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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激烈的口舌

之戰，是從麵包應該

切得厚還是薄開始

的。從這兒一直到信

仰、生活方式的不同，

觀念的不一致，繼而

互相攻擊、揭短，粗話

也用上了，丹娜和斯

蒂夫這對夫妻越吵越

兇，雙方都氣得臉色

發青。丹娜將懷中 6

個月的女兒往丈夫手

裏一扔，就上樓去了。 

 不到十分鐘，聽

到孩子的哭聲，丹娜

下樓來，才發現先生

已經喘不過氣來了。

這種事過去也發生

過，所以當丈夫要求

“打電話給911，我可

能不行了……”時，她

還有點不以為然。掛

了電話後，心裏還在

揣摩剛才有幾句更有

力的話可以駁得他啞

口無言，還沒有機會

說，等下一次開戰時

可以用上。 

 誰知，救護車將

他拉走後，不到一小

時，斯蒂夫就因心臟

病發作而去世了。他

沒有留下一句話，就

走了。  

 那片他切得太厚

的 麵 包 還 留 在 桌

上…… 

 丹娜到診所來是

因為患了憂鬱症。外

面下著雨，她沮喪到

了極點。 

 “醫生，人能再活一次

嗎？”…… 

 “我如果再有一個機

會重新與斯蒂夫生活，我一

定不會像過去一樣了，我會

珍惜他的……”先生的好處

和優點，在他離開後不斷地

出現在她腦海中。 

 “我好後悔啊！”她淚

流滿面，泣不成聲。 

 她說到平時自己的苛

刻、挑剔、碎嘴，一切必須按

照自己的意願行事，動不動

就發火，一有事就怪別

人……  

 如今，斯蒂夫不告而辭

了，永遠的去了，連朋

友之間都會順嘴

而出的“謝謝”二

個字，她從來沒有

對他說過。現在，

當 她 真 的 想 說

時，他永遠也聽

不到了。丹娜後悔

得無法形容。 

 自從先生去世後，丹

娜先是患了憂鬱症，後來又

得了紅斑狼瘡。紅斑狼

瘡是一種自身免疫系

統的疾病，其致病的根

本原因是自身心理不

健康。傷心、悔恨、自

責，使病業一塊塊地壓

進身體，丹娜愈來愈迷

茫、恐懼，又不知道有

甚麼辦法可以解除痛

苦。她四處求醫，可是

病日益加重。 

 中醫是目前能解

除她痛苦的暫時的方

法。束手無策的情況

下，她決定來看中醫。

 治療過程中，我

問她：“經歷了這麼

多磨難之後，你學到了

甚麼？” 

 出 乎 我 意 料 的

是，她的回答是：“我

認識了自己。” 

 “噢？” 

 “我一生中從不

想改變自己，只想改變

別人。我發現自己最看

不慣別人的地方，恰恰

也是自己的最短處。我

說他懶，其實我也懶；

說他貪心，我又何嘗不

是呢？回想我們爭吵

得不可開交時，我看到

自己的缺點、性格中的

惡的不善良的東西，它

們全部都暴露無遺。在

發怒時，我一點也管不

住自己。我為了自己的

暢快，淋漓盡致地數說

別人。斯蒂夫因為說不

過我，就憋在心裏……

他先走了，他是想留下我改

掉這些毛病，下世如果還可

以轉生時，做一個乾乾淨淨

的好人。”丹娜平靜地訴說

著。 

 我對她談到了修煉。當

我說到真善忍時，只見她兩

眼發光，那如飢似渴的神情

似乎是想多聽一些這個她從

來也不知道的道理。 

 從善惡有報，因果輪迴

中，我告訴她生病的原因。一

瞬 間，她似乎突然

明白了甚麼

道理，一下

子從椅子裏

站 起 來 ，

“啊，我懂

得了！” 

 “ 甚

麼？” 

 “一顆平

和寬容的心。”  

我 姐姐
覺得這樣的日子實在熬不下

去，提出離婚。這對姐夫無疑

是個沉重的打擊。他竟兇狠

地說，“你要真離婚，我出來

後就要報復你全家。”姐姐決

意離家到深圳去另闖天地，

於是請求母親幫她照顧孩

子。母親卻說， “一個家該

是完整的，孩子不僅需要媽

媽，也需要爸爸。如果離婚，

那孩子不是少了爸爸，就是

缺了媽媽，這對孩子該有多

不幸啊！你先生已經遇到了

這麼大的挫折，要是你再離

開他，他的前景會怎樣？可

是如果你能自己委屈點，給

他多些溫柔和體諒，也許會

使浪子回頭呢！這樣也許你

一家都得救了呢！” 

