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明慧記者英梓報導）「我

讚揚法輪功修煉者的勇氣、

尊嚴、毅力和堅定不移地維護

真、善、忍的普世原則。」二

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加拿

大國會法輪功之友聯合主席、

國會議員思格若（Judy Sgro）

致函加拿大法輪大法學會，讚

譽法輪功學員為信仰自由和平

抗爭的「四﹒二五」精神。

　　當日，渥太華部分法輪功

學員在中使館前集會，紀念

二十三年前萬名中國大陸法輪

功學員的和平上訪。卡爾頓大

學學生劉之源呼籲中共立即停

止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並釋

放包括他父親劉舟波和加拿大

公民孫茜在內的所有法輪功學

員。

　　加拿大國會議員思格若

（Judy Sgro）在信中說：「『四

﹒二五』──在中國的法輪功

學員為信仰自由而呼籲的周年

之際，我堅定地與加拿大法輪

功修煉者站在一起，支持他

們。」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

日，萬名中國法輪功修煉者在

北京和平集會，呼籲中國領導

人維護憲法賦予他們自由信仰

的權利，不受中共的騷擾和恐

嚇，不受（中共的）國家控

制。」

　　她說：「不幸的是，他們

的和平呼籲導致了中共政權在

全國範圍內，針對中國各地

一億無辜的法輪功學員，進行

的非法（煽動）仇恨、監禁、

酷刑、殺戮和強摘器官的迫

害。」

　　「二十三年後的今天，法

輪功仍然是中國規模最大、受

迫害最嚴重的團體。」

　　「年復一年，加拿大法輪

功弟子繼續積極、和平地努力

提高人們對中國人民遭受暴行

的認識。」

　　思格若議員也呼籲加拿大

政府敦促中國（中共）停止

對法輪功的迫害：「立即釋放

被非法判處八年徒刑的加拿大

公民孫茜女士，她因真善忍信

仰於二零二零年六月身陷囹

圄；釋放卡爾頓大學學生劉之

源的父親，他於去年年底被中

國（中共）警方非法逮捕和拘

留。」

　　據明慧網報導，二零二一

年十一月十九日，劉舟波、曹

雯夫婦在河北省廊坊市被警

察綁架，非法抄家，抄走手機

等私人物品。劉舟波被非法關

押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曹雯

被非法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看守

所，於十二月二十七日釋放。

　　劉舟波和曹雯的兒子劉之

源是卡爾頓大學的留學生。他

說：「希望包括加拿大政府和

民眾，以及所有的海外華人不

要輕信中共的謊言，當真相被

揭露時，人們會發現中共對人

民犯下的是群體滅絕罪。就像

歷史上納粹對猶太人的犯罪一

樣。」

　　( 明 慧 記 者 沈 容、 方 慧

採訪報導 ) 二零二二年四月

二十四日下午，來自台灣北部

的法輪功學員，於滂沱大雨之

中齊聚台北市政府廣場前，紀

念「四﹒二五」萬人和平上訪

二十三週年。

　　基隆市議員張秉鈞、新北

市議員陳世榮到場支持，呼籲

全世界正義人士，一齊制止中

共對法輪功長達二十三年的殘

酷迫害。

　　「四﹒二五」事件是指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萬

名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聚集

在國務院信訪辦，要求釋放被

抓捕的天津法輪功學員。由

於秩序井然、平和自律，被外

界譽為「中國上訪史上規模最

大、最理性和平的上訪」，更

是中國人民勇於追求自由信念

的重要里程碑！

　　台灣法輪大法學會理事長

蕭松山表示，在過去幾年，自

由社會已愈發認識中國共產黨

的邪惡本質，更加明白中共不

是中國，迫害人民的極權暴政

必將走向滅亡。他希望社會各

界及國際組織能持續關注中共

的人權迫害，並制止中共對法

輪功團體的殘酷非法暴行，也

邀請台灣各界人士發揮道德勇

氣，支持善良、譴責暴政。

　　新北市議員陳世榮表示，

法輪功成員來自不同的社會階

層、不分老少、不分男女，都

在實踐著真、善、忍的理念，

這在每一個民主社會國家都是

非常正常的，但卻因人數越來

越多，致使在中共極權專政之

下，受到極為殘酷的迫害。中

共違法抓人、活摘器官等種種

惡行，令人髮指！

　　對於中共的殘暴，陳世榮

議員認為，人權是世界普世的

價值，中共迫害人權的殘酷和

世界文明是脫節的，中共想要

和世界各國接軌，必須要迎合

世界潮流，立即停止對法輪功

學員的迫害。

　　基隆市議員張秉鈞議員表

示，中共極權國家對法輪功學

員的扼殺、信仰的剝奪，甚至

是殘酷的活摘器官暴行，都是

世界各國無法容忍的惡行。台

灣身為民主國家，不分黨派全

部都是站在民主的這邊，「我

們永遠都會跟法輪功站在一

起，共同追求民主的價值與素

養。」

　　因故無法前來參加集會的

基隆市議員張之豪透過文字，

表達了自己對法輪功學員反迫

害的支持。「我們身為人類，

就有義務要站出來，聲援法輪

功，為他發聲。」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台灣分會理事長李正雄表示，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法輪

