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明慧记者周文英报道）

金秋时节，为帮助人们了解法

轮功真相，法国多地的法轮功

学员在自己居住的地区，向法

国各族裔人民和游人传送法轮

功的信息、三退大潮的形势，

帮助当地华人退出中共党、

团、队组织（简称三退），并

告诉他们保平安的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2020年 10月 11日，在兽

医团组工作的迪博（Thibaut）

路过巴黎人权广场。在“清除

邪恶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字

后，他说：“中共政府掠夺了

人民的自由，我对这个政府是

不信任的，他们有很强的网络

系统，特别是信息的封锁，对

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他们胡说八

道，对中国感染人数也是极大

缩水。这是又一例压制性限制

中国人思想自由的实例。”

　　年轻的赛丽亚（Celia）是

社会工作者，她工作中接触的

都是年轻人。当她得知法轮功

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甚至被

活体摘取器官时，很是愤慨。

她说：“世界给了中国（中共）

太多的权力，因此今天它敢于

做出这样的事情（迫害法轮

功）来。它是共产主义体制，

必须阻止它。我们处在 2020

年，居然还有迫害和反人类罪

行存在。法国谴责了土耳其对

亚美尼亚人的反人类罪行，为

什么不谴责眼前的这个反人类

罪行？这肯定背后有政治和经

济利益在里边。”

　　 法 国 人 斯 特 凡

（Stephane）研究历史，他在

美丽城遇到法轮功。他说：“我

今天才知道，法轮功学员被迫

害这么多年了。这里有我的一

份责任，尽管我没有最初的主

要责任，但我穿的衣服可能是

中国制造的，如果可能，我可

以买别的产品，而不是买可怜

的中国人在受剥削和迫害下制

造出来的。”

　　听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

强行摘取器官，他说：“如果不

是您亲自在这里对我说，我是

很难相信的。我很悲伤。我们

完全在虚伪之中，中国不是法

国媒体报道的对象，被搁置在

一边，而报道的是其它国家。

这是虚伪的，是不良状态。”

　　“今天的人只注重利益，为

一点营利，有人因此而被杀，

他们是无辜的。尽管（我们）

不是同谋，但如果我们施加压

力，至少我们的责任会少一些。”

　　他还认为：“我们正在进入

一个新的世界，那些价值不再

是我们期望提出的。但读懂过

去，看清未来我们要怎么做，

总是有意义的。中共很会操控

人，它们阻止人们看清历史，

从而知道可能发生的事情，它

们是这样操控人的。”

　　美丽城有很多华人開的店

铺商家，很多华人在那里工作

和居住。一個下午仅两、三个

小时的时间，法轮功学员就劝

退（ 退出中共的党、团、队）

了六、七十位华人。

美国硅谷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明慧记者王英旧金山湾

区报道）2020年 10月 24日

周六上午，法轮功学员在美国

高科技中心、旧金山硅谷的

圣荷西市华人购物广场和“好

市多”（Costco）路口举办活

动，将法轮功真相和解体中

共的信息传递给了当地的民

众，受到了民众的热情支持，

他们说，我们支持你们。

　　法轮功学员在圣荷西繁

忙的路口打出横幅：“解体中

共 制止迫害”、“远离中共 远

离瘟疫”、“天灭中共 退党团

队保平安”。

　　当天，有不少司机开车经

过，向法轮功学员挥手、按喇

叭支持。一个司机向学员们挥

手后，再开车转个弯在横幅前

面停下来说：“我来自香港，

我支持你们。”

　　承包商凯勒一看到是要

终结中共的征签，马上就签了

名。他说：“我知道中共抓捕

法轮功学员，把他们关押起

来，然后摘取他们的器官贩

卖。中共从这种可怕的恶行中

牟利。”

　　凯勒说：“我认为法轮功

是信仰，人的信仰必须受到

保护。中共视法轮功为威胁，

迫害法轮功，剥夺了他们的权

利。中共犯下了滔天大罪。”

　　他说，现在中共也在迫害

香港人，他们把参加抗议中共

的香港人戴上黑头套，送到中

国监狱关押。

　　来美国三十多年的越南

裔美国人丹尼尔（Daniel）

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路边打横

幅，便主动索取真相资料，并

在打倒中共恶魔的征签表上

签名。他说，“我非常支持你

们。”丹尼尔表示，他拿这些

资料是要送给他的同事，他

说，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很严

重，美国的教育界、电影界都

被中共渗透了。

　　杰瑞（Jerry）在征签表

上签完名后表示，他不喜欢

中共，因为中共一直在撒谎。

“中共在八九六四事件中屠杀

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还施行

一胎政策，害死了很多人。我

还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

的器官，太恐怖了。中共漠视

人的生命，他们一切都是为了

权力和金钱。”

