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雯丽出生于富裕家庭，是家中的“掌

上明珠”；怎奈天有不测风云，17岁时

母亲离世，雯丽对生命的来处和去向充

满疑惑，开始寻找人生为何而来的答案。 

雯丽大学毕业后通过国考，担任审

计公职，职责是敏锐纠错呈报，责令相

关单位改进，纠正的案件多寡影响考绩

与升迁。在别人眼里，雯丽高高在上。

但是工作负荷重，绩效的竞争压力特别

大；加上下班后还要照顾家庭和儿女，

她每天忙得焦头烂额。

单位长官向她推荐法轮功，雯丽参

加了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但是忙碌的

生活，加之与婆家格格不入衍生严重的

对立，及先生公司的状况，让她耗费心力。

雯丽学法、炼功有一搭没一搭，处于带

修不修的状态；直到自己身体出了问题，

在跨越病业生死关的那一刻，有种如梦

初醒的觉悟。雯丽重新审视自己，立志

回归修炼，精进实修，在“真、善、忍”

的熔炼中，内在和外在环境都产生变化。

雯丽从小常感冒，有偏头痛的困扰，

尤其进到密闭空间，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就会头痛欲裂。开始真正实修后，健康

日见好转，之前的症状不药而愈。待人

处事也从之前的冷漠、傲娇的千金大小

姐，变得谦和温暖，主动诚挚地善待他人。

先生的朋友啧啧惊奇：“你太太怎变得不

一样了？”“喔！因为她修炼了法轮功。”

先生公司之前经营得很有活力。但

看似一片鸿图大展，实际却亏损严重。

在修炼“真、善、忍”的洗炼中，

雯丽意识到这是对于“名利情”的考验，

她首先抛开担心金钱的损失与不满，放

下怨怼，与先生恳谈自己的体悟。先生

虽未修炼，但认同雯丽的想法和规划，

夫妻俩决意齐心直面迎击任何考验与困

境。说来神奇，自此而后，情况有了否

极泰来的变化。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境随心转，

雨过天晴。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

也无晴。

山穷水尽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台湾大学新闻所名誉
教授张锦华，读《转法
轮》一书后，内心极为震
撼。她说：“这本书以简白
的口语，提供了一套对宇
宙、人体、时空、生命无
比高妙的观点，理论体系
博大完整！”“这本书理白
言明，（修炼）方法至简至
易，效果又高又快。看完
书后，会想要亲自去实证，
开启我全新的人生。”
“之前因工作压力很

大，身体存在失眠、胃痛、
消瘦、脸色泛黄等毛病，
修炼法轮功3个月后，这些
病痛不药而愈。”

奇书《转法轮》
蕴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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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丽和老公原本深情厚爱，可惜常因某些观念差异及钱财问题而争吵，夫
妻差点离婚，幸好雯丽修炼法轮大法，在按照“真、善、忍”做人修心中
解开“金钱关”的枷锁，挽救了家庭破碎的危机。

    雯丽因为修炼“真、善、忍”而受惠，重拾伉俪情深，家庭和乐。



王琦君结婚后和丈夫到美国读

书，现在是一名美国高中教师。丈夫

读到博士班的时候，夫妻俩想要一个

孩子，一直努力了18年都没有怀上。

为了宝宝的降临，费尽了周折，寻找

各种偏方，看医生，也没有结果。

尝试做试管婴儿失败
那就找西医吧。西医检查后说，

王琦君的一条输卵管黏连，所以受孕

率比别人少一半；同时她丈夫的精子

数量也是偏低，医生建议做人工授精。

做了好几次也没有成功，他们很失望

也很沮丧。　　

过一段时间，他们鼓起勇气，决

定尝试做试管婴儿。20多年前做试

管婴儿是非常昂贵的，将近1万美金，

但是他们还是决定做了。那时候医师

很明白地告诉他们，做试管婴儿的成

功率是很低的。但是他们总是不愿放

弃任何机会，能试就想试一试。试管

婴儿的过程其实是很复杂的，时间很

长，分成几个阶段。

王琦君回忆道：“第一个阶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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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不孕  
四十岁终得子

采卵期，女人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只

排出一个卵，而医生希望我能够在一

个月之内采集十颗卵，我先生被训练

后，每天在我的肚皮上打上一针催卵

针，而我每天服药，弄得身体很不舒

服，心理压力很大。”

“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偏远的大

学城里，做试管婴儿的医生离我们还

有3个小时的车程呢！为了做试管婴

儿，我们开到医生那儿得3个小时，

往返好几次进行治疗、检查，那个时

候的心情是很焦虑的，想想花了这么

一大笔钱，花了这么多时间，希望可

以成功。”

一个月之后，在她的身体里面，

成功地取出了10颗卵，然后把它们

放在培养皿里面受精，结果只有6颗

成功受精。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把这些受精

卵移回她的卵巢，医生第一次移植了

3颗受精卵，这是必须半身麻醉的手

术。“手术完了，心里很是忐忑不安，

就好像以为自己是怀孕了，每天走路

很小心，不敢提重物，可是过了3个

星期之后，月经还是来了。”

