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

　　（明慧记者章韵多伦多采

访报道）今年四十四岁的林

雪，曾经患有乳腺癌、严重忧

郁症、妇科病等，修炼法轮功

五个月后，疾病痊愈。

　　“活了这么大岁数才知道，

原来人可以这样健康地生活。”

林雪满面笑容，情不自禁地述

说心中的喜悦，“我有生以来终

于尝到睡的香香甜甜是什么滋

味，有生以来尝到没有焦虑、

没有忧愁的滋味，有生以来尝

到没有病、身体健康的滋味。

我就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终于

在陆地上脚踏实地生活了。”

抑郁症加乳腺癌 

苦不堪言

　　林雪从十三岁就有严重抑

郁症，每天晚上都不能入睡，

成天头晕脑胀，时时都在煎熬

中。睡不着，导致精神萎靡，

不开心；不开心反过来导致更

睡不好，就这样陷于恶性循环

里。

　　二零一一年，从加拿大温

哥华搬到多伦多不久的林雪生

下了第二个儿子。当全家还没

从喜悦中回过神来时，林雪偶

然间却发现自己乳房有一个很

硬的肿块，经医院检查被证实

是乳腺癌早期。她于二零一二

年底做了手术。虽然如此，不

过她还是担心：“觉得这病虽

然当时不致命但也有复发的可

能，于是终日被恐惧笼罩着。”

　　除了抑郁症，林雪还有其

它妇科疾病，经期紊乱。她每

天躺在床上八、九个小时，可

是无法入睡。从来都不知道熟

睡的滋味是什么。记忆中好象

从来没有睡过一个踏实的觉。

有时半夜惊醒，心噗噗直跳，

总是充满恐惧和不安。林雪

说，那种生活真是太痛苦了。

　　为了调理身体，什么方法

她都试过。除了西药治疗，还

尝试中药和食疗。只要听说对

身体有好处的方法她都试过，

有时有效，但是效果并不明

显，两、三天之后就不行了。

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好觉

　　二零一三年，温哥华的亲

戚打电话告诉林雪：修炼法轮

功能祛病。林雪的先生怕妻子

上当，自己先看了一遍《转法

轮》，才告诉太太说法轮功可

以炼。在先生的鼓励下和亲戚

的催促下，林雪开始了看法轮

功书和炼功。

　　“很快，炼功一段时间后，

我开始感觉到有能量的流动，

觉得这功法挺神奇，就坚持下

来了。”

　　修炼五个月后，林雪睡眠

有了明显改善（现在抑郁及失

眠已经痊愈）。她说：“长期让

我痛苦不堪的失眠在不知不觉

中好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

睡得香是什么滋味。第一次体

验到，原来人可以这样活着，

不需要那么焦虑，不需要那么

杞人忧天，可以踏踏实实、无

忧无虑的生活。”

她的变化带动朋友一家

　　林雪把自己的身心受益经

历告诉了远在温哥华的朋友阿

蕾。阿蕾是一位幼教，一直有

各种健康问题。“有一次她打电

话告诉我她月经不调，偏头痛

等毛病，我告诉她去试试法轮

功。”

　　在林雪的建议下，阿蕾开

始炼法轮功。阿蕾炼功后反应

比林雪更明显，不但身体很快

好起来，而且还经历很多超常

的事情，能看到另外空间许多

美好的景象。

　　今年三月，阿蕾的父母从

中国来加拿大探亲，在女儿的

鼓励下老俩口也尝试炼功，也

很快体验到法轮功的神奇，身

体状态迅速得到改善。

　　如今，林雪和阿蕾两家人

都走在修炼的路上，他们经常

谈论的话题是修炼中的收获与

快乐，庆幸在这大法弘传的时

候能够得法受益，没有错过这

千载难逢的机缘。

图：修炼后的林雪满面笑容，热情开朗，过起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摆脱忧郁症困扰 新移民炼功获新生

法轮功的主要著作--
《转法轮》

法轮功与健康

矿难后的奇迹

　　法轮大法（法轮功）

是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

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特

性“真、善、忍”为指导原

则，性命双修。这里的性命

双修，简而言之，修“性”

就是修“心性”，按照“真、

善、忍”指导日常生活，提

高修炼人的道德水准；修

“命”则是通过五套功法祛

病健身，强身健体。

　　从现代医学可以理解的

角度上看，李洪志先生所传

法轮功是一个从身(BODY)

