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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纽约法会讲法 

（李洪志，二零一零年九月五日，曼哈顿） 

 

（全场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大家好！（众大法弟子：师父好！热烈鼓掌）大家辛苦了！（众弟

子：师父辛苦！）这是难得的一次大型盛会了。这次来的学员也比较多，

我听说两个会场学员都满了。一转眼十年过去了，无论怎么迫害，也不过

就是把大法弟子锻炼成熟了。大法弟子经过了这场邪恶、严酷的所谓考

验，走过来了。无论迫害多么邪恶，你们还是在讲真相、救众生、证实

法，对自己做的事情非常的明确。大法弟子没有参与常人的政治，我们对

政权不感兴趣，这只是一群修炼的人。但是迫害者为了迫害法轮功、迫害

修“真善忍”的这群善良民众，不惜毁掉人类的道德，宣扬假、恶、暴、

色情那些人类社会最坏的东西来对抗法轮功。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对政治

不感兴趣，我们不要人手中的权力，只须有一个能够修炼的环境、有一个

信仰大法的自由，就足矣了，但是迫害者也不是完全没有理智迫害，它非

常清楚这群人要做好人。中共邪党政权是不叫人做好人的，从它建政那天

开始就是流氓起家，一路上都是用谎言、用假的来欺骗民众，用暴力来专

政，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政权。一路上都是靠不断造假与暴力镇压过来的，

几乎每一件宣传与打压都是假的。它的政绩是假的，它宣传的英雄人物是

假的，它打击的坏人是假的，它宣传的敌对势力是假的，它树立的英雄人

物是假的，冠冕堂皇的外表也是假的。世人，特别是中国人，越来越看清

它的面目了。 

  那么也就是说，在迫害法轮功期间，它为了迫害这群人、能够使法轮

功被打倒，它就纵容那些邪恶的东西、不良的行为对抗“真善忍”这普世

的价值，造成社会上这些不好的东西大肆泛滥、越来越不可收拾。这些不

好的东西一成气候，反过来也危及了它自己的政权，现在它想收拾也收拾

不了了。也就是说，它迫害法轮功把自己迫害倒了，现在就在这过程的最

后。我当初就说过这话，最后这邪党不光彩的结局不是被人打倒，是做恶

的报应、自食其果。大法弟子从你们这来讲，自己也要非常清楚、非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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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自己在做什么。一路走过来，我从来没有改变过你们修炼人的原则，所

以咱们有些学员可不要糊涂、不要用人心想入非非。 

  整个三界的构成、创世的当初，都是为了最后这件事情。在人类这表

现是一群好人在救度世人、带动社会向好的方面转化，在挽救这个世界、

挽救人类。可是在宇宙中是正法，牵扯无量无计的众生、巨大的宇宙、无

量的天体，那么和人类的这点利益呀、政治啊，那点小小的东西是不可比

的。但是大法弟子到常人中来做这件事情，只有靠大法来明辨是非。一入

红尘就到了迷中了，所以谁也看不清真相，只能本着这部法来指导大家如

何做。那么这些年的实践也证明了大法弟子学法好的就不迷失方向，无论

这个社会怎么复杂、表现的情况怎么千变万化，各种人心、各种人的想

法、各种能牵动人执着的与诱惑、一切表象的东西都在干扰着修炼人，但

是如果真的能够遵照这部法去修，你就不会在这些假相中被迷惑。 

  大法弟子嘛，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路，真得冷静的回头瞅一瞅。很多

事情看上去是无序的，可是实际上都是有序的，为正法留下的最后历史一

步一步的为你们而延伸。我记的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之前也是在这里开了一

次大的法会，当时来的学员很多，大家现在不又都来了吗？邪恶越来越被

世人看清楚。大法弟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会被

世人越来越看清楚。谁正谁邪、谁好谁坏，那些莫须有的罪名、那些诽

谤，都会被世人看清。邪恶流氓政权为了打倒谁就给谁制造罪名，这是它

的一贯手法，现在正在一个个被揭露出来。中共历次搞的运动都在使用这

种同样的流氓手法，先给被迫害者造一顿谣、媒体齐上批一顿，挑动民众

情绪，绑架民众参与此事，然后把他打倒，这就是所谓的“群众运动”。

这一次不灵了。是啊，宇宙正法，宇宙众神都在关注着，众多的佛道神也

在参与，能叫一些恶人一时说了算？只不过是利用这个狂妄的邪党来考验

大法弟子、在生死面前去大法弟子的执着心，从而使大法弟子圆满而已，

把那些不能当大法弟子的筛出去，也不过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

过程当中很难看清怎么回事，那谁在这个迷中、谁在这过程中谁才知道

难。我刚才说的话就是告诉大家，大法弟子了不起，在迫害中你们走过来

了，但是有些人不要迷失了方向，要清楚自己是干啥的。 

  再一个我想说一说，就是我们大法弟子在这么多年被迫害中，不断的

在揭露着迫害、叫世人看到迫害中栽赃陷害的谎言，这实质上是在挽救世

人，因为真正被迫害的不是大法弟子而是世人。我早就说过这话，大法弟

子只不过是在这种巨大的压力、真实的生与死的考验中走向圆满的过程。



 3 

历次对正教的迫害不都是这手法吗？我过去讲过，我说人类总是不记着正

面的教训，老是记着负面的教训。大法弟子无论怎么苦都在救世人，各个

项目中大家也都是在做这件事情。为了能够有效的救度众生和揭露邪恶的

迫害，大法弟子建立了很多讲真相的项目、救人的项目。有大一点的，有

小一点的，有媒体，也有突破网络封锁的，也有在各个环境中、各个社会

阶层中以各种形式证实法的、救度众生的，大家做的都了不起。为了能够

有效的充份的发挥更好的作用，这都是大法弟子自发的组织起来的，建立

了一些很有效的救人项目。在这啊，师父肯定大家，只要师父没有说你做

的不好或者是没有必要，那么你就去做，把它做好。只要能救人，你就去

做，不用师父一个一个的给你们肯定。 

  过去的修炼人，大家知道，是以个人圆满为主要目地的。大法开传历

史上这么大一件事情的出现能是小事吗？宇宙的法拿出来传给人，那能是

一般的人修炼吗？释迦牟尼在世传的是罗汉法，大乘佛教是释迦牟尼不在

世以后搞出来的、严格的说是变异的，也就是说，那只能修成罗汉。可是

大法弟子都是天上下来助师正法的王，是宇宙要正法才有了根基这么大的

大法弟子的根本原因。要被救度的世上众生也不简单，一般的生命也不配

宇宙的大法与大法弟子救度。现在的世人多数是天上的生命下世做人，背

后连系着庞大的生命群。那么这么大一件事情，这就不是一般修行人能做

得了的，修炼的果位也不是一般修行人可及的。这件事不是过去人们所知

道的那么简单。 

  我讲过，过去宗教也好、各种信仰也好，还有各种修炼方式，它只是

在人类奠定修炼与对各种神认识的文化。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些觉者们来

奠定这个文化，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修炼、天上有神、什么样的神。有

佛、有道，也有人们知道的耶稣、耶和华这样的神，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

各种神，他们奠定了人类认识神的文化，使人在历史的过程中充份认识了

神是什么样的、神是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是修炼、修炼都有哪些形式、怎

么样才能修炼。奠定了这个文化之后，我今天传法就容易多了，我不用再

去讲什么是神、什么是修炼，怎样能达到神的境界。很多很多最表面的东

西我都不用讲了。也就是说人们都懂了、都知道了，这文化已经奠定过

了，这就是历史上那些觉者下世真正的目地。而今天不是了。今天的大法

弟子赶上了宇宙正法，也就是到了不管是谁说的，预言也好，或者是有能

力的人们知道的一些现象、了解的一些情况也好，就是到了这一步了，大

法弟子就是在做最后这一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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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大法弟子都了不起，他们来的层次都不一般，在人类的历史上创

