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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大法弟子 

二零一一年纽约法会讲法 

 

（李洪志，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师父入场，全场起立并热烈鼓掌） 

  大家好。大家辛苦了。（众弟子：师父辛苦了。）师父不辛苦，大家

辛苦。（众笑）大家坐下。 

  大法弟子啊，肯定是辛苦的，因为历史的责任赋予了你们这么大的重

担，历史的使命使你们在关键时刻必须担的起这历史的责任。在宇宙成、

住、坏、灭的过程中，大法弟子的出现恰恰是在最后阶段，那么也就是不

管是生命也好、物质也好，都走到了最后最不好的时候，表现上也是最复

杂的、最不好分辨善恶正邪的时候。在这个时期大法弟子要来承担历史赋

予的使命，真的太难了。说大法弟子了不起，就是因为大法弟子在这样一

个时期来救度众生、来助师正法、来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使命，这才真正

了不起。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相比。 

  我以前讲过，释迦牟尼、耶稣、老子等等，还有一些更以前的那些个

先哲、圣人、伟大的神下世，他们只是奠定着人类历史的文化。他们所讲

的、救的、做的，只是给人留下人类文化中必备的。他们真正带走的，只

是他们派下来、助他们来留下这个文化的那些生命，而且只是不入世间的

人的副元神。真正在历史的最后关头，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是大法弟子。

从大法弟子的来源，一直到大法弟子在历史上建立的威德的过程，都比历

史上那些圣人承担的更大，因为这最后时刻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从古到

今，从宇宙的开始到宇宙最后的人类的六十多年前，都是在不断的奠定着

正法必备的基础，积累着经验，造就着参与最后这个历史时期生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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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和生命的行为，这就是人类的历史过程。所以大法弟子也好，所有与

之有关系的生命也好，都是为了这件事情，在轮回中尝试与积奠着各自必

备的。宇宙中无量无计更多的生命，与正法没有直接关系，都属于被救度

的对像，是不参与的。我刚才讲的是与正法有关系的参与者。 

  大家知道，我以前讲过，世上的人，包括与正法有关系的一切生命都

不简单，都是为正法而来，都是为了正法而成的，都是为了正法而造就

的，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将来你们就会看到。在迷的人类社会中，人们

在历史过程中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各种形态的社会形式，就觉的它是一个自

然的发展过程。其实不是，每一个时期都是有原因的。大家知道，我以前

讲过，我说人的思想，开始的时候，神造出的人没有应对自然、社会的能

力，生活能力也很差。因为刚造出的人什么都不懂，打个雷他会吓的钻到

山洞里去，暴风雨来了也不知躲、甚至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历史过程中，

人渐渐的知道了应对自然界的环境，然后神不断的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文

化，同时神也在看这些文化会使人成为什么状态，也都是在不断的摸索、

实践中最后把它确定下来，这是经过一个极其漫长的岁月确定后，挑选一

些适合奠定最后人类思想行为的文化、人类文化的精华，到最后人类的五

千年，把它拿出来，叫人表演出来，这就是中国的五千年文明，是在久远

的历史过程中奠定、总结出来的东西。这过程中要教会人用什么样的思维

方式、形成怎样的思维结构、遇到事情怎么样想问题、用什么样的思想方

法想问题。 

  人的思想会直接带动人的行为，比如大家知道历史上有魏、蜀、吴三

国时代。三国的历史在奠定着什么文化特点呢？义。那段历史人知道了什

么叫义，义的表现和内涵。南宋时期的岳飞，大家知道，奠定了一个什么

东西啊？忠。什么叫忠，忠的概念是什么、表现形式是什么样、怎么样应

对。历史过程就是教会人怎样做人。人类这五千年整个过程都是不断的在



 3

奠定这些人必备的东西，等到最后，人类已经在一个完善的、正统的思想

过程中形成了神满意的这样的人，可以在历史最后时刻演尾声用了。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大家知道，这样的人哪，是半神的文化，是

