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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年輕人被救之後﹐

找到了組織。其中一人解放

後就是 XX 省的第一任副省

長。但是在文革中，他不忍

看到寺院被毀，於是毅然進

京，想以親身經歷說服當時

的領導人，不要砸廟滅佛。

可是在那個時候有誰相信

他？他反而被扣上了破壞文

化大革命的大帽子。一氣之

下，他的心臟病發作，從北

京被人抬回來不久，就含冤

去世了。文革之後，般若寺

裏還為他舉辦了大法會超度

他。

這個故事我一直記在心

中，它使我明白了信佛不是

迷信，而信“迷”才是最

可怕的。佛、道、神的存

在，並不取決於人信還是不

信。不信神的人，為了名、

利、情在世間爭爭鬥鬥，這

才是真正的執迷不悟。而為

達到個人目的不擇手段 ，

甚至為所欲為的人，其實是

在無知地毀滅著自己。

玄中洞見佛中天

1 9 9 0 年，我去北京出

差，同住的一位朋友約我去

見一位雍和宮的喇嘛。

進了正殿，我見到一尊

高大的彌勒佛像。佛像有十

八米高，雄姿威武，莊嚴神

聖。我第一次有幸見到年輕

的彌勒佛像的雄姿，心中無

比敬仰。在藏經室中我見到

牆上有兩幅畫，一幅是釋迦

牟尼佛涅磐圖，另一幅上卻

是 30 多個和尚分別在風景

幽雅處打坐。我感到奇怪，

為甚麼畫中只有 30 幾個和

尚，這幅畫又為甚麼特別掛

在這裏呢？我問守護的喇

嘛，他說這些和尚是轉世人

間當皇帝的。我當時不由得

呆住了，原來連誰轉世到人

間來當皇帝都是佛安排好

的。

下 午 的 時 候 ﹐ 我 們 見

到了要見的喇

嘛。他當時 70

多歲了。我問

了 他 一 個 問

題：為甚麼經

歷了文革的浩

劫，雍和宮竟能如此完好的

保存下來。

他望了望主殿方向﹐

神情肅穆地給我講了一個故

事 ﹕

正殿的彌勒佛像是清朝

乾隆年間雕成的。當時從西

藏運來了一株珍奇巨樹，雕

成這尊彌勒佛像，作為北京

的鎮城之寶。為使佛像站立

不倒，在佛像的兩側和後面

建了有兩層樓那麼高的平臺

式的走廊，走廊的寬度正好

可以允許一個人通過。在走

廊和佛像之間用鐵索相連，

扶住佛像。文革期間，有三

個紅衛兵來砸佛像。第一個

爬上走廊，舉起斧頭想砍斷

鐵索。斧頭落下，沒有碰到

鐵索，卻正好砍在自己的腿

上；第二個人拿過斧頭又

砍﹐卻一斧砍空，閃下平

臺，當即昏死過去。第三個

人嚇得站不起來。據說這三

個人後來沒有一個活下來

的。從此以後，再沒有人敢

動佛像一下，雍和宮就這樣

安然無恙地保存了下來。

很多善良的 人 都 說﹕

“信佛講積德行善，有甚麼

不好。自己不信還不准別人

信。”這三個紅衛兵在迷

中種下 了惡果。 所 以 說 ﹐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確實

是這樣的。

了卻宿願得天機

出國後我仍在時時尋找

高師，希望解開我心中的疑

問。

9 4 年，我的舊病又復

發了，轉移到了右側。我每

天坐臥不安，夜間不能向右

側翻身。我自知業力太大，

生死為定數，也不想再看醫

生，消極地在痛苦中等死。

95年 1月，我在國內的

朋友寄來一封信。信中寫

道﹕你信不信法輪功？信

中介紹了法輪功。她還說自

己家不知是哪輩子積了德，

9 4 年全家得法，已經修了

半年多了她還說她剛一見到

師父，師父看上去像 20 幾

歲的年輕人，真像一尊大佛

一樣。他們全家請假追隨師

父聽師父的九天講法班。

我 還沒仔細看 多少，

“ 法輪功”三個字就 像刻

在心上了﹐以神聖的法輪

命名的功法我怎能不信。我

急忙寫信﹕我信！我信！

快寄書來。

半個月後 ﹐ 我終於盼

來了《中國法輪功》。當

時《轉法輪》正在印刷之

中。我急忙打

開書，書中講

的一切令人振

奮不已。我知

道自己得到了

人世間難遇的

真傳功法。

其 實 我拿到書還沒翻

開，就已經開始消業了。我

的病變部位開始向外發放涼

氣，冰冷冰冷的，不知過了

多久才變暖。我只煉了三天

功，動作還不能連續做完，

人已經變了樣子。原本臥床

不起、整日疲憊不堪的狀態

完全消失了。我又快樂起

來，臉色也變好了。

過了一兩個月，我看到

自己身上出現了漂亮的嬰

孩，一週內逐漸變大後消

失。我對照書知道自己走過

了奶白體階段。我煉神通加

持法時手心下出現我自己形