造了人类的文化。历史上许多有名的人都在大法弟子中，不管他是以觉者

身份出现的，还是以文化名人或者是历史名将与民族的王出现，只要历史

上留下他的名字，这个人就了不起。有许许多多看上去也是了不起的事情

却留不下名与事迹，那就是神不叫留，一般人没有资格留，因为人类的历

史本身也是为正法与证实法而成就的，留下什么文化与人的理念非同小

可。人类的真实历史与目地不是那么简单的，大法弟子的修炼与救人这事

的本身是与宇宙正法这件事联系着的。 

  大家知道从九九年“七•二零”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一步一步我们看

到了这个社会的变化、人心的变化，同时也看到人们对大法弟子与中共邪

党的认识与态度。面对当年那种邪恶的形势，如果大法弟子不去做，没有

人替你们做，因为人都在等着你们救。真正被迫害的不是你们而是世人。

人们都看到法轮功被迫害、大法弟子在反迫害，其实反迫害是个表象，救

人才是真相，揭露那个邪恶也是为了救人，因为中共邪党是反神的，也不

叫人信神。无神论本身就罪恶滔天。神造了你，你不承认神？那只能被神

淘汰。大法弟子在救人的过程中为了更有效的发挥作用，在各个项目中投

入的精力也非常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真的是很可喜。那么也就是

说，在这场迫害中，大家都在建立着觉者的威德，迫害者是在大法弟子圆

满过程中的邪恶表现，真正被迫害的是世人。 

  世人怎么被迫害啊？一个个不是活的挺自在的、在道德下滑的社会中

活的挺逍遥的吗？大家知道，地上的人多数是天上来的，而且很多是天上

派下来的代表，代表着那一方天体、那一方宇宙的众生，目地是在最后能

得救。能不能得救就看这个人在世上对大法传出后的表现，因为人的表现

也是背后所代表的那个宇宙生命在正法中的体现。人不会象神那样表现，

到了人这个境界中，层次低了，他只能用人的表现形式表现。今天师父在

这传法也不能象神一样的，只能是用人的语言来讲，用人的表现跟你们在

一起，所以很多人他看不清楚。人们认为法轮功是在被迫害，其实是世人

在被迫害。为什么哪？因为他在这场迫害中听信了邪恶的谎言，对法轮功

有了仇恨，可是法轮功是宇宙大法在世上的叫法，大法弟子是在证实法，

是救度众生的法徒，是有重大使命的，也就是说，是神的使者。如果世人

心里装上了对大法与大法弟子不好的念头，或者是对“真善忍”这宇宙的

根本法理诋毁或不认同，特别是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说了不好

的话、做了对大法不好的事情的，就会被神淘汰、销毁。大法弟子被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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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严重，他们都是在神的路上，早走和晚走都会圆满与归位的，而真正

被迫害的不正是人吗？ 

  宇宙有无量无计的众生、数不清的各种神。庞大的宇宙神圣无比，象

释迦牟尼这个层次的神在天上多的数不胜数。释迦牟尼佛曾经用恒河沙数

来形容数量之大，其实地球上所有沙的总数也无法比喻这种境界的神佛数

量之多。这还是在一个境界中的对神佛之多的比喻。相比来讲，那人算什

么呀！很微不足道，可是人虽低下，他背后却引申到高层生命，很多世人

却是一方生命的代表。这些事在迷中的人他自己是不知道的，更不知道他

真正的自己是谁，但是很多世人他背后却代表着无量无计的高层众生。那

么，这么大的法、这么了不起的大法弟子来救一个普通的常人？怎么可能

哪？现在这世上多数人是有内在因由的。如果一个人是巨大天体派来的代

表，他代表的是一个世界或者是一层宇宙、一层天体，因为天体是一个循

环体，众多的宇宙体系不管多大，它有自己的一个体系，在更高还有它的

体系，更高还有它的体系，更高还有它的体系，越高越大，众生越无量无

计，神也越大，生命多的更是无量无计。总体宇宙大的了不得。大法弟子

救一个人，可不只是一个人的概念，会使巨大的生命群得救。反过来讲，

一个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表现就不是人的简单表现，当然人的表面不清

醒会成为他与他代表的众生得救的障碍，所以要讲真相。 

  我刚才讲这件事情很大，今天听法的人很多，大法弟子是没有问题

了，新学员和有一些对法轮功的支持者还有家属，可能听不大懂，因为法

会嘛，我是讲给大法弟子的法，只能这样讲。这就是宇宙的大法为什么会

在人世上传的原因。大法弟子救什么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大法弟子

来救，才配宇宙大法来在这个世上传，就这么大一件事情。那么作为人本

身来讲，人在低层次上背后有庞大的生命群，但是你在地上却是这个境

界、这个层次中的普通人，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你虽然是最低层的，如果

对宇宙的法犯了罪，或者是你不认同造就宇宙与无量众生的这部法，你反

对他你上哪去啊？人说的死了也有个去处，宇宙中一切都是这部法造就

的，你往哪去哪？这宇宙中的绝对的死亡物质都是这法造就的，反对他你

去哪？比如在《圣经》中耶和华、耶稣也都讲过，说有些迫害圣徒的人，

生命将在永罪永刑中，无休止的、包括一直到新造就的宇宙、整个漫长历

史，犯罪者都在无休止的承受罪业中。哇，这很可怕！那可是痛苦的无止

境，对宇宙大法犯了罪，那罪业就那么大。人虽然还只是人，但是人却是

上界众生的代表。那么人对大法犯罪的话，他背后所代表的生命群从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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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天体其中有无可计量的神与各类众生统统都会被销毁，因为是宇宙正

法。慈悲是在大劫前的表现，正法是严格无情的。 

  我这法不是讲给常人的，是给大法弟子讲的。大法弟子都知道是怎么

回事。那么也就是说，真正被迫害的是人、最根本要淘汰的是人，实质上

迫害出现的目地一个是考验大法弟子，一个是淘汰宇宙旧生命，其中包括

人。旧势力根本上是不让人得救的，因为宇宙中的旧势力认为宇宙不行

了，众生都不行了，就应该都销毁；修炼人要严酷考验，大法弟子修不好

就淘汰，世人与其他众生不能留。你们看到很多预言都是这么讲的吧，有

的讲的万里剩一，千里剩一、一千个剩一个啊，也有讲十户剩一户啊。不

管怎么讲，它们是要大量的销毁众生。可是作为大法在世上洪传和救度众

生的根本目地，是挽救这一切，能够使救度的众生得救是根本目地，所以

就是尽量的做，尽量的多救。 

  宇宙的旧势力参与正法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给大法正法当了魔。大家

知道，人这什么事情都是相生相克的、一正一反的。人类社会就是这样。

人本身就生存在既有善又有恶的这个环境中，构成人的物质本身就有善恶

两面的物质因素，所以人发脾气、无理性、狠、恶、恨、高兴的癫狂，这

都是魔性；理性、慈悲、善良，这都是佛性、善性。这个世上有好人、有

坏人，有善的、有恶的，天上有佛，佛就是法王嘛，也有魔王。当然都是

这么对应的，一直到很高层次都是对应着，一正一负。一正一负均衡着旧

宇宙的一切。宇宙中旧势力看到大法洪传，全是善的，它就制造出许多魔

来，它就制造出许多魔难。这样它们本身恰恰给正法当了魔，给宇宙的大

法当了魔，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大法弟子这么多年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救人、讲真

相。别看很多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怎么严重，那都是在神的路上，无论是先

走后走都是圆满。可是作为常人来讲，他没有这机会。为什么大法弟子的

生命这么特殊呢？因为是从历史的很久远的时候就奠定了这个基础，一路

上大法弟子都是这么过来的。大法弟子中有当年耶稣的门徒，也有释迦牟

尼的佛弟子，当然还有你们不知道的那些神与神的弟子，但是你不是真正

他的弟子，你是大法弟子，要等到今天是目地。也就是说当时是跟随着这

些个圣者开创过人类的文化，今天又利用着这个文化来救人。 

  上次在美国首府华盛顿法会以后，很多学员听说师父要去各个项目中

跟大家见面，这一下子就来了很多。（众笑）各个项目给我传来了很多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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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各个大小项目都要找师父去跟他们开个会，（众笑）所以师父就做不

到了。我刚才一番话，实际是告诉大家，你们做的都很好，不需要师父给

你们一个一个的去肯定，或者是对每个人肯定。你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做

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你就是在开创自己的路、树立自己的威德，你也就在

完成着你的历史使命。很多事情都在迷中，即使师父去讲，也不会给你讲

透的（师父笑）。所以跟大家说，都想叫我去我还真的是去不了。（众

笑）但是我今天来了也不想辜负大家的心愿吧，大家总想跟师父说点啥

（弟子鼓掌）。人太多了，你们可以递条子过来，我给你们解答，但是

哪，你们如果是个人问题，或者是与救度众生、和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情

不相关，就别递条子了，因为太多的条子，每个人一个条子，咱们到明天

这个时候也完不了。（众笑）另外一个会场你们也可以把问题递过来。 

  拿过来吧，先拿过来。 

 

  弟子：《洪吟二》里“四大已风化”是什么意思？ 

  师父：我可以给你解答，但是我觉的问题与当前救度众生的这些事情

不是有太大关系。地、水、火、风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四大，在天体的一

个境界中宇宙产生的根本原因。我说清楚了啊，在一个境界中的宇宙产生

的根本原因是四大，但是它不是最后的根本原因。随着天体在成住坏特

性、在漫长岁月中到坏的程度，看上去是在风化解体中。 

 