神直接创造的，那么人自身与人类文化正的因素是大于负面因素的。虽然

人有正反两方面宇宙的因素，三界内一切物质都存在善恶两种因素，神用

三界内物质造成了人，自然就会带有善恶两种因素。人在不理性或发脾气

时，基本上就是魔性表现；人在很善良、很理性、很友善的对待周围的一

切事情和发生的事情时，那就是善那一面的因素表现，这就是佛性。人这

两种因素都有，但是还不行。 

  我刚才讲了，成就人的过程那就是一个正面的过程，人人都是善良

的，而且理性很强，如果在正法中，我传大法时，大家想想，只要大法一

开传，这样的人，百分之百的、一个不剩的都要得大法的；特别是中国

人，可能一个不剩的都要来学大法、修大法。不用我多讲，很快就全面铺

开、传开了。可是大家知道，宇宙毕竟到了不好的程度了，这一期生命就

是该完结了，而世上的这批生命是有意造就的。他们这些参与者的背后都

有着庞大的生命群。每个生命、每个人都不简单，背后都代表着宇宙庞大

的生命群。一个人得度，他就代表着他背后的所有生命都将得度，因为在

世上的人、今天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在天上的王下世转生成了人。那么这

些生命要都来学大法就都得度了，包括其代表的所有众生。那当然是件好

事，宇宙中的任何生命都会这么想，包括无数的巨大的王。可是最终的始

创者却不这么看。一件东西不好就解体，对于他来讲造个新的象毁个坏的

一样容易。而且大家知道宇宙中还有一个理，什么理啊？就是我们所讲的

善恶轮报，就说你做了任何不好的事情你得还。好事结善缘，恶事结恶

缘，目地是为了了结。可是历史漫长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生命来讲，不只

是生命与生命之间在互相的行为中欠下业债，有许多生命不自觉的都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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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的历史中推波助流的往下走着，几乎每个生命也都在起这样的作用。不

好了都有份，越来越不正了大家都知道，可是谁也没有回天之力，大家都

在这个过程中往下走。也就是说，在成住坏灭规律中就是该走向灭。这是

宇宙的规律，这与慈悲没有关系。这是讲规律。 

  大家知道我讲过物质不灭、生命是轮回的。不只是人这，在神那也是

这样。死亡对人来讲他在迷中看不到，觉的很可怕。当然作为大法弟子都

明白。人的分子细胞是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由更微观

粒子构成的，越微观的粒子能量越大。大家知道，人那个身体埋在土里

头，表面的细胞是分子组成的，这个细胞可以烂掉，那分子烂不掉，对不

对？那原子更烂不掉，是不是？那么你的那部份去哪里了？人的思想不都

是你自己表面想出来的，有些人突然间讲出的话都是哪里来的？不都是你

深思熟虑的讲出的每一句话，是你不同的从表面粒子到很微观构成的你都

在起作用。你整个的生命由最微观的粒子到表面的粒子同时构成了你，所

以你的生命不仅是简简单单的表面的细胞这么一层。对于人的生命来讲，

表面这点只是去掉了一层表皮而已，转生时又会换新的表皮，可真正的你

不可能被土埋上之后烂掉。那土不会解体原子，甚至于分子它也解体不

了。原子解体就是大爆炸，人体范围的核爆可以毁掉一座城市，是这样

吧？那你去哪里了？这个大法弟子都知道。那么也就是说呀，在这个迷的

世界中，人他不知道自己死了会怎么样，可是神却非常清楚，更高的神就

更清楚，他们觉的这都很自然。在他们生命过程中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新的再生，他们对这个过程都非常清楚的，所以整个宇宙它都是这样一个

