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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美国费城的阿
力克斯（下图）是全球最大
投资管理公司之一的高级
技术项目经理，他修炼法
轮大法已超过15年，有一
双可爱的儿女。他说：“修
炼中我明白要理智地教育
孩子，每当我发现自己开始
生气、情绪开始失控时，我
就会尝试退一步，并理性地
自我反省：我是否过度反应
了？我应该教我的孩子们
学到什么样的教训？作为
大法修炼者，这种情况是否
反映了我自己需要在修炼
上提高自己？我从内心反
省并改变自己后，真正感到
这种方法可以达到更好的
教育效果。”

理智教育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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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对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曾发表

文章《从我送外孙女去美国谈谈中国教

育》，呼吁中国的教育要培养孩子的诚信

和责任，其实中国的教育何止仅仅需要

培养这些呢？当13岁的男孩把6岁男孩

杀死，14岁女孩把母亲杀死藏尸3个月

还能泰然自若；学霸与老师发生争执后

跳楼自杀……我们应该反思中国的教育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让孩子丧失

人性，变得如此绝情？

中国是世界上青少年自杀第一大国，

每年约有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还有几

十万人自杀未遂。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

育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分析：“40%的

学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只是按照别人

的逻辑活下去而已，其中最极端的就是

放弃自己。”

《孝经》讲 ：“身体发

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舜帝，被称为

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始祖。

他非常孝顺，但继母不贤，

弟弟骄横跋扈。全家人都容

不下舜。曾叫舜修理米仓，

然后放火烧仓；还让舜去挖

井，他们趁机把土石填到井

里……可是舜得到上天的护佑，每次都

神奇地躲过了灾祸。虽然遭到这样的对

待，可舜却以德报怨，对父母依旧恭顺

尽礼，与弟弟象相处仍旧友爱仁慈。他

的宽宏气度后来感化了家人，使其皆改

恶从善。

中国传统文化讲“人命关天”“百

善孝为先”。而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却被

中共摒弃了。自从“无神论”主宰大陆，

敬天畏神、善恶有报变成了封建迷信和

愚昧无知。不再相信神的存在，也就没

有了道德的约束，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

择手段，什么坏事都敢做。

2020年旅美学者李毅发表了一段

令人震惊的言论：中国14亿人因疫情死

了4000多人，跟美国死22万人一比，

等于没死人。这种对生命的漠视正是中

共“假恶斗”党文化毒害所致。中共在

充满暴力与血腥的土改、文革等历次运

动中，让人对批斗、杀人变得麻木不仁，

还煽动仇恨，鼓励人人互害、大义灭亲，

败坏了道德人伦。好勇斗狠、仇恨嫉妒

的“党文化”在毁坏着年轻人，手段残

忍的校园凶杀案也屡屡发生，甚至孩子

因为一句话不合适就跳楼，家长不敢管，

老师也不敢管。

当今中共的洗脑更变本加厉。2020

年中共党魁下令“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021年竟然将党课开到了幼儿园。对此，

北京高级教师杜老师表示：“就是从人性

上直接把小孩都杀掉了，把下几代人都

杀掉了。”孩子的头脑中装进了“假恶斗”，

那行为自然好勇斗狠、漠视

生命，让父母心力交瘁；孩

子头脑中装入“真、善、忍”，

那自然就是有礼有义、体贴、

孝敬父母的好孩子了。

我们只有回归传统文

化，回归“真、善、忍”的

本性，才能找到生命之根，

幸福之源。

现在的孩子怎么了？ 
只有回归传统，遵循“真、善、忍”，才能找到生命之根，幸福之源。

孩子脑中装入“假
恶斗”，那就会好
勇斗狠，漠视生
命；装入“真、善、
忍”就是有礼有
义、孝顺友爱的
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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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操碎心到放心
来自湖北武汉、现住美国费城的