  弟子：韩国大陆大法弟子想念师父。 

  师父：谢谢大家。这话就不用再写条子了啊。我知道大家都想师父，

师父也想你们！（众弟子热烈鼓掌） 

 

  弟子：北京大法弟子越是最后越是特别特别想念您。 

  师父：这个我看就不念了，我挑问题念吧。 

 

  弟子：北京农大、地质大学、航空航天大学、林业大学……大法弟子

问候师父。 

  师父：不问候了啊，因为它需要时间念。谢谢大家。（弟子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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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南昌、广东、湖南、西宁全体大法弟子向伟大的师父问好。 

  师父：我不念问好了，我先解答问题。我先念问题，解答问题。 

 

  弟子：全体泰国学员向师父问好。 

  师父：还是问好的。谢谢大家。 

 

  弟子：四川资阳、成都……（众笑） 

  师父：还是问好。 

 

  弟子：怎样才能尽快清除在人中形成的观念与执着？ 

  师父：（笑）在难中、在解不开的事情当中，总是在想有什么办法。

其实就是本着大法去实修，没有捷径。一个人要走向神，说咱们找找窍

门，（笑）那能是实实在在修上去的吗？不行，得实实在在修才能上去。 

 

  弟子：上次美国首府法会后，很多大陆弟子认为大陆也应该无条件配

合协调人，还把一些以前的站长、辅导员找出来做总协调人，而这些以前

的站长、辅导员很多是一直没有真正走出来的。 

  师父：过去大陆那些大法弟子炼功点的负责人，其实当时不是因为他

们修的好才当负责人的，是因为他们有那个做事的能力和意愿才叫他们去

做的。修炼人的事得修炼人做。光看做事的能力还不行，还得看这人能不

能修炼，这是永远永远都不能够改变的。 

  我上次讲法时，特别加了一句“大陆以外国际上大法弟子”，中国大

陆不是这个情况，所以我没有针对他们讲。 

 

  弟子：大陆精進的学员忙于讲真相救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学法炼功而

遭迫害。而有的学员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学法炼功上，却很少讲真相，这样

的学员很多。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救下足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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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就说有的哪讲真相不学法，有的哪学法不讲真相。（众笑）这

也就是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借口。你不真的摆正这件事情，大法救人的

事常人做不了，必须得是修炼人，那你就得学法修炼成为修炼人。常人做

了也不算，他也没这威德。那修炼人你不去做，你只在学法，为什么学法

你知道吗？是成就自己、也要救度众生。学了法是你自己得法，你光想

得、光想得大法的好处？换句话讲，大法弟子被迫害，大法都被玷污，你

都不站出来说句话，你配去得那个法吗？就这意思。 

 

  弟子：北欧的某些西方学员要求采用一套按日期随机读《转法轮》的

方法，……。 

  师父：没有这个说法和做法。大家最好能有一个学法的固定时间。统

一学法这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形式。但是学法要精進嘛，你要经常学，所

以你才不迷失方向，才能够走正你的路，才能做好你该做的。不要改变读

法的状态，就是通读，不要标新立异、独出心裁。学法挑着学、搞个什么

形式学，我看是用了人心了。 

 

  弟子：我们地区有一位神韵协调人因种种原因现在不出来了，比较消

沉，师父可否讲一讲？ 

  师父：我不能给他下结论。（众笑）只要这件事情没完，大法弟子就

在修炼中，就在过关中，就在看他行和不行中。我不能堵他的路。每个人

都在悟，每个人都在修。你看他不出来，他自己难受着哪，也在过关。过

关中人人都会这样。自己怎么样把握自己才是关键。 

 

  弟子：有同修说不相信第一负责人就等于不相信师父，对吗？ 

  师父：这个事情我还要跟大家从新说一下。我讲的是各个项目的主要

负责人、或者是一个地区的佛学会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很主要。至于说这

个项目中以下的、其它地区的、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这个还不是那么主

要。但是作为我们大法弟子，师父既然要求你们改变状态，就应该这样

做、服从管理，就应该听从指挥，因为各部门做事也是最主要负责人发出

的指令叫做的。这个关系我再重复一遍啊：我讲的是主要的那些个负责

人，大项目的负责人，和各佛学会的第一负责人。在这以下的具体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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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在佛学会以下的各个地区的炼功点学法组，这个不是，我指的不是

这个，他对整个项目不承担责任。但是哪，很多地区的负责人，各个项目

以下的部门负责人，是因为项目第一负责人叫他那样做的，也要服从、去

做好。真正有严重问题你倒是可以正常反映，但是这么多年形成了一个习

惯，老是看不上谁的心很难收，习惯了向外找，这个状态我要给你们去

掉，我要把这个东西给你们去掉，不能再这样了，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 

  以前为什么不说呢？如果一开始这样做，就会出现什么状态呢？负责

人怎么说就怎么做，你们都走不出自己的路，同时那个负责人带偏了你们

也不知道，而且负责人本身没有关过他也修不了。懂我说的这意思吧？这

就是我前几年为什么叫你们这么做，我不提这个问题。现在负责人在这十

年中的魔炼、修炼过程中，他已经过很多关、走出了自己的路，绝大多数

都已经认识到了应该怎么样去做。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状态改变过来。同时

把习惯性的有问题向外看、向外找、向负责人看的这种心去掉。以前向外

看习惯了老是看负责人不顺眼，到现在还没顺过来，（众笑）不行，还得

顺过来。但是作为负责人来讲，有的做的真的是很差。很差是很差，但是

主流还是好的，所以师父还在观察。 

 

  弟子：有些同修指出，我参与一个媒体的工作，又答应另一媒体的同

修做节目，是否是不专心做好一件事？ 

  师父：大法弟子咱们就是身兼多职，说我能够做好了这个又能把那个

做好了，那你就去做。说我完成不了这个，我又承担了别的，那你哪个也

做不好，所以这些事情自己得摆正它。中国东北有一句话叫“熊瞎子劈苞

米”。（众笑）熊瞎子就是熊嘛，它劈苞米怎么劈呀？掰一穗夹在腋下，

再劈一穗还夹在这个腋下，再劈一穗还夹在这个腋下，最后还是一穗。

（众笑） 

 

  弟子：最近大陆某地一位很好的同修协调人突然以病业形式离世，很

令人痛心。周围的同修也在反思自己的责任，但还有别的原因吗？ 

  师父：经过这么多的迫害，走过了那么多的路，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

为什么出现了。问问我们其他同修，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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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旧势力就是这样安排的。当然安排这件事的时候学员本身并

不一定知道它是旧势力，那时候师父还没有提出它是旧势力。他就这样听

任安排了、就这样约订下了。那时有些就以为是应该这样做哪，就签订了

一些什么东西，到那个时候这就是它们迫害的把柄。那也有一些其它情

况，比如很多人都在看别人怎么修，大家也跟着学，而不是走自己的路。

那旧势力就会让他早走，从中看你们的心怎么动、修还是不修。因为修炼

必须得是发自内心的主动去修，你真得能在利益面前、在名情中剜心透骨

的伤痛中拿的起来放的下才行。那看着别人行你就行，看着别人不行你就

不行了，大家都这样做，就等于把那个人推向危险，人心就在催着他走。

那旧势力就会抓住理而不让他活，因为它们认为他影响了一大批的人在看

他怎么做而不实修。这些人到底行不行、能不能修、真修假修？得自己修

才能行。它们真的抓住这个把柄，师父也不好办，因为它们抓住了理了，

它们说：你看那一大帮人，哪个是真修的？得叫他走开。所以修炼中一定

要走自己的路，一定要修自己。 

  当然不只是这两个情况，有些人长期对病的执着也危险。因为有人说

修了大法病就好了、就有了保护伞了，我只要是進到大法弟子中了，我就

不会有病了，我什么都不怕了。这是多强的人心哪？是真正实修来了吗？

是把大法当作保护伞？即使开始不是这样想的，也是一个执着。 

  咱们不是圆满的时候要修得执着无一漏吗？在人心上没有任何漏啊。

每一颗人心都不行的，都得去掉，这都能造成一些学员的意外。经过这么

多的魔难，我想很多学员都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不多解释了。这些问题

都是你们走过的路了。 

 

  弟子：国内的一些大法弟子受迫害后走不出来，但是落后的弟子会拖

延正法進程，能否请师父开示？ 

  师父：他拖延不了，因为时间也是不等人的。师父只是一再给机会，

中间的过程可以等，但是真正最后的大时间是不能拖的。 

 

  弟子：大陆大法弟子在目前的正法進程中怎样做的更好？他们让我代

他们问候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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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救度众生、讲真相，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修好自己。别搞标新

立异，别搞那些小道的东西，堂堂正正的做好三件事。谢谢大家了。（鼓

掌） 

 