法国民众：中共掠夺了人民的自由

 █在法国巴黎人权广场，游客在“清除邪恶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字。

 ■文: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首府

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第二大城

市。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

人，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1999年评选出的 50个人生必

游景点之一。在位于市中心的

加泰罗尼亚广场，每个周六下

午，法轮功学员们都通过真

相展板和传单，向过往行人

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

受迫害真相，呼吁制止中共

暴行。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

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2020年 10月 17日下午，

贝蒂女士（Betty T.）在听到

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后感到

震惊，在征签簿上签名后，

她问，还能为停止迫害做些

什么？

　　卡琳娜（Karina R.）和

拉斐尔（Rafael G.）与法轮

功学员交谈了很长时间。拉

斐尔表示，他在中国生活了

几年，虽然中共当局试图掩

盖对法轮功的迫害，但他所

有的朋友都知道。

　　在真相点前经过的中国

人表现大不一样。明白了真

相的中国人很支持法轮功学

员，对学员表示敬佩。但也有

的中国人因为被中共洗脑严

重，表现出“中共战狼”品性。

　　8月 22日，一位年轻女

士在经过真相展板时忽然失

去理智，撕毁了一张征集签

名的表格。她把中共混同于

中国，认为法轮功学员揭露

中共的迫害丢了中国人的脸。

　　虽然这位女士一开始表

现很粗鲁，但在场的法轮功学

员并没有对她失去信心，仍耐

心地和她交谈。这位法轮功

学员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时候，纳粹做了很多坏事，

受到世界的谴责。但纳粹并不

等于德国。同样，中共也不能

代表中国，中国人是中共暴政

的受害者。我们谴责中共的迫

害暴行，但我们都热爱中国。

　　经过法轮功学员耐心讲

解，这位中国女士对自己的

行为感到羞愧，表示道歉。

明白了真相的她仿佛变了一

个人，临走时说，愿意回去

了解关于“三退”（退出中共

党团队）保平安的真相。

中国游客西班牙听真相 对法轮功学员表歉意

 █ 1 0 月 2 4 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高科技中心、旧金山硅谷的

圣荷西市华人购物广场和“好市多”（Costco）路口举办讲真相

活动。图为法轮功学员在华人超市前将解体中共、退党保平安

的信息告诉民众。

蒙特利尔市民：

请继续下去

 █在 听 到 法

轮功受迫害

的真相后，

贝 蒂 女 士

（Betty T.，
右一）感到

震惊，想为

制止中共迫

害做出努力。

 ■文: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

　　2020 年 9 月 15 日，在加

拿大蒙特利尔市中心繁华的圣

凯瑟琳大街上，法轮功学员在

中领馆楼前拉起“天灭中共，三

退保平安”、“中共是大流行病

祸首” 等横幅，安装着“远离中

共，退党是福”等标语牌的真相

车队在大街上穿行，让更多民

众了解中共对世界的危害。

　　当天，有不少路人向法轮

功学员表达支持，很多人竖起

大拇指，有的留下电子邮箱，

希望收到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

共高官的征签网址，还有来自

中美洲、非洲等不同国家的移

民受到触动，谴责中共在其母

国推行一带一路。

　　蒙特利尔市民 Kris谴责中

共活摘器官，“政府做这种事

情，真是邪恶”，“你们到中领

馆前曝光这件事，非常重要。”

　　在当天抗议活动的同时，

10 辆汽车组成的真相车队围

绕着中领馆周边的大街行驶。

车顶上真相牌写着“法轮大法

好”，“中共是邪灵，正在毁灭

人类”，“拒绝中共，让加拿大

远离病毒”等内容。

　　参加车队游行的露丝

（Ruth）说，在游行过程中，

好几次都让她感动不已。有的

行人向她点头并竖起大拇指，

有些直接到车窗前表达支持。

　　在中领馆前车队暂时停下

来的空隙，一位蓝衣女士敲

开露丝的车窗，对她竖起大

拇指，说：“你们做得对。它

们（中共）毁了我的国家。”

这位女士告诉露丝，她是西班

牙人，在蒙特利尔生活 40年

了。她说中共在西班牙推行一

带一路，而西班牙在这次疫情

中遭受重创。她在离开前对露

丝说：“请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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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事实

 ■文: 岳高　　

   中共二十年前的绝密文件

近期曝光，证实了中共打着

法律之幌，操控公检法系统对

法轮功学员恣意实施“群体灭

绝”的罪行。

绝密文件 铁证如山

　　2000 年 11 月 30 日， 中

共最高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印

发了一份被列为“绝密”的文

件，由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

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五个部门联合发布的所

谓司法意见。该文件中称，“各

级政法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

时任头目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

所有犯罪指令，不但对法轮功

学员的信仰和行为罗织了众多

罪名，还声称办理涉及法轮功

的案件“政治性、法律性和政

策性都很强”，要求“各级政法

部门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

密切配合”。

　　这份绝密文件，将法轮功

学员群体、与法轮功学员实践

“真、善、忍”或和平传播法轮

功真相的行为，都列为“打击

重点”，并规定了针对性的“罪

名”和处罚手段。例如，该文

件将法轮功学员编写、印制与

传播法轮功宣传品的行为，定

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用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规

