不是在神的这条路上

走吗？那为什么不能够向神看齐？为什么不能够按照神的要求去做？而且

有人屡次在犯？这怎么行？ 

  大家知道，我们都知道了，历史上的预言的 后都是讲给今天人听

的。有很多预言中提到过，“ 后能剩下的人都是纯净的，身体都是干净

的。”他们认为保持人的纯净这件事就是 重要的，什么都没有它重要，

所以留下的一定是这样的人，修炼成的一定是这样的，留在地上的人也一

定是这样的。大家想想，宇宙中的神看到大法弟子干这种事的时候他们会

怎样对待你？用他们对一个将成为神的人标准要求，你一旦干了这种事有

多么可怕？一旦谁在这方面做错了，全天的神都会认为一定要把你打下去

的，是决对不能认可、决对不能承认你的，所以你在今后碰到的难，有很

多因素是那些神它根本就在往下弄你，你说这给修炼制造了多大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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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才叫你一犯再犯、屡犯不改， 后在心性的冲突下你会邪悟。开脱

自己嘛，不断的开脱就会邪悟， 后甚至于对大法的理不认同， 后走向

反面。好多人邪悟你以为他真的愿意邪悟啊？很多是因为哪方面没做好被

邪恶钻了空子造成的。所以那些邪恶就专门抓住你这些弱点，就抓住你这

些东西不放。一旦它认为这根本就不行了，用它们的标准那根本不能再修

炼，它就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弄下去，想办法把你毁掉。当然它也知道，李

洪志不会放弃他的弟子、会继续度他。可是你们知道吗？它会把他弄到反

面去，做对不起大法与大法弟子的事，成为被邪恶利用的工具。对大法犯

下不可饶恕的罪时那怎么度？它就是想把犯这样错误的弄到那一步上去。

真到了那一步就真不能度了，因为你已经无法补偿了，那怎么度？正法是

有标准的，大法弟子修炼也是有标准的，在这方面为什么不注意？给师父

抹黑，给大法弟子抹黑，造成那么坏的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嘛，面对不修炼的家人这个

问题，一直处理不好。当然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可能非一日之寒，开始

没处理好积怨太深，久而久之造成了一种间隔，好象根本处理不了。这些

问题会给大法弟子在证实法中造成困难。是凡出现这些问题的，还是错在

大法弟子，是开始没做好才使其变成这样。其实很多事情你能够协调好、

安排好的话，不会耽误做大法的事情。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好，忽略了这

一点。 

  大家知道正法、修炼是严肃的，谁修谁得正果。亲人会因为你的修成

而得福报，决不会不修炼的亲戚、朋友、父母子女都跟着圆满。作为个体

生命，不修炼他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代替不了他，你也承担不了

他。如果他不破坏法，他又不修炼，因为你的圆满他们会有福报，有的甚

至可能去你的世界作为你世界中的众生，也可能在世上将来得福报，那就

看是什么缘份了。因为你在这个环境中修炼出来的，亲戚啊甚至于祖辈上

都会受益的。相反，那些迫害大法弟子、干扰正法的人，因为他，祖宗都

会有罪因此会下地狱。家里人，你能够叫他修炼那 好，他不能修炼你也

得让他做一个有救的生命， 起码做一个好人，他才能够得福报。一些学

员开始没有做好，忽略了这件事情， 大的原因就是认为：他是我的亲

戚，他是我的父母，他是我的儿女，修大法这是大好事，我说了算，我叫

他们都得修，所以说话带有强制性，或你们一定要听我的。生命的关键时

刻别人不能替代，你说了不算。在人世间生活中的事情你可以代替他们，

他的事情你甚至于可以说了算，可是真正牵扯到这个生命的关键时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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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选择什么，可不是那么简单了。人不是一生，今生和你是一家人，来生

他和别人是一家人，再来生不知道转生到哪里去了，只不过是一生的缘份

而已，你怎么能代替了他的生命永远的选择呢？只有你真的是抱着救度他

的愿望，把他视作一个要救度的生命，你看看这件事情就不一样。就说很

多事情对待的方式不同，收到的效果也就不同。 

  当然了，还有一些年轻的大法弟子啊，和常人结婚，有的真的是被情

拖下去了，变成了常人，比常人还常人；还有的人受到的干扰很大，自己

觉的心有余力不足，又怕影响两人的关系，大法的事情又怕做不好，也知

道影响自己的修炼，弄的 后心力交瘁、不知如何是好。其实冷静下来想

想，这些事情都能解决。既然这部法在人世间这样传了，在常人社会中选

定了这样的修炼方式，肯定在常人社会上遇到的一切都能解决，就看你怎

么样去对待家人，能不能用正念去对待它，能不能用一个修炼人的正念讲

清楚。如果处理的好，那就会好；处理不好，就相反。 

  其实在常人中讲真相也是这样，不管他持什么态度，你们都是抱着一

个慈悲的心对他，他心灵的深处、他生命中明白的一面都懂。如果你们敷

衍了事，甚至于被常人心带动了，那一定不会收到好效果的。那么神圣的

事情，决定一个生命未来的事情，怎么能那么随便呢？那么敷衍呢？怎么

能被常人心带动呢？其实说是讲真相，你不就是在救他吗？你不是在度人

吗？你没度了他，还被他拉下去了。那颗心被拽住了是因为有执着。没有

执着，你带动不了我。我非常理智的、有正念的讲真相，效果就不同。 

  很多大法弟子不远万里来参加这个法会，来的很不容易，因为每个人

都有工作，都是利用着周末休息的时间飞来飞去。来了之后也可能有很多

话想要跟师父说，也可能有一些疑问想要提出来。因为洛杉矶法会刚刚开

完，而且要整理成书，所以太多了真的消化不了，今天就不多讲了。因为

夏天法会比较多，下次我再讲。（鼓掌） 

  顺便再讲一下，讲真相这件事情只能力度越来越大，不能够放松，决

不能放松。如果人类真的出现了预言所说的那样的事情，将来后悔也来不

及。不能对不起众生，对不起自己在史前立下的誓愿。而且这场邪恶的迫

害还没有结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松懈。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其实你不是

给别人做，也不是给大法做，当然更不是给我这个师父做。你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的修炼，因为这个修炼就是这样一种形式，无形的形。你在社会中

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你修炼范围之内的事，就看你怎么去对待。面对这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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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当然也是你修炼范围之内的了。所以大家今后怎么样走好自己的路，

也就是怎么样修好自己。对个别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不想多讲，因为大家

也都冷静了，知道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原因的，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正念

足一些，修炼中精進一些，不叫邪恶钻空子，这样大法弟子就会少遭受损

失。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讲真相中需要人手，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讲真相救众

生，更多的人来参与各个项目破除邪恶的迫害，那么少一个人就少了很大

的力量，多一个人就多了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不希望丢掉任何一个人，也

不想失去、再过早的叫他们走。大法弟子的圆满是没有问题的了，但是你

早走，也给大法弟子要做的事造成损失，也是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目前正

需要人手，不要造成损失。我想大家就尽量的做好，正念足一些，避免损

失。 

  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全场热烈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