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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年初，我婆婆開始讀《轉法

輪》﹐她認認真真地看了一遍《轉法

輪》，覺得書講得真好。現在社會上風

氣這麼壞，做甚麼事都得走後門花

錢，而這本書卻讓人做個道德高尚的

好人，同時能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婆

婆決定開始學法輪功。在老學員的建

議和幫助下，她與幾個功友組成了一

個煉功點，天天集體學法、煉功。 
 99年1月我的女兒降生了，婆婆

來到北京幫我們看孩子。我婆婆是南

方人﹐公公對我婆婆非常好，婆婆在

家一直是養尊處優，沒吃過甚麼苦﹐

受過甚麼累。可婆婆到了北京﹐不僅

承擔了家裏的大部分家務，還盡心盡

力照顧我坐了兩個月的月子。我心裏

非常感激她﹐不知道該怎麼回報，婆

婆卻對我說：“你不要有這些想法。

我是個修煉人，我知道我該怎麼做。” 
 婆婆是個很細心的人，而我有

時做事很粗心，自己還意識不到。她

從未責怪過我，很多事在心裏就消化

了，所以很多事我都不知道。一次跟

婆婆聊天﹐婆婆對我說﹕“其實﹐

也有很多時候你做的事我覺得不符

合我的想法，但我發現你的出發點是

好的。我不能用我的標準去衡量你，

要求你，因為每個人過去的背景、生

活環境、生活習慣都不一樣，怎麼會

有一樣的想法呢？遇事我應該找自

己。” 聽了婆婆的話我感到很慚愧﹐

心想自己這麼多年來﹐考慮問題總

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很少為別人著

想。雖然修煉

了，也經常以

自己的想法去

衡量別人、要

求別人，跟婆

婆比，我真差的太遠了。 在這樣一個

環境中，我們一起學法，生活，共同

提高，孩子長得也很健康，看到我們

婆媳關係這麼好，很多同事朋友們都

非常羨慕。 
7.20 以後，環境一下嚴厲起來。有一

段時間公安經常把我與我愛人

帶到公安局調

查，我單位

也 對 我

施加壓

力 ，

以工

作、

房

子

相

威

脅 ；

孩子只

有 六 個

月大，很累

人。我婆婆經

常一個人抱著孩子

在家，不知道晚上我們甚麼時候回

家，能不能回來。那段時間我真不知

道婆婆究竟是怎麼過來的，她從來不

說，當我問起她時，她才說了一句

話：“雖然很難受，但我是修煉人，

知道該怎麼做。”單位要開除我時，我

擔心婆婆能否受得了，這回可是沒房

子住了。婆婆卻對我說：“師父說

了：‘是你的東西不丟，不是你的東

西你也爭不來。’你不要考慮我的想

法。”後來我被單位辭退後，婆婆平靜

的對我說：“將來他們會請你回去

的。” 
 然而，我的父親卻為我失去工

作非常痛苦﹐他打電話對我說：

“這麼多年，我為你操了多少心？好

不容易你有個安穩的家了，過了幾天

太平日子，今天你這又是怎麼了，工

作也沒有了，房子也沒有了，我實在

是折騰不起了！”我拿著電話哭了起

來。有一天，父親又給我打電

話，正好我不在

家，我婆婆

接 的 電

話，婆

婆

說 ：

“你

千

萬

別生

氣 ，

要 保

重 身

體。困難

我們慢慢會

克服的，你不要擔

心，將來會好起來的，小夏

沒做錯甚麼﹐你就別再罵她了。”這

番話頓時讓父親明白過來。後來我母

親告訴我，父親聽了婆婆這番話後坐

那兒愣了半天，最後非常感慨地對我

母親說：“我不能再給孩子施加壓

力了，本來就斷了生活的來源，我要

再說她，萬一孩子心窄上吊了怎麼

辦？‘文化大革命’這事還少啊？再

說，她愛人一句指責她的話都沒有，

她婆婆反過來還勸我別生氣，我是昏

頭了，我在幹甚麼呢？”從此再不提

此事。他對我婆婆非常尊重，幾次對

我說一定要孝敬公婆。他對我母親

說：“我的後半生就托附給大女兒

了，這家人我放心。”於是，他傾其所

有要為我買房，幫我們解決生活困

難。 
 一天﹐管理局的兩個人到我家

讓我們搬家騰房子，正好我不在家。

我婆婆對他們說：“房子的事讓小

夏跟你們說吧，我不管這事。” 她那

種冷靜的、不卑不亢的態度讓他們有

點不知所措，其中一個人緩和了一下

口氣，對她說：“小夏是被蒙蔽的，

你看法輪功學員現在天天去天安門，

這不是要顛覆無產階級政府了嗎！

政府能幹嗎？”聽到這話，婆婆覺得

一定要說話了，她義正辭嚴地說：

“自古以來槍杆子裏出政權，這些煉

功的老頭、老太太能顛覆甚麼政府，

