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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叶虫上留下了脚印？

三亿年前，是谁



1

www.minghui.org 慧声

编者的话

孩子，他们为什么没有你看得明白？    1

神奇的大自然

谁画了这棵五彩缤纷的树？    2

慧思考

美少女发现4.7亿年前三叶虫化石    4

慧知天下

带你走近外国中小学生的课堂内外    10

成长故事

以色列少年：遵循真善忍获益良多    16

慧探索

疫病为什么没有降临在他们身上？    20

从这些图片中，你发现了什么？    22

慧心语

诚实的重要    26

我不想当“老大”了    27

落入冰窟窿    小外孙幸得生还    28

慧学经典

“初生牛犊不怕虎”吗？   29

编者的话

1

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

当一件看不见的——实际上根本不

存在的“皇帝新装”，“摆”在所有

人的面前时，一场鉴别真假的大赛

就开始了。

皇帝没有穿衣服，这是显而易

见的事情，但是，那些大人们，他

们并不缺少眼光与才智，却在这个

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上，败给

了一个小孩子，为什么呢？是因为

他们怕别人说自己愚蠢、不称职；

是虚荣心、恐惧心，让他们甘愿被

骗子利用，既欺骗别人，也欺骗

自己。

其实，真假、善恶，有时是很

容易辨别的，只是因为人心中少了

“真”，少了不被各种利益诱惑的“纯

真”，所以才对真实、对真相视而

不见。

孩 子， 请 珍 惜 你 的 这 份“ 纯

真”！这份纯真，不仅可以让你辨

别真假，而且可以映衬出美丑；这

份纯真，能够照亮这个世界的黑暗，

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

孩子，他们为什么没有你看得明白？
文 / 李慧声

皇帝、大臣、百姓们夸赞：“啊，这衣服真漂亮呀 !”

一个小孩子说：“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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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桉树的树皮拥有黄色、绿色、橙色甚至于紫色等多种颜色，

也正是源于这种奇特的特征，获得“彩虹”之名。

它们这身纯天然的彩色“外套”，不同颜色代表树皮的不同

年龄，新脱落的外皮所在位置由亮绿色的内皮取代。随着时间流逝，

树皮颜色逐渐变暗，由蓝色变成紫色，而后又变成橙色和栗色。

彩虹桉树的生长速度相当吓人，每年平均约长高 6 英尺，它

的高度可达 200 英尺（70 米）高、直径可达 95 英寸。

彩虹桉树原产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纽几内亚、菲律宾等地，

现被引入南美洲、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中国以及其它国家。

彩虹桉树除了有亮丽的外表外，它还有另一项重要的经济效

益：桉树木浆是造纸时最常使用的一种纸浆原料。在菲律宾就大

面积种植作为造纸原料，因此，彩虹桉树还有一个更可爱的名字：

棉兰老口香糖（Mindanao Gum）。也被叫作棉兰老岛胶或彩虹树

胶，这与彩虹桉树最早被人们认识是在菲律宾的棉兰老（Mindanao）

岛有关。

参观彩虹桉树也成为热门的旅游行程，大片大片的彩色森林

让旅游者们大饱眼福，惊叹不已。参观者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颜色是怎么来的？

导游们的回答是：“天成的嘛，天成的嘛！”

我们在《慧声》中已经介绍过一些神奇动植物，我们知道，

在大千世界中，生命的生存方式纷繁多姿，这些都是上天的神来

之笔！其中的奥秘正等着我们去探索、认识……

神奇的大自然

这是谁的画？这树
好像穿了一件色彩缤纷
的衣服，好丰富的想象

力呀！

咦？

不不不！这不是
画，这是一棵真树！
它叫彩虹桉树。

谁画了这棵

五彩缤纷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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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海

洋无脊椎动物，与

虾、蟹是同类，它的

背面，从头到尾有两

条明显的纵沟，把身

体分为中部和左肋、

右肋三叶模样，所以

被称作三叶虫。它出

现在6 亿年前，在2.6

亿年前就灭绝了。三

叶虫化石是目前人类

所知的最古老的化石

之一。

三叶虫

11 岁的初中生发现三叶虫化石
2018 年 5 月，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在

