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密西根州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日清

晨，十多名在校大學生，加入

了美國密西根州法輪功學員在

特洛伊市（Troy）的集體晨

煉。這些來自羅徹斯特大學

（Rochester University） 的 學

生們表示，他們剛剛在不久前

的二月二十二日，在基思 · 休

伊 (Keith Huey) 教授的世界宗

教課堂上，聆聽過法輪功學員

的介紹，今天決定和學員們一

起煉功。有的學生表示，煉功

後，整個身體更輕鬆，更有精

神。還有的學生表示，自己會

更多地關注法輪功在中國遭受

的迫害。

最難忘的歐洲經歷

　　來自美國密西根州羅徹

斯特大學的基思 · 休伊 (Keith 

Huey) 教授，一直在世界各地

組織海外學習課程，教授《世

界宗教》已經近 20 年。多年

前的一次歐洲講學，在奧地利

維也納，在布拉格，在柏林，

以及歐洲的很多城市，休伊

(Keith Huey) 教授都看到了法

輪功學員的身影。

　　休伊教授回憶到：「我在

維也納的時候，我讓我的學生

去探索和參觀一些地方。然後

有的學生在布拉格看到了正在

煉功的法輪功學員們，並加入

了他們。我認為那是一個非常

有意義的相遇。」

　　在歐洲還有另一個例子，

休伊教授說到，「二零零八年

我在歐洲和家人度假，在柏林

的勃蘭登堡門，數百名法輪功

學員在那裏舉行遊行活動。他

們手舉著橫幅，來自歐洲各

個國家，他們希望引起人們對

在中國的非法迫害法輪功的關

注。我非常感興趣，所以這是

我在歐洲最難忘的個人經歷。」

十六年不間斷  
法輪功走進大學課堂

　　從那以後，休伊教授把法

輪功列為自己課堂上的一個課

題。從二零零六年至今，不間

斷的十六年裏，他每年邀請密

西根州當地法輪功學員來到課

堂，一撥又一撥的大學生們了

解了法輪功，法輪功在中國遭

受的迫害，以及全世界法輪功

學員們所做的反迫害的努力。

　　休伊教授回憶道：「從歐

洲回來後，我做了一些研究，

找到了當地的法輪功學員。希

望他們能給我的學生們帶來法

輪功的信息，特別是學生們無

法從其它媒體，或個人那裏獲

得的不同角度的關於法輪功的

信息。」

　　休伊教授接著說：「當我

開始和密西根當地的法輪功學

員接觸後，我才了解到，法輪

功學員的社區弘法等活動已經

有多年了，我第一次真正看到

了這麼大範圍的社區活動，在

全世界都有這樣規模的群體活

動。我很欣賞他們（法輪功學

員）的做法，和世界各地的民

眾這樣的互動與聯繫。」

大學生體驗功法  
關注對法輪功的迫害

　　 波 蘭 裔 的 大 學 生 莫 妮

卡 · 盧 克 姆 斯 基 (Monica 

Luklmski) 參加完晨煉後，輕鬆

地表示：「我在觀看他們煉功

的時候，就感到很放鬆。跟著

煉完功法後，我感覺自己更輕

鬆，更有精神！」

　　她還表示：「這也許就是

我一直想煉的。」

　　亨利 · 霍頓三世（Henry 

Horton III）說：「我很喜歡法

輪功，我煉功的時候感覺很

痛，但煉功後感到特別精力充

沛，整個身體被抻拉開了，得

到了很好的伸展，很舒服，而

且我確實感覺到了能量，非常

純正的能量。」

　　對於發生在中國對法輪功

的殘酷迫害，亨利 · 霍頓說：

「迫害法輪功，這是一個恥辱。

共產主義是個非常恐怖的東

西，對法輪功學員的勞教、洗

腦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應該是

非法的。我希望更多的人能了

解到正在中國發生的迫害，這

是很重要的。」

　　休伊教授也說：「對中國

法輪功學員的非法迫害給學生

們留下了最深刻印象，這些真

相故事，學生們一旦聽到後，

就難以忘懷。」

海外之窗

　　（明慧記者雪莉綜合報

導）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八

日至四月四日期間，美國神韻

藝術團七個團同時在澳洲堪

培拉，歐洲英國伯明翰，荷蘭

阿珀爾多倫，德國柏林，加拿

大密西沙加和多倫多，美國斯

坦福、波士頓及西雅圖，演出

二十六場，在西方主流精英中

引起巨大反響。他們看到了純

善純美展現光明和未來的藝

術，心底的良善被觸動，塵封

的記憶被喚醒，許多觀眾領悟

到：生命的真實意義就在於回

歸。

多倫多樂團執行理事： 
猶如電影音樂恢宏悅耳

　　「大型管弦樂隊和中國傳

統樂器的合奏太美了，感覺就

像電影音樂」，凱亞 · 科拉佐

利（Kaija Corlazzoli）看完神

韻環球藝術團在多倫多的演出

後說：「我聽到很多這種中西

合璧的樂音，如此多的聲軌，

如此宏大，同時又非常悅耳。」

　　凱亞 · 科拉佐利是阿米奇

室內樂團和多倫多音樂會樂團

的執行董事，她表示，神韻交

響樂團中西合璧的音樂令她陶

醉不已，並讚歎神韻製作呈現

一場完美的藝術盛宴。她說：

「神韻的音樂很神聖，樂團的

