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 恶 有 报 是 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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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某学校根据上级指示，要求每
个班召开批判法轮功会议，每个人都得表态
不练法轮功，否则受处分。一个学生看到别
人都上台发了言表了态，心里很害怕。如果
不表态会受到处分，如果表态，又不符事实。
她心里想："李老师又没有碍着我什么，我凭
什么骂人家，我妈妈炼功后得到了一个健康
的身体。我不能骂法轮功，骂了就等于骂我
妈一样，我虽然不炼功，但我绝不能做损寿
的事儿。"正想到这里，轮到她发言了。她无
可奈何地上了台，说："我谈谈对法轮功的看
法。我们家前面有一个街心花园，那是法轮
功的炼功点，以前有许多老爷爷、老奶奶炼
功，人家炼法轮功的尽做好事，好几年了，
冬天扫雪，夏天锄草，把花园打扫得干干净
净。后来，国家不让炼了，也没有人打扫花园了，花
园脏得就不用说了。还有'自焚'问题，他们老师的书
里没有写'自焚'，真正炼功人都不自焚，跟电视上说
的不一样，电视上说的不对，我说的是
真话。"老师同学一听都很惊讶：我的
妈呀，这是啥时候你还敢这样说？一起
叫她："你快下来吧，别说了，快点下

劝君切莫以身试法

当一个人再前行一
步就将跌入万丈深渊
时，如果有人及时警告
他 ： 停 下 你 的 脚 步 ，否
则你会落入万丈深渊摔
得粉身碎骨！ 这难道不
是完全在为他好吗？当
人无知地诽谤佛法，注
定要被淘汰时，
“现世现报 ”就
是神出于对人的爱护和
规劝。如果不悟，更严
重的后果还在后面，到
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也就
用不着劝诫和教训了。
善恶有报 的天理的存
在和运行绝对不会以人
的好恶而有丝毫改变。
当开始在无尽的地狱之
苦中偿还罪业时才醒悟
已经一切晚矣。

受蒙骗的孩子遭报
某小学有一个反法轮功的宣传
栏。某日一受官方宣传蒙骗不明真
相的学生在上面签名反对大法。两
天后，这个学生两条腿摔断，左臂
不听使唤，头不敢转。但愿这个孩
子能从中学到“善恶有报”和“法
轮大法好”的道理，因祸得福。
集体遭报──甘肃省天水市建
三小学校园事故的警示
甘肃省天水市建三小学受媒体
毒害，组织学生上街游行，迫害大法、毒害世人，结
果遭天谴：2001 年 12 月 24 日下午建三小学校园外一
建筑工地几十米高的起重机起重臂突然断裂砸在建三
小学教学楼（三层）楼顶上，顷刻间楼板压向教室内
及操场上的小学生。5 人当场死亡，近百名受伤。
一定要善待大法，这样才会有个美好的未来。
代学生签名污蔑大法 小学教师成植物人
2001 年 3 月，甘肃河西武威地区某村一小学教师，
因怕小学生签不好名或拒
绝签名而影响了他的“前
程”，就亲自把每个小学生
的名字写到了罪恶的万人
榜上。

“众生魔变灾无穷，大法救度乱世中；正邪不分
谤天法，十恶之徒等秋风。
”（《洪吟》） 今年（2002
年）元月上旬学生放寒假那天，该教师骑摩托车从武
威市回家的路上和汽车相撞，当时就昏迷不醒，送医
院抢救花了四万多元也无济于事，已完全变成了植物
人，每天靠医生给他插胃管灌点牛奶来勉强维持生命。
党委书记陈守鸿成了植物人
四川省彭洲市三界镇原党委书记陈守鸿（已退
休），以前身体十分健康，红光满面，但就是仇视大法。
今年九月至十月当大法弟子贴出讲真象的的不干胶
时，他就主动去撕。第一次撕时，绊一跤；第二次撕
时，又摔一跤；撕第三次时，摔在地上起不来，被家
人抬回家后成了植物人。

恶行激天怒，雷暴惊羊城
广州 6 月 6 日天降异象。上午 7：30 分左右，
广州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中午 11 时，苍天再展怒颜，炸响阵阵惊雷，地动
山摇般雷声不断，天昏地暗。路上行车全部打开
车灯，小心翼翼行驶，罕见的雷暴使白云机场 5
个进港航班、13 个出港航班延误。据报导降雨主
要集中在天河东山一带，仅天河地区，截至下午 3
点，累计降雨量高达 65 毫米。
原来，广州市科协、漫画家协会等单位近期
筹划了为期 20 多天，以诬蔑大法为主题的漫画展
览。正是在 6 月 6 日上午于天河体育中心揭幕，
令天地震怒。
来。"她说："我下去干啥呀，我还没谈完呢！"同学把
她拽下来了，老师也吓坏了，对她说："你知道这是啥
会不？你怎么敢这样说。要叫校领导知道了，你就完
了。"她说："我不能瞎说，实事求是，我得说真话，
不能说假话。"这件事以后，学校又搞了三、四次签名
活动，她都没签，更欣慰的是从这以后，她的病不知
不觉地好了，也许是福报吧!