美国田纳西州达格拉斯湖的堤坝上，11 岁

的初中生泰勒发现了一块完好的三叶虫化石

（下图）。

泰勒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和家人在达

格拉斯湖边散步的过程中，我发现脚下有一

块奇特的石头，我第一眼就感觉它是一个不

同寻常的化石。”

经田纳西大学古生物学家、教授姆勒尔

考察确认，该化石是 4 亿 7 千 5 百万年前的三

叶虫化石。他对该化石的完好感到吃惊，他说：

“大部分三叶虫化石都是破碎成数百块，状

态不佳，但是泰勒发现的这块状态非常好。”

泰勒在接受采访时说：“同龄的孩子们

大多在家玩游戏，希望这次发现能赋予很多

青少年走出去探

险的勇气。”

慧眼识宝
美少女发现 4.7亿年前

三叶虫化石

4.7亿

探险！发现！你是不是也受

到鼓舞了呢？那么再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一只人类的脚踩在

三叶虫上，会说明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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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 :
3 亿年前、人类、鞋子

科学家们以严谨的态度

对化石和脚印进行了研究，结

论是：没有任何雕凿或是切割

的痕迹。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3

亿年前没有人类，甚至没有猴

子、熊等与人类似的动物，当

然也没有鞋子！那么3亿年前，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在我

们这个地球上大步行走呢？

在一些化石中，足印是

出现在整个岩层深数百米之处。

那么谁又能在坚硬的数百米的

岩层中印上足印呢？

三叶虫化石上的脚印
当然，发现三叶虫化石的不止

泰勒，还有一些科学家、化石爱好

者等。这其中就有自称是“岩石狂”

的美国人梅斯特，他是赫克尔公司

的监察人，也是三叶虫化石收藏家。

1968 年 6 月 1 日，梅斯特同家

人到犹他州的羚羊喷泉度假，这次

度假令他终生难忘。

度假的第三天，梅斯特夫妇意

外地发现一些三叶虫的化石。

当他用地质锤轻轻地敲开一块

更加惊人的发现：

脚印长26.2厘米，前端8.8厘米宽，
后跟 7.6 厘米宽，后跟比前端深
0.3 厘米。相当于现在的 38 码
鞋子。

难道几亿
年前真的
有 人？

早期人类足迹

石片时，看到了让他震惊的景象：

石片中有一个人的脚印，脚印中央

踩着几只三叶虫；另一片上也显现

出几乎完整无缺的人的脚印形状，

都是穿着鞋踩上去的！（6 页上图）

在梅斯特公布了自己的发现后，

著名地质学家伯狄克博士，亲自到

羚羊泉进行考察，他发现的是一个

小孩子的脚印。

在此期间，一位教育家比特

先生也在羚羊泉含有三叶虫化石

的岩层中发现了两个穿鞋子的人

类足迹。

1927 年在美国内华达州
的 Fisher 峡谷内发现的
2 亿多年前的鞋印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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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需要善于发现的眼睛
人类是在轮回吗？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要

轮回呢？

历史虽然走过，但总会给今天的人类留下蛛

丝马迹，让我们去探索曾经，让我们去思考过去、

现在与未来。

泰勒在接受采访时说：“同龄的孩子们大多

在家玩游戏，希望这次发现能赋予很多青少年走

出去探险的勇气。”