  弟子：关于集资的法理，请师尊再明示一下。比如有的海外项目需要

做，那么有的学员出钱，有的出力，这算不算集资？ 

  师父：其实集资这件事情，我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的情况讲的。在国

外很少见，在台湾有个别人在钻大法弟子的空子。但是在中国大陆这样的

坏人很多，所以我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情况讲的。那么在其它地区就比较

少见。有一些大法弟子是合伙摊点钱搞一个什么项目，这个不算集资，没

有向别人伸手去要钱，这都不算的。当然有一些做生意的和经济情况非常

好的大法弟子拿一些钱来支持大法项目，那也与集资是两回事。这都是主

动发自内心做的，又不影响什么，他又经济上比较好，这不算。不搞那个

会员制，也不主动伸手管学员到处征集资金，谁这样做谁错。 

 

  弟子：最近有的地区学员中病业反映比较突出，有些学员就提出大家

一起发正念与造成病业的生命善解。这种对“善解”的理解和做法是否正

确？ 

  师父：大法弟子是慈悲的，师父法身也在善解你们的各种善恶缘。想

法没有错，但要看是否是那个情况，还是正念不足无可奈何的做法。 

  有些人有病了，一修大法好了，真的好了，可是旧势力为了去你的

心、要考验你行不行的时候，它还让你在你原来那个病灶的部位上有病痛

的感觉，或者是有病的反应，连症状都一样，看你相不相信大法。那个时

候怎么办？人神一念哪。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相、旧势力干扰，

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

上什么都没有。可是这不是人说一说就能做的到的，那个坚定的正念发自

于你的内在，不是形式，也不是嘴说的。比如有人说，哦，师父教我们这

么说，那我也这么说。可是你心里不稳，或者做给师父看，并没有达到那

个境界，真的那一念出来不能撼动它，不能够击破旧势力干的事，那不

行。那是修炼中产生的正念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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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叫大家能够处理好这些，我不断的叫大家真正的学法、实修，正

念一强真的跟神一样力可劈山，一念就劈山，那你看它旧势力还敢不敢干

什么。正念一上来什么都挡不住，所以被干扰最多的、被迫害的最厉害的

多数是那些个不太精進的学员，或者是学法不经常的，学法思想在干别的

事的，都会是这样。而真正那些个修的好的大法弟子真的是干扰不了，一

点也干扰不了，而且正念很足，同时在帮助别人，真的是助师正法。 

 

  弟子：很多大陆学员把“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作为讲真相的必备物

品，见人就发，并不深入讲真相。 

  师父：这当然不对呀，也不知道干啥的，给你一个吧。（众笑）他刚

刚在劳教所迫害完大法弟子，你给他一个干啥？你保护他啥？保护他别出

问题、接着迫害大法弟子？你得给他讲真相，让他明白了、别干坏事了，

真正的把他救了你再给他个护身符。做到实处，救人不是发传单哪，给一

张是一张。 

 

  弟子：大陆学员见到病重的亲人或朋友，就叫念“法轮大法好”，并

保证说病一定会好。 

  师父：从目前大陆情况来讲，如果这个人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中真敢

念，甚至念出声来，他就会好。（众鼓掌）但是，要是在一个宽松的环境

里念，不一定好使。为什么呢？是因为那是有邪恶的压力、你敢于出来说

大法好，和美国这个环境中随便说不一样，上大街上喊“法轮大法好”，

警察也会跟着举举手的，（众笑）没有压力。但是如果是发自内心的念大

法好，那也会起作用。所以效果怎么样，那要看用心情况与环境。环境很

好、很宽松、没有压力，那也得看看情况。这是见人心的。 

 

  弟子：有人在中国大陆没炼过法轮功，到国外为搞身份，到我们炼功

点学了五套功法，在各种活动场所照了一些照片，撒谎向政府申请难民保

护。我们大法弟子有的给家人出证明，这样做符不符合法理的要求？ 

  师父：迫害刚开始的时候大法弟子都议论过这些事情。怎么办？我这

么看：他是真的假的，这些事是政府的事，作为大法弟子没有管这事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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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力。那他想学、他想炼功，那你说你不能教他吗？也得教他。关键是

在这过程中大家要跟他讲真相，要他明白才是关键。 

  通常大法弟子都很善良，那他照象就照吧、学就学吧。是，在这种情

况下，他一旦拿了法轮功政治避难，那么这个人对法轮功就欠下了一笔

帐，从今以后他不能对法轮功做不好的事。如果做了，他马上就会遭报

应，这笔帐他得还，得还到那种程度，从中国能到美国来，是借助法轮功

才来的，你得还这么大份量的债。说不定犯了什么法就弄回去了，或者得

到相应的其它报应。目前有些律师在办法轮功学习班，为了帮助申请难

民，教人学《转法轮》。不管他什么用意，这律师对法轮功欠大了。但从

另一方面讲，叫人了解大法也不是坏事。尽管人出国都是为了来赚钱、谋

生，利益摆在第一位，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过程中对法轮功肯定是有了

了解的，所以这些事我们通常都是不太管，因为管不管那是政府的事，不

是我们的事，所以大家就是尽量不去结那个恶缘吧。 

 

  弟子：请问师父，在推广神韵的交流中是否应结合心性的提高而不是

只谈工作？ 

  师父：是啊。大法弟子做什么事都正念足一点，才能做的更好。当然

也不能说着急办事也不管，只管学法，学完法要找的人走了，事还办不成

了，那也不行。什么事情你们不能太教条。法是一定要学的，要分场合，

要分时间，你们得把它安排好。 

 

  弟子：长期形成的思维和性格是旧势力安排的吗？对学法形成很大干

扰，怎样彻底摆脱这种干扰？ 

  师父：人的思维、想法，脑子中形成的各种观念，都是你长期在社会

中接触各种事情过程中形成的，年岁越大积累的越多。中国大陆不好的现

象现在是越来越多，你看的也越来越多。人家说中国大陆的孩子跟国外的

孩子特别不一样，大陆出来的孩子什么都懂又尖滑。是啊，那个社会什么

坏事都表现出来了，报纸、媒体、人的行为、说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底线，

小孩脑子灌的不该有的东西就多、就比国外孩子多，他也就成熟的多。 

  什么东西灌進人的思想里就存在那了。人是有记忆的。说是记忆，这

讲起来好象都是观念而已，其实它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人讲话的时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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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讲一个什么道理的时候，或者是要说服你的时候，“呱呱呱”一个劲往

你脑袋里灌，就真的是向你扔东西。有的人很生气不断的反对，就是不断

的在排斥。当然大法弟子对人是有益的，我们讲话本着正念，随着讲话吐

出来的是莲花。可是常人在社会中形成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進入

人体它就会左右人。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不

是，你看到了就進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

的时间越长進的越多。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

進。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

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 

  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这是绝对的，不但在修炼界，在常人

中过去的老人都懂。这些东西在修炼中会逐渐的排除掉。但是你说我今天

修炼了，我全部都拿掉，一般情况下是不行的。为什么哪？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形成的东西一次很难都去掉，你没那么大的热量还达不到化掉它

的成度，你得多次才能化掉它。你今天修的好一点化掉一些，明天修的好

化掉一些，后天修的好化掉一些，渐渐的你真的能正念十足，那个热量也

大起来了，就把它全都容化了。 

  为什么有人说思想中的坏东西我都去掉了，怎么又有了哪？而且我每

天发正念清除，怎么还会反映出来呢？怎么老也去不掉啊？是啊，你那东

西也不是一天進去的，（师父笑）也不是一时形成的呀。就是这么个关

系。说那是不是我叫师父帮助就都给我拿掉了？那你说这不就师父替你修

了吗？那最后也不算你修的呀。不算你修的就是没修，就是修炼有漏，回

天后众神一看你怎么修的？很多东西不是自己修的，没威德，没吃过这方

面的苦，一路都是师父给拿下去的，那天上不收你的。你还有没还的债不

行。欠什么还什么，这是宇宙的理。师父可以替你偿还一部份，可以替你

清理思想中应该清理的，但是你自己必须得在修炼中修你该修的那部份、

承受你该承受的那一点。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你得认识到什么是

修炼、怎么修炼。修炼中有所领悟、有提高，那才是修炼。 

 

  弟子：能否请师父讲一下“真善忍美展”的重要性？ 

  师父：谈重要性，美展和其它项目一样，都是大法弟子在救人做的一

些讲真相的项目，就是这样，和其它项目也都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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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尊敬的师父，弟子做媒体制作的工作。在具体的设计方面，如