童淑珍也曾为儿子迷上电子游戏操碎

了心，伤透了心。她直接到游戏厅揪

着儿子的耳朵往回拖，罚过跪，关屋

里闭门思过，写保证书，都无济于事。

当她想到大法教导她要理智地教

育孩子，她茅塞顿开，明白了不能压

制、惩罚孩子，她开始带着儿子学大

法，教育孩子要按“真、善、忍”做

好人，做德才兼备的好人。她陪着儿

子制订戒掉游戏毒瘾的计划，并监督

实施。慢慢地儿子学会控制自己，抵

挡外界的诱惑，一点一点地戒掉了这

个毒瘾。

 “不想被
它控制”

10岁的迈克尔说：“妈妈一直告

诉我不能玩电子游戏。我也知道那东

西非常不好，因为我每次玩完后都会

很暴躁，总控制不了自己要做一些坏

事，如偷东西啊，跟别人打架啊等等。

我不想被它控制，所以我就下决心要

戒掉。”

“开始的时候有点难，有时很想

玩的时候我就到外面的广场去跑步，

心情好点再回家。我坚持了两个星期，

最后戒掉了，再也不玩了。戒掉游戏

瘾后我整个人很轻松了，不容易发脾

气了，爸爸妈妈也觉得我乖了。” 

 
戒掉网瘾
爱上读书 

14岁的斌斌不到两岁时因肺炎

住院，之后是过敏性哮喘，直到上一

年级时跟着妈妈修炼法轮功才甩掉了

药罐子。上五年级的时候染上游戏瘾。

妈妈结合大法法理耐心说服他，让他

逐步认清电子游戏的危害，告诉他眼

睛会变近视，如果越陷越深，就会情

绪烦躁不安、无法专心学习等等。现

在斌斌已经彻底戒掉电子游戏。他在

业余时间除了学法，就是多看书，把

心思用到学习上。

找到生命
真实意义

现在美国一家公司任电脑工程

师的张羽博是从2007年开始修炼法

轮功的，那时他19岁，物理很拔尖，

总是喜欢探索自然与生命的真相。一

位修炼法轮功的亲戚给他看了《转法

轮》，他发现“书中谈到了史前文明、

另外空间、还解释了很多科学无法解

释的现象，说了那么多的道理，却都

是圆融的，这让我非常震惊。”

张羽博走入修炼并身心受益。他

说：“我原来喜欢玩游戏，学大法后，

我知道玩游戏不好，很容易就戒掉了，

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很多人玩游戏

是因为比较空虚，现实中得不到，就

想在虚拟世界中去找一种满足，一种

成就感。当一个人真的找到了生命真

实存在的目的，内心就不空虚了。”

摆脱诱惑与欲望
一位青年法轮功学员曾沉迷于电

脑游戏十多年。修炼后他明白，这都

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想让人刮目

相看，无限度地膨胀着人的攀比心、

妒嫉心、争斗心。修炼是如此严肃，

不能在游戏中这样沉沦下去。

他决定放下电脑游戏，心却被牵

着，像是被地狱的烂鬼往下拉，游戏

场景往大脑里灌。他说：“我立刻发出

强大一念，不！我就要离开你！我不

需要你了！我决定把所有游戏程序全

部删掉！这下安静下来了。我认识到，

游戏中充斥着诱惑与魔性，沉迷于此

如同掉入深渊，让人本性迷失，难以

自拔。我终于摆脱了游戏的控制，发

自内心地不想玩，而不是强忍着不玩，

那种感觉无以言表，妙不可言！”

“发自内心地不想玩，而不是强忍
着不玩，那种感觉无以言表，妙不
可言！”修炼法轮功的父母也按照

“真善忍”改变原来教育孩子的方
式。下面我们来看看大法小弟子是
如何做到远离游戏的。

成功戒掉
游戏瘾

2021年3月27日

    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在炼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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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补课考上最高学府
“没有题海和补课，女儿考上名