聲音聽起來如此特別，烘托了

整場演出的氣氛。我想說，神

韻舞蹈卓越非凡，而現場音樂

更為其增色，這獨一無二的音

樂帶我們穿越了時空。神韻的

整個製作流暢完美。」

　　舞劇《王昭君》的配樂令

她印象深刻，她說：「那個節

目的音樂很厚重。音樂對於傳

達人物角色的絕望和描繪發生

的災難，在那個場景中尤其顯

得重要。音樂激發了我們的情

緒，並意識到那裏的氣氛多麼

緊張。配器很美，巧妙地將中

西樂器組合在一起。」

　　她發自內心的感歎：「我

感到很震撼，並且充滿希望，

在此時能看到如此美的演出太

好了。她真的很觸動內心，尤

其在兩年枯燥的生活之後，我

們需要這樣美的藝術。」

英國王室管家：無詞彙

能形容神韻之美

　　勞倫斯 ·麥肯納（Lawrence 

McKenna）是英國王室管家

（Traditional Butler），經營自

己的祝酒師公司。二零二二年

四月一日，他驅車近四小時

來伯明翰看演出。他說：「演

出太精采了，精彩絕倫。這樣

的演出我前所未見，尤其是演

員們和背景天幕互動的形式，

哦，那真是，只能用『哇！』

來形容，神韻藝術總監應得奧

斯卡獎。」

　　他說：「演員非常非常訓

練有素，超凡出塵，我太喜歡

了，太精采了。在英語字典

中，沒有任何詞彙可以描繪神

韻的美。」最後他補充：「大家

真的要來看神韻。」

公司老闆夫婦： 
我們本自天上來

　　 斯 蒂 芬 · 艾 希（Stefan 

Eich）是一名建築師，創辦並

與妻子薩賓娜（Sabine Eich-

Engelke）共同經營樓盤評估公

司，該公司在德國有二十七個

服務部。

　　三月三十日晚，斯蒂芬 ·艾

希與妻子薩賓娜觀看了美國神

韻世界藝術團在德國柏林德

意志歌劇院（Deutsche Oper 

Berlin）的演出。這是他們第

四次觀看神韻。

　　薩賓娜對神韻的華美與內

涵兼備這一點讚賞不已，她

說：「畫面以及舞蹈的藝術令

人讚歎。我從來沒看到過如此

完美無瑕的表演。色彩絢麗，

簡直美得難以置信，是每人必

看的演出。這台演出最突出的

地方在於，不只是展示美好的

藝術，還富有神性的內涵。」

　　斯蒂芬表示，作為天主教

信徒，他和太太知道神性是甚

麼。「我們明白神性指的是甚

麼，神路已開，但（所謂的）

理性在千方百計地阻止你接近

（神性），而人們應當清醒過

來，才能夠回歸神的信仰。我

們是神按照自身形像所造，也

許我們能夠回歸到神那裏。」

　　他還表示：「神韻所傳達

的有關法輪大法的信息還有慈

悲，正好是現在這個時期需要

的。將真、善、忍原則通過藝

術展現出來，讓不同語言的人

們能夠理解，這太好了。」

　　斯蒂芬還說：「我們都從

天上來，迷失在塵世中，忘記

歸途。我們都應該管理好我們

的天國，讓它們再次綻放光

彩，重獲新生，讓其同化慈悲

和善良。」

大陸移民： 
溫柔中蘊含力量

　　在多倫多經營一家理財公

司的王女士對神韻的純淨溫柔

稱讚不已，她表示自己曾是個

無神論者，隨著生活閱歷的增

加，她開始思考以前從未想過

的問題，認為冥冥中很多事似

乎都有安排。

　　她說：「以前在國內看的

節目都是鑼鼓喧天那種，嘈雜

煩躁，但神韻的音樂乾淨、純

淨，溫柔中蘊含很強大的力

量，就像古人所說的上善若

水，讓你聽完後有一種娓娓道

來的感覺，同時又有那種飛流

直下三千尺的激昂，那種感覺

用語言無法描述，跌宕起伏，

充滿能量。」

　　她說：「神韻全世界巡迴

演出，在當今疫情的情況下，

會給華人帶來很多思考。神韻

節目最後有洪水災難降臨（的

情節），就像上次的人類毀滅，

也是大洪水。其實人們都是當

局者迷，神韻讓華人知道，最

起碼要有對神的敬畏之心。」

　　接下來，神韻藝術團還將

繼續在美國、澳洲、歐洲和加

拿大巡迴演出，更多關於神韻

藝術團巡迴演出的行程和購票

詳情，可瀏覽其官方網站：

www.shenyun.org。 

神韻七團巡演　啟迪生命真實意義

十六年不間斷 美大學課堂上的法輪功課題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美國神韻環球藝術團在加拿大密西沙加表演藝術中心

（Living Arts Centre）上演了五場演出。圖為二十九日演出爆滿的盛況。（大紀元）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法輪功學員在課堂上教學生們動

功。右一為休伊教授。

	�德 國 企 業 家 斯 蒂

芬﹒艾希。（新唐人電

視）

	�在多倫多經營一家

理財公司的王女士。

（大紀元）

	�加拿大多倫多樂團

執行理事凱亞﹒科拉

佐利。（新唐人電視）

	�英國王室管家勞倫

斯﹒麥肯納。（新唐人

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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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網通訊員遼寧報