往复的过程。 

  我讲的是在大宇宙的历史过程没有结束、在它内部无数层次的生命过

程中就象新陈代谢一样不断的一种代谢过程。可是如果最大的宇宙——我

说的总体上这个东西，要完蛋了、要解体了，在成住坏灭的过程中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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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家想一想：内部的各层次中的生命就没有轮回转生了，不会有历史

了，不再有生命了，什么都没有了，这对神来讲，不管他多大的神，都太

可怕了！这才是真正的极其可怕，灭尽了！在巨大宇宙历史过程中，宇宙

中有多少辉煌！人类这么一个小小的星球上还这样哪，那在宇宙中数不清

的星球，大小粒子都不同，那上面有无量无计的众生，神也查不过来有多

少生命与创造出了多少辉煌！每个人都象一部历史的史书一样，人人都象

一部生动的长篇历史故事，生生世世经过的事情看上去也挺有意思。这么

巨大的宇宙、无量无计的众生，一切都毁掉那是很可惜的。 

  当然不讲这些宇宙规律了，就说慈悲是正神的一种特性。不是说我想

做点好事就是慈悲，那心血来潮喜欢什么才那么去做，那不是慈悲，那是

出于你个人的喜好。低点说，是执着。真正的慈悲是没有任何私心在里

头，对谁、对众生都是用正念看问题，都是慈爱的。所以很多神、很多宇

宙中很高很高的不同层次的王都看到了宇宙的最后，要救度宇宙中这些众

生。那怎么救？正法更新只能从宇宙的低层开始自下而上的正，那就叫宇

宙许许多多有代表性的生命转生成人。可是能起代表作用的生命可不是一

般的生命，一定都是不同宇宙的王代表着他的世界、宇宙、天体，可是他

所代表的宇宙是有体系的。天体从低到高宇宙是循环的，他自己的体系对

应着更高层次的体系，比他大的王还在上面呢，那么更高的体系其实上面

还有比他大的体系与王，无论多高，他们属于同一体系，但是最高的他不

一定来。怎么做哪？就派哪一层比较合适的代表他们这巨大的体系无量的

众生转生成人。 

  我这样跟大家讲，大家可能觉的：哦，看看这世人都不怎么样啊，看

人在街上形形色色、甚至于邋里邋遢的，有的人在乡下过着很苦日子的，

有的城里人很市俗的，还有很多装绔的年轻人。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

会，也不能都在大公司里上班的，或当老板，那其他人就得做别的，搞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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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当明星的就那么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阶层是人类社会形成的一种社