电视包装设计，很多东西都不是传统的，非常商业化，古代没有。如果要

走一条大法弟子的路，又要符合常人的专业化，如何把握？ 

  师父：常人的工作你就只管去做，这社会的运作就是这个时代的东

西。那你说过去古代没有现代社会的状态，你要完全做古代的东西它也没

人买呀，（众笑）它也没有那个环境啊。现在社会就这样了，你就正常的

去做，不算你的错。大法弟子不去推动它，多起正面作用就可以了。但是

你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修炼，修的是自己。在利益面前、在好与坏面前、在

是非面前、在应该不应该面前，你怎么摆放自己，你就去实践、修。书也

读了，法也看了，不断的在修，不断的在看法，那在社会中看你怎么把握

好自己了。 

  现代的学校学的都是这些东西，到工作环境中去做也是这些事情，这

没有关系。这个社会都是这样的了，只能是你自己尽可能做好。你不工作

养家糊口怎么办哪？自己生存都是问题了那怎么办哪？现在叫大家都穿上

古代衣服，从现在开始都做古代人做的那些事去，（众笑）不是叫大家这

样做。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了，将来人类会恢复到人类的传统上去，是一

定的，绝对会的，但是现在不行。特别是在救人中，你们必须得符合常人

社会状态去救人，否则的话你救不了人。你来个特殊的，人家看你怪怪

的，你讲什么别人不理解，那怎么救人哪？ 

 

  弟子：怎样才能在主流社会中广泛推广神韵、效果更好？ 

  师父：你们在实践中自己去摸索。每个地区的情况不同，每个民族的

情况也不同，有的是共产社会走过来的，有的一直是正常社会，有的是经

济发达地区，也有的是经济不好地区，每个人群在社会形成的文化观念也

不同，所以各地区大法弟子得你们自己去做。神韵演出这件事情我不是要

大家非做不可，因为它也是一个救人的项目，可是大法弟子资源是有限

的，如果你们要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否则你就别做。我不是叫全世界每

一个城市都要演神韵，我是说你真的要做你就一定要做好，否则就别做。 

  有人觉的，我们今年神韵挺好，没赔，他高兴了，可是神韵赔了。你

知道神韵一年得几百万的消费，那这钱从哪出啊？大法弟子都知道把神韵

请来可以救人、可以做这件事，那你不为神韵负责也不行啊。神韵为各个

地区的大法弟子开创条件、做救度众生的事，但是你们也得给神韵创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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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哪。要做你们就切切实实的做好，特别是这件事情是师父直接领着神韵

在做了，所以你们哪个地区做的怎么样，问题会非常快的就反馈到我这来

了。 

 

  弟子：现在很多大法弟子的孩子都被常人中的东西迷住了，应该怎么

办？ 

  师父：是啊，这个社会就是大染缸。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和大法弟子在

拉人，甚至于大法弟子的孩子也是在这个环境中，不好的东西在往下拽

人。如果孩子不能修炼，或者是没有好的环境，真的是抵挡不住。可是大

法弟子的责任又这么大，我们不但救度世人，身边的人也得救啊。 

 

  弟子：请师父讲一下“希望之声”和其它媒体项目的关系。 

  师父：这个没有什么特殊关系，都是大法弟子办的项目，本着一个共

同的目地——救众生。全力去做，做就把它做好，否则的话就别做。你做

不好哪，那个邪恶还看你笑话，还会给大法弟子抹黑，带来不好的影响。

所以大家无论做什么，真得认认真真的。 

  你们在证实法中走过的路，所有的一切都在历史上有记载。你们成就

的东西，神在给你总结，师父的法身给你总结。精华的东西拿出来就是你

的路，就是你的威德，就是你建立那个世界的东西。释迦牟尼证悟的是什

么？“戒、定、慧”，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修炼、包括在人世间四十

九年传法所得。那么每一个神都有自己的证悟，那是他在宇宙大法中证悟

到的，证悟中成就着自己，也在开创他自己的世界。每个大法弟子你自己

做的那一切都有神在管，都有神在总结。 

 

  弟子：新唐人的总部广告销售人员要求记者无偿为一些公司拍工商新

闻。 

  师父：无偿拍新闻。如果是要搞好关系，或者是有什么商业上的互

惠，这是可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无代价的去做也没啥意思。通过这件

事情去讲真相救了人，我也不反对。如果没有什么那为啥做去？条子是这

么提的，我也得这么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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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弟子悟不好，这对新唐人媒体的品牌有影响，还是记者应尽量

配合、帮助销售人员用这种方式接触潜在客户？销售人员是否应尽快提高

专业水平、独立去拉广告？ 

  师父：新唐人有很多事情真的是得做的好些。你们看看神韵咋做的，

不能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开会不解决实质问题不行啊。其实这些具体

事我根本就不想管，修炼中那是你们要走好的路，可是你做不好真的是会

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造成很大的影响、不好的影响。 

 

  弟子：我们做的项目从没有问过师父，项目正处于关键时刻，但是协

调人之间意见不能统一、矛盾很大，使项目受阻。 

  师父：那就按第一负责人的想法办吧。以前很多事我看都是存在这问

题，你们就是这样跌跌撞撞往前走，摔的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的。但是我

希望大家摔跟头之后要吸取正面教训，不要老吸取反面教训。吸取反面教

训就是用人心在想问题，把自己变的狡猾、圆容，那就变坏了。什么是坏

人，我跟你们讲过吧，那狡猾的人是坏人。心地善良、没那么复杂的思

想，那是好人。要正面想问题，摔了跟头要从修炼人角度上找原因：我哪

做的不对？用法衡量衡量，你才能吸取正面教训，真的能这样去做一定会

好。大家都这样做了，我就不信那项目做不好。就是没有向内看、没有正

面吸取教训，就是没有象大法弟子那样讨论问题。 

 

  弟子：选择大法项目时考虑最能发挥自己所学之长、最有利于自己修

炼提高的项目，而不是听各个项目负责人的游说，算不算错？因为他们都

要有些能力的弟子做全职，而我认为还是做常人工作最能接触到主流社会

有影响力的常人。请师父开示。 

  师父：“选择大法项目时考虑能够发挥自己所学之长”，从救人的实

际情况考虑没问题。你说我是电脑专家，我去拉广告。当然你说拉广告我

也有这个本事，那也行。就说咱们所学所用的在救人中能起大作用当然

好。自己考虑在常人工作中救人能发挥更好的作用那当然没错。这些事情

都很简单，决定怎么做就怎么做好。有些项目负责人，因为缺人缺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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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劲拉人，管你干啥的，反正能上我这来就行了。（众笑）路你们自己

走，摔了跟头我也不说话，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就好了。 

 

  弟子：由于人手缺乏，不同的项目在竞争、抢有限的人员，而不是更

好的配合。 

  师父：急缺找合适的人一时也找不到，赶紧拉一个人先做起来。我知

道这也就是眼下你们遇到的困难。这些矛盾我也在观察。 

 

  弟子：请问师尊，在越南当前的政治下，也要向大陆讲真相吗？ 

  师父：如果大法弟子在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你能够做好身边的事

情，也是可以的。没有那个环境和条件，就不要硬做。当然我讲了，中国

大陆的人很多都是不简单的，因为各个国家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王、和上面

下来结缘的那些个层次高的都转生到那去了。你别看现在的中国人都被中

共邪党糟蹋的不象样子了，人的行为、思维、作派呀，都很不象样子，但

是那个来源确实是不简单，很可能都是有你们各个民族的王在那里。这些

事情大陆大法弟子也都全力在做，你说你有条件可以做，没有条件不要紧

的，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括中国大陆各个地区大法弟子，都在做。 

 

  弟子：为了救度非洲的众生，目前哪个项目最合适？神韵、新唐人、

大纪元？ 

  师父：（笑）哪一个成熟了做哪一个。你说咱们办新唐人成熟了，那

你就去办。没有条件还不行。大纪元成熟了那就办大纪元。不在于什么项

目合适不合适，一是看条件具备了没有，二是大法弟子切实的为众生考

虑。 

 

  弟子：大法资源宝贵，如何让全体大法弟子珍惜大法资源？ 

  师父：是啊，很多学员哪，你叫他赚钱他不会，可是花钱却非常顺

手，（众笑）多少钱都敢花，花的非常顺，不计后果，不考虑这钱是哪来

的，也不管你以后怎么样，没有责任心。这样的做法，神都愤怒的在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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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糟蹋大法弟子资源就等于也是在干扰破坏大法。就这么多资

源，你消耗了，真正能救人的却没有。 

 

  弟子：正法已走到最后，东南亚国家还不能举办神韵，心里很着急。

请师尊加持我们不放弃希望。 

  师父：这倒不一定非得神韵去。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办的好讲真相

同样有力度，而且其它项目的力度也很大。大法弟子都能起到应有的作

用，我想也是你们做好了。不是神韵去了才算救度众生的。神韵只是一个

项目，因为专业性很强，国际性的这样一个艺术团体达不到国际艺术水平

那是不行的，所以我在把握。 

 