定，“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

罪处罚”。

　　此外，该文件将法轮功学

员揭露中共官员非法抓捕、

劳教、判刑，与使用酷刑导

致法轮功学员伤、残、死亡

等罪行的行为，定性为“诽谤

党和国家领导人”，用刑法第

二百四十六条，“以侮辱罪或诽

谤罪定罪处罚”。

　　这份公检法联合发布的绝

密文件本身就证明中国根本没

有司法独立，所谓的法律就是

中共迫害无辜民众的工具，中

共就是一个黑帮组织。

中共犯下群体灭绝罪

　　这份绝密等级的司法文件

显示，中共利用国家绝对权

力，非法且恶意迫害法轮功群

体，自曝了它触犯“群体灭绝

罪”的证据。五个部门出台这

份文件，本身就是违法，因为

没有法律授权它们可以立法。

文件本身既不是法律，却对法

轮功学员“量体裁衣”、“因人

设罪”，也不符合司法解释的

性质。依据中共的《保密法》第

十五条，绝密级文件的保密期

限不超过三十年，此时曝光该

文件，让中共的“群体灭绝罪”

恶行已大白于天下。

　　首先，中共迫害法轮功，

并非法律行为，而是政治运

动，是中共打着法律的旗号，

利用公检法充当打手所实施的

政治迫害。其次，多年来的法

轮功案件中，没有任何检察

官、法官或警察能够拿出给法

轮功定性的法律依据。第三，

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违法或犯

罪的行为。

　　这份绝密文件提到的“刑

法第三百条”，也是中共构陷

法轮功学员最常见的罪名——

“利用××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罪”。长年为法轮功学员做无

罪辩护的正义律师，对该罪名

的所有规定都做过详细的研

究，得出来的结论是：没有任

何法律把法轮功定性为×教。

中共的公检法相关人员迫害法

轮功，正是体现了彼等执行这

份违法文件的犯罪证据。

　　中国的法官们都清楚知

道，2000年中共国务院公通字

【2000】39号文件里，公安部

规定的十四种邪教中根本就没

有法轮功；2011年 3月 1日，

《国家新闻出版署第 50号令》

废止了 1999年对法轮功书籍出

版的禁令；2014年 6月 2日，

中共《法制晚报》又公开重申了

公安部【2000】39号文件的通

知，再次明确了公安部规定的

十四种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

功。

反人类罪 追诉无限期

　　自 2002年起，法轮功学

员向国际刑事法庭与美国、加

拿大、德国、法国、荷兰、西

班牙、比利时、澳大利亚、新

西兰、台湾和韩国等众多国家

的法院，以“反人类罪”和“群

体灭绝罪”控告中共头目江泽

民、“六一零办公室”曾庆红、

周永康等多名中共官员。 2019

年 6月 17日，英国“ 独立人民

法庭”终审裁定中共犯下“反人

类罪行”，认定中共大规模摘

取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

　　国际刑事法规定，“群体

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属于国际

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国

际法规定， “反人类罪”是最严

重的国际犯罪，可进行无限期

追诉；而且惩罚原则之一是“罪

责自负”，不会因行为人是“执

行上级命令”而免除责任。

含泪度过21 个重阳节
 ■文: 觅真　　

   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

二十一年，魔难中的法轮功

学员及家人们也含泪度过了

二十一个重阳节，在此笔者仅

举几个明慧网近期报道的法轮

功学员老人们的悲惨遭遇，看

看在中共极权下老人们所经历

的千古奇冤！

河北68  岁韩玉芹

遭警绑架当天死亡

　　2020 年 6 月 18 日，河北

省唐山市丰润区三十多名法轮

功学员突遭公安、警察局非法

抓捕，68岁的法轮功学员韩玉

芹当天被迫害致死。

   家属在丰润区中医院见到

了遗体，看到韩玉芹头发蓬乱，

鼻中有血迹。痛哭悲愤的家属

要求派出所警察穿上制服给死

者行礼。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

出来一个自称是所长的人穿上

警服在韩玉芹的遗体前鞠躬行

礼，并说：“大姨对不起。”