導）二十四年前，張麗豔開始

修煉法輪大法，短短三個月，

所有的疾病痊癒。那時的她，

是多麼快樂！

　　二零零五年，張麗豔給所

在單位職工、家屬講法輪功真

相時，被人舉報，後被非法勞

教兩年。在馬三家教養院，張

麗豔受到酷刑折磨：野蠻灌

食、吊銬、不讓睡覺、灌不明

藥物等。

　　長期的迫害，使張麗豔的

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殘。二零

一六年，她出現糖尿病症狀。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由於疫情

封小區，獨居的張麗豔得不到

親友照顧，不幸離世，享年

六十四歲。

幸遇大法 疾病痊癒

　　張麗豔，原籍遼寧省丹東

市振安區金礦，一九九八年七

月一日開始修煉法輪大法。修

煉前，張麗豔患有腰椎間盤突

出，走路一瘸一拐的；還患有

咽喉炎，特別難受，打針吃藥

都不好使。此外，她從小就有

眼睫毛倒生的毛病， 眼珠都扎

出毛病了，後來變成了遇風就

流眼淚，整天眼睛紅紅的。

　　鄰居有煉法輪功的，張麗

豔就抱著試試看的想法，跟著

鄰居煉法輪功。沒想到，只有

短短三個月，不知不覺中，她

的腿不瘸了，眼睛好了，咽

喉也不難受了。張麗豔高興極

了，多少年都沒有體會到無病

一身輕的感覺了。

　　痊癒後，張麗豔內心非

常感恩大法師父，可是師父

也不要弟子的錢，她感覺無

以回報，只有嚴格按照大法原

則真、善、忍去做，來報答

師父。在家裏，張麗豔孝敬婆

婆，帶孫子，干家務，做好自

己能做的一切事情。在外面，

她經常義務打掃街道，做好

事，只要社會上一有募捐，她

就力所能及地捐錢、捐物。她

從生活中的小事做起，按照

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

堅持信仰遭迫害

　　中共殘酷迫害法輪功及修

煉人，給張麗豔和她的家庭帶

來了巨大的災難。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晚八時，張麗豔給金礦家屬、

職工講法輪大法好的真相，被

不明真相的家屬給舉報。金礦

派出所的一群警察，在沒有搜

查證的情況下，到她家非法抓

人、抄家。張麗豔被非法拘留

二十六天之後，二零零五年三

月，被劫入遼寧省馬三家教養

院，非法勞教兩年。

在馬三家受酷刑

　　在馬三家教養院，張麗豔

不「轉化」，不配合，絕食抗

議，每天十幾個人按著張麗豔

灌食。鼻飼管從鼻子裡插進去

後，通過食道插到胃裡，拔出

來時，管上都是血，鼻子裡全

是膠皮管味，張麗豔特別痛苦。

　　就在這種狀況下，張麗豔

絕食絕水二十六天。在她絕食

期間，她的家裏很多親屬來看

她，可馬三家的獄警隊長每次

都告訴她的家人，說張麗豔不

想見他們。她兒子和家人非常

傷心地走了。

　　後來張麗豔的一位朋友從

天津來看她，馬三家教養院的

警察也對她說，是張麗豔不想

見她。結果那位朋友非常傷心

地走了，從而對張麗豔產生了

不可消除的誤會。

　　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張

麗豔在馬三家教養院食堂吃飯

時，食堂裡全體法輪功學員

喊：「法輪大法好！」馬三家教

養院所長親自調查是誰帶頭喊

的。有四位法輪功學員馬上就

要到期回家了，沒人承認，就

不會放她們四個走。為了讓同

修早日回家，張麗豔承認是她

帶頭喊的。隊長打她嘴巴子，

然後把她用手銬銬在暖氣管

上，四天四宿，不讓她睡覺，

折磨她。

　　張麗豔還被綁在死人床上

折磨。她絕食抗議，警察就用

撐子撐住她的嘴，灌一種不明

藥物。

　　警察還把張麗豔雙手吊在

床上，腰上繫上繩子，警察走

一圈，就回來拽拽繩子，發出

獰笑，打張麗豔的嘴巴子。有

一次，半宿沒讓張麗豔上廁

所，她的褲子都尿濕了。她不

寫「放棄修煉的保證」，警察

就不把她放下來。

危難中不幸離世

　　由於長期遭受心靈和身體

上的摧殘，二零一六年，張麗

豔出現了糖尿病的症狀。二零

二二年初，她喘不上氣，走路

費勁，經常失眠。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遼寧省大石橋市政府下達命

令，於當晚十點封城封小區。

六十四歲的張麗豔獨居在家，

她的兒子一家遠在外地。平時

都有親戚朋友過去幫忙照顧

她，這一封小區，親友出不

來，她的小區也進不去，親友

不能及時照顧她。二零二二年

三月二十二日，張麗豔於家中

不幸離世。

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遼寧報

導）遼寧七十歲的法輪功學

員王淑雲，去年十月二十八

日向民眾講真相、傳避疫良

方時，遭警察綁架。近日家

屬得知，王淑雲被非法判刑

五年，勒索罰金兩萬元。法

院開庭時沒有通知她的家人。

　　王淑雲的女兒問法官田

浩：「你們法庭開庭，怎麼不

通知家屬呢？」田浩說：「這

樣的案子是不公開的。」

　　王淑雲家住遼寧省撫順

市新撫區千金街道，曾患多

種疾病，如心臟病、氣管炎、

風濕、偏頭痛、胃炎等等。

一九九六年，王淑雲有幸修

煉法輪大法，不長時間，多

種疾病不治而癒。她發自內