探索！发现！思考！你是不是也受到鼓舞

了呢？

我们也许不会成为探险家，不会成为考古专

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发现。拥有一双善于发

现的眼睛，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啊！

来测试一下吧！请关注第

22 页《 从 这 些 图 片 中，

你发现了什么？》

这些脚印，是谁的呢？
其实在这之前，科学家

们就已发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

足印。

1930 年，贝利欧学院的

地质系主任包罗博士在肯塔基

州的一处山上，发现了 10 处

完整的人类足迹，有些足迹甚

至存在于石炭纪沙石中。所有

的证据都显示那是原生代沙石

海岸留下的，也就是说，2.5

亿年前，曾有人在这个地区活

动过。

早期人类足迹

1997 年 3 月，地理老师海涛在乌鲁
木齐红山采集到一块 2.7 亿年前的
类似人类鞋印化石，印迹跟部有一
条小古鳕鱼。

3.2 亿年前的铁锅

28 亿年前金属球

1.6 万年前的岩洞壁画

6500 万年前的
人造铁锤

50 万年前的
火花塞

3 万年前石头
画惊现望远镜

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国

化石专家海涛在新疆红山，发

现了奇特的类似人类鞋印的化

石，距今约 2.7 亿年。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人

类的出现，仅仅是二三百万年

前的事，这些脚印，是谁的呢？

海 涛 在《 地 理 知 识》 杂

志上发表的论文中说，这种现

象预示着地球上生命、文明演

化轮回可能性的存在。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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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知天下

带你走近外国中小学生的课堂内外
——五大洲二十二国“真善忍”走进校园

园生活紧张丰富，世界各地的中小学生们在课堂内外做些什么呢？

请随着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吧！校

在印度第三大城市班加罗尔，很多学校的师

生都学炼法轮功。Byreshawara 学校的英文教材中

还加入了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中的《论语》

（图 1）。在班加罗尔很偏远的一所宗教学校 2000

学生列队学炼法轮功（图 2）。老师们还说，通常

当校外人来学校访问时，学生们都很不安和吵闹。

然 而 对 于 学 炼 法

轮功，学生们似乎

非 常 安 静 和 纪 律

严明。

泰国北榄学校学生在学

炼法轮功（图 1）。学生们参

《转法轮》内容被加入教材

专注的样子很可爱

校长也说很舒服

《

《

《

1

2

2

印尼巴丹岛 38 中的校长跟学

生们一起学炼法轮功，炼完功后表

示：“音乐与动作能帮人集中注意

力，身体部分特别是腰、关节、后

背感到舒服。”艺术老师说：“我

的小臂受过伤，通常很难把它抬高，

但在炼第四套功法时我能抬小臂

过头，很奇妙！”

观“真善忍美展”，并在美展大厅

认真阅读法轮功真相资料（图 2）。

印尼巴丹岛 38 中约 500 师生员工集体学炼法轮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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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麦 一 个 小 城 的 学 校

Bjerregrev-Schule 邀请法轮功

学员到该校教小学生们炼功。

家长和老师们神情专注地看

着小朋友们炼功。瞧！这个

坐在中间的小男孩，神

情多祥和，他平时是很

调皮的哦！（图 1）

乌拉圭首都蒙特维

多（Montevideo） 的 一

所州立学校，六年级的

孩子们在学法轮功（图

1~3）。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一 个 由 近 50 名 有 严 重

行为问题的学生儿童组

成的特殊群体。学炼法

轮功后，孩子们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那些受到

重大欺凌并遭同学忽略

的孩子们，如今都受到

鼓励而能说出自己的想

法，让人们听到他们的

声音。

西班牙 HUESCA 省公立中学 IES 

Monergros Gaspar-Lax 的“2009 年体育

文化周”的第一天，“法轮大法──东

方的健身活动”作为专题节目受到师

生们的欢迎。同学们一起学炼功法（图

2），观看法轮大法真相展图（图 3），

他平时可是很调皮的哦 问题学生受到了鼓励

学习东方的健身方法

《 《

《 还竞相学中文，模仿说“你好，

法轮大法好”。

3

1

3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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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特雷莎冈萨雷斯女子中学学生

在体育课上学炼法轮功。法轮功平和舒

展的动作和悦耳的音乐，吸引了其他班

级和其他年级的师生，他们都纷纷要求

学炼法轮功。学校主管主任亲笔签署邀

请函，正式邀请法轮功学员到校给全体

师生教授法轮功功法。（图 3、4）

在台湾，中小学校内法轮

功学习班到处可见。而台北、

台南、台中、桃竹苗、基隆、

高雄等地都建有明慧学校，并

深受家长及师生们的欢迎。

在明慧学校，孩子们学习

法轮功著作，学炼法轮功五套

功法，学习生活美语、唱歌、

诗词朗诵、擦画等等。在这里，

孩子们从小按照“真、善、忍”