67 岁王殿国冤死监狱

　　辽宁鞍山市 67岁的法轮功

学员王殿国，于 2020年 6月

16日下午四点在大连市监狱被

迫害致死。王殿国与妻子于宝

芳、儿子王宇，2017年 7月 4

日晚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用铁

锤子砸锁、铁钎子撬门，入室

绑架、抢劫，仅十三天，于宝

芳于 2017年 7月 17日在鞍山

市女子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王

殿国则被非法判刑四年，被投

入监狱，最终冤死中共监狱。

66 岁女医生

遭警毒打后去世

　　黑龙江牡丹江市海林市 66

岁的女医生、法轮功学员王淑

坤，2020 年 6 月末被骗去单

位，遭警察毒打，并胁迫她承

认已经上访 29年的丈夫于小

鹏也炼法轮功（从而便于关

押），王淑坤于 7月 2日早含

冤离世。

78 岁彭淑华坐冤狱

　　四川成都市新津区 78岁的

法轮功学员彭淑华老太太，今

年 9月 10日上午被成都市新

津区法院第四次非法开庭，以

莫须有的“破坏法律实施”的罪

名非法判刑两年。老人被非法

关押在成都市双流区看守所，

至今已超过一年。

68  岁刘银凤

被非法判刑7年

   辽宁丹东凤城市红旗镇 68

岁的法轮功学员刘银凤，于今

年 8月 13日被凤城法院非法

判刑 7年。

   刘银凤 2018年 5月 30日

去黄旗赶集，回家途中被红旗

派出所李国峰、范喜军等五、

六个警察绑架、构陷。

67岁钟义芳

共计被冤判1 2 年半 
　　 攀枝花市现年 67岁的法

轮功学员钟义芳被警察绑架、

非法关押近一年，现在已被非

法判刑四年半。她被迫害得出

现严重的尿毒症，骨瘦如柴，

肚子肿的老大，每天看守所给

她打针。

　　钟义芳在 2009年被绑架、

非法判刑八年，在成都女子监

狱遭受迫害，2017年 1月才出

狱回家。 2019年 11月中旬，

钟义芳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

再次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

押在攀枝花市看守所。

警察抢走八旬老人

2 5万现金

   湖北武汉市 85岁的法轮功

学员赵喜庆，今年 7月 14日

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

赵喜庆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约

25万元现金。老人第二天回家

时，25万元现金没有退还。

  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

年中共非法抓捕骚扰 65岁以

上老年法轮功学员 707人；有

205名 80至 90岁老年法轮功

学员被绑架骚扰。

　　桩桩件件，罄竹难书⋯⋯

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十一年来，

制造了多少这样灭绝人性、惨

绝人寰的悲剧？多少老人被中

共迫害致死致残、枉法冤判，

又有多少老人至今仍在狱中遭

受煎熬？

　　这样的人间悲剧仍然每天

不停地在中国大陆发生着，苦

难中的人们期盼着这场迫害早

日结束，让这些受难的老人们

与家人早日团圆，安度晚年。

中共20年前绝密文件曝光

 █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完全是政治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

道）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

教人按“真、善、忍”的标

准做人。参与迫害修心向善

的法轮功学员，无论是什么

人，谁参与了迫害，如不悔

改，早晚都会受天谴。

　　在已曝光的超过万例的

中共各级官员、警察、普通

市民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

恶报的事件中，有病死的、

被雷劈死的、车祸死的、暴

毙的、自杀的、半身不遂

的，还有被判刑、撤职的，

更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

下面仅举几例。

前司法局长周京

遭恶报死亡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前

司法局长周京，于 2017年

12月患鼻癌死亡，终年 45

岁。

    2002年 8月 23日，当

地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开修

炼心得交流会时，被六一

零、国保警察绑架到派出

所。周京对所有法轮功学员

通宵罚站，不给吃，不给

喝，不让上厕所。有的法轮

功学员遭毒打，有的被绑在

柱子上。周京扬言：“让你

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厉

害。”

　　从那以后，周京爬上了

旌阳区妇联主任、旌阳区司

法局局长的职位。可怜这个

（时年）45岁的生命，就这

样跟随江泽民恶势力上了黄

泉路。

抚顺市委书记周银校

遭报亡殃及家人

　　周银校，原抚顺市市委

书记，任职期间开办了罗台

山庄洗脑班，迫害大法弟

子，毒害世人。

　　周银校因受贿被判

十四年，后被监外执行，

在 2017年死亡。周银校的

儿子是抚顺二院副院长，后

患肝癌，换肝没有成功，死

亡，年仅 35、6岁。周银校

在抚顺执政期间，迫害法轮

功，不但自己遭殃，还殃及

儿子。

湖北咸宁科协副主席

但汉久遭报死亡

　　2020 年 9 月 12 日，58

岁的湖北省咸宁市科学技术

协会常务副主席但汉久突然

死亡。

   据查，咸宁市科协经常

与市 610配合，抹黑法轮

功，迫害法轮功。

中共官员

迫害法轮功

遭恶报

死亡实例

 █ 2 0 1 9 年遭中共迫害的 6 0 岁以上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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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董宇红（传染病学医学

博士，前瑞士诺华制药公司，

抗病毒药物开发高级医学科学

顾问）、

林晓旭（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博

士，美国前Walter Reed 陆军

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 

美肿瘤学会研究论文：

修炼法轮功

延长癌患存活期

　　关于法轮功的一个回顾

性研究发表在 2016美国临床

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

ASCO年会是全球最大、最具

影响力的癌症、肿瘤学研究的

医学年会，每年吸引逾 3万名

来自全球的肿瘤学专家参加。

论文作者在参会之际，还接受

了美国针对癌症患者发行最大

的 CURE杂志的专访。

　　主要研究发现是：152例

晚期、终末期、无药可治的癌

症病人，包括肺癌（38例），

肝癌（29例），胃癌（17例），

白血病，食道癌，妇科癌，胰

胆管癌，结肠癌等等。

　　这 152个病患案例中，65

例抗癌治疗失败，74例在确诊

后无药可治，13例在接受医院

治疗的同时学炼法轮功。

   这些人在修炼法轮功之

前，医生预测他们平均存活

期 5.1±2.7月。读法轮功的著

作《转法轮》或者听法轮功的

讲法录音等之后，实际平均存

活期显著延长到 56.0±60.1月

（P<0.0001）。[3]