牌大学。”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女儿

成长经历时说，女儿从初中起就不参

加学校的晚间补课，高中也选择了走

读，为的是每天都可以在家学一会

儿《转法轮》。高考应试就是搞题海

战术，女儿没怎么刷过题，但她学习

是自觉自愿的，学习效率很高，事半

功倍，考上了她喜欢专业的最高学府。

我们很清楚是因为修炼大法让她身心

健康，开智开慧，没有青春期的叛逆，

还是班上唯一不带眼镜的。

现在很多孩子要家长监督学习，

陪着学习，用物质奖励刺激孩子学，

如果孩子内心不想学，效果能好吗？

教给孩子“真、善、忍”，才是让他

们身心受益的最好的礼物。

学习变得很轻松
生长在台湾南部的甘

静从2000年就开始随父母

修炼法轮大法，如今已是台

湾天国乐团的一名成员，用

鼓乐向世人传递法轮大法的

福音。回忆儿时走过的修炼

道路，她说：“上小学时数学比较吃力。

修炼法轮大法一年后，第一次能坚持

双盘炼完一小时静功那天，做作业时

数学变得简单了，轻轻松松就能得出

正确答案，这是从未有的体验。修炼

祝你平安

后明显感到学习进步了。”

从“霸道哥哥”到
外交官

儒雅温润的钟贤玉透

露自己曾经是弟弟妹妹心

目中的“霸道哥哥”，爱

发脾气，基本上都用命令

的方式，用喊来和弟弟妹妹沟通。

2013年读台大政治系研究所时，他

从教授那里喜获宝书《转法轮》，“读

完之后，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心

性’两个字。我就努力提高心性，改

变自己的坏脾气。”

从台湾最高学府毕业后，钟贤

玉参加中华民国外交领事人员特种考

试，在500名参考人员中考取榜首。

他还获得外交部全额奖学

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接受语

言培训，毕业后将会留任外

交部工作。他说：“课堂上

专注力提高，对于知识的理

解力增强，学习效率提高；

思维逻辑更清晰，

我在课堂辩论、

口头报告和撰写

论文等方面表现突出。修

炼让我的观察力和思考变

得更活跃、灵敏，变得聪明，

在外交特考中获得榜首就

是最好的例证。”

孩子修炼大法后，内心平静，能自
觉自愿地学习，大法给他们开智开
慧，学习变得很轻松。即使不修炼
的孩子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也会得福报。教给孩子“真、善、
忍”，能让他们身心受益。

背《洪吟》  桐桐开窍了
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家

办幼儿园，桐桐刚来时先天

记忆力不好，学什么也记不

住。这位法轮功学员把法轮

功书籍《洪吟》用拼音的方

式抄了一本，有时间就教桐

桐拼读，一首《洪吟》教了

五遍，他的小脑袋突然一下子开窍了，

能拼下来了，一连拼了几首都拼下来

了，就这样拼音都会了。后来，数学

题也会做了，甚至别人不会做的奥林

匹克题也能做了，还一道题不错。父

母再也不用为他的学习发愁了。 

学传统文化考入名校 
黄精灵在中国时她的父亲黄定义

因修炼法轮功而遭中共迫害。黄定义

深知，中共是善恶不分、颠倒黑白的

政权，学校不会教孩子“仁义礼智信”。

所以就在家里教她数学。“中文方面，

爸爸就带我学《转法轮》和法轮功的

其他著作。曾有一个美国人教我英语，

音乐方面我从小学习小提

琴。爸爸还让我多了解传统

文化，上私塾学《论语》等

著作。” 黄精灵说。到澳洲

后，黄精灵从小学六年级学

起，成绩优异，高分考入了

世界名校莫纳什大学专攻心

理学。

在大法中
开智开慧

2021年3月27日

    和小弟子一起学《转法轮》

甘静

钟贤玉

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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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何
与众不同？