做好人，能受到正面的品格陶

冶，远离罪恶，自觉向上，成

为一个真正身心健康的人。（图

1、2）
体育课上学炼法轮功

明慧学校深受欢迎
美 国 堪 萨 斯 城 的 一 所 小 学 的 教 室 里，

三四十名小朋友正聚精会神地学炼法轮功。

教他们炼功的是小法轮功

学员宇明，学功的小朋友

中还有宇明的同班同学。

宇明虽然只有七岁，但他

教功时一丝不苟，带着自

信的微笑。当他走进教室时，

好几位上次学过功的小朋

友，立刻围上来，跟他打

招呼，热情欢迎他，还亲

切地称他为“宇明先生”。

（图 1、2）

“宇明先生”才 7 岁呀！《 《

《

法轮功自 1992 年从中国长春传出，至今已传至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在许多国家的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里，广大师生们推崇“真、

善、忍”的理念并学炼法轮功。一些教授、老师还专门在校内开设法轮功

课程。一些学校上千师生集体炼功的场面，非常壮观。下图为印尼特拉丹

第一中学千人集体学炼法轮功。

2 2

4

1

1

3

慧知天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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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唐（Yonaton Tsuprun） 是

一 位 十 五 岁 的 少 年（2015

年），家住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

维夫（Tel Aviv）附近的里雄莱锡

安（Rishon Lezion），父亲是一位电

脑工程师，母亲在办公室工作，他

有一个七岁的妹妹。

尤那唐是 2014 年开始修炼法

轮功的。他说，遵循“真、善、忍”

的原则使他获益良多，使他变得平

和、有善心。

以色列少年：

遵循真善忍获益良多

真 善 忍

尤

《转法轮》改变了他
很多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有过躁

动不安的情绪。尤那唐说，修炼前，

“我一秒钟内就会变得生气”，“几

乎每天都和妹妹争吵，妹妹很好，

她从小就修炼，是我挑起争吵的。”

尤那唐的妈妈和外婆从 2002

年起就开始修炼法轮功，她们学法

（学习法轮功著作）、炼功，也教

尤那唐和他的妹妹修炼。

“以前好几次，我拿起《转法

轮》只看了 5 页就放弃了。大约一

年半以前，我改变了想法，开始阅

读《转法轮》，我意识到很多以前

我没有意识到的东西，非常有趣，

非常好，我用两周时间读完了《转

法轮》。”

尤那唐说，《转法轮》这本书

引导他按“真、善、忍”去做人，

不喝酒、不吸烟等等。他知道严格

遵循这些原则对他是最好的，也是

最难的挑战。

“但坚持每天阅读《转法轮》，

会使人（内心）越来越强大，我每

天学法都意识到新的东西。我开始

变得平和，我的行为完全改变了。

现在我可以控制自己，善心地对待

他人。”

尤那唐不再向妹妹发起“战

争”，“修炼后，我知道争吵不对，

应该‘善’和‘忍’，应该控制自

己的情绪。现在，我和妹妹关系很

好，我们一起学法、一起修炼。”

参加国际少年“骑向自由”项目
2015 年暑假，尤那唐和二十

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少年，从

美国洛杉矶出发，骑自行车横跨美

国，历时四十多天，到达美国首都

华盛顿 DC。这次“骑向自由”活动，

旨在营救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孤儿

以及唤醒国际社会关注法轮功遭受

的迫害。

尤那唐说，有一天上午，轮到

他担任骑手，“路非常难骑，天气

非常热，我感到又饿又困，觉得自

己要放弃了，又想我不能，还是继

续骑。”

“但是，真的很难！我差不多

要哭了，我变得生气。突然，我撞

到了前面那位骑手的轮子上，身体

失去控制，我一下跌倒在地。我的

腿在流血。这时，我意识到应该纯

净自己的思想，因为我在生气。我

想到应该向内找，纯净自己。”

多了责任心　少了私心
尤那唐说，在这次旅行中他

负责野营时的帐篷，刚开始他花了

三十分钟才搭好三个帐篷，后来伙

伴们一起帮忙，五分钟就搭好了，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Tolerance

2015 年 7 月 17 日，尤那唐（左一）和其
他“骑向自由”成员抵达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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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的一次只花了三分钟。