等恢复好情绪，就是等了几个月

吧，医师把剩下的3颗受精卵再移入

她的卵巢里。“我们抱着最后一线希

望，可是还是失败了。那时候我们精

疲力竭，伤心绝望，非常受挫。”

炼法轮功半年后怀孕
过了好多年，王琦君偶得宝书 

《转法轮》，并按法轮大法“真、善、

忍”的法理做好人。以前王琦君腰痛，

炼法轮功几个月之后腰不疼了，心情

也比较平静，对于没有怀上孕这个事

情慢慢地放淡了。王琦君没有想到，

修炼法轮功6个月之后，她竟然意外

地怀孕了！王琦君说：“觉得很神奇

啊，想想一定是法轮功改变了我的体

质，我和先生欢天喜地地期待孩子的

来临。那时候，我已经是40岁的高

龄产妇了。按一般人的说法，40岁

怀上孕，整个怀孕过程会很辛苦。可

是我当时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了，对自

己的身体很有信心，所以整个怀孕过

程非常顺利。不像很多高龄产妇，可

能会有一些不正常现象，或大大小小

的毛病，我都没有。”

“医生说，检查结果是所有的指

数都像20多岁的年轻妇女一样，非

常正常，胎儿非常健康。到了后来，

我是自然顺产，非常顺利。我心里头

真是很开心，我觉得是法轮大法带给

我心灵的平静，带给我身体的健康。

我很感谢大法改变我的体质，我觉得，

法轮功真的是太神奇了！”

近些年不孕不育率在上升，患有不孕症的女性渴望有个宝宝，有些
人用尽了现代医学的手段，花了不少钱，也没能如愿以偿。一位不
孕不育的女性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如愿以偿地成为幸福的母亲，来看看她的故事。

    法轮功学员王琦君，美国高中教师。     王琦君在大法修炼中受益，喜得贵子。     王琦君的儿子多才多艺



2020年的3月份， 新冠病毒开

始在巴西蔓延了。当时的形势是非常

严峻的，每天都有很多人感染。政府

禁止社会活动，要求人们禁足在家。

玛利亚的保姆还是像往常一样，

在她家打扫卫生、煮饭，跟她一直有

密切地接触。突然有一天，保姆感到

不适去医院检查，确诊感染新冠之后

就马上住院治疗了。但是仅仅几天后，

就因为肺部70%充水而去世了。

玛利亚为保姆的不幸离世而感到

难过，同时她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够

成为这场瘟疫中的幸存者。“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这句九字真言，10

多年来守护着玛丽亚安然度过了多少

险关。

2003年的时候，玛利亚因为心

脏功能差，血液循环不好，经常来找

我做针灸，以缓解她腰部肌肉的疼痛。

在接触当中，我给她介绍了法轮功， 

她很认同。每次见面，她都会对我说：

“法轮大法好！”

玛利亚独自生活，不喜欢太多的

人来访，但是她却愿意法轮大法学员

到她家一起跟她读《转法轮》。每次

读完书，她都说：“这书里说得太好了，

很有深意！”

2021年的1月份，玛利亚的心

脏突发剧烈地房颤并伴有心衰，非常

危急，马上被送到了医院。她在抢救

室里待了15天，最终是转危为安，

回到家中。

九旬老人
“密接”不染疫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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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巴西的中医师，我的老朋友玛丽亚·苏珊娜今年96岁了。在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时候，她身边的保姆不幸感染并去世，而她做为
密切接触者却安然无恙。她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够成为这场瘟疫中的幸
存者……

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说：“我

时刻都没有忘记‘法轮大法好’，这

次我能够闯过危难，肯定是有神在保

护我呢！”

我看着她还很虚弱，就对她说你

要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她认真地答应着。过了几天我再去拜

访她的时候，她已经像往常一样谈笑

风生了，没有任何的不适了。这回她

郑重地表示：“过些天，你来我家教我

炼功。”

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

原则的佛家高德大法，能够使修炼者

快速地达到身心健康。在世界各地，

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而在染疫

中绝处逢生的例子可是比比皆是。

三国时期，杨修和杨宕叔侄两人

共侍曹操。杨修被曹操处死后，杨宕

惴惴不安，因为他经常克扣军饷，中

饱私囊，害怕被查，打算趁最近押运

粮草大捞一把，就告老还乡。不料，

杨宕突然胸口胀闷，像一块大石头压

着，整天如坐针毡。

神医华佗给杨宕开了两帖处方。

第一帖处方，上写着：“二乌、

过路黄、香附子、连翘、王不留行、

法夏、毕拔、朱砂。”熟知古文章法

的杨宕把这八味药名的头一个字上下

连贯一看，这不明明是“二过香（相）

连，王法毕朱（必诛）”吗？“二过”