功學員和平上訪，卻被中共利

用說成是圍攻中南海，這其實

是中共陰謀的一部分。中共構

陷法輪功，為隨後的非法鎮壓

法輪功製造藉口。

　　李正雄理事長表示，從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到現

在，中國的法輪功學員在面

對殘酷的迫害、各種不公的

對待，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情形

下，仍然堅持和平、理性的精

神，沒有任何暴力的發生，善

與惡、正與邪早已分明！ 

台北學員紀念「四﹒二五」和平上訪

堅定維護真善忍 加議員讚四﹒二五精神

	�法輪功學員齊聚台北市政府廣場前，紀念「四﹒二五」萬人和平上訪二十三週年。

	�四月二十二日，加拿大國

會法輪功之友聯合主席思格

若（Judy Sgro）議員致函加

拿大法輪大法學會，讚賞法輪

功學員為信仰自由和平抗爭的

「四﹒二五」精神。

　　（明慧記者容法報導）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比利時法輪功學員在中使

館前，以集體煉功的和平

反迫害活動形式，紀念「四

﹒二五」和平上訪二十三

週年。

　　比利時法輪大法學會

主席尼科﹒比恩斯（Nico 

Bijnens）說：「我們每年

在這裏紀念『四﹒二五』

這個日子，而且以同樣的

方式，沒有口號，沒有暴

力。和平、理性，以展示

功法，打出橫幅表達我們

的訴求；告知世人法輪大

法好，中共必須停止持續

二十三年的迫害。」

　　他說：「中共在迫害以

真、善、忍為修煉準則的

人，我們在這裏就是要告

訴世人，法輪大法好，迫

害是不得人心的。」

　　這裏是使館區，路人

很少，一位青年人停下來

觀看學員們打坐煉功。他

說：「我被這些人的平和態

度所吸引，他們在靜默打

坐的同時，面對持續迫害

他們的政權（對面代表中

共政權的大使館），我認為

這是一種很好的方式，表

達法輪功學員對自己信仰

的堅持和反迫害的態度。」

　　在談到中共對法輪功

殘酷迫害的時候，他說：

「迫害不應該存在，在全世

界任何地區、任何國家都

不應該存在。最重要的是，

人的權利必須而且應該得

到尊重。」

　　他最後說：「我對他們

（法輪功學員）和平、理

性所散發出的寧靜印象深

刻，這種能量將傳播到世

界各地。」

比利時學員

紀念「四﹒二五」 
中使館前傳真相

　　（明慧新西蘭記者站報

導）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三

日星期六，新西蘭法輪功學員

在奧克蘭市中心奧提亞廣場

（Aotea Square）集體煉功、

集會，紀念「四﹒二五」上訪

二十三週年。

　　許多過往民眾駐足聆聽了

解真相，並簽名支持法輪功學

員反迫害。

　　國際和平聯盟（Universal 

Peace Federation） 秘 書 長

傑 弗 里 ﹒ 費 耶 斯（Geoffrey 

Fyers）在集會上發言時說：

「我今天在這裏能夠為在中國

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發聲非常

高興，我們生活在這個自由的

國度，我們可以分享自己的信

仰、見解而不用受到迫害。我

知道從一九四九年開始，中共

就一點一點地剝奪人們的信

仰，到了九九年竟然發動了對

上億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因

為馬克思主義從來就不信神。」

　　他說：「法輪功學員是最

和平善良的團體，他們秉持的

真、善、忍理念，正是我們當

今最為需要的，他們就像是上

天派來喚醒新西蘭人民的。善

良的新西蘭人如果不認清共產

主義的邪惡，終將失去自由。

我希望新西蘭以及整個太平洋

地區，包括台灣人民，都團結

一起，共同捍衛天賦人權。」

　　新西蘭人權律師凱瑞﹒

高 爾（Kerry Gore） 在 集 會

發言中說：「一九九九年四月

二十五日法輪功學員和平上

訪，要求正常的修煉環境。儘

管官方保證法輪功學員可以不

受干擾地進行修煉，在天津被

拘留的學員將被釋放，但僅僅

幾個月後的七月二十日，中共

就開始對法輪功學員進行空前

的迫害，這種殘酷而惡毒的迫

害一直持續到今天。」

　　高爾說：「善有善報，惡

有惡報。歷史將對中共、其領

導人以及那些對迫害法輪功學

員負有責任的人作出判決。」

新西蘭紀念「四﹒二五」：共同捍衛天賦人權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新西蘭法輪功學員在奧克蘭市中心

奧提亞廣場集體煉功，場面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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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網通訊員雲南報

導）雲南法輪功學員、副教授

劉豔，去年九月三十日被當地

警察綁架，近日被昆明市五華

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劉豔在

加拿大留學的女兒劉銘園，一

直在營救母親，受到加拿大各

界人士的關注。

　　劉豔，原來是雲南文理學

院副教授、外語教學部主任，

因堅持修煉法輪功多次遭