美医学研究论文：

法轮功修炼者

免疫功能明显增强

　　美国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

们 2005年在替代医学领域权

威杂志上发表论文，通过对一

群法轮功修炼者的血液白细胞

进行实验，发现和正常健康人

相比，法轮功修炼者的嗜中性

白细胞的吞噬和杀伤细菌的功

能明显增强，和抗病毒免疫力

有关的调节基因（例如干扰

素 -γ）的表达显著增加等等，

提示了法轮功修炼者抗病毒免

疫功能明显增强，能对各种外

来病毒、细菌具有更强的抵抗

力（免疫力）。[4]

诚念九字真言

感受能量进入体内

　　我们在九字真言的研究中

观察到新冠病毒感染者在念诵

九字真言之后，多数在 1-2天

之内就能快速见效。有两例还

报告在念九字真言的过程中，

亲身感受到来自念诵真言后产

生的能量场。

　　案例 16报告者写道：“有

一股强大的热气流，像刮风一

样进入了我的身体，⋯⋯。瞬

间，身体就感觉特别轻松了。”

案例 13 写道：“念九字真言

确实全面改变了我的能量水

平。”从此两例的经验得知，念

九字真言可以引发外在的能量

进入念诵者的体内，帮助抵御

或清除病毒，或预防病毒感染

之效。

念九字真言

不等于修炼法轮功

　　需要指出的是，念九字真

言，并不等于修炼法轮功，而

是运用佛家法轮功的真言来保

护自己免受瘟疫的侵袭。法轮

功修炼是对修炼者的心性和行

为有着系统、长期、严格的标

准要求的，包括方方面面的一

些要求，并不是仅仅只是念诵

真言那么简单。

　　我们观察到诚念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对

五十余名家族易感者的保护

性。诚念九字真言对预防新冠

病毒感染的作用和机理值得人

们研究。

　　种种关于法轮功和九字真

言的科学研究提示其机理可能

在于：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的九字真言

时，相当于认同了宇宙中存在

着高能量物质场，并与宇宙高

能量场发生共振。宇宙的强大

能量就能传递到念诵者身上，

就能帮助人增强自身的免疫

力，保护人们免受病毒感染。

　　我们并不排斥疫苗开发，

但在当前大疫当前、尚无安全

有效疫苗、解药问世的情况

下，念九字真言，简单易学且

不与其他方法相冲突。不用出

声，心中默念就行。繁忙之

余，静下心来念一念，对任何

人都不会造成任何损失。值得

长期在医院工作的医务工作

者、经常与病人接触的各种人

士、还有广大易感民众，在日

常生活中实践并尝试。

　　当人们通过念诵九字真

言，将来有一天能走出这场瘟

疫而反思过去时，很可能会猛

然惊醒，人类的科学和医学也

可能会重新开始走上一条重视

道德、回归传统的发展正路。

（因篇幅限制，有删减）

　　[3]   Dong Y， Huang C-F， 

Liao J， Chen A C-Y， Liu JG 

and Hsu K-H. An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y on terminal cancer 