心感謝師父，感謝大法。

　　迫害後，王淑雲因為堅

持修煉法輪功，曾被非法勞

教二年。

　　有一次，王淑雲正在吃

早飯，七、八個警察讓王淑

雲到派出所去一趟，問她還

煉不煉？都和什麼人聯繫？

王淑雲就給他們講自己修煉

法輪功身心受益的事。他們

不聽，讓王淑雲罵師父。王

淑雲說：「你們共產黨幹部怎

麼教人罵人呢？」之後，警察

強行將王淑雲綁架到撫順羅

臺山莊洗腦班。

　　二零一六年八月份，王

淑雲被撫順社保停發退休

金。單位在撫順市公安局東

洲分局指使下讓她補交社保

費六萬多元。

　　近日家屬得知，王淑雲

被東洲區法院秘密非法判刑

五年。

曾遭馬三家酷刑折磨　張麗豔不幸離世

傳避疫良方　

七旬老人王淑雲被誣判五年

	�今年三月，獨居的張麗

豔不幸離世。

	�海外法輪功學員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大陸同修。

　　（明慧網通訊員甘肅報

導）甘肅法輪功學員賈淑娟，

兩年前被警察綁架。現得知，

她已被當地中共法院非法判

刑四年，目前被非法關押在

蘭州女子監獄。這是賈淑娟

第二次遭非法判刑。

　　賈淑娟今年五十三歲，

家住甘肅省會寧縣郭城驛鎮

紅堡村一社 95 號。二零一九

年十一月一日，會寧縣公安

局國保大隊警察張小平與郭

城鎮派出所警察綁架了賈淑

娟夫婦，並非法抄家。

　　綁架的起因是，賈淑娟

在收購農產品時價格公平合

理，多數農戶願意把農產品

賣給她，因此受到同行小人

的妒嫉，向警察告發她付給

農戶的現金中有真相幣。

　　而會寧縣國保大隊警察

張小平為升官發財，想以賈

淑娟為誘餌，將此案作成大

案、要案。

　　賈淑娟於一九九八年六

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不久

神經性頭痛、鼻炎、白內障、

婦科病等各種疾病全部消

失。她感恩大法和師父，遵

循大法真、善、忍的標準做

好人。那時候，她丈夫開電

焊鋪，她自己開百貨鋪兼種

地，三個孩子上學，生活雖

然不算富裕，但是特別幸福。

　　中共迫害法輪功後，賈

淑娟多次遭公安綁架、非法

關押。二零零八年曾被冤判

三年，在蘭州九洲女子監獄

遭受酷刑折磨。

買賣公平遭妒嫉 甘肅農婦被誣判四年

　　（明慧網通訊員雲南報

導）昆明市法輪功學員胡今

朝，去年四月在家中被中共警

察綁架。十二月初，他被非法

判刑四年，於今年四月八日被

劫持到雲南省第一監獄。

　　胡今朝原是雲南省精神病

院的主治醫生， 從不收病人的

任何禮物和紅包。這樣一位好

醫生， 只因修煉法輪大法， 被

非法剝奪醫生工作， 被迫離婚， 

被非法勞教三年，兩次被非法

判刑共計七年。

　　下面是胡今朝醫生遭中共

迫害事實簡述。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四日，

三十四歲的胡今朝醫生因拒絕

寫虛假病歷，又因桌子上壓

了「真、善、忍」三個字，被

警察綁架到官渡區看守所。非

法關押一個多月後，被「取保

候審」。四月中旬出來後，單

位停止他的正常工作。五月中

旬，胡今朝醫生又被非法強制

送洗腦班迫害一週。

　　胡今朝醫生被單位安排搞

後勤，掃地、打掃廁所衛生，

每月只發一百～四百元，有時

甚至幾十、十幾元，或分文不

給。為了謀生，胡今朝醫生只

好到外面找工作。單位竟派人

找到他打工處，強令僱傭單位

辭退他，並強迫他回單位，繼

續打掃衛生。

　　胡今朝醫生的妻子因承受

不住各方面壓力，於二零零四

年三月與他離婚。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四日早

晨，三十六歲的胡今朝醫生被

單位保衛科人員綁架，惡徒用

手銬銬住他，用約束帶將他的

腳綁住，在他頭上扣了一頂全

封閉式頭盔，將他劫持到雲南

省第二勞教所，非法勞教三

年。在勞教所，胡今朝醫生遭

到獄警毆打、上銬、超負荷奴

役等殘酷折磨，還遭洗腦、嚴

管迫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四十三歲的胡今朝醫生在

昆明學校附近給學生講真相，

被一名學生惡告，隨即胡今朝

遭警綁架，被非法判刑三年。

三年裡，胡今朝醫生被關在三

平米的樓梯單倉，裡面陰冷潮

濕，被褥每天晚上十點半以後

才送來，早上六點收回。在這

裡，胡今朝醫生遭遇了藥物、

毒氣摧殘，造成頭髮脫落、

上面的牙齒全部脫落，經常胸

悶、胸痛、氣短、咳嗽。出獄

後，通過學法修煉一段時間

後，身體才有了好轉。

　　如今，五十三歲的胡今朝

醫生再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

四年。

昆明好醫生胡今朝

又被劫持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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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多個監獄成染疫區
廣州正在修建方艙醫院

祛病健身

	�文 : 聞欣

　　