会形式，它不是生命的阶层。所以生命都不简单，别看人的外表怎么样。

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拣垃圾的，往前推，你会发现他以前是宇宙中巨大的一

个神，可是在迷中、在轮回转生中，他完全迷失了，迷的什么都不知道

了，甚至于很多生命在轮回中对自己的处境愤愤不平，完全不知道自己的

使命是来这干什么。 

  何止是我刚才举的例子。目前的世人，包括不同阶层的大多数人，都

不知自己来世上是为什么了，都在自己的事业中奋斗。特别是小有所成的

更是忘我的沾沾自喜，那些觉的自己有点什么本事的时候又忘乎所以，觉

的自己生活的不太好又愤世不平。其实这不是你们生命所要的，不要把这

些东西看重，找回真正的自己才最重要。在历史过程中、在这一时期的表

现是有因缘关系的。严格的说，你现在的表现也是你在前几世做了错事，

或者做了好事，它的因果报应。刚才我讲了，宇宙就是这个理，不管你在

哪一社会阶层、什么职业都是这样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理是三

界内不管哪个层次都存在的。所以到了最后，在这个时候，人的思想，特

别是到了宇宙成住坏灭最后阶段的时候人类社会就变的更复杂，那么这个

时候就需要大法弟子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唤醒世人、救度他们。 

  更难的是，目前在中国它是最邪恶的一个中共邪党政权，这个政权为

什么会在人类社会出现、而且是一个畸形的东西？宇宙上下谁都反对它，

谁都觉的它是个怪物，邪党的人也都不是正常的理性。为什么会这样呢？

什么都不是简单的，其实也是宇宙旧的势力有意安排的。我刚才讲人类文

化是神在造就人的过程中的安排，正统文化一旦形成了之后人的思想都是

正念的，人会心地善良，人做事都会考虑别人。这样的人，到了历史最后

一步了都会有正面的选择，大家都会来得法了。宇宙中旧的势力觉的人得

法、众生得救那也太容易了。三界内有善恶有报的理，有些神它心里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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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就极端的利用着这些。它们想：宇宙都不行了，这样的生命怎么能

让他们这么容易的就得度啊？这么多的生命怎么能够都進入将来啊？种种

许许多多的因素不叫众生得救。其实旧势力这种想法本身也是旧宇宙法理

坏灭中的表现。旧势力要使生命在最后的过程中有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

却极其的艰难，是因为什么都该结束了，世道又乱了，人要想走向未来怎

么选择？这就极难。这个坎设的很高。 

  有人想：神佛不是慈悲人吗？人类到这一步了是不能用人的思想来想

的，那些旧势力的神可不这么想。你要得度，你要得救，你就得在当今的

现实社会各种诱惑中选择对，才能走过来，走不过来你就不能得度。网开

一面，大家知道，我经常讲这句话。叫人自己走过来，怎么走啊？师父早

知道旧势力会这么干，所以师父才安排了大法弟子救众生。旧势力为了给

众生设难就在世间造出这个邪党政权，同时烘出一些个乱七八糟的学说与

现代意识之类的东西，使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正负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同

时加一些变异因素与外星生物技术把人的正统思想搞乱。在西方社会，那

基本上是把恶、邪的东西搞起来就行了。而在中国不是，它要把正的说成

是坏的、坏的说成是好的，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来让你选择能否得度。为什

么中国那地方这么难哪？我过去跟大家讲，我说层次更高的那些王、在人

类历史中各个民族的王、在宇宙中层次高的，全都转生到中国去了，那成

了中心点，所以就加大了那里人选择的难度。因为旧势力看到他们一旦得

救，也许他代表的民族、甚至有的使整个他代表的巨大宇宙的生命群都得

得救。大家想想，这么大一件事情，所以旧势力给他们设的难就最大。看

上去中国人到近代被糟蹋的很不象样子，甚至于外形都变的矮小了、形像

都变的很不好看了。历史上的人都是一脸正气、一身正气，形像也都比较

好。是因为那个地方在近代加大了难度，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灌输给人。人

的思想装進什么都会影响人的外形，一定的。比如说一个口袋，你装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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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的东西，外形可以看到；你装進一个圆的东西，在外形上也可以看的

到。就说你装進了什么思想，在外形上都能看的到。一个人在我面前，不

止是我啊，人类社会可不那么简单，有很多有能力的人，一瞅这个人就知

道他是一个哪方面思想与行为比较突出、他喜好什么，都在脸上挂着，甚

至于在身体的形态上都有。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难度下，要想使人能够得救，那怎么得救啊？好的

