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清流 2001年 8月   第十期法正身心

我今年 33 歲，博士畢

業。雖然我修煉法輪大法的

時間不長，但是修煉大法卻

成為我人生的轉折點。

修煉前我患有嚴重的頭

昏，頭上像被一層層繃帶纏

了一圈又一圈，晚上

經常做惡夢，記憶力

嚴重減退，思維遲

滯，工作生活都受到

極大影響。同時還伴

有肝區隱痛和嚴重便

血。曾求助中西醫均

無效果；我特別注意

營養﹑服用各式高

級保健品和身體鍛

煉，也未有好轉。為

祛病我曾練習某種氣

功，不但沒有好轉，

反而各種病症更加嚴

重 ﹐ 加 上 嘔 吐 不

止，夜夜惡夢不斷﹐

人變得面黃肌瘦，精

神萎靡不振。

正在我痛苦不堪

的時候，我得遇法輪大法。

第一天晚上煉功，就感到有

法輪在旋轉。讀了《轉法

輪》，心中的許多疑團開

始解開。看完李老師傳功講

法的錄像帶之後，渾身上下

像被洗過一樣，感到從未有

過的輕鬆。此後，我身上原

來的那些病痛感覺消失了，

便血也停止了，身體週圍經

常感到有法輪在旋轉，身體

狀況和精神狀況都有了極大

的改觀。短短幾天﹐法輪

大法使我這個處於毀滅邊緣

上的人重新開始了新的人

生。

從前我是個好鬥的人，

脾氣特別暴躁，在任何場合

都想出人頭地﹐動不動就

火冒三丈，現在變得心平氣

和了，至少能夠自覺地忍

了，漸漸明白了沉

默是金的道理。從

前我是個花錢大手

大腳的主，儘管家

裏很窮，收入不

多，花錢卻不知節

儉，還丟三落四，

現在變得注意不亂

花一分錢。無論工

作也好，生活也好

都變得嚴謹認真，

有條不紊了。

修煉法輪大法

幫我戒掉了好色這

個伴我幾十個春秋

的惡習。修煉之

前，我把相當多的

時間、精力都花在

這上面，許多的週

末都是在舞會上度過的。甚

至在我愛人生孩子的前一天

晚上還跑去跳舞。好色的心

是非常偏狹、非常陰暗、非

常骯髒的。修煉法輪大法不

久，我便嚴格按照大法的要

求去做，幾十年的惡習一下

子戒掉了。大法拯救了我的

婚姻和家庭，拯救了我工作

的機會，拯救了我的生命。

修煉法輪大法是我人生

的轉折點，我告別了那個滿

身缺點的人，脫胎換骨﹐

轉變為一個全新的我。

奇人入監﹐

摯語震憾肺腑
就在第二天，所裏抓進

來一個老太太，一進門就顯

得有些與眾不同。一般被抓

的人進門總要四週看看，有

些人還有點害怕的樣子。這

個老太太頭也不抬就進來

了，大模大樣地好像是回自

己家一樣。當小莫照例要上

前動手時，她只是輕輕地盯

了他一眼，小莫捏緊的拳頭

就鬆了。小莫這“當頭炮”