通过“骑向自由”活动，尤那

唐感到自己改变了很多，“我多了

一份责任心，少了一些私心。每天

很早就起来，我和队友们一起学法

炼功，吃东西买东西的时候会想到

与人分享，想到团队。”

这也是尤那唐第一次到美国，

他说：“我们穿过莫哈韦沙漠和落

基山脉，还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美景，

和我想像的不一样，带给我很多惊

喜，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们也

与很多不同的人们进行了交谈。”

骑手们穿越沙漠

骑手们在沙漠里宿营

骑手们在沙漠中炼法轮功

骑行小片段

中文 英文 乌克兰文 捷克文 西班牙文 

这本在大地上放射着光芒的巨大的书，就是《转法轮》的图形。你

能看出来吗？这是六千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台中县外埔乡排出来的，

是不是很壮观呢！

《转法轮》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作者是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1995 年 1 月 4 日开始在中国官方出版社发行。1996 年 1 月《转法轮》

名列北京市的畅销书排行榜。目前该书已译成四十多种外文版，在全世

界传播，是到目前为止翻译成外国语言文字最多的中文书籍。这是我们

中国人的骄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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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由命，和是否接触病人无关。过

去你们抛弃病人，所以他们才会死。

如今我集合这些病人，坐卧都在他

们中间，如果说传染，我哪能不死，

病人却全好了？”

不染疫的孝顺媳妇
在清代顺治年间，江苏省武进

县（古名晋陵）城东有一户人家，

男主人叫顾成，他的儿子娶钱氏小

姐为妻。

有一次，钱氏回娘家探亲，不

久丈夫家乡流行急性时疫病，传染

面很广，病死的人很多，大家都怕

传染，唯恐逃避不及。钱氏公婆顾

成夫妇也不幸染上了时疫，后来他

的儿女等一家八人，全都染了疫病。

钱氏在娘家听到了公婆都患上

时疫的消息，急着要回夫家探病，

她的父母爱女心切，恐怕女儿也会

染上疫病，所以力劝女儿不要回到

夫家去。可是钱氏说：“丈夫娶妻，

原是希望我能帮助侍侯公婆，现在

公婆病危，倘若我忍心不归，那与

禽兽有什么两样！”终于不顾父母

的反对，不怕疫病的猖獗，只身回

到丈夫家去。

当钱氏回到夫家以后，顾成夫

妇及其他染疫的全家八人，都奇迹

般地霍然而愈。当时的人，都认为

顾成全家能免于疫病的死亡，是由

于钱氏至孝而感动神明。

善恶有报符合科学原理
辛公义之事在《北史》中也有

详细记载。刘奎在记录了此事后还

有一句点评：“辛公之不染疫，乃

清正仁爱，存心得报。”

上文中提到钱氏至孝勇敢的

正气，增强了全家的抵抗力（通

过人的生物电波磁场辐射传递），

从而使病菌无从作祟，使病人康复。

这种因果事实，是很符合科学原

理的。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人们常

说的“善恶有报”，确实是至理名

言啊！

   我们是瘟神，专门
负责在人间行瘟布疫。所
到之处瘟疫流行。人间对
我们谈之色变。但有些人
我们也拿他没办法。

疫病为什么没有降临在他们身上？
不染疫的清正刺史

隋朝时，岷州发生了疫病，当

地人特别害怕。如果一人生病，全

家人都躲得远远的，不照顾病人，

因此病人大多死去。刺史辛公义派

遣官员巡视，把病人都抬来，安置

在官署的厅堂。有时达到数百人，

厅堂厢房都挤满了。辛公义亲自设

立一张床榻，自己坐在里面，从

早到晚，在病人中处理事务，而

且所得的俸禄都用来买药，为病

人找医生治病，劝说病人吃饭喝水，

病人因此全部痊愈。

辛公义召集病人的亲属说：“死

慧探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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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验
疾病的成因固然是病