survivors practicing falun gong 

（FLG） in  China .Journal  o f 

Clinical Oncology2016； 34 （15_

suppl）：e21568。

　　 [4]    Li QZ， Li P， Garcia GE， 

Johnson RJ， Feng L. Genomic 

profiling of neutrophil transcripts 

in Asian qigong practitioners：

a pilot study in gene regulation 

by mind-body interaction.J Altern 

Complement Med。 2005 Feb；11

（1）：29-39。

健康

 ■文/叶淑贞（台大教授）

　　我任教于国立台湾大学，

身为知识份子，我之所以接受

并坚信法轮大法，乃是经过理

性思辩后所做的抉择。而在修

炼后，我的身体从百病缠身到

身轻体健，心灵从紧张中挣脱

出来，人生从柳暗进入花明，

生命从下滑转而上走，足见大

法的威力。

头痛困扰二、三十年

　　学大法以前，我患有头

痛、胃痛、便秘、失眠、小便

失禁、黏粘、糖尿病等毛病，

学大法后各种病痛神奇地消失

了。头痛的毛病严重地困扰了

我二、三十年，发作时除了头

痛之外，全身一直冒汗、流

泪、翻胃、目眩，而且无法思

考事情、无法休息、也无法入

眠。为了我这头痛的毛病，母

亲不知求了多少偏方草药，也

不知到过多少寺庙求神卜卦。

　　20多年前到医院做过检

查，查不出毛病，只知道脑子

没长瘤，就按照医生的建议开

始服止痛药。但病况越来越

重，十多年前开始每隔二、三

周就发作一次，每次的疼痛都

会持续好几天。同一种止痛药

吃多了就会失效，所以多年来

尝遍了许多种止痛药，而且随

时随地都可能突然发作，必须

随身携带止痛药。

　　1988年因妇女病而开刀，

之后每隔一、二个月，腹部就

会剧痛一次，痛完后总是有种

从死中活过来的感觉。医生判

断是黏粘，是手术的后遗症，

难以治愈。

打胰岛素治糖尿病 
产生严重副作用

　　1989 年夏天又发现患有糖

尿病。起初，血糖值在 150左

右 (正常人在 100左右 )，依靠

药物。后来，药量越服越大，

但血糖值却越来越高，1996年

初已经上升到 250以上，糖化

血色素的指数也高达 10左右。

医生劝我注射胰岛素，但当时

工作繁忙，加上从小害怕打针

的心理，使我极度排斥胰岛素

的注射。

　　1996 年 5月因为一场大

病到医院就诊，在做过诸多检

查之后，发现胰脏已经无法分

泌胰岛素，必须依赖体外的胰

岛素，才能使血糖下降。从该

年 9月开始每天注射两次胰

岛素。打针之后没多久，就陆

续产生不少严重的副作用，例

如严重的腹胀、便秘、头痛、

水肿；后来打针处开始出现红

肿，并发痒不止。医生认为有

些现象与胰岛素注射无关，担

心是别的毛病，几乎天天都跑

医院，但却检查不出一个所以

然。

修大法身体净化

　　我笼罩在生命随时可能消

逝的阴影中，整天与药物为

伍，有时一天看三、四个医

生。 1992年以后，又花了许

多钱去学气功。起初有些毛病

消失了，但后来又逐渐浮现，

胃痛与黏粘未见明显改善，糖

尿病却越来越严重。这样的状

态，直到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才

转变。 

　　我是 1996年 11月开始接

触法轮大法的，起先当作一般

气功炼，只炼动作。直到 1997

年 4月底读了《转法轮》，对大

法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之后，

开始按大法的要求修炼，身心

状态改变很大也很好。知道病

痛已经好了，便停止胰岛素以

外的其它药物，5月 18日之后

更停止了胰岛素的注射。在停

止打针后的一、二周，打针后

的各种副作用，例如腹胀、便

秘、水肿都消失了，体重也从

52公斤急速降回 45公斤。打

针之前经常出现的极度疲劳、

头昏等高血糖症状不再时常出

现了；头痛、腹痛、胃痛、腰

酸背痛的毛病也未再出现。

　　不只各种病痛消失了，排

泄也都正常，而且精神清爽，

体力充沛。每天大约只睡 6个

多钟头，白天不停地工作，中

午也很少午睡，但却不觉疲

累。身体四肢变得很轻，整个

人感觉十分轻松。过去虽然打

胰岛素，也睡得很多，但是却

无法如此健康地生活工作。

大法赐我新生 

　　想想一个需要打胰岛素的

病人，怎么可能在不打针且饮

食正常后，反而身体精神状况

更好呢？这是不是很不可思

议？若非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还真是难以置信。也有许多人

看到我修炼大法之后，病痛都

消除了，很为我高兴，恭喜我

从死亡的路途逃出来。

　　修炼法轮大法使我的心性

提升了、百病消失了，从而使

下滑的生命转为向上走，使枯

萎的人生转而欣欣向荣。我的

心中不再那么畏惧麻烦的事或

难缠的人，也不再有那么多的

牵挂与不平，生活因而变得自

在。而当我也逐渐做到心平气

和而忍，又能不与人争名夺利

时，心也变得祥和下来，生活

也变得自在祥和。我曾对母亲

说 43年前您生了我，但 43年

后李老师（法轮大法创始人李

洪志先生）赐我重生。

探讨九字真言增强抗病毒免疫力机理

台大教授：从百病缠身到身轻体健

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

 █马 克 布 雷． 塞 维 姆

（Makbule Sevim，右）现

居法国，今年 3  月下旬感

染武汉肺炎， 出现严重症

状，整整 1 1  天吃不下东

西。一名修炼法轮功的亲

戚告诉她诚念“法轮大法

好 、真善忍好”，她跟着

亲戚念，“每念一次都让

我有死而复生的感觉”，

她说这真是一个奇迹！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叶淑

贞 ：我坚信法轮大法，乃是经

过理性思辩后所做的抉择。
 █一些台湾法轮功学员在日月潭集体炼功。

   河北定兴县农妇钟冬

梅，全身风湿性神经痛、

长期性胃病、先天性心

脏病冠心病、综合性精神

衰弱、综合性官能症神经

疼，身上多处长骨瘤，加

上生育和绝育手术后遗

症、气管炎等，全身末梢

神经非常痛，常常疼昏过

去，全家抱在一起痛哭。

　　几经求医问诊，医生

说：“这个人废了，没救

了，就算华佗在世，也难

救啊！”可怜一双儿女，

大的才四岁，小的刚出生

不久。

　　1997 年 7 月 底， 三

伏天，钟冬梅还盖着厚

被子。孩子给她找来了法

轮大法书，她一看是教人

按“真善忍”做无私无我

的好人。钟冬梅努力按大

法的要求去做。她站不起

来，就在孩子们帮助下，

背靠墙，右腰侧斜靠在炕

沿上，吃力地炼第二套功

法，双腿颤抖，时间很短

可感觉很舒服。没想到三

天后，全身疾病不翼而

飞。法轮功把她从死神手

里拉了回来。

三天告别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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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一份中共上海市