  弟子：大陆高层与低层人士对法轮功都有一定了解，但中产阶级却往

往回避和视而不见。应如何针对这部份人？ 

  师父：现在中国大陆的所谓中层绝对不是中国的主流社会，它只不过

是个利益阶层。当初迫害法轮功之前，真正的中上层主流社会的人一半以

上在法轮功里边，是邪党把这个主流社会的人推向了对立面，现在造就了

一批腐败份子当它的社会中坚，所以那个社会才腐败的挽救不了。当然这

些人本身是可以救，关键是他们敢不敢听真相。 

 

  弟子：台湾现在的环境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还是旧势力的安排？ 

  师父：这么说吧，旧势力当然有它的安排，可是大法弟子要是做不

好，对你个人就是个修炼问题。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没做好，这一个地区

就会出现人心带来的麻烦、学员中人心带来的问题。那要是更多的大法弟

子在台湾地区在哪一个问题上没做好，那就会影响了那个地区的环境。当

然我不是说台湾大法弟子没做好啊，有些事情是旧势力在干扰，比如当初

大法弟子没有蓝绿之分的人心，今天情况会更好。一开始我就在不断的说

这个问题，我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后果，可是有些学员还是党派的人心重

于修炼，人心就是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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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请师父开示，目前马来西亚很多大法活动都受到方方面面的干

扰。是我们修炼有漏、没协调好，还是其它问题？ 

  师父：有外在原因，中共流氓的干扰，这是肯定的。比如北美地区神

韵的演出它就干扰不了了，因为各个剧场互相之间他们自己都通气了。它

干扰，我们学员去讲真相。那剧场也会打电话问上一个演出过的剧场，说

他们到底演的怎么样？节目到底怎么样？那上一个剧场告诉他非常好，说

什么什么样节目。他说那为什么中领馆的打电话来干涉？为什么有的人冒

名发电子邮件、匿名的人打电话来、写信来说怎么怎么样？上一个剧场的

人说我们也接到了这些东西。这剧场和剧场现在都知道中共这些特务、中

领馆干的这些事。 

  我想其它地区，大法弟子你是做神韵主办这件事情的，你是不是真下

了功夫去做了？尤其欧洲啊，你们年年这么赔，我在考虑还去不去了。你

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们得认真对待这件事情。耗的人力、物力、财力

都很大，那为什么你们不把它做好哪？要不就别做了，做其它项目还能做

的轻松一点。 

 

  弟子：神韵演出之后，有更多常人要来学法轮功，我们是否要更多的

组织室外炼功和洪法？ 

  师父：有人学的话我们就组织啊，大法弟子咱们不就是要救人吗？ 

 

  弟子：我们地区有一次在放映真相电影后，一负责人拿着盛钱的箱子

挨个去叫学员赞助。 

  师父：“当地负责人拿着箱子挨个叫学员去赞助”，谁干的谁把那钱

退回去吧。 

 

  弟子：有些学员觉的这方式违反师父有关集资的讲法，拒绝给钱，但

也有不少学员捐了钱，据说当时就收到了四千多元。但是事后学员都议论

很多，难有定论。恳请师父答疑。 

  师父：我就给你这么答了，谁收的谁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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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推神韵，悉尼佛学会在全澳的网络学法会上让大家出钱为台湾

学员来澳洲凑培训的旅费，是否合适？ 

  师父：这些事啊，师父不做的你们都别做。很多事情啊，你们真得想

一想了。 

 

  弟子：海外法官做出正义裁决，但却被邪恶迫害，起到不好的影响，

这是否与弟子什么心有关系？怎样才能做的更好？ 

  师父：大法弟子做了该做的，旧势力看到影响太大、对邪恶的震慑超

过了平衡，它就要捣乱。但是很多事情也不那么简单，大法弟子正念十

足，或者是我们真的是应该这样做了，神也在做、也在帮。两方面原因都

有。 

 

  弟子：同修之间的间隔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消除？ 

  师父：人心互相碰撞，不向内找，都用人心想问题，你看不上他，他

看不上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间隔，就合不来了，跟常人一样嘛。用正念

去看问题呀，都想自己哪没做好，真的自己做好了，那对方也会看到变

化，他也想自己哪没做好啊，能这样就不会出现间隔。消除间隔也是一

样，同修一部法，都是一样的缘份，有什么放不下的向对方真诚交换意

见、接受别人指出的不足，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弟子：请问师父，推广新唐人、大纪元等媒体，与讲法轮功真相之

间，怎么把握比较好？ 

  师父：推广大纪元、新唐人本身也是在讲真相，做媒体推广中接触的

人就是讲真相的对像。就是你和人接触的时候就可以讲真相，具体情况怎

么样把握，在工作过程中积累经验。接触的人怎样，就怎么样去讲吧。 

 

  弟子：本地只有两三个学员，请问在当地考量是否办神韵的过程中觉

的人力非常不足而有顾虑，是不是属于正念不足？ 

  师父：只有两三个学员当然是人力不足。不过也事在人为，人多少不

属于正念的问题。但是有的地区就两个学员，两千多人的剧场办了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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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满的，就这样的事情这几年真的是不少。有的情况是看你怎么去做了。

你真的要做，想做那就认认真真去做。也有的人说我人员不足，找常人来

帮助做，或者找一个常人公司代理做。不行，做了就失败了，就赔钱，为

什么哪？证实法、讲真相是大法弟子做的，不是常人做的，他没有那威

德，再大的公司也不行。你不懂，叫他们在业务上出出主意，或者是做一

些广告，这都没有问题的，你们自己把握主动才行。 

 

  弟子：当我们接触到发正念少或过关的同修时，会感觉身体不舒服，

有时自己状态也不好。 

  师父：有些感觉并不一定是真的。比如说大法弟子修的非常好一个

人，可是修的再好他也是人在修，只要这个人还没有圆满之前，他都有人

身上的东西，都有人身上业力的存在，哪一层都有。恰恰你碰到他在提高

过程中、在消业，在消这些东西，那个时候你碰到了，你说哎呀一身凉气

或者有黑气，这人修的太差了。不是，修炼人消业时是在转化业力，别人

只是感觉那个场而已，对别人没有什么不利，而且消业者是在提高的过程

中，可是他恰恰修的很好。 

  目前有的人能看到一些情况，看到的都是层次非常低的情况，都看不

到真相，看不到修炼好的情况，只能看到没正完法、没修好的一面。就象

我刚才讲的，释迦牟尼看到的宇宙最高形式是四大，地、水、火、风。构

成四大的东西是什么？地、水、火、风的最根本是什么？因为宇宙都不行

了、开始败坏、风化了，可是它却不是更大宇宙的最根本，这只是一个小

小的层次中单一的一个小宇宙体系的根本。宇宙巨大无比，这么大的体系

无计其数，谁知道最大的宇宙最后是什么哪？谁知道大法弟子做的这一切

的最后哪？谁知道大法弟子那些个修好后的不叫看的那些真实情况哪？就

连师父替众生消业的时候都在难受，我的身体都会被搞的很糟，层次有限

的、看不到真实情况的人那时候看到我，是不是也觉的师父很不行哪？可

是我在替众生承受罪业，包括能看又看不到真相的人。 

  有些人天目开了反而不好修，旧势力会在天目开的状态安排难、安排

关。尤其被小道干扰着的，觉的自己怎么样了。啥也不是，把自己误在其

中不出来，神神叨叨的。而真实的情况修炼的人一定不让看到，特别是开

着修的，就让你看到给你安排好的那些你应该看到的，就不让你看到那些

你不应该看到的，因为你还在修。你要真不修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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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一再讲了，我说真实情况谁也看不见的，因为它不象这个旧宇宙

还在历史过程中的情况表现，现在没有了。大家知道过去历史中宇宙不管

哪个境界出了问题，不行了要淘汰，就会有大劫小劫的，那都是在旧宇宙

的过程中的事情，因为建立这个宇宙的时候是从头到尾同时建立，同时都

有了，只是众生在其中表现，生命在已有的路上从头走到尾，象剧本都有

了、人只是从头演到尾，只是巨大的天体中有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

身在一个慢的空间中能看到快的空间生命的一生、一世，只须一瞬间，甚

至可把那个宇宙的过程都看的到，因为它同时都在那了。它都是同时存在

的，是时间间隔了不同的时空、不同时间环境，可是现在不同了，是因为

宇宙要正法，宇宙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不行了，全都完了，而过去好的同

化从组、不好的都解体了，而全新的一切对于旧的宇宙与生命而言是绝对

没有连系的，旧宇宙的生命不能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就永远也不会知道新宇

宙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只要旧宇宙中有你，新宇宙什么样你永远都不

会知道。当今世界上不管多高的神，只要没正完法的，都不会知道的。除

了正法者，其他谁也不配知道，因为宇宙再高的神都在面对正法，都在正

法之前被考验着行和不行、留与不留。特别是低层次中开着修的，比起这

些什么也不是，人心一起作用就会神神叨叨的，执着心强了就会神魂颠

倒，不知自己是咋回事了。 

 