坏的都分不清了，甚至于许多媒体都在宣扬着社会的潮流，而这潮流却不

一定是好的，它只是大家都这样做，媒体在起着往前推的作用。大家想

想，叫人怎么分清好和坏？没有办法分清。真正心存善念、守着不动的，

人类也不过几人哪？那不都完了吗？历史上那么久远的安排不也就全完了

吗？三界都是为这个造的。怎么办哪？ 

  我刚才说了，要网开一面谁也不能说不对。怎么网开一面哪？为了打

破旧势力的干扰，就要出现一些能够使他们恢复记忆、能够点醒他们、能

够叫醒他们、能够给他们讲出历史和当今世界真相的人。其实人类社会做

什么事情都很难，正的一动就会触动旧的、反的、坏的一些负的因素，负

的一动当然也会触动正的因素。善恶在人类是平衡的，其实谁要想在这个

世界上做什么都很难。人间神仙为数还很多，每一个神仙的能力都可以把

人类的事情做了。一个神仙就可以做，他为什么不做呢？他知道，他看的

很清楚，一切都是有安排的，同时他做一件再好的事都会影响另外一件事

情，另外一件事就会间接的象树杈一样影响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他就对更

高神的安排犯了罪，甚至对人类历史的安排都改变了，谁都不敢随便动

的。 

  大法弟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可是你要去救人讲真相，现代的人

在历史轮回中都有很大的业债了，你要救那个人，那个人的背后有许多生

命不让他得救，因为那些生命都恨那个人，因为那些生命以前或哪一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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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欺负过、被他杀过生命、被他迫害过、也可能被他害的很惨。轮回中，

人在无知中、在迷中、在欲望中做了什么，现在也不知道了。其实在漫长

的历史中人人都一身业债了，都在迷中嘛。可是真的一旦要救度他、真的

从生命上要挽救他的时候，那些被害过的生命可不干了。这样就会在救度

世人时、在使世人明白真相前出现干扰、很多阻碍。各种各样的阻挡挡着

人，救的人多了、事情大了就会形成社会环境。 

  中共邪党在迫害大法弟子的这些年中，不只是中共邪党的因素，其实

相对来讲它小的很可怜。宇宙中所有不好的因素全都打下来了，各个空间

多的简直不得了，无计其数。许多神看到了之后都目瞪口呆：这怎么办？

谁敢碰啊？救一个人就连系到巨大的宇宙生命范围、就会影响这么大，一

亿人得多大？大家知道，耶稣当年救人，讲救人救人，为什么被钉在十字

架上？耶稣救的还是自己的人哪！可是他的人在转生过程中也欠下了业

债，他也没有办法把它们解开，因为耶稣面对的是宇宙那么巨大、无量无

计的生命与高层生命，其中有无数巨大的更高层生命，大的简直一般的神

也不知道他有多高，而且无量无计的多。他要让你还谁的债，他要不放过

你，你说你怎么解脱？你永远也解脱不了。最后耶稣求过耶和华：能不能

够不钉在十字架上？耶和华也没有办法，只有用自己的血、人的生命、在

痛苦承受过程中还给他们，才能解脱出来。这么难。大法弟子要在宇宙中

救度众生，要在最后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救度众生，大家想想有多难？

你们要看到了、要真的看到了，那太可怕了。但是哪，只要按照大法、按

照师父告诉你们的，你们有你们的那条路走，谁也动不了。但是这条路很

窄，窄到你走的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的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

问题。 

  这些年师父看着你们，在这条路上走。我以前经常写一些短文，你们

叫经文，修炼中不断的修正大家、告诉大家怎么做。后来我知道大家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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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熟了，也不能再经常写了。我写多了旧势力又不干了。师父不怕，只