党员登记名册在网上曝光。这

份名册记录了上海市 195万名

党员的姓名、性别、籍贯、身

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及通讯方

式，字数达 1.3亿之多。

　　据报道，这份文件属于机

密级。就在这份文件外泄前 4

天，媒体报道了美国政府正考

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

赴美旅行的消息。这份资料并

不是普通百姓能掌握的，而是

中共体制内人员才能接触得

到，此举表明，中共内部早已

有人期望这个溃烂的体制，早

一日走下历史舞台。

　　而据了解，在上海百万党

员信息泄露之后，中共高层大

为光火，并勒令对于党员信息

纳入机密保护序列。

　　即便是党员信息目前不被

公开，但是未来呢？中共这条

破船还能撑多长时间？

　　今年 9月份，一位来自广

州的退休老年人，因验明其党

员身份，而被美国海关遣返；

同一个月，一对夫妇申请绿

卡，虽长期未缴党费，但未能

证明其主动退党，而被拒签；

10月份，一位前北京师范大学

学者，因曾经有隐瞒党员身份

纪录，绿卡转籍未能通过。

　　正值 10月 2日，美国移

民局明确重申拒绝中共党员移

民与入境。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人说，只要填表不写是

中共党员就行，然而，如果申

请入籍者隐瞒自己是共产党

员，用欺诈的方式入境或入

籍，一经举报，可能会被吊销

绿卡后遣返。

　　从现在的情况看，举报中

共党员名单，从中共内部已经

开始了，如果哪一天共产党倒

台了，党员名单还怎么保密？

到那时因隐瞒党员身份的人，

又将如何面对“不诚实”的诘问

与追责呢？

　　现在自由世界已经形成围

堵中共之势，与当时 1980年代

里根呼吁解体苏联之时相比，

声势更大。

   当时的国际咨询机构，没

有一家明确预测强大的苏联将

解体，但是就如天降奇缘，柏

林墙一夜之间倒塌，苏联共产

党就这样崩塌了。

    中共还能撑多长时间？各

界有识之士已经看得明白，现

在已经处于“加速”解体之势，

就连以前对中共俯首示好的菲

律宾、越南都表示乐见国际正

义力量参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

建，中共已经是“墙倒众人推”