　　在二零零五年七月，美國

《科學》（SCIENCE）雜誌創刊

125 週年之際，該刊雜誌社公

布了 125 個最具挑戰性的科學

問題。其中涉及生命科學的問

題佔了將近一半（46%），其餘

問題分別涉及宇宙和地球、物

質科學、認知科學、計算機、

政經、能源、環境和人口等。

　　「二十一世紀是生命科學

的世紀」。二十世紀九十年

代，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認

為，「人體科學可能導致一場

二十一世紀的新的科學革命，

也許是比二十世紀初的量子

力學、相對論更大的科學革

命」。錢學森認為，氣功、特

異功能是客觀存在的，雖然現

在我們還不知道其中的道理，

但要如實記錄下來，了解過

程，將來隨著科學的進步我們

總會揭開其中的奧妙。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出

現氣功熱，為人體科學的探索

打開了一扇窗戶，到一九九二

年法輪功弘傳，數年之間，受

到了廣大民眾的愛戴，法輪功

以明白易懂的法理，以及五套

功法，走入了千家萬戶。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五日，

當時的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局長

親赴法輪大法發祥地吉林省長

春市考察。在氣功和人體科學

歸口到國家體育總局統一管理

之後，國家體育總局組織相關

專家，對在健身功法中發展最

快，在群眾中影響最大的法輪

大法（法輪功）進行了全面、

公正的調查了解。

　　或以廣泛調查，或以定

量、定性研究，或以微觀測量

比較，從一九九八年到二零

二一年的 23 年中，法輪功現

象吸引了國內外一些專家和研

究人員的關注，並撰寫了多份

調研報告。下面我們摘取部分

內容，回顧過去二十餘年的研

究成果。引用的報告，以第三

方公共機構背書認可，或者相

關學術期刊發表為基準。

中國體育總局的調查

　　一九九八年九月，為配合

國家體育總局的調查，由 9 名

醫學專家組成的小組對廣東省

廣州、佛山、中山、肇慶、汕

頭、梅州、潮州、揭陽、清

遠、韶關等市 12553 名法輪功

學員進行表格抽樣調查。

　　調查項目為「流行病學的

調查和情況分析」，觀察指標

為被調查者修煉法輪功前後的

身體「健康狀況、體質狀況、

精神狀況」。

　　 這 次 表 格 抽 樣 調 查 學

員 12553 人， 其 中 男 性 占

27.9%， 女 性 占 72.1%，50 歲

以下的占 48.4%，50 歲以上的

占 51.6%；其中患一種以上疾

病的學員 10475 人，占調查總

人數的 83.4%，通過 2 ～ 3 個

月至 2 ～ 3 年不同時間的修

煉，患病學員的身體狀況大為

改觀，祛病效果十分顯著，痊

癒和基本康復率為 77.5%。加

上好轉者人數 20.4%，祛病健

身總數有效率高達 97.9%。

北京逾萬人健康調查

　　僅在一個月後，一九九八

年十月，由北京的中國協和醫

科大學、北京醫科大學、中國

人民武警總醫院、中國中醫研

究院西苑醫院、中國人民解放

軍 304 醫院的一些醫學工作者

對北京市五個城區（西城區、

崇文區、東城區、宣武區及朝

陽區）的部分法輪功修煉者的

修煉效果進行了調查。此次調

查共涉及北京的 200 多個煉功

點，採集到 14199 名學員修煉

前後身心狀況的對比資料，有

效調查人數 12731 例。

　　調查結果表明，修煉前

患一種疾病的有 2547 人，占

20%，患兩種疾病的 3004 人，

占 23.6%，患三種以上疾病

6341 人，占 49.8%，有病人數

合計 11892 人，占總調查人數

的 93.4%。修煉後健康完全康

復的有 6962 人，占 58.5%；基

本好轉 2956 人，占 24.9%，修

煉後祛病總有效率為 99.1%。

統計結果還顯示，被調查人群

每年總共可節省醫療費約 4170

萬元，平均每人每年節約醫療

費約 3270 元。

　　對於流行病學調查而言，

難度在於案例收集，數量太少

便無法真實反映出所調查項目

的內在因素的作用及外在因素

的影響，而廣州及北京的調查

抽樣充分，覆蓋面廣泛，調查

報告的分析結果真實可信。

俄羅斯醫學專家的調查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由俄聯邦內務部法醫研究室的

高級法醫鑑定專家古羅奇金教

授（醫學博士）和司法醫學

檢查處的主任鑑定醫師——精

神科醫生斯明塔尼先生組成的

調研組，對俄羅斯部分法輪功

修煉者進行了調查研究，調研

項目包括：修煉者的有關醫療

證明文件，修煉前後的健康指

數，法輪功功法內容，修煉者

的日常生活。

　　調研組採取隨機抽樣方

法，從 32 名法輪功學員中選

取 12 人進行了調研。調研組

的鑑定內容包括：（1）身體器

官和系統的健康狀況；（2）

調查對象的客觀情況和主觀意

見；（3）調查對象的動態精神

狀況。 12 名調查對象的狀況：

3 人 40 歲以下，9 人 40 歲以

上；4 男 8 女。

　　調查對像在修煉法輪功前

均患有疾病，其中 3 人患有胃

腸疾病（潰瘍和炎症），1 人

內分泌失調，1 人患有呼吸道

疾病，8 人在家庭和工作關係

中有問題，精神抑鬱，易疲勞。

　　調研組在開始調研和結束

調研時，運用牛津分析測驗理

論對調查對像進行了測試，測

試其對日常問題的客觀反應，

觀察煉功對解決這些問題的影

響。 12 人中，9 人的測試結果

是正的，8 周的測試期內，測

試曲線總增長超過 100 個點。

　　對調查對像進行的臨床醫