身 心 巨 变

小孙今年 26 岁。四岁时因
患重感冒治疗不及时，高烧数
日，夺走了她说话的能力。从此，
她由一个天真、活泼、健康的孩子
变成了聋哑人。为了治病，父母带
她去了许多大医院，寻医讨药，结
果都无济于事。医生诊断为听力和
音带神经系统完全失调导致聋哑，
无法医治。痛苦和绝望像乌云一样
笼罩她的家庭，也伴随着她漫长的
人生旅程。
1997 年 2 月，小孙四舅妈开
始修炼法轮大法。有一天小孙在她
舅妈家偶然发现了《法轮佛法修炼
动作图解》,就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久久不肯撒手，看完之后就用手势
比划，她也要炼功，非让她舅妈教
她不可。她舅妈拿不定主意，就领
她到辅导站问其他法轮功学员这
种情况怎么办? 学员说先教教动
作试一试，看她能不能学。说完就
开始作动功，小孙一边看一边照着
做，结果还真跟下来了，而且动作
还挺准确，甚至比有些学员做的还
准确，在场的功友谁也没想到她看
一遍就能学会，都感到很惊讶!
小孙在辅导站看到师父的法

铁树开花 哑巴说话

我感到自己像睡着了一样，待
醒过来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对肇事
的司机说："对不起。"一位热心人
和司机截了一辆出租车，将我送向
医院。路上，我头脑清醒，只是头
疼和恶心。胳膊上有一指甲大小的
表皮伤，头未破也没包。到医院做
CT 和胸透，医生说：没问题，让
回家观察。开了 140 元的补脑药和

消炎药后回家。头一天内感觉头疼
和疲劳，几次呕吐清水，并带出几
个小血块。我每次睡醒后，都听李
老师的讲法带、炼功。一天后就正
常上学。除了头略微疼之外无其它
不适。
同时我父母不断安慰肇事的

给医生的考题

伤。

︻编者按︼李洪志先生在︽论语︾ 中写道：﹃如
果人类能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和宇宙，改变一下僵化了
的观念，人类就会有一个飞跃。﹃佛法﹄可以为人类
洞彻无量无际的世界。
﹄本文记述了发生在一位法轮大
法学员身上的神奇的现象，现代医学还不能解释。
不久前，我参加测试血液微循环，在测试仪器的
屏幕上显示出身体各个部位的血管的排列。当轮到我
时，医生十分惊讶，因为屏幕上很难找到我的血管，
结果表示，脖子以上部位仪器上测不出血管，身体下
部有血管显示。﹃大脑头部测不出血管来，这是为什
么呢？﹄医生解释不通。
通过学法我悟到，这正是老师在点化我呢。其实，
修炼原本是超常的，修炼者身上自然会发生一些超常
的现象，而人体之穷奥也是目前人类的科技水平无法
完全探知的。修炼博大精深，有很深的内涵。我想，
随着科学的进步，许多目前无法解释的现象终将会被
未来的人类所认识。
其实，我身边其他的大法弟子的身上也发生着许多令
现代医学难以解释的现象，一般人不改变所谓的现代
思维方法，是很难了解真相的。

见证大法的神奇

【明慧网】我是初中学
生，修炼法轮大法四年。
11 月 3 日中午 11 点 17
分，我放学横过公路时，被
一辆急驶而来的车撞倒。据
目击者说：听到非常刺耳的
刹车声，然后听到"砰"的一
声，人被撞出一米多远，昏
迷 5 分钟。车前脸撞到身
上，铁皮凹了进去。倒车镜
撞到头上飞了。现场的交警
说：从现场看应是严重交通
事故。一般情况人非死即重

像，就打手势想要，当时全站就这
么一张，学员们考虑到她情况特
殊，就赠送给她了，她高兴地不得
了，非常珍重地捧回家摆放在最显
眼的地方。晚上大家集体学法，她
也来参加，别人念书和讨论时她就
看师父的法像。后来功友们又让她
戴上耳机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她就
认认真真去听，不管听见听不见她
一直坚持把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完。
小孙与大法是很有缘分的，她
一开始炼功马上就有反应。炼功的
第二天，她就用手指着耳朵转圈，
大家猜测可能她感到耳朵里有法
轮在旋转。她听师父的讲法录音
时，又用手势告诉功友，从耳朵到
嗓子都像有人从里边抓东西往外
扔似的。功友们告诉她这是好事，
说明师父管她了，开始给她净化身
体了，并鼓励她坚持修炼下去。又
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公路上过
往汽车经过房前时，她都要向外看
一看，她已经能听到较大的声音。
炼功到第 45 天头上，奇迹出

现了，小孙会说话了! 她说出的
第一个字是："佛"! 第一句话
是："李洪志老师"! 这真是千年
铁树开了花，聋哑人开口说了话。
人们奔走相告，四处传播这一振奋
人心的好消息。小孙和她的功友们
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深知这是师
父的威德使她在失语多年后又重
新发出了声音，是法轮大法把她从
无声的世界里拯救出来。因此更加
坚信佛法威力无边，更加崇敬我们
的师父，更加坚定了修炼的决心。
现在小孙讲的话一天比一天多，发
音一天比一天清楚。师父的《论语》
她已经能念下来了，而且还能把第
一段背下来。她正在抄书，用她有
生以来从未写过字的手恭恭敬敬
地抄写师父的《转法轮》
。

司机，给他讲法轮大法和有关真
相，司机异常激动地反复说：“我
遇到好人了。”我父亲与肇事司机
按交警要求书面协议时，不要任何
索赔，且一切后果自负，还替司机
垫付了 390 元的清障费，帮司机把
车及时从交警队开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