  弟子：请问天国乐团在欧洲重要吗？ 

  师父：只要救人中需要就重要，不需要的时候就不重要。需要天国乐

团在救人中发挥作用时就重要，不要偏激的去理解，师父说了天国乐团救

人重要，你就天天啥都不干了练号。那不行。大法弟子啊，需要的时候你

就去做，不需要的时候，其它项目忙，你就去做其它项目，就是这么一个

关系。 

 

  弟子：天国乐团可否在神韵演出前去那些城市演奏、让那里的民众知

道法轮功？ 

  师父：在西方社会不需要。我是把神韵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一流艺

术团体推出来的，千万不要搞的象市场似的。我不需要你们去打前阵，另

外空间的事我一个人就做了。（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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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是想让那里的民众知道法轮功，想法是好的，但是不要这样

做。不需要非得告诉人家神韵艺术团是法轮功的，大张旗鼓的去搞那个。

我不回避这种关系，我也不去有意的这样做。大家知道，倒退三、五十

年，在全世界人信仰宗教几乎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有的艺术团的人全

团都信仰天主教或者基督教，从没听他到哪演出都先说“我们是基督教来

演出”、“我们是天主教来演出了”。有这么说的吗？就是被全世界公认

为魔鬼的邪党政权下的演出团也没有先说自己是其党的演出，那为什么我

们就非得说哪？这不是歧视吗？是，现在有对法轮功迫害的问题，可是我

不回避这个问题，我也不想主动的放在口头上。别被旧的势力控制的人带

动。我做事可不象你们那样容易不稳。 

 

  弟子：三大媒体与佛学会的关系到底怎么摆放？在工作中如何理顺？ 

  师父：三大媒体，包括其它项目，你只要是当地的学员，就要和佛学

会之间有一个协调关系。如果佛学会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找你你要去参

加，大组学法等等许多事情，不忙的情况下你要去参加，但你说我实在太

忙，那当然也理解，也没有问题。作为一个学员来讲，你毕竟是当地的学

员。媒体是学员自发搞起来的，我也不能叫你非得归佛学会管，因为佛学

会他只管修炼。作为你个人来讲，你是个修炼的人，你必然在当地的佛学

会的协调之下的。就象我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有一个项

目要做，说你就是那个项目的，不用我这个当师父的管了？不是，你还修

炼嘛，师父还得管你呀，就是这关系。 

 

  弟子：台湾所有学员都把集体学法称为“读书会”，是否合适？ 

  师父：不太合适。你们要严肃的对待大法修炼，不要起那些个标新立

异的名词。我不说出来的词你们都不要去随意用在法上，特别是旧有宗教

和其它常人的一些个东西，或其它修炼形式也不要随意拿来就往大法修炼

上套用。有些东西还是有信息的、容易被不好的东西钻空子的。 

 

  弟子：师父讲要配合协调人，有些学员认为就是按协调人的安排去

做、就等着协调人的安排就行了。没有安排事情去做时，自己不主动找事

情去做，救度众生不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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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协调人安排的事情是有事需要的时候才安排，他不能每天老给

你安排事情。当然，没有集体活动的时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事情自己

要主动去做啊，这些事是不能等着协调人安排的。我只是讲了协调人和学

员之间的关系。 

 

  弟子：我是芝加哥中国城讲真相的学员。请问师尊，我们在讲真相、

劝“三退”时，在点上发大纪元报纸合适吗？ 

  师父：有些媒体他不想什么事情先把法轮功摆在前面，法轮功大纪

元，法轮功新唐人，法轮功什么什么。有些学员他非得这样做，你不需要

这样做。其实你不讲人家都知道，很多人都知道大纪元是法轮功学员办

的，可是你们知道吗？所谓有人说不把法轮功摆在前面如何如何，这是邪

党特务在煽动的话。为什么老拿着去说？你们想过没有？倒退几十年，很

多媒体，包括老板到员工，都是基督徒，没有谁干什么都先说我们是基督

徒，怎么怎么的，我们是天主教徒、什么时报。（众笑）他们会这样做

吗？不怪吗？怎么就不觉的怪哪。 

  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学员啊。就说我们现在人手有限，既发这个报纸又

发那个报纸，同时又要劝“三退”、讲真相，这是个问题，我也不能够说

行和不行，你就自己把它做的好一点吧。报纸一般你把它放在超市，你只

拿着真相资料去劝“三退”好了，这比较合适。主办媒体的学员想使大法

弟子办的媒体都立足于社会，成为一个常人社会的正常媒体才好。大法弟

子办媒体，可信度高讲真相的力度会大。老是用不适合的办法做，可能会

给人不正规的感觉。报纸本身是站在不同角度上讲真相，和直接讲真相不

是一个角度，所以要把握好。 

 

  弟子：我有常人朋友对我说，他们来到美国后，在街上遇到向他们讲

真相的大法弟子，一上来就讲“天灭中共”等，他们接受不了，反而有了

抵触情绪，给以后听真相造成了障碍。我想是否可以改变方式、循序渐

進、不简单行事？ 

  师父：是这样的。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啊是要注意方式，因为什么思

想境界的人都有。特别是中国人，被中共邪党灌输了党文化式的思想方

式、用词、人的行为方式，它都在邪党的那个文化圈子之内了，甚至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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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人骂邪党都是在邪党里骂，他不是真的认识了邪党。所以我说大家

要理智的去做，不要只做表面，你想救人就用点心，不要做的太肤浅。 

  “天灭中共”是修炼人看到的最后结果，你不要把它当作讲真相开板

就来的话。真的告诉人家是咋回事了，你再讲邪党做恶多端、天要灭它，

这都可以。你还没给人家讲真相你就来个“天灭中共”，他还真的是不知

道咋回事，认为你在“搞政治”。 

 

  弟子：飞天艺术学院在台湾设立分校，有学员认为是针对大法弟子的

小孩招生。请问师尊飞天艺术学院在台湾设立分校的目地是什么？ 

  师父：针对大法弟子美国一个学校就够用了，不需要办那么多针对大

法弟子的学校。其实哪，你也可以不叫飞天。都是大法弟子在做，为何不

针对社会去做、把常人的子弟招進来对他们讲真相，把他们救了，多打开

几个窗口，这样就不会耗费大法资源。所以我希望各地办学校你们都要办

成立足于常人社会的学校，更多的接触常人社会，救度更多的人，不要办

成大法弟子的。 

 

  弟子：本地区同修间，就神韵专业化和强调正念的关系，意见一直冲

突不断。可否请师父再一次明确两者的关系？ 

  师父：不矛盾。是修炼人要专业化，不是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关键

是做事的态度，为什么而做。讨论事情时谁在里面老是呛呛来呛呛去的，

谁在耽误着做事，谁就有问题。师父不只是说神韵这个问题，其它问题也

是这样。有什么可呛呛的？就去做吧，实实在在的去做。作为大法弟子看

到哪方面没做好，自己主动把它做好。在会议中讨论事情时谁老是在那里

顶牛，以意见不稳妥、考虑不全面为由把事情给顶黄了，谁就有问题。有

些事情不需要讨论的十全十美，只要你们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把事做好。

你说你意见很好，要救一百个人，你不去做就没有用。能救一个人，谁去

做了那就是威德。 

 

  弟子：请问师父，在媒体目前需要资金时，是否可向常人做小额募

捐，赞助公司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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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媒体募捐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不是大法弟子或佛学会募

捐，也不是修炼上用。修炼大家知道，不需要钱。作为媒体，本来就是一

个立足于常人社会的公司。你们办的媒体，不是大法办的媒体，这我早就

跟你们讲了，是大法弟子办的媒体，立足于常人社会的。大法没有媒体，

大法就是修炼。那既然是常人社会的媒体，和常人社会的公司一样的形

式，那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尽管去做。常人也需要赞助，那你也去

搞好了，这个不存在问题。不能在学员中搞赞助。 

 

  弟子：神韵在旧金山湾区三个城市上演，唯有旧金山出现较大的亏

损。下一次巡回在旧金山演出，在财务上出现比较大的压力，我们理解是

要优先把旧金山做好，把周边城市暂时放下。请问师尊这么理解是否对？ 

  师父：这些具体怎么做你们自己考虑吧，在哪演师父都不反对，就是

不能赔。有的人说我们做主流了，就多用钱打广告。不是说票的价值高了

你的广告费也得上去，得占用那么一大部份，不是那个概念。不要按票的

价值和总收入的百分比大手大脚的花钱，就象以往那么做就行。常人的百

分比在我们这不灵。这是救人，神都在做，大法弟子的状态很主要。主办

演出也是修炼，配合好，接触人要讲真相，众生在等着救度。 

 