簡直是笑話！為法輪功說句真話就

被剝奪了生存的權利。工作、房子都

沒收了，連上訪都不讓，不到天安門

去到哪兒去？你們給我們指個地

方？！”他們聽後啞口無言，最後交

房子的事也不提了，灰溜溜地走了。 
 2001 年 8 月公安準備要抓我愛

人，於是我愛人、婆婆帶著孩子全部

離家出走。在功友的幫助下，我們很

快安排好了生活。婆婆一有時間就告

訴人們法輪功的真相﹐她對我說：

“修煉以來﹐我沒吃甚麼苦卻得到

了許多。想想自己還有甚麼放不下

的？還有甚麼理由不珍惜現在的時

間？應該盡自己的全力讓人們明白

真相。”  

細語人生 

 我叫圓圓，是一名 16歲的在校

學生。在 2001 年末，經吉林三家醫

院檢查確診我患了不治之症——白

血病。家人不相信我這麼小就得了

這種絕症，又領我到各大權威醫院

進一步確診，診斷結果如初。這對我

和家人真如晴天霹靂﹐從此我的親

人整日以淚洗面，而我更是掉入了

一個痛不欲生的萬丈深淵。 

  於是在 2002 年初我到吉林省

某醫院住院治療，當時檢查血小板

數僅為 2 千個 (正常血小板數 10

萬——30萬個）。醫院開出了病危通

知書，我已心如死水，萬念俱灰，就

等著死亡那一刻的到來，家人們也

開始為我準備後事。 

  正月初三這天病情進一步加

重，其中有一親屬說，你聽一下李洪

志師父的講法錄音帶吧！也許只有

法輪大法能救你的命了。我在連坐

都坐不起來的情況下開始聽師父的

講法錄音帶。奇跡發生了，第二天初

五晚上就能坐起來了，並又馬上學

了靜功，當天晚上就盤坐了 20多分

鐘。接著晚上 10點開始嘔吐，吐完

之後身體開始有了一點舒服的感覺

了。 
  初八醫院開始正式上班，那天

驗血，我的血小板數達近 7 萬個，醫

生簡直不敢相信這一事實﹐覺得太

神奇太不可思議了。面對他們的不

解，我告訴他們我學煉了法輪大法，

是法輪大法給了我這一切。從這天

開始，我不用打針不用吃藥了，又過

了一週後血小板數達 22萬個，完全

恢復了正常。 

 從那時起我就正式開始走上了

修煉法輪大法的路，成為了一名大

法小弟子。我要以發生在我身上的

奇跡告訴那些造謠、誣蔑法輪大法

的人和所謂的國家宣傳機構及被蒙

蔽的世人：法輪大法好！  

 軍人的生活常會讓

人覺得枯燥乏味。有人

說：「當兵的過程是一種

歷練，是一種成長。」我卻

一直覺得當兵真得很苦，

很可憐，沒有自由，不能隨

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 
 可是自從讀了友人

送我的一本「轉法輪」後，

我收斂了我的脾氣，我學

會理解別人，我懂得了承

受苦難，懂得珍惜時間。我

盡力把事情做好，善解與

長官同僚間的矛盾，我明

白了苦原來也有美好的一

面。 
 法輪大法的書，裏面

講到做人處事的道理，書

中有幾段話說：「現在社

會上甚麼性解放啊，這些

黃色的東西在干擾著

人」、「現在這個環境，

打開電視一看，甚麼都

有，容易勾起人的慾望。」

(《轉法輪》)「如果你們不

是夫妻，你們要有性行為，

這樣做你就是在幹一件最

骯髒的事。」(《在美國東部

法會上講法》) 看完之後，

我就把家裏的色情 VCD、“A片”全

部折斷投入垃圾桶裏。從此﹐我再沒

有看過任何 A 片。 
 朋友笑我是不是要當和尚，要出

家了，其實不是。讀了大法的書後，

我不再沉迷於女人沒穿衣服的胴體，

反而覺得穿著端莊，有涵養的女性才

是美好的。就這樣大法的書籍把我從

骯髒的泥淖拔起，洗清我滿身的污

泥，使我不再沉淪情慾中。 
 在古代認為姻緣天注定，婚姻大

事是要得到父母同意，親友的祝福，

並且舉行隆重的結婚慶典，一拜天

地，二拜父母，然後夫妻對拜，才送

入洞房。在國外信仰基督教的國家

裏，要在神聖的教堂舉行結婚儀式，

由人所敬仰的 神父或牧師

主持，在眾神 和人們的

見證下結為 夫妻。那

才是道德純 潔 的 人

類 關 係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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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孩 身 患 白 血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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