就是指他错上加错呀。

杨宕的如意算盘被华佗点破，不

禁大惊失色，冷汗直冒，遂打消了在

军饷上大捞一把的邪念，但觉胸中似

乎好受了些。

打开第二帖处方，一看，杨宕顿

时“哎呀”的大叫一声，口吐鲜血，

昏死过去。原来处方上六味药名的头

一个字谐音是 “赏汝棺木一副”。

过了好一会儿，杨宕睁开眼睛，

倒觉得心轻身爽，再也没有胀闷的感

觉，病竟然痊愈了。

这时，华佗不请自来，告诉他得

病“乃贪婪气郁凝集而致”现在气随

汗出，吐尽淤血，积消淤化，恶病已除。

杨宕从此再也不敢克扣军饷了。

神医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鼻

祖”，但实际上真正的神医是医心。

杨宕心生贪念又怕被查，心如乱麻，

才是病的根本。华佗借方劝诫，杨宕

打消邪念，病也就好了。所以，古人

讲养生即养德，养德即养心。

    九旬老人玛丽亚·苏珊娜。

治病求本治病求本    养养德德即养生即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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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势而上的
经营之道
有人问：“李董，你带我们来学
法轮功，对公司经营有什么好处
吗？”李董爽朗地笑道：“帮助太
大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存在
着‘真、善、忍’特性，如果我
们平时做到真诚、善良和忍让，
宇宙中纯正的能量自然在身边护
佑，那么同行间就少了嫌隙和隔
阂，你说这不是大有裨益吗？”

2020年初，大疫来袭，全球

经济陷入低迷，而台湾侨茂不动产

公司却逆流而上，成交量竟然高达

105%，令业界刮目相看，秘诀是什

么呢？

将时光拉回8年前的一天，李育

宽经朋友推荐，去观看法轮大法李洪

志师父的讲法录像。师父讲的博大精

深的法理，为他揭开从小百思不解的

谜题。“人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

生命来到世间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

三个古往今来无数圣贤高僧都解不开

的疑惑，我却在大法中明白了一切！”

自那以后，穿越迷雾的生命，有了扭

转乾坤的状态。

远离恶习  身强体健
36岁那一年李育宽创立了侨茂

不动产，历经前10个月亏损赔本后，

开始平步青云、风生水起。但他也在

事业有成，交际应酬间染上诸多恶习。

“那时我抽烟、喝酒、打牌、上

酒家各样都来，抽烟从年轻开始，有

40多年烟龄了，每天至少要抽一包

烟，谁劝都不行。和我一起吃饭的也

知道我一定要有酒，无酒不欢！更常

在牌桌上一边喝酒、一边抽烟。可是

修炼后，说也奇怪，这些沉迷的瘾好，

我并没有刻意去戒，就是自然而然不

喜欢、不想做了。”

面对李育宽的改变，朋友们说三

道四的什么都有。“有的问我，你是

身体有病吗？也有的更直接笑我这些

常人娱乐都没有了还活着干啥！但慢

慢的，他们亲眼见证了不一样的改变

在我身上发生，经过一年时间的冲击，

现在百分之百的人都知道我因修炼法

轮大法，不再吃喝嫖赌了！”

利己先利他  身体力行
李育宽说：“随着学法日深，我

的心情变得平静，思虑益加清楚，对

事情判断与决策也更为全面精准。过

去我有一个理念叫‘六四’哲学，如

亏钱，我亏六对方亏四；如赚钱，我

赚四对方赚六，就是如果我要赚到钱，

那我一定要先让别人赚钱。这样的“利

他”哲学，在我学了大法后，更能扎

实深入。明白修炼人要呈现的是什么，

那不单是经营原则，更是自己在修炼

中从内而外、身体力行的风范。”

李育宽进一步解释：“法轮大法

的内涵博大精深，就一个‘先他后我’

就能让我反复思考，我做任何事情是

不是都能设身处地考虑别人？对方会

反对，是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地方不

对？这样的思维在我的生命里不断地

影响碰撞着。所以我常对伙伴说，不

要每天都将算盘摆在胸前斤斤计较，

再怎么算也算不过上天，更严重的是

最后都算到了自己。‘善’的伙伴会

成就‘善’的企业，这份‘善’将循

环不息。”

在正向能量中突破重围
也许因为李育宽的善待他人、上

行下效，所以尽管2020年新冠疫情

肆虐全球，中小企业一片恐慌低迷，

李育宽仍能在逆境之中带领同仁稳扎

稳打、突破重围！

李育宽说：“除了该做的防范工

作不能少之外，我的心境不曾慌张与

担忧，因为我很清楚疫情爆发的原因

和修炼人的使命是什么。虽然我并没

有期待今年能有多少成长，但让人意

外的是，在同业都下滑的同时，我们

第一季的达标率竟然逆流而上、高达

105%！”

在修炼中，他领悟到：“如果我

们平时做到真诚、善良和忍让，宇宙

中纯正的能量自然在身边护佑，那么

同行间就少了嫌隙和隔阂，守住‘善’

守住自己的‘德’，那么，该是你的

不丢。”

    台湾侨茂不动产公司李董在读宝书《转法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