今年8岁的大法小

弟子朴多惠说：“爸爸

帮我们建了一个可以爬

上去的小木屋，还有滑

梯。我和妹妹都特别高

兴，刚建好了我们就往

上爬。我往上爬的时候，

妹妹拉了我胳膊一下。

之前我胳膊摔过还在疼

着，被妹妹拉一下就更疼了。我就给

妈妈说了这件事。听完后妈妈问我心

里为什么不舒服？妹妹为什么拉我胳

膊？我想起来刚才爬滑梯的时候，我

和妹妹争着往上爬，是我先拽了妹妹。

原来是因为我没做到‘善’。我应该

凡事首先想到别人，为别人好。” 

从大陆移民美国的许静有两个儿

子，她说：“大儿子4岁

之前生活在大陆，那种

浮躁的环境让小孩子遇

事大喊大叫的，带他出

门我们都要崩溃了。但

自从我每天带他读《转

法轮》后他变了。他会

主动带弟弟玩，还会主

动帮弟弟洗澡。我忙时

他还会问我‘妈妈我需

要帮你做什么？’最重

要的是，他现在能静得

下来，有时候能一个人

看书看一个小时，我觉

得很欣慰。”

朗朗像换了一个人
朗朗上小学三年

级，在学校是让老师最

头疼的打仗大王，不爱

学习，叛逆心非常强，

家长、老师都管不了她。

她的表姑是法轮功学

员，听说后便答应带朗朗一个暑假。

第一天，表姑先给她讲传统文化

的故事，然后讲“真、善、忍”中“打

不还手，骂不还口”“失与得”的法理。

又给她讲法轮功弘传世界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等真相。朗朗惊呆了，问：

“五姑，这些是真的吗？”表姑说是

真的，然后给她看了法轮功学员在纽

约万人游行的盛况。她

震撼了，问了好多问题。

表姑告诉她：“你的问题

都在《转法轮》书里了，

你看了就明白了。”

当晚朗朗就和表姑

一起学《转法轮》。之后，

每天晚上学《转法轮》。

她越学越爱学，中午和

表姑一起炼功。半个月

过去了，朗朗学会向内

找了，找到自己的妒嫉

心、争斗心、利益心、不平衡心、报

复心等。

第16天，朗朗的爸妈来看她。

朗朗给他们鞠躬问好，然后向爸爸妈

妈道歉说：“爸爸妈妈，以前是我做得

不好，惹你们生气了，以后我一定好

好做。”爸爸妈妈没想到十多天孩子

变化这么大，大人说话她也不插话了，

吃完饭还捡碗，扫地。当她父母知道

暑假作业也快完成时，就更惊异了。

同学们都明白了
我是一名高中生，平时经常和同

学讲法轮功真相，告诉同学法轮功是

被中共污蔑和迫害的。我也讲中共骗

人的历史，这些在课本上看不到，大

家都愿意听。一天政治课上，政治老

师污蔑大法。我举手说：“老师，法

轮功是正法，国外很多国家都在炼呢，

天安门自焚是造假诬陷的，喉管割开

还唱歌，这根本不可能。”同学们也

都附和，说那都是假的。老师转移话

题说共产党好。可历史老师刚给我们

讲完文化大革命，我说：“共产党搞

文化大革命，把庙也砸了，文物都毁

了，闹大饥荒，杀死很多人，还说它

好？”老师有点生气了，啊，你们说

共产党不好，那啥好？有个男同学大

声说：“法轮大法好！”同学们都笑了。

老师也接不下去话了，从此再也没提

起过此事。

回归传统 
明白是福

谦恭有礼，友爱孝顺，遇事能为他
人着想，修炼“真、善、忍”让他
们成为懂事的孩子。中国是中华神
传文化的国度，我们应该承传“仁
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抛弃中共

“假恶斗”，回归善良的本性。

2021年3月27日

    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参加庆祝法轮大法日游行

 许静和她的孩子们

 朴多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