  弟子：纽约天国乐团现在有很多乐理知识学习，还要考试，是否耽误

时间？ 

  师父：很多乐理知识要学？不是这样吧？目前不可能专业化，证实法

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明白了就行，也不需要你成为一个专业的天国乐团的

成员。大法弟子是身兼多职的。做每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想把它做的好

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定要斟酌轻重，斟酌轻重。 

 

  弟子：法会和小会不能录音，可是悉尼的神韵项目学员还是录音，反

复传给学员。 

  师父：我领你们开的会没指定谁录音，谁录了音你就是在做乱法的

事。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不是已经早就说过这些事了吗？谁这样做了，把

私自录的音像资料交到当地佛学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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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印尼大法弟子配合不好，请师尊指点。 

  师父：我觉的很多事情还是做的很好，有一些配合不好的，我也想在

修炼中你们渐渐的会配合好了。 

 

  弟子：请问师尊，做常人新闻天天在污染中，是否每天都要用意念排

排污染？能否将污染减到最小？ 

  师父：不用了。你们看到什么都是在污染中，只要多学法就行了，加

上每天正常的炼功时间，学法时一定要思想集中，真正实修就什么问题都

解决。 

 

  弟子：有的人“三退”是出于面子随口答应大法弟子，而非出于真正

认识邪党的本质，这种人也被救度了吗？ 

  师父：人发自内心的一念，这个人就能被救度。有碍于面子随口讲一

讲的，这种情况要看，敢讲就是对大法无恶心，敢退就是对恶党没好感。

当然嘴说心里有反对思想的另当别论。神都看的见。其实作为大法弟子来

讲，一个是你们做事要扎实一点，不要做表面的事，弄的人家不好意思才

说的做法不行。但是我知道，绝大多数不是碍于面子。而且从现在的正法

形势和人类的变化上看，变化都很大了。中国大陆的人比中国大陆以外的

华人变化的还大，国外的华人反而怕上什么领馆了，还真被小特务吓唬住

了。国内人都在大张旗鼓的骂中共邪党也不害怕，在国内中国人被邪党控

制着你怕，身在邪党控制之外你还怕它，怎么一点骨气也没有？这种人的

心理状态不是奇怪吗？ 

 

  弟子：师父最近一直要求大家学习常人的管理和经营经验。现在管理

层也想推行一些管理方法，但有的同修还是不太乐意，并说“无为而治是

最高境界”。（众笑） 

  师父：什么借口都能说的出来。（众笑）哪个公司是无为而治啊？你

说大法弟子办的公司跟别人不一样、就能无为而治，我不相信。你没人心

了你就是神。你不是人在修吗？那人在修你没修好的人的部份不还是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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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样吗？你还有没去掉的心，只是修炼人是好人、境界高，如果你不抵

触管理、没有这些争强斗胜的心、互相的不协调，真的都能向内看、向内

找，是比常人媒体要好管理，而且效率会非常高。可是现在做不到这一

点，就是这些人心搞的，反而效率不高。 

 

  弟子：中国大陆、海外各地的大法弟子，海外各讲真相项目的大法弟

子，纷纷借此法会之际，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好。 

  师父：谢谢大家。（鼓掌）刚才很多问候师父的条子我没念，会务组

拿过来的又把很多问候的条子拿掉了。不管怎么样吧，师父知道大家的

心，师父也非常想念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和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大法弟子。

（众弟子鼓掌）正法必成，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众弟子鼓掌）当我

在做这件事情的当初，那些神就告诉我，说你做的事情将来人都会看的

见。我说怎么看的见？他们说人会看到天上的星星解体、天体的变化，人

会看到这些事情和你是有联系的。这一步一步会来的更近，原来天体没出

现这么大的变化，现在越来越逼近了，用普通的望远镜都可以观察到天体

的变化了。人类形势也在变化，对大法的认识，也象开了窍似的开始渐渐

的发生着，就象冰在溶解一样在变化。不久的将来，人们真的都会对法轮

功与大法弟子刮目相看，事实真相也都会放在人们面前。那个时候人们会

看到大法弟子才是救度他们的唯一希望，所以大法弟子必须得做好，你们

真的是身负使命，你们真的有这么大的历史责任，所以一定要做好。 

  大家知道，为什么从迫害以后進来当大法弟子的很少？就是因为旧势

力已经卡住了，没有特殊情况下，没有我特殊需要，都進不来的，因为旧

势力的理是考验已经走到最后了，最严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到了迫害的

后期，考验的最险恶的环境已经过去了，安排的坏人很多都死了，没有那

种环境了，再進来的已经很难树立大法弟子应有的威德了，所以它们就使

劲的控制着。大家知道前一段迫害很严重的时候人们害怕迫害或对大法不

理解，進不来。现在揭露迫害的真相满天下，环境也宽松了，为什么还难

走進来？就是这个原因。 

  救众生的事情就得你们做，不但要做，大家一定要做好。不是给师父

做。说是救度众生，也不全是为他们做，是为你们自己而做。因为你救度

的那些众生，包括你讲真相的那些人，很可能那些生命将来都是你巨大宇

宙中的某一部份的众生。你在圆满你自己，你在成就你自己，你没有这些



 31

你也当不了那个王，你也完成不了你的使命，你也树立不了那么伟大的威

德，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你们必须得做好。不要再停留在互相总是争

论来争论去的状态中，脚踏实地的、踏踏实实的、象个大法弟子一样的完

成好自己该做的事。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

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不然的话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

的这些时间？哪一件事没做成，那一件事就是失败。不是说这件事情非得

按照你的想法做，成功了你才能树立威德，是你在配合本身怎么动的念，

配合做事中怎么做的，这才是修炼的过程。工作中念很正、不忘自己是修

炼人，不忘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完成自己该完成的部份，那就是你树立威

德的过程，那就是你修炼的过程，那就是你大法弟子在完成你历史使命的

过程。很多事情就是大法弟子配合完成的，有很多事情是大法弟子独立完

成的。你们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很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历

史上安排好就是那样的，所以不要小看了你们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看上

去都象常人的事情一样，无足轻重，可是在另外空间里却起着巨大的变

化。 

  就是因为在迷中，不让你们看到真相，你们看不到自己做过的事的神

圣，你们有人的一面，很难树立起那正念，因此你们兴奋不起来，还得在

艰难中做好，能够走过来才了不起。如果谁都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伟大、了

不起，谁都去做。谁都看见神活生生的在你面前，他什么都不要了，豁出

来了神怎么说就怎么做，谁都会这么做，这没有威德，这不是修炼，迷也

破了，什么也不算了。就是在那迷的环境中，看不到真相，看你还能不能

修、能不能走到最后、能不能修成。一个地上的人要成神就那么难，一个

地上的人上天就那么难。 

  历史上虽然很多人在修炼，其实从来都没有人修成的。我过去给你们

讲过，那都是副元神，真正的主元神还在世间轮回着。就包括释迦牟尼的

人体本身，老子、耶稣的本身，都在大法弟子中。历史上积攒的威德足以

使他们圆满，其他大法弟子也是一样，足以使你们圆满，所以我经常说你

们的圆满不是问题，救度众生这个重大使命才是最大的问题。能不能完成

这个使命才是关键，成就自己不是目地，过去已经树立了那个威德，你才

配当大法弟子。 

  师父不想多讲了。谈问题的时候师父的语气硬了一点，但是总想叫大

家能认识到吧。语气虽然重一点，但是我想大家毕竟不是刚刚走入大法那

么样浅白了吧，所以说重一点有些可能帮助你们解决实际问题有好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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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很多问题可能大家还没有提到，那么多人也不太容易递上那么多条子

来，以后有机会师父再讲。就说这么多吧。（众弟子热烈鼓掌） 

  今天说这么多，不知道大家领会的怎么样。很多事情也不一定说的那

么圆容。参加大法弟子交流会中的有很多修炼不错的，大家更切合实际的

去看看别人怎么修的，自己怎么样能够找出差距来，能够通过这次大会促

使自己能够提高，把它作为一个动力。咱们的法会不能白开，大家知道，

这么多大法弟子从世界各地赶到这里，机票钱就是上千万。我们没有这么

大的资金可以随意的这么浪费，我们必须得在这次法会中有所收获。大家

切切实实的在修炼上下下功夫，别流于表面，不要人心那么多。在师父的

眼里，你们的一思一念哪，你们的一个举动啊，我都能看出你是一个什么

样的心。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

我喜欢那些纯朴的、脚踏实地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从正

的方面增长智慧，不要在处世上、为人上收获太多。 

  谢谢大家，就讲这么多。（众弟子热烈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