和心(MIND)等多方面着手

的自我保健体系。

　　例如，1998年国家体

育总局组织北京、武汉、大

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家，

对近三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

做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结

果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

有效率高于98%；绝大多数

的学员认为通过修炼法轮大

法后心性变好，道德提升，

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得到极

大改善，戒掉了吸烟、饮酒

和赌博等不良嗜好。

在九三年东方健康博览

会僅十天的时间里，李洪志

先生和他的弟子共治病几千

人次，近期有效率达 95％

以上。

　　目前，法轮大法已经洪

传到114个国家，修炼人数

超过一亿，受到各族裔的喜

爱和珍视。

文: 青岩（大陆）

　　我是一名退休煤矿工人，

在八十年代一次井下大面积落

顶事故中，我幸运的活了下来，

但长期瘫痪、过着痛苦不堪的

日子。直到我遇见了法轮大法，

奇迹出现，我又从新站起来了。

　　记得三十多年前的那天，

我和同班组的工人井下采煤作

业，我们班六十多人，两人一

组，负责“回柱”作业，采煤

工作业完成后，我们将支撑顶

子的钢柱砸倒、前移，采煤工

作面每前進一到三米，钢柱也

要前移支撑坑道安全。

　　一天作业中发生了可怕的

落顶事故，一块长三十多米，

宽二十多米， 厚十四米的大石

头一下子将我们压在下面，我

的头和左手半个身子还露在外

面，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抢救

的工人从我身下，将煤一点点

挖出，将人从石头下面掏了出

来。和我同组的那位工友被压

在石头下面失去了生命，那次

事故造成一死八伤。

　　医院会诊，我腰椎的第一、

二、三节压缩性骨折，脊椎神

经受到压迫，需要做腰椎钢板

内固定手术。经过八个多小时

的手术，我总算捡回了一条

命。大家都说，“你命真大，从

针眼里拔出一条命，井下的机

器都被砸烂了，人没被砸死。”

　　治疗半年之后，我只能扶

着双拐走路，很是吃力，一不

小心摔在地上，大小便就会失

禁。无数次的想到了死，但看

到年幼的孩子无人照管，我强

忍身心的痛苦，过着欲活 不

成、欲死不能的日子，真是痛

苦极了。

　　我到过北京、天津很多大

医院，专家的回答几乎一样，

再也没有好的治疗方案，我彻

底绝望了。

一九九七年的春天，我有

幸接触到法轮功，开始只能坐

在轮椅上炼功，慢慢的腿好象

有了热流，腰痛也好多了。从

此以后，我就更加有了信心，

坚持看书、炼功、修心，身体

也一天天好转起来，不久我彻

底扔掉了双拐，自己走路了。

　　我本来就脾气暴躁，加上

病魔的折磨，更是怨天尤人，

在家里经常对孩子发脾气，炼

功后，我明白了修炼的理，不

再轻易发脾气，使孩子们感到

了家庭的幸福。

　　现在我成天在街上跑来跑

去，骑着自行车，完全成了一

个正常的健康人。 

绝处逢生 
【好书介绍】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

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

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疾

病无法被攻克，很多人仍然

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

中。在该书中，我们可以看

到各种人罹患顽疾和绝症的

悲凉故事。可是他们因各种

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

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

心健康的幸福生涯。

　　该书收集了80多个故事

均采编于海外志愿者建立和

维护的“明慧”网站，本书也

是“明慧丛书”系列的一集，

可以在天梯书店买到。

　　 天 梯 书 店 网 址：

http:tiantibooks.org,也可以

亲临天梯书店购买，地址：

纽约曼哈顿西30街220号二

楼。

　　现在仍被病痛折磨的朋

友，不妨读一读此书，也许

会给你一个惊喜，使你的人

生打开一扇希望的大门。

　　（明慧记者唐秀明英国伯

明翰采访报道）二零一五年

九月十一日至十三日，“身心

灵健康节”（Mind Body Spirit 

B i r m i n g h a m  W e l l b e i n g 

Festival）在位于英国第二大

城市伯明翰的著名国际展览中

心NEC中心举行。

　　“身心灵健康节”具有

三十八年历史，旨在鼓励人

们探索内在精神并开放心灵，

据称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促进

更健康、更富有创造性和充

实的生活方式为核心的大型

展览，让来自重要机构、畅

销书作家、生态组织、自然

健康、非主流医学、替代技

术、灵性和个人成长等多种

领域的代表集聚在一起，也

为世界各地重视精神性灵成

长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思

想、信仰和哲学的平台。

　　法轮功学员来到这一以提

倡身心灵全面健康为主题的盛

大聚会，向出席健康节的数万

人介绍法轮功、展示法轮大法

的美好。

　　法轮功在本届健康节受到

广泛关注和欢迎及健康节主办

者的肯定，对负责联系的法

轮功学员夸赞说“你们做得很

棒”，并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

明年的身心灵健康节。

　　主办单位的摄影师在录制

有关健康节的节目时，特别选

择法轮功展台作为参展单位之

一加以重点关注，先后两次来

到法轮功场地录制炼功学员的

近距离镜头，以及学员向参观

者弘法的镜头。

　　十二日，SKY电视在介绍

亚洲文化的节目中，首先找到

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并请法轮

功学员到大厅前面录制采访，

采访中记者问到了什么是法轮

功、被采访学员的个人修炼经

历，并拍摄了法轮功学员炼功

照片。 

法轮功在英国“身心灵健康节”   

图：法轮功展位前聚集了不少来学炼法轮功或了解真相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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