沒打響，小王罵人的“機關

槍”就一個字兒也沒吐出

來。反倒是小秦當了主角，

從頭到尾就她和老太太在說

話。

第二天，所有人都出去

了，就我和老太太在所裏。

她要求和我說幾句話，我還

沒來得及想，口頭已經答應

了，自己也覺得有點奇怪。

我們在小秦作記錄的桌子前

坐下來。她盯著我看了一會

兒，讓我覺得五臟六腑都被

她看了個透。然後她就主動

問我看過《轉法輪》沒有。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便沒出

聲。她就向我講《轉法輪》

裏的道理。其中有些是我偷

看過的，有些不知道。她那

清脆而柔和的聲音極有穿透

力，每一個字都直打入我心

中。她的語氣中帶著一種祥

和，甚至甜蜜，讓人老想聽

下去。但我慢慢低下頭，不

敢正對她的眼睛，因為她眼

光明亮，慈祥中帶著莊重和

威嚴，可能就是他們說的慈

悲的力量。難怪小莫捏緊的

拳頭要鬆開。我想，誰的拳

頭都得在這眼光中鬆開的。

我聽著她講，一點也沒有要

阻止她的想法，對她講的道

理也沒有半點懷疑。心裏好

像早就知道她不會亂說、不

會說一句假話的。而且我就

能感覺到她的心裏對我充滿

無限的關懷和愛護。到後

來，我漸漸地分不清楚她講

的每一個字了，只覺得她的

話語像一股清澈的暖流向我

心裏直流進去。突然間我淚

如泉湧。一種無名的感動，

伴著傾瀉的真情，陡然撞開

心扉，噴發出來，流遍全

身。

當天我回家後，洗淨雙

手把《轉法輪》拿出來，一

口氣讀了幾十頁。這是第一

次，我看到的每個字都進入

了我的心的深處，因為這是

第一次我心裏頭沒有半點懷

疑和反感。老太太在這裏關

了好幾天後才被送回原地去

了。在這幾天中，她一直有

機會向我講她修煉法輪功的

事情。從第二次開始，她就

親切地叫我“兒子”。我不

但不覺得反感，反而從心裏

頭感到高興。甚至想入非非

地對自己說：“她要真是我

親娘就好了。”每次她給我

講修煉的道理和她的體驗

時，我都能感受到第一次時

那種心的深處江海翻騰似的

感覺，整個身心都在慈愛的

暖流中振顫。有一次她語重

心長地對我說，“人啊，不

能光想自己，應多替別人著

想。這樣自己不會難受，別

人也會更高興。自私的人永

遠也不會有幸福的。別想到

自己節假日都來值班，不能

和家人團聚，就反感法輪功

的人，以為他們攪亂了你的

好日子。你替他們想一想，

就為了有那麼一點自由讀一

讀書，煉一煉功，就被弄得

有家不能歸，甚至家破人

亡，妻離子散；就被抓來毒

打，關押，勞教，判刑；還

有好多人已經被打死了。他

們都不恨你們，你怎麼能夠

恨他們呢？”我當時羞愧得

無地自容，低著的頭好久不

敢抬起來。

她被送走那天我不在所

裏。她走後的一段時間裏，

我心裏頭經常湧起一種莫名

其妙的難受。我甚至想過，

“讓她再來上訪幾次吧，而

且每次都關到我們這裏

來”。但馬上又覺得不對，

萬一她真地來了，又沒有關

到我們這裏來，別的警察不

把她打壞了嗎？我真自私

呀！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像

照鏡子一樣清清楚楚地看到

自己心中的一個“私”。

法入人心﹐

知緣拜認師尊
打老太太走後，我就經

常利用空餘時間偷著讀一讀

《轉法輪》，都已經從頭到

尾讀過一遍了。我一開頭就

想給小秦講我讀《轉法輪》

的事，叫她也讀一讀。但心

裏總有些害怕，萬一她去向

所長講了可不得了。後來不

知甚麼時候，我突然覺得沒

有甚麼可怕的，修煉法輪功

的人已經死了一兩百了，人

家打死也不鬆口說個“不

煉”，我連這點勇氣都沒有

嗎？

有一天，小秦在上網

“監視”明慧的動向。我看四

下沒人，就走進去站在她旁

邊。“小秦，我早就想給你

說”我鼓足勇氣開了口。“要

我也讀《轉法輪》，是不是？”

沒等我說完，她若無其事地

說。“你知道我讀《轉法輪》

了？”我有一點驚慌，更多

地是意外。“當然啦，偷著

讀了還拿家去。”她露出從

未有過的大人逗小孩那種得

意的笑容。“那所長會不會

也知道了？”我真地擔心起

來，說話聲音都有些發抖

了。“我想他知道，但我想

他不會告訴任何人的。”她

知道我膽小，趕緊安慰我。

“但願他不知道，或者真的不

告訴任何人就好了。那你想

不想讀一讀呀？”我便乘機

啟發她，巴不得多一個人來

讀那本書。“你怎麼就知道

我沒讀過呀？”她又開始得

意起來。

我一聽真是驚喜萬分。

正要問她甚麼時候開始讀

的，外面傳來所長咳嗽的聲

音，好像咳得特別地大聲。

我們趕快假裝讀網上的文

章。老所長一進門就問，

“有甚麼特別情況嗎？”但

沒等我們回答，他又接著

說，“不說我都知道，不看

我都明白。明慧說別的我不

懂，但他們說的‘惡有惡

報，善有善報’，我還真相

信。”見我們沒吱聲，他又

說道，“你們的工作幹得很

好，領導心裏都是有數的。

哎，”一邊自言自語地說著

話走出去了。遠遠地聽到最

後幾個字：“時候一到，一

切都報。”我和小秦先是一

楞，接著便都捂住嘴笑起

來。

後來當我問起小秦怎麼

知道我讀過《轉法輪》時，她

只是反問了一句：“讀過《轉

法輪》的人會看不出來嗎？”

打那以後，“小四人幫”分成

了兩派，有時三派。各走自

己的路，彼此心照不宣。

記得那是個晴朗的上

午。小秦默默地走過來向我

點點頭。等我走到機旁時，

她指著屏幕上的文字說：

“可能你想看看吧。” 那是明

慧上的一篇文章。還沒讀

完，我全身都顫抖起來，血

液在沸騰一樣。這篇文章是

以那個老太太的口氣寫成

的。原來她是個修得很高的

人，有好多神通和功能。她

一來就認出我是她某一世轉

生時的兒子。所以她才親切

地叫我“兒子”，耐心地向我

洪法。我一下子明白了當時

我為甚麼會每次都有那些不

可言傳的奇妙感受，淚水止

不住奪眶而出。

突然想起所裏還有別的

人。回頭一看，小秦正站在

門口，把一隻手搭在門框上

大陸學員　小辛

和小王說話。我明白她是在

擋住其他人不讓進來。我輕

輕擦去淚水，極力抑制住自

己，強裝平靜地走了出去，

沒有跟任何人打招呼。急急

忙忙地趕回家後，我趕快拿

出《轉法輪》來，翻到前面

的作者近照。看著那微笑的

面容，似乎帶著幾分期待，

幾分鼓勵，好像又有幾分責

備。

我雙手捧著書，情不自

禁地雙膝一曲對著那慈祥的

面容跪下來。這是我有生以

來第一次下跪，並且是對著

一張照片，一個自己從未見

過面的人的照片。我不知道

該說甚麼，甚至不知道該怎

麼稱呼他，因為我不知道我

有沒有資格叫他一聲“師

父”。但我心中充滿了感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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