菌的感染， 但是人体自身

免疫功能低下亦是一个重

要因素。美国密西根大学

对 2700 多人进行了 14 年

的跟踪调查研究，发现经

常行善的人，其免疫系统

的功能十分健全和强大。

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

者曾让学生们观看一部纪

录片，内容是一位美国妇

女终生在印度加尔各达救

助穷人和残疾者。学生们

被她的事迹感动了，随后

科学家对每位学生的唾液

进行检验，发现他们的免

疫球蛋白 A 的水平比看纪

录片以前明显增高。

上面的小图是一张贵州平

塘掌布乡风景区的门票，大图

就是景区的景点照片哦！

这个景点的特色景观，就

是这块石头和它上面的字。

专家说：石头有 2.7 亿岁，

500 年前崩裂，字是出现在断

面上的，是天然形成的，没有

任何人工的痕迹。也就是说，

不是伪造的哦！

这 个 奇 观 在 2002 年 6 月

被发现，并成为一个观光景点。

在介绍文字中说明石上的字是

“中國共産党”。

很神奇吧！你发现什么了吗?

一张景区门票里藏了什么？

慧探索

咦！有两个字不认识。

好像是……

那是“中国共产党”。哎！后边
好像还有一个字呀……

那是“国”和“产”的繁体字哦！

很多人也都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字，
你发现那是什么字了吗？

          是“亡”字。这块“藏

字石”上六个大字就是“中國

共産党亡”。500 年前就已经

知道了未来的事情，看来这就

是天意啊！

答案：

中 國 共 産 党 亡

从
这
些
图
片
中    

你
发
现
了
什
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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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视频截图，你发现问题了吗？

答案：

火烧雪碧瓶：有人做过实验，雪碧瓶在汽油大

火中，10 秒钟就变成了小疙瘩。

答案：        从图片上看，这个男子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雪碧瓶

在火中却没有变形，翠绿如新；头发最易着火，但也还完整；警察

在旁边拎着灭火毯呈现一种静态，没有灭火的急迫感。

     记者没有穿隔离衣、没有戴口罩、帽子；

记者的话筒带有细菌，不应该与患者距离那么近。

你知道吗？

这个人拿着
灭火毯怎么
不盖呢？

采访烧伤病
人难道不用
戴口罩吗？

这里是个塑
料瓶哎。

这两张图片，是央视的视频截图。视频摄制于

2001 年 1 月 23 日。从常识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很

容易就会发现其中的“假”。但就是这样的“造假”

欺骗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甚至被写进了教科书，

从而煽动了中国人对法轮功的仇恨——这就是所谓

的“天安门自焚”事件。

央视称，这个
人刚刚被烧过，棉

衣裤被烧烂了。你
发现照片上有什么

问题了吗？

央 视 称， 这 是

一个被烧伤很严重

的小女孩，记者正在

采访她。你发现其中

的问题了吗？

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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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重要
文 / 李寈（台湾）

说了一个谎，就必须说第二个、

第三个谎来自圆其说。然而，一件

事往往很难瞒天过海，事实总有被

发现的一天，当谎言被拆穿，不仅

会招来加倍的责罚，也会让别人对

你的信任毁于一旦，后果就像家喻

户晓的童话“放羊的孩子”一样，

落得悲惨的下场。

我有一位同学常常请假，理

由五花八门，为了避免老师的追究，

时常用生病、妈妈手术开刀当借口，

但其实是贪玩不想上学，这情形持

续了好久，直到有一天，那位同

学将出去玩的照片贴上脸书。从此，

若是又因看病请假，都会被要求

拿诊所或医院的收据，但即使收

据通过了，不被信任的感觉却挥

之不去了。

有一次，爸妈要出门洽公不方

便带我们同行，出门前千交代、万

交代，不可以看电视，但是我和弟

弟实在太无聊了，想说只看一下下

就好，但打开后就停不下来，直

到听见外面响起引擎声才猛

然 惊 觉， 赶 紧 关 掉 电 视。

爸妈问我们有没有看电视，

我们心虚地回答“没有”，

但很快就憋不住良心谴责，

低头认错。

妈妈听完沉思了一会儿，

我们都以为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到了判决的时刻，还是非常紧张。

不过，妈妈只是慢条斯理地说：“自

首无罪，不过下次不能再这样了

喔！”我们瞬间压力释放、高声欢

呼，并且保证绝不再犯，这件事就

这样圆满结束了。

一旦说了谎，就得不停地圆谎，

最后总有“纸包不住火”