學檢查結果：無病訴，血和尿

的化驗指標正常，經全面身體

檢查無病理反應。所有調查對

象的精神狀況都很正常：精神

穩定，積極，反應正確，負責

任，容易相處。調查對象的主

觀意見：修煉法輪功使他們的

身心健康得到了改善。

　　調研組的鑑定結論：（1）

修煉法輪功的祛病健身效果為

75%；（2）對法輪功學員的醫

學鑑定表明，修煉法輪功能使

人的身體和精神狀況得到明顯

的改善；（3）法輪功對人的身

體和精神沒有任何危害，是一

種可接受的保健方法。

　　（待續）

	�文 : 中國大陸大法弟子

　　我今年五十七歲。以前，

我有嚴重的心臟病，遇到生氣

的事會昏過去，遇到高興的事

也會昏過去。所以，喜怒哀樂

的事，家人都不能讓我知道。

　　有一次過節，孩子的二

姑、二姑父到婆婆家，好長時

間沒見面，丈夫見我精神還

行，就帶我過去。結果，見面

沒說兩句話，我一高興，就昏

死過去了。人多的場合也不

行，超過兩個人在我跟前，我

的心臟就難受。所以，一般的

紅白喜事我基本都不參加，因

為心臟受不了。經常性的昏

厥，別人也害怕啊。二零零四

年，我的舅舅去世，我去弔

唁，一傷心，又昏死過去。

　　我的弟弟當時已經修煉法

輪大法好幾年了。我甦醒後，

他對我說：「姐姐，我早就說

讓你和我學大法，你不學，你

看你這身體……」。弟弟一番

勸說，我動了心，請來了大法

書。隨著我煉功學法，我的心

臟恢復了健康，直到現在也沒

犯過。丈夫看到我的變化，也

走入了大法修煉。

　　二零零八年，我出現肌無

力的症狀，還很嚴重。肌無力

這種病和癌症一樣，基本是治

不好的。渾身痛，誰要碰我一

下，哪怕很輕，我都會疼得大

叫。手抬不起來，拿筷子都費

勁。熱飯連灶具上的按鈕也擰

不動，飯量銳減。走路得蹭著

走，比螞蟻還慢！

　　最要命的是煉功站不了，

腳底下鑽心地疼。一點蹲不

了，隨機下走的動作做不了。

就這狀態持續了兩年多。

　　直到有一天，我決心煉完

一整套動功，煉著煉著，腳下

像萬針扎一般的刺痛。我想今

天我就要闖過這一關，今天過

不去，以後就過不去了。疼痛

難忍的時候，我哭著喊了一

聲：「師父救我！」神奇的是，

瞬間疼痛消失，就感覺那物質

從我身體裡走了。腳底沒那麼

刺痛了，可以正常煉功了！從

這以後，我慢慢恢復了正常。

　　兒子結婚後有了孩子，我

還可以幫他帶孩子，做飯，誰

都看不出來我曾經是個連拿筷

子、按遙控器都費勁的人。

　　村裡的人提起我來，都

說：「都病成那樣了，煉功愣

是好了，活下來了！」 　　

　　修煉使我獲得了重生，從

一個出名的病秧子變成了一個

健康人，師恩大如天啊！

心臟病和肌無力重症痊愈 大陸疫情

　　上海疫情持續爆發，全

面封城已有兩個星期，當地

新冠病毒感染人數仍在上

升。據悉，上海徐匯區政府

衙門約半數公務人員染疫，

造成一時癱瘓。

　　上海公安系統警察染疫

者較多，公安下屬關押犯罪

嫌疑人的各看守所失守，關

押人員被感染者眾多。上海

市寶山監獄、上海市五角場

監獄、上海市提籃橋監獄、

上海市南匯監獄、上海市周

浦監獄、上海市女子監獄、

上海市新收犯監等部門成為

染疫區。

　　疫情封控帶來的次生災

害正在不斷上演，近期上海

市第二康復醫院被曝院內感

染嚴重，該院醫護、患者及

患者家屬紛紛上網求救。截

至四月十四日午夜，「上海抗

疫求助」的微博超話已獲 8.5

億次閱讀，幾乎每隔幾分鐘

都會有當地人發帖求救。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一名上海女子在網上發出求

助，她一家五口，早前感染

病毒發燒，當時找不到政府

幫助治療，當他們挺過最艱

難時刻、全家人痊癒後，疾

控中心卻下令她到方艙醫院

隔離。這女子害怕與四個月

大的孩子分隔，孩子沒法得

到適當照料。

　　由於封城措施嚴厲，民

眾禁止外出，食物短缺，居

民叫苦不迭。有網民上傳的

視頻顯示，中共副總理孫春

蘭在嘉定一居民區視察時，

居民高聲喊：「求求你們把我

們拉走吧，沒有大米啦。」

　　四月十三日、十四日，

上海浦東等地的居民終於上

街抗議。為了應對幾乎達到

沸點的民怨，當局又掀起了

一場言論審查。

廣州市中小學 
暫停實體授課

　　廣州市最近升級防控措

施，包括四月十一日起，全

市中小學暫停實體授課，採

取線上教學。當地衛健委官

員表示，為防控疫情，十一

日零時開始，市民非必要不

得離市；有需要出城的市民

須持 48 小時核酸陰性證明。

同時，該市政府正在琶洲會

展中心修建方艙醫院，以因

應疫情突發。

　　廣州官方稱，四月十日，

全市新增本土確診及無症狀

感染者共 27 例。如果只有區

區的 27 例，怎麼需要如此興

師動眾？

醫生透露「清零」真相

　　河北廊坊現在各區、縣、

村都各自封閉，外邊的人一

率不准進，小區住戶憑出入

證或憑掃碼進出。中共官員

就是層層騙，什麼廊坊疫情

清零了，醫院的大夫告訴親

人說：「廊坊的疫情還很嚴

重，廊坊有第三醫院、方艙

醫院、市醫院等，還在收治

新冠患者，有些治療新冠患

者的大夫都感染確診了，這

些大夫都不回家，都住賓館，

他們住的賓館都封了，被、

褥等等，都得拉走去燒。而

且囑咐親人多準備生活必需

品，不要到外面講還有疫情，

要說就說清零了」。

多國醫學調查  證實法輪功的超常（上）

	�幾名俄羅斯法輪功學員在戶外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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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五 專版