像的小人坐在蓮花上，還能

上到手背上再下來。那神奇

的經歷，至今歷歷在目。

一個月後，朋友寄來了

《轉 法輪》。 這 是剛發行

的第一版。我鄭重地翻開了

《轉 法輪》， 不 知過了 幾

個小時，我一口氣讀完了這

本書。我又是激動又是興

奮，彷彿身在夢境中。我無

論如何也無法相信﹐自己

手中捧著一本天書！這正是

我日思夜想希望得到的真經

呀！書中章章節節字字句句

直入心底，我苦苦尋求的甚

麼是空，師父都一語道破。

《西天極樂世界遊記》中

提到的隨心所化、孤魂野鬼

的存在、天目的結構等等﹐

在《轉法輪》中都闡述得

如此透徹﹑清楚。我對自

己 的先生和兒子 說﹕“天

書到了，最高的佛主到了。

只有最高的佛主才能居高臨

下地把法理講得這麼透。”

我的先生和兒子都爭著

讀這本書。先生一直酷愛音

樂，出國後他總喜歡去教堂

聽音樂和唱詩班演唱。他覺

得教堂的音樂純淨優美，帶

給人心靈的寧靜。可是當唱

詩班請他加入時，他卻拒絕

了。他尊重信佛教、基督

教、天主教的人，認為這些

人善良、真誠。但不知為甚

麼，自己卻並不想加入其

中 。 現 在 讀 了 《 轉 法

輪》， 親眼看 到 我 的變

化，他毅然決定修煉法輪大

法。現在我們明白了，他在

宗教的大門外徘徊了 6年，

等待的是甚麼。  就這樣，

我的全家喜得大法。

小的時候，我就喜歡

“西遊記＂，濟公的故事，

還有“神仙傳＂等給好人長

志氣給壞人滅威風的神奇

故事。今天看了法輪功創

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文章“甚

麼是功能＂，其中有一段話

是：“其實對於那些沒有人

性的邪惡之徒，如打死人

的、強姦女大法弟子的禽

獸不如的壞人或那些為首

的邪惡之徒，可使用意念

指揮其幹甚麼，邪惡的壞

人就會幹甚麼＂﹐讓我想起

了濟公的故事﹐現摘錄幾段

與讀者朋友們分享。

濟公全傳
第十九回　

秦相夢中見鬼神

濟公夜來施佛法 (節選)

秦丞相 在 上面一聞此

言，勃然大怒，說：“好

大膽的瘋僧，竟敢欺謗大

臣。來！左右將瘋僧拉下

去，給我重打四十竹棍！”

原來這竹棍是秦相府的家

法，最厲害無比。在竹子當

中灌上水銀，無論多堅壯的

人，四十竹棍能打得皮開肉

綻。今天要用竹棍打瘋僧。

濟公聽說要打，一回身蹲在

老方丈監寺的五個和尚當

中，過來三個家人，伸手揪

著 濟 公 按 倒 地 上 說 ：

“好，和尚，你藏在此就算

完了！”一個按住肩頭，

一個按住腿。和尚頭向西，

掌刑的拿著竹棍在南邊請相

爺驗刑，掄起竹棍打了四十

下，和尚並不言話。三個人

打完了，往旁邊一閃，秦相

在裏面一看，說：“你們

這一干狗頭！我叫你們打瘋

僧，為何把監寺的打了？”

三個人一瞧，略思奇怪？方

才明明揪的是濟顛，怎麼會

變了監寺的廣亮？廣亮才可

說出話來：“哎呀，打死

我了！”方才乾張口喊不

出來，四十棍打了，皮開肉

綻，鮮血直淋。

秦相吩咐：“再換一

班掌刑的人，給我重打瘋僧

四十竹棍！好瘋僧，我要不

打你，誓不為人！”… 秦

相 吩 咐 ： “ 打 ！ 打 ！

打！”

掌刑的用力把竹棍往下

一落，距濟顛的腿還有一

尺，不由的竹棍拐了彎，正

在騎肩頭那人的腰上撲咚一

下，把騎肩頭的那人打出三

四步遠去。那人拿手按腰

腿，哎喲哎喲直哆嗦：“打

死我了！好好好，你跟我借

二百錢我沒借給你，今天你

官報私仇！”秦相大怒，叫

下去吩咐：“再換掌刑人

來，給我重打瘋僧八十棍！

我不打你這瘋僧，誓不為

官！”… 掌刑家人答應，對

準了和尚的腿，棍剛往下一

落，就拐了彎，扒叉一下，

正打在騎腿的那人背脊上，

打的那人往前一栽…。

這個時節，濟公在地下

躺著，秦丞相…吩咐家人：

“給我打！打！打！”眾家

人哪敢怠慢，這個抄起竹

根，惡狠狠過來要打和尚，

一舉竹根往下一落，用力大

些，一甩棍出了手，棍奔秦

丞相打去!  … 秦丞相見此光

景，氣往上沖，彎腰撿起棍

來，要親自打和尚，猛然聽

內宅碘響，秦丞相大吃一

驚。秦相正在一愣，由內宅

跑出一個婆子說：“大人可

了不得了！大人的臥室失了

火！”秦丞相一聽說，知道

是和尚又在施展他的神通。

(上接第一版)

濟公的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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