是不想叫它们把事情搞的更复杂。它们认为讲多了这就等于你在做、你在

带着走，不行，必须是他们自己走，必须得他们自己走出来。旧势力已经

把坏事干到这一步了，我也想叫大法弟子借机会成就你们自己，因为在巨

难中走出来这件事情太伟大了，做好了这件事情太了不起，你们做完了就

完了，这对大法弟子来讲不公平。你们救度的生命背后有那么大的生命

群，那么大法弟子将来怎么办？那就成就更高更大的生命、一个更大的

神、一个更伟大的神。旧势力知道了要成就那么高，都由师父来带着做，

那算他们自己成就的吗？他们得自己去走这条路。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魔

难中走的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魔难迫害中一思

一念都很关键。你做的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的正与不正、迫

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对

大法弟子是极其的难，因为大法弟子也是在这末世最复杂的环境中往出

走、往出修，还要救度别人，所以大法弟子才能够成就那么大的生命，成

就那么高的层次。是因为旧势力在干扰，所以这件事情就伟大啊，也就那

么难。 

  很多常人不知道大法弟子在做什么，这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你

告诉他宇宙到成住坏灭的最后阶段，他更不会相信的，所以不能去讲这

些。就是从正的一面、善的一面把人叫醒。要走哪条路也不是我们非得叫

他走。明白真相之后，你看看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你选择哪一条。有的

人思想已经变的很不好了，善的东西他已经接受不了了，他自然就选择不

好的、恶的、现代的、变异的，随着旧宇宙去了。只有那些能叫醒的，能

够知道自己该怎么走以后的人生路的、明白人来世干啥来的，只有这样的

才能够真正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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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跟我说，将来正法这件事情结束以后还有法正人间，将来会什么

样？我说，人见人亲。他们都觉的：“人见人亲”，哦，这道德回升了，

这挺好。是，他只能这么理解。道德再回升，人见人也用不着那么亲，是

不是？也许方圆几十里看不到一个人，才会人见人亲。我告诉大家，许多

预言，不管是各个宗教，大家知道佛教、基督教，不管是什么，都在讲现

在世间是什么样。有人觉的：那还很遥远吧。也许，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好

了，但是大法弟子在兑现着自己的承诺，就是要把人叫醒。 

  大家知道，在历史上人类从来没有这么乱过，没有复杂到这种成度。

人认为是科技在发展，是人类社会的自然。什么东西能是偶然的呢？科技

和人的传统是两条路，都同时在人类社会存在着。你要选择哪一条，你要

走哪一条，就是给人的选择。我刚才讲善恶是个人在选择，这两条路是给

未来人类选择。很多受现代思想影响的人想摆脱神，不承认人是神造的。

人觉的自己很伟大，大家看到了，象昨天那个大飓风，人在自然界面前简

直太微不足道了，真来了宇宙劫难就完蛋。而且人类科技没有了能源，人

类现代社会马上就瘫痪、现代科技马上就解体。外星生物技术很发达了

吧，在宇宙的成住坏灭中也得求助正法中救它们。 

  摆在人面前的就是这样。可是作为大法弟子，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么

复杂的一个世界中去救人，这实在是太难了。有的时候你们可能忙的没有

去想这些问题，可是师父看的极其清楚，所以我经常在想：什么是大法弟

子？谁配当大法弟子啊？就包括新走進来的，你要没有这个缘份哪，真的

是走不進来。这么多年了，不是因为迫害、中共邪党给大法弟子造的谣言

使人不能走進来，不是那么回事。不是一直有人在往里走吗？不是那么回

事，其实谁都知道中共邪党坏，它说的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的。是因为那

些神都在挡着，不让他当大法弟子。不配当的根本就不让進来，表现上都

叫他自己不進来，或者是周围环境阻止他進不来，有人对他说什么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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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吧，他自己麻烦事也放不下，这么难哪，那么难哪，这个也不行，那