	�文 : 天津大法弟子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

馬列專家、所謂的「院士」何

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辦的《青

少年科技博覽》雜誌上發表文

章，引用不實的事例，用誣陷

的手法，指名攻擊法輪功，誣

蔑法輪功創始人。何祚庥這樣

做，是配合當時的中共政法委

書記羅干，為迫害法輪功製造

輿論。我們認為有必要向該雜

誌編輯部澄清事實真相。

 

自發向編輯部講真相

　　四月十二日，我和一些法

輪功學員找到編輯部的編輯和

祕書，向他們說明來意，並向

他們講述我們修煉法輪功後身

體的變化、性格的改變和心性

的提高，告訴他們法輪功是高

德大法。希望他們能消除該文

章造成的惡劣影響。

　　他們當場表示：「我們當

時採用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

用『院士』這塊牌提高雜誌的

知名度，沒有別的意思。你們

提出的要求我們可以考慮，但

要請示教育局，你們明天上午

來聽消息吧。」我們抱著平和

的心態離開了。

　　四月十三日上午我們又找

到編輯部，接待我們的不是昨

天的編輯和祕書，而是天津市

公安局的人。我們一進去，他

們態度強硬，以勢壓人，根本

不給我們說話的機會。我們一

看，感到壓力很大，知道不會

談出什麼結果，就出來了。

　　天津市塘沽、漢沽、大

港、四郊（津南、北辰、西

青、東麗）、五縣（寶坻、薊

縣、武清、寧河、靜海）的法

輪功學員，看到這篇文章後，

也紛紛趕到教育學院。他們進

不去編輯部，只能在校園道路

兩邊空地上坐著。

 

修煉人的自律和風範

　　上千法輪功學員安靜地坐

在路邊，沒有人打鬧嬉笑。也

沒有阻塞交通，行人和車輛暢

通無阻。有的學員還幫助把道

路及兩邊的垃圾、紙屑清理乾

淨。天津教育學院的教職員工

看到後，稱讚法輪功學員道德

高尚、紀律嚴明。其實，沒有

人規定大家怎麼做，完全是修

煉人的自律，自覺遵循真、

善、忍原則。

　　四月十二日到十四日，到

教育學院的天津法輪功學員有

上千人，急需要解決吃飯、喝

水、上廁所的問題。在教育學

院馬路對面，有一位法輪功學

員開的飯館，他無私為大家提

供方便：二十四小時流水不

斷，大門敞開著，隨到隨吃。

兩菜一湯，主食有米飯、饅

頭、麵條。每人、每餐只收一

元錢，喝水、上廁所免費。

 

防暴警察清場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四點，

廣播中喊話：「現在開始清場，

希望大家自動散去。」一聲令

下，防暴隊員開始清場，他們

將法輪功學員劃分成片圍起

來，一片一片地清除。

　　他們對老人還比較客氣，

對中青年學員則是拳腳相加，

連拉帶拖，趕不走就拖著走。

拖到中巴警車門口，一人抬

腳，一人抱頭往車上扔，我們

學員真的做到了「罵不還口，

打不還手」，學員被打得受傷

流血，還在不停地向他們講真

相，裝滿一車就開走了。先後

抓捕了四十多人，到晚上七點

抓捕仍在進行。

　　不知誰喊了一聲：「走！

到市委、市政府去！」我們就

扶老攜幼，像一條長龍向市政

府方向進發。公安部門沿著我

們行走路線逐一照像、錄像，

把我們的行蹤記錄下來。

面對槍口  老少靜坐

　　防暴隊員們分乘幾輛大

車，早晨一到達市政府，就在

市政府周圍架好機槍，把市政

府保護起來，我們走到時被阻

止在馬路對面，去不了市政府。

　　我們只好面對槍口，在另

一條馬路邊空地上坐下來。因

為法輪大法的修煉形式是大道

無形，想修煉你就來，不想修

煉你就走，沒有記名冊、沒有

組織、沒有領導，大多數互相

之間都不認識。

　　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親

如一家，互相照顧、互相幫

助，彼此心心相通。為證實大

法，我們互相鼓勵，從八十歲

的老人到懷抱嬰兒的母親，大

家都能以法為師，在真槍實彈

面前毫無懼色，無怨無悔地、

靜靜地坐著，背誦師尊寫的經

文，背誦《論語》、背誦《洪

吟》、背誦《轉法輪》，大家毫

無睏倦感。

　　到晚上八點，防暴隊員把

通向市政府的所有路口都封鎖

了，車輛、行人都得繞道而

行。我們被堵截在市政府前槍

口到各封鎖的道口中間，進退

不得。他們畫地為牢，把我們

囚禁在一個露天大監獄裡。我

們誰也不害怕，不斷地背著《論

語》、《洪吟》、《轉法輪》……。

 