的时候，不但信用破产，

还有额外的处罚，这人

格的污点很难抹灭，后

续的麻烦更是难以收拾；

相反地，诚实可以带

来嘉奖以及品行的

加分，力量可以无

穷尽延伸。

奶奶说我小时候聪明伶俐，可

就是不爱学习。上幼儿园的时候，

别的小朋友听老师讲课，我总是自

己在一边玩。

上一年级了，一开始挺兴奋，

可是刚上了几天学，因为上课不认真

听讲，趴在课桌上，被老师批评了一

顿。我就觉得学校不好玩，要转学。

放学回家了，奶奶给我讲道理，

当学生就要好好学习，要尊重老师，

爱护同学。我说：“考一百分有什

么用，我要当老大，我现在已经收

了十几个徒弟了。”

我们班上有好几个小朋友都是

老大，当老大就是要保护被欺负的

小朋友，打败那些欺负人的老大。

奶奶说：“你要想当一个保护

小朋友的好老大，就一定要先把学

习搞好，并且要按照真、善、忍三

个字做一个好学生，每天光和小朋

友们胡打乱闹，不好好学习，可不

是个好老大。”

当然，我的成绩非常不好，语

文、数学的成绩都排在倒数的名次

上。按照老师的评价，除了天真活

泼可爱，学习上没什么优点。爸爸

妈妈每天训斥我，我就哭。只有奶

奶对我好，奶奶每天送我上学，在

路上让我和她一块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每次念九遍，有时给

我讲一些做好人的道理。

渐渐地，我上课时能注意听讲

了，每天放学回家也能主动写作业

了，我也不想当“老大”了。除星

期六、星期日两天外，其余时间再

也不看电视了。

到了期终考试，我语文、数学

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特别是数

学差一点考了满分，还获得了一个

学习进步二等奖。真是给了爸爸妈

妈一个意外的惊喜。

拿到成绩的当天，我双手合

十，给法轮功师父法像鞠躬，并且

说：“谢谢师父给我增长智慧，让

我取得好成绩。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

我不想当“老大”了
文 / 李心明

慧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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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牛犊不怕虎？一类是没见
过老虎、没被老虎咬过的牛犊；另
一类是不出名的、还没展现强大实
力 的、 没 被 老 虎 重 视 的“ 牛 犊”。
面对老虎，两类牛犊，两种命运。

？

初
生
牛
犊
不
怕
虎
吗

现在我大女儿的儿子昊昊上六年级了。2018

年寒假期间，一天昊昊和本村的三个同学一起到

铁路边玩。

当时修铁路时，因挖土筑路基，挖了一个好

大好深的大坑，然而常年积水很深，冬天结冰。

他们同学四人看见这白白的一片冰坑，高兴极了，

真是一个理想的滑冰基地。

前两个同学急不可耐地先上去了，昊昊和另

一个同学是后上去的。也许冰结得不厚，又是四

人在一个点上，就听“咔嚓”一声巨响，四个人

都掉进了冰窟窿里。

当时附近根本无人知晓，此种情景，不说是

十几岁的孩子，就是大人也难得活命。四个孩子中，

那三个都淹死了，唯独昊昊得以活命，爬上来了。

我地就此次溺水事故在全市作了通报，召开

了一次从小学到初中学生家长会议。

此次惊心动魄的、人命关天的事件，令我不

由得回忆起了当年给我外孙昊昊做“三退”（退

党退团退队）的经过。

那是出事两三年前的事。我给孩子讲：人在

加入少先队时是发过誓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生，这是个不吉利的誓言，发了誓就要兑现。中

共犯下了滔天之罪，老百姓都相信善恶有报，它

受惩罚了，发了誓的人就会跟它一样受罚，把命

赔上的。

外孙当时表示愿意退出少先队，也就是幸

亏退出了少先队，我的可爱的外孙昊昊才得以

活命！可是，让人们最痛心的是那另外三个孩

子……真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三退”真的能保

平安！

读 者 来 信

落
入
冰
窟
窿

小
外
孙
幸
得
生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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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很危险
从以上故事可知，不论是“老