个也舍不下，所以他進不来。 

  是啊，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大法弟子，天上有无数生命、无量无计的

生命羡慕你们。我今天对任何一个高层的神，不管他多大，我说你来当大

法弟子，一秒钟都用不了，只要我话一落他立刻就跳下来，简直乐坏了—

—明白的谁都知道，那不止是能自救，而且能救了他世界中的无量众生，

这是未来宇宙最了不起的事情。（鼓掌）可是不行啊，大法弟子都在人世

中轮回转生中、在历史过程中都已经奠定过这些威德了。当初大法弟子的

炼功点上，有很多人来，有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炼完功了一转眼就没

了。许多神真的想当大法弟子，但是当不了。 

  大法弟子在迷的社会中与常人生活在一起，最容易在思想上、最起码

在某一方面随波逐流。如果你做事情不能用大法来衡量自己，你如果做事

情不能够用正念思考问题，碰到问题不站在法上，你就是个常人，没有任

何区别。你的外形是常人，你生活的环境是常人，你的工作是常人工作。

哪怕你做大法弟子项目，天上可没有电视台啊，神也没有报纸的，这都是

常人社会的形式。你要不能用正念去指导你，你不能像个大法弟子一样用

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自己、衡量世界、衡量别人，那你就是跟常人一样。 

  什么是修炼人哪？过去人觉的把头剃了到庙里一呆他就能当神。是那

么回事吗？绝对不是的。他只是在外形上，我和常人、和别人有一个不一

样了，常人也觉的他们不一样了。然后再自己修自己的心，那个心可是一

样的，在社会中、污染中、七情六欲中。何止这些啊？这现代的社会不是

七情六欲啊，七十情、六十欲都多，是不是？各种各样的欲望。就说对电

脑、手机艾帕执着、有感情，这在历史上可没有这个事，对不对？（众

笑）现代社会嘛，所以就更复杂。任何形式上的修炼，它只是一种表面形

式。大法弟子的修炼，你们的环境，你们的修炼场所，就开在社会中。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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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类社会都是为正法造就的，大家想想，这社会问题能是那么简单吗？

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在各行各业中修炼。是啊，你碰到的矛盾、你碰到

的任何事情都在考验你的人心，你怎么做能符合修炼人？你怎么做能够配

当大法弟子？那不就是修炼吗？常人能这样去做、这样去想吗？碰到矛盾

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

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

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

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

找”。其实佛教中它也是这样的。它不是讲修心吗？向内看吗？它不也讲

这些吗？虽然它讲的很小，没有点到实处，但是它也这么说。 

  说到这，我刚才所有讲的话其实都是告诉大家，大法弟子的责任重

大。什么是“大法弟子”啊？上次法会和这次法会时间很近，虽然有些学

员有些毛病我上回讲了，做好做坏都有一个过程，是吧，那咱们就不说上

次法会后你现在怎么样了。我就说大法弟子不要把师父讲法当作听新奇、

又听师父讲什么天机、师父讲什么有趣的东西了。当然大家不会这样想，

但是师父讲完之后你得想，大法弟子你得去思考。 

  到现在啊，还有一些学员互相之间在配合上非常差。不只是一般的

差，甚至是拆台。我告诉你，不管什么心，只要是大法弟子的项目或者是

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你起了拆台的作用，你就起了魔的作用。不管你

觉的我是大法弟子、我也做了很多事情，可是那些旧势力一笔一笔的帐在

给你记。 

  你们知道吗？大法弟子啊，你们的正念是有作用的。你们每个人起到

的作用合在一起巨大无比。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是你信心不足、正念不

足。这么多大法弟子，在同一时间全球发正念，上亿的大法弟子在全球同

一时间发正念，对于邪恶与旧势力来讲可怕不可怕？对神来讲都是非常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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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事情。多大的力量！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力可劈