談判經過和結果

　　四月二十三日晚十一點，

防暴指揮部有人出來喊話，要

求法輪功學員派代表與總指揮

談判，否則，到十二點還不散

去，後果自負。十分鐘、二十

分鐘過去了，無人搭理他們。

　　我幾十年的人生經歷告訴

我，從土改、鎮反、三反五

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

命、「六四」血腥鎮壓，邪黨對

老百姓的生命從來不當回事，

這次又想對法輪功學員下毒

手。防暴隊這些二十多歲的年

輕人在邪惡控制和指揮下對大

法學員動手，將犯下不可饒恕

的大罪，我必須阻止他們這麼

干。我義無反顧地挺身而出，

沒有私心，沒有怕心，跟著喊

話人進了指揮部。

　　指揮部是個套間，套間裡

順著門擺了一張寫字檯，後面

坐著一位文質彬彬的軍官，身

旁站著幾個下級軍官，桌上擺

兩部電話。東邊靠衛生間門口

有一張條椅，坐著一位六十多

歲的老漢。還有一名不到四十

歲，身高一米八、九的大漢在

寫字檯後面站著。

　　我一進屋，就聽到大漢高

聲地在訓斥人，坐在條椅上的

老漢一聲不吭。

　　我問：「誰是總指揮？」他

仍用大嗓門與我說話。我讓他

先平靜下來，大喊大叫解決不

了問題。他真的平和多了。

　　 他 問 我：「大 娘， 你 有

事？」我說：「我是自薦的法

輪功學員代表，是來協商放人

的。你們把我們學員抓捕到哪

去了？」他說：「這個不能告訴

你。」我問：「你們對他們有沒

有毆打傷害？」他說：「沒有。」

　　我說：「我們法輪功學員

修煉真善忍，處處做好人，你

們憑什麼抓捕他們？」他往牆

上指，「就憑這個，這是國法，

我姓馬，我現在就代表國法。」

　　我說：「你們抓捕法輪功

學員是犯天法！」他說：「只要

你站在這塊國土上，我這個國

法就要管你們天法。」我說：

「這是癡人說夢話！」

　　他又問我：「大娘，你到

底幹啥來了？」我說：「我是

自告奮勇作為法輪功學員代

表，來和你馬總指揮談放人的

事。」他說：「只要你能動員你

們的人全部離開這裡，我可以

馬上下令放人。」我說：「你說

話算嗎？」他拍著胸脯說：「當

然算話。」

　　我說：「我們法輪功是大

道無形的修法，沒有組織，沒

有領導，我只是一個大法學

員，我只能把你的承諾轉告大

家，由大家自己選擇。」

　　我走出門，他們給我一個

話筒，我把談判結果告訴大

家，希望互相轉告。

　　為了救回學員——我們的

同修，大家紛紛起身，陸陸續

續散去了。

　　我們散去後，天津市政府

被告知，公安部已介入此事，

沒有北京授權，抓捕的人不得

釋放。我再次見證了邪黨靠欺

騙手段維護政權的邪靈本質。

　　以上是我親身經歷的天津

事件，四 · 二五北京萬人和平

上訪的起因。 

天津事件親歷者：四·二五上訪起因

　　（明慧記者華清悉尼採訪

報導）現定居澳洲悉尼的法國

人托馬斯 · 多布森（Thomas 

Dobson）回憶起震驚中外的

「四 · 二五」非常感慨。那時他

為了讀懂中文《轉法輪》，正在

中國長春學習中文。

　　托馬斯回憶，當時已親身

感受到迫害的前奏，比如有便

衣警察開始抓人，這令他感到

非常困惑。

　　 為什麼這麼好的修煉人要

受到官方騷擾？為什麼中共的

政策出爾反爾？一個在自由民

主國家裏長大的年輕人，是無

法理解中共對法輪功的非法打

壓的。

　　一九九九年一月，托馬斯

開始在長春生活和學習。每天

他一醒來，就去吉林大學法輪

大法煉功點晨煉，煉功之後去

東北師範大學工作——教英

語，午餐時間和那裡的同修一

起煉功。天天如此，堅持不

斷。托馬斯幸福地回憶著那時

祥和的修煉環境。

　　然而這美好的一切，在一

天之中被突然改變了。托馬斯

回憶道：「四月二十四日那天

發生的事情與往常不同。那天

我上完早課後，我的好朋友來

見我，並告訴我快跟她走，因

為發生了一些事。我跟她到了

東北師範大學，看到那裡的法

輪功學員們正在一起討論著什

麼事情。我的中文較差，我的

朋友給我翻譯。當時的討論結

果是，全組學員都一致同意去

北京澄清事實，包括我自己在

內。在那一刻，我的朋友建議

我留在長春，因為我是一個外

國人，我可能會惹上麻煩，使

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她本人曾

經歷了一九八九年的鎮壓學生

事件，當時她就像一個母親對

她的孩子一樣，擔心我的安全

和幸福。」

　　托馬斯繼續回憶說：「那

一天，長春各處我所認識的大

法修煉者，都一致認為要去北

京澄清事實。但是最後除了一

個人去成之外，其餘的大法修

煉者在去北京的路上都被警方

阻截回來。當局全力阻止全國

各地法輪功學員行使其上訪的

基本公民權利。另外，長春和

首都之間的電話線被切斷。」

　　托馬斯感歎地說：「如果

那些想要去北京的大法修煉者

都去成的話，那時很容易就會

有超過一百萬名法輪功學員到

北京上訪。從那天以後，我們

看到便衣警察開始來我們的煉

功場所抓捕法輪功學員。」

　　那年的六月一日，托馬斯

離開了長春。由於中共迫害法

輪功修煉者，使得托馬斯再沒

能回訪長春。可是他永遠不能

忘記和長春同修一起度過的那

段美好的時光。

　　托馬斯說：「我會永遠珍

惜我在長春修煉和生活的那些

日子，長春同修都對我非常有

耐心，很樂意和我分享他們修

煉大法的體會。我非常感恩師

父對我們的教導，修煉真、

善、忍使我慢慢擺脫了常人中

養成的陋習。我想感謝我的長

春同修們，他們向我展示了被

大法改變了的美麗的長春！」

一位法國人經歷的四·二五

	�現定居悉尼的法國人托馬斯 ·多布森，為了讀懂中文《轉法輪》，

曾經到長春學習中文。

	�1999 年 4 月 18 日至 24 日，天津數千名法輪功學員前往教育

學院及其它相關機構反映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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