虎”，还是“牛犊”，如果妄自尊大、

不知敬畏，一定会招来失败，甚至

灭顶之灾。

有人说，“不知者无罪”，意思

是说，事先不知情的人犯了过失，

也不能算罪过。

释迦牟尼有个弟子向他请教：

“‘不知者无罪’的说法，对吗？”

释迦牟尼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打

了一个比喻：“现在有一把火钳，

它被烧得火烫，但肉眼却看不出来。

如果要你去拿这把火钳，是知道它

烧得火烫受害严重，还是不知道它

烧得火烫， 受害严重？” 

有一句话叫“无知者无畏”，

意思是“什么也不知道的人也就不

知道害怕。”想想看 : 无知无畏，是

不是很危险？

（你能举出一些无知带来危险

的事例吗？比如小孩子好奇，不知

道危险，去抓热水杯、碰热锅，容

易造成烫伤和烧伤；用手指抠电插

座孔或将钥匙等金属物插入电插座

里，会因此触电；爬到阳台、窗口，

稍不留神就会出现意外；在马路上

嬉戏打闹等等。）

初生牛犊：庞德与赵括
《三国演义》中，曹操军队

的先锋官庞德挑战关羽，两人大

战一百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双

方鸣金收兵。关平对关羽说：“俗

话说初生之犊不怕虎，父亲就是

斩了这个人，也只不过就是杀了

一个小卒子而已。”这里，关平

为劝阻父亲贸然行事，故意将庞

德说成小卒、初生牛犊。其实，

庞德早年四处征战，屡立战功，

勇冠三军，是真正的虎将。

战国时期的赵括——名将赵

奢的儿子，熟读兵法，谈起来

头头是道，没有对手。然而他的

父母都认为他没有带兵打仗的能力，

尤其母亲和赵王签约说，如果非让

赵括去打仗，打了败仗，家人不要

受牵连。结果血气方刚的赵括，挂

帅出征，被秦国常胜将军白起打败，

葬送了 40 万赵军，也断送了自己

年轻的生命。

慧学经典

关羽战庞德

秦赵长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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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畏大人”。俗语说：“不

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尊敬父

母长辈或有德行学问的人，聆听他

们的智慧之言，日后才会有成就。

古代姬昌拜河边钓鱼的老人姜子牙

为师、为尚父，为周朝八百年基业

奠定了基础。张良为老人捡鞋、穿

鞋，最终得到《太公兵法（六韬）》，

辅佐刘邦夺得天下。

第三畏“圣人之言”。四书五

经、佛经、道经，都是圣人之言。

如果我们敬畏、遵从圣人之言，才

能在缤纷乱世中守住人的本性，不

迷失。

想想看，我们是否也做过“无
知的错事”呢？那么赶紧对照
一下吧！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个
美好的未来哦！

学会敬畏    远离危险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

侮圣人之言。”无知，没有关系，每个人都会有

知识盲点，但是我们一定要有敬畏之心，用先

哲的智慧指导我们的行为，就不会有危险。反

之，如孔子所说的“小人”那样，就会招致灾祸、

天谴。

第一“畏天命”。这里的天命是指人的信仰，

人应该对天地、佛道神有敬畏之心。中国历史

上有四位正值壮年的皇帝，因为毁坏佛经佛像、

杀害僧侣而遭恶报。其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及

其两个儿子被宦官杀死；北周武帝宇文邕暴病

而亡，其皇族宗室基本被斩草除根；唐武宗李

炎暴毙；后周世宗柴荣胸部生疮，溃烂而死，

因为他用大斧砍毁了菩萨像胸部。

文革时无知无畏的红卫兵到处砸寺庙、毁

道观，后来很多人遭报了，疯的疯，残的残，

毙命的毙命。

孔子被尊为
孔圣人、
至圣先师、
万世师表。

    姬昌拜河边钓鱼的老人姜子牙为师、
为尚父，为周朝八百年基业奠定了基础。

     张良为老人捡鞋、穿鞋，最终得到《太
公兵法（六韬）》，辅佐刘邦夺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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