了。

大陆传真

毕业生犯罪率最高的学府：中央党校

上海1 9 5 万党员名册曝光的警示

 █在美国宣布将对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进行制裁后，一份中共上海

市党员登记名册在网上曝光，包含详细的个人信息。（网络截图）  █海外游行声援中国退党大潮。

 ■文: 麓彬　　

　　“远看像座庙，近看是党

校。细一看，原来是一群腐败

分子在深造。”这首打油诗是十

几年前上过这所学校的一个人

告诉我的，说是在校内流传。

　　中国目前有 2500多所大

学，其中有人们津津乐道的“双

一流”、985、211等，什么一

本、二本，部属省属等。但鲜

为人知的是，全国还有 6000多

所各级中共党校，这其中有一

所特别“神秘”的学府，比如：

它只招收硕、博生，不招收本

科生；它封闭式管理，不对外

开放；它强调“思想建设”，疏

于专业建树；它向外输出的是

各省最高级别的贪官。

　　它就是中共中央党校，因

其绝对专业的培养贪官水准，

使之获得“当之无愧”的响亮名

份——世界上毕业生犯罪率最

高的学府。

　　按照中共的规定，现职的

省部、厅局、县处级干部，每

五年必须到党校轮流培训一

次；县级以上中青年党政后备

干部，在晋升之前必须先到党

校培训，其中升任高干的，一

定要先到中共中央党校培训。

　　2018年 3月中共机构改革

后，国家行政学院已合并到中

央党校，“一套班子、两块牌

子”办学。两院校合并后，公

务员培训纳入同一体系培训，

中央党校事实上得以“扩容”。

中共本来就是党国不分，这下

可好，党校姓党，公务员也姓

党了，潜在犯罪人群显增。

高官犯罪率高出2 0 倍 

　　大陆搜狐网曾报道中共中

央委员的犯罪率是普通民众的

22倍。据中共官媒《经济日报》

2019年 9月 7日文章报道，中

共 18大以来，省部级及以上

落马官员（不含企业任职）已

达 187人，这些落马官员当中

绝大部份是从中央党校毕业，

例如：原中共办公厅主任令计

划、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

伯雄、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原

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原甘肃

省委书记王三运、原广东省委

常委万庆良，等等。

　　他们中很多人也是十恶不

赦的人权恶棍，如原重庆市委

书记薄熙来、原政治局常委周

永康等。路透社报道，周永康

实际贪腐 900 亿（中共 2015

年公开的数据是周永康受贿

1.297亿元），薄熙来更是人面

兽心，高官中第一个涉嫌活摘

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

　　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央党

校之所以能成为贪官训练基

地，和中共贪官总教练江泽民

有很大关系，江泽民在位时为

了迫害法轮功信仰群体，放纵

各级官员贪腐，换取他们积极

参与迫害的政治表忠，中共 18

大以后下马的省部级官员几乎

手上都沾满了法轮功修炼群体

的鲜血，他们的倒台也是报应

使然。

赖小民贪1 8 亿 
村官藏金条 3 1 公斤

　　2020 年 8 月份，中共公

布华融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

长赖小民一案，贪腐金额为

17.88亿元；赖小民之前，原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被控

受贿 7.17亿余元人民币。民间

统计，赖小民是习近平反腐打

虎以来抓捕的第 75个“亿元贪

官”。

　　2020 年 9 月 17 日，中共

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对媒体

说，近年落马的省部级大员贪

污金额触目惊心。曾六进中央

党校培训的原中共湖北省副省

长郭有明贪污近 14亿。

   其实何止是省部级，中共

官场已经是无官不贪，大官巨

贪，小官也是巨贪。近期，北

京丰台区长辛店辛庄村村官石

凤刚家中单金条就搜出 31公

斤，现金 720 万，茅台酒成

柜，豪车 20多辆。

　　近期，原中共中央党校教

授、红二代蔡霞也因不满中共

体制而跳船逃亡美国，称中共

体制已成政治僵尸，影响巨

大。这一切说明中共体制真的

已经全面破产，面临最后的解

体。

曾修炼和支持法轮功 原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遭免职内幕
 ■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江

苏省领导，陈焕友的名字一直

在新闻广播中被听到，老江苏

人应该都有印象。然而在 2000

年 1月，他却因为修炼法轮功

和 1999年消极对待、抵制江

泽民构陷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而

突遭免职。

迫害前参加法轮功晨炼

　　早在 1998年时，江苏省

和南京市的媒体曾头条报道了

省委书记陈焕友在广场参加法

轮功晨炼的消息。记者在报道

中还称赞陈焕友动作娴熟，“看

得出已经炼过一段时间了”，

当时广州《羊城晚报》也转载了

这条新闻消息。当时在中国各

地，法轮功炼功点可谓随处可

见，炼功人群覆盖各阶层各行

业，许多干部也都是法轮功学

员。

　　陈焕友上世纪八十年代开

始在江苏省委工作，1992年邓

小平南巡讲话时，他是现场接

待和交流的两个江苏省领导人

之一。自 1993年 9月起，陈

焕友担任江苏省委书记，而在

2000年 1月他却突然被免去江

苏省委书记职务，仅保留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职务，直到 2003

年 2月再被免去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职务。个中缘由，高层党

官讳莫如深，“陈焕友到底是怎

么下台的 ?”这个百度网上的提

问至今无人回答。

天安门自焚伪案背景 

　　江泽民不顾中共中央政治

局其他六个常委的反对，于

1999年 7月发动全面迫害法轮

功的运动。陈焕友等各地许多

省部级高官持不同意见，镇压

运动难以为继，江泽民便撤换

掉一批镇压不力的高官，同时

大力提拔了一大批追随他迫害

修炼群体的官员，其中就有周

永康和薄熙来。

   正因为各地官员在调查了

解法轮功真相之后对镇压运动

“响应不力”，老百姓对人斗

人的文革式批判更没有兴趣，

江泽民团伙才安排中央电视台

炮制出“天安门自焚”惊天伪

案，谎言被戳穿后，轰动了全

世界，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详

细调查后在联合国发表声明：

“自焚案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

的”，让全世界人看清了中共

构陷迫害法轮功群体的罪恶。

中共元老调查：法轮功

于国于民有百利无一害

　　自五十年代起，健身气功

热潮首先在高层老干部中掀

起，到八十年代重新复苏。

1992年法轮功传至北京，经中

国气功科研会考察后被接纳为

直属功派，风靡北京城，中央

高层的许多高官都读过《转法

轮》，据确切消息，赵紫阳夫

人等许多高官及家人都曾学习

或修炼过法轮功。

   法轮功因其神奇的功效人

传人，心传心，迅速传遍全

国，覆盖各阶层各行业各年龄

段。截至 1999年 7月，中国

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已达上

亿人。

　　1998年下半年，以原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为首的

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

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

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

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

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

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结论。　　

 █迫害前中国大陆到处可见法轮功学员集体晨炼。图为 1 9 9 8 年

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考察时长春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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