山，一念就做了。在迷中，你们也看不见自己的能力，这还不要紧；你们

互相之间的不配合、正念不足，使你们在发正念的时候脑子想的都是互相

之间修炼中不向内找、向外看的执着，甚至愤愤不平、想到谁就生气，你

说你发那正念干什么？起不到正面作用，把你所有的思想、想法、执着全

告诉整个宇宙的神。你那一发念的时候全哄出来了，展览给整个宇宙看，

看你这个人。大家想想，那个旧势力不迫害你才怪哪。它迫害你，师父都

没有办法，因为它们抓住把柄：你看看这样的生命，这是你弟子吗？这么

差，不应该修理他吗？你不要修理他可他还影响了我们、影响了别人，还

不赶紧修理他！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它

路。 

  我最近看到，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越来越清醒了、明

白了，越来做的越好了。可是随着形势的好转，国际上的大法弟子却有所

放松。有的人做什么事情好象都打不起精神来，更别说配合了。不配合、

互相较劲，不买账，甚至言谈举止都非常不客气，真的不像大法弟子样。

师父看了痛心哪。你们是从最艰难的迫害中走过来的，神都羡慕，你们却

不知道珍惜，再回头想找那个过程都没有了，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刚才

说了，很多人想当大法弟子，现在非常难進来。还有最大一个原因就是对

大法弟子最严酷的考验、那种迫害，已经走到尾声了，再从新制造起这么

一个全世界铺天盖地那么大的压力、难度，考验你敢不敢修、能不能走正

路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已经没有了。谁再来当大法弟子，那旧势力挡的是

非常厉害的，说什么也不让他進来。你们从那么艰难的环境中走过来，已

经相当了不起了，该有的威德已经都有了；你们由于现在放松自己、使自

己往下滑，真的不应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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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救度众生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啊，很多人做的都不深入，跟人

家讲两句，爱听不听，不听算啦，又去找别人了。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

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他救了。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

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

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在神的眼里看，生命是同等的，阶层是人类社会

划分的。我就希望大法弟子互相之间都能够象以前那样、象你们得法当初

那样精進。过去佛教中有句话，意思是从头到尾都象开始一样，你一定圆

满。（鼓掌） 

  你们在常人社会中修，有法会，互相之间也可以切磋。你们知道在山

洞里修的那些个人，他修不成就死在里面。他经过的任何事情没有人去商

量，也没有人去讲，都得他自己从正悟中走过来，走不出来就完蛋，多难

哪！最可怕的是在长期的寂寞中。人最怕啥？寂寞。寂寞能使人疯，寂寞

能使人忘记过去的一切，寂寞甚至能使人忘记语言，也是最可怕的一种

苦。人说谁谁面壁九年，谁面壁十三年，也有人坐那上百年了。你们没有

那么寂寞，就是坚持始终的像个大法弟子那样。 

  师父今天给大家说的重了点，也是想让大家能够警醒。你们救度世人

想要叫他们醒过来、救度他们，你们自己也得醒啊、也得醒悟。事情做多

了就忘记了自己的修炼，这也不行啊。你们是修炼人，这句话不是说你过

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意义、你

肩负的责任、你历史的使命，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 

  我知道大家在各项目中、救人中有的做的非常好，总体上大家做的也

是很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承认你们在助师正法中做了你们该做的，就

希望你们能够做的更好。我们的路很窄，走偏一点就会出现问题。我不想

大家出现问题，也不想要哪个人在修炼中滑下去，更不希望随着形势的好

转使修炼放松下来。这一切都是你们开创的，未来的事情还很多，直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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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的那一天。最难的你们已经走过去了，剩下的没有那么难了，只是把

它做的更好点。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的很无聊中，可

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希望大家真的能够配合好，正念足，遇到事情向

内找，就象刚刚進入修炼那样的热情一样。不要像常人，几分钟的热血过

去了、就完事了。 

  你们互相之间配合时是因为人心才产生互相之间的摩擦，那是修炼人

的状态、过程，决不是你们哪个人真的不好。好的那一面已经看不见、已

经隔开了，你们看到的永远是没修好的这一面，但是你们不要不抱着慈悲

心，不要固定的看人。我一再说好的一面你们看不见，那边已经非常好

了、达到标准了。达到标准是什么样？神的标准。他没修好的那一面哪，

越往表面上走就越显的不好，可是哪，他已经修的很好了。希望大家珍惜

自己，珍惜别人，珍惜你们这个环境。珍惜你们走的路，这就是珍惜你自

己。 

  师父不多讲了，希望你们的法会开的圆满成功。在法会中，有许多人

在讲自己的修炼过程啊、修炼状态呀、遇到一些不同的事情是如何用大法

弟子的正念来处理的。这些听完之后，不要当作是一个故事。那是人修炼

走过的路，也是你走过的路。我想看到大家从新找回你们的热情、找回你

们修炼人最好的状态。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全场起立，热烈鼓

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