 姐姐聽了母親的勸告，

在姐夫出獄的那天和他真心

地長談了一次。姐夫被深深

地感動了，他發誓再也不做

那些不好的事情，決心重新

做人。他真的這樣做了。他們

的家又恢復了往日的幸福和

睦。 

 我知道母親對姐夫的寬

容和善待，是因為她對真善

忍的信仰。姐夫常常感動地

跟人說，“進監獄後，我自己

的親生父母都不再理我了，

不認我這個兒子，而我的岳

母岳父卻從未嫌棄過我，還

一直對我這麼好。” 

 可是，你能相信嗎？像

我媽媽這樣一個心地善良的

好人，現在卻被無端地關進

了監獄。 

 1999 年 7月，對法輪功

的鎮壓開始了。母親是當地

的知名教授，又是每天早上

提著錄音機去煉功的人，第

一批就被抓捕了，在一個戒

毒所裏被關了一個半月。有

一次，六個警察晝夜不停輪

番審訊，不許她睡覺，逼她放

棄修煉法輪功。母親在來信

中說，“他們說：‘你知道

這是甚麼地方嗎？這是審殺

人犯的地方，讓你嘗嘗國家

專政的滋味，送你去勞教三、

五年，你的子女和親屬也會

跟你遭殃。’當時我心裏很坦

然，我一點不害怕，因為我知

道，我沒有做對不起人民的

事，他們沒有理由判我刑，我

絕對不說大法和師父一個

‘不’字。”  

 那年的國慶節前夕，正

值中秋節，母親剛剛被釋放

沒有幾天，就又被警察關進

了牢房。  

 又一個半月後母親被放

出來，她的電話被竊聽，居委

會，學校領導和片警等經常

跑到母親家，用盡各種辦法，

軟的硬的，逼她放棄修煉。 

 母親在信中告訴我，

“黨校黨委書記大聲地對我

吼著說：‘你一個學自然科

學的教授，信那迷信的東

西。’刑警也說：新聞片‘其

人其事’中不是說了嘛，《轉

法輪》不是他寫的。當我聽到

他們這樣說的時候，我覺得

我應該出來作證，我說：

‘我知道《轉法輪》是怎麼成

書的，因為當時辦班是我負

責錄音的，我組織學員從錄

音帶上一個字一個字記錄下

來，交師父修改，師父又綜合

了各地講法內容，最後出版

的。這部法只有我們師父一

人能講，這本書是師父多次

修改後出版的。’我當時心裏

非常平靜，非常坦然，我感到

很幸運，我在用我親身經歷

的事實告訴他們“其人其

事”新聞片是偽造的罪證，那

個新聞片才是真正騙人的”。 

 母親的平和，善良和她

親身修煉的故事也感染了那

些警察。他們常常氣勢洶洶

的來，想逼母親放棄修煉，而

當他們聽了母親的修煉故事

後，常常笑著離開，還鼓勵媽

媽在家煉。 

 可是，2002 年 2月，鎮

壓更加白熱化，江澤民下令

對法輪功學員殺無赦。春節

前在長春又開始了一場大搜

捕。就在千千萬萬個家庭準

備歡度春節之際，母親再度

從家中被抓走。整整兩個月，

杳無音訊，焦慮和不安籠罩

著全家。直到四月份，父親才

收到了公安局的通知，說母

親已被判了兩年勞教。原來

母親被抓後關在郊區的一個

洗腦班。由於她拒絕轉化，並

且不寫任何保證書，就憑這，

他們判她兩年勞教，把她關

在暗無天日的長春黑嘴子女

子勞教所。 

 我父親也是一位物理學

教授。他對母親在高壓下仍

然堅持自己的信仰很是敬

重；對政府動用一切手段，

強迫別人改變信仰的做法

非常反感。在探視時，父親

當著管教人員的面對母親

說，“信仰自由是人最基本

的權利，也是人類經過千百

年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任

何人都應該尊重這一權利。

我可以和你有不同的信仰，

但我卻尊重你信仰的權利。

用強制的手段，來迫使別人

改變信仰，即使表面上達到

了目的，又怎麼能改變得了

人家的心呢？”這期間，很

多親朋好友都在設法營救

母親。父親總是說，感謝大

家的幫助，但是有一個先決

條件，就是不能讓她寫任何

保證書。母親的堅定，感染了

週圍的親人，使他們升起了

正念。 

 一次我打電話問候父

親，善良的父親在安慰我之

後，長嘆道：“如果我們一

家人的承受能夠使千千萬萬

的家庭不需承受如此的痛

苦，我的心也算有些安慰。”

我落淚了。為父親的善良，更

為千百萬像我母親一樣只因

為信仰真善忍而遭到迫害的

人們…… 

 小的時候喜歡仰望星

空，不明白為甚麼龐大的宇

宙間萬事萬物是那樣的和

諧，現在我懂了，是因為有一

個根本的特性，在制約著天

體大穹中的一切，他是生命

在心靈深處那最終的盼念。

外在的暴力永遠也無法改變

生命對真理的渴求，那就是

真、善、忍。 

 媽媽，我為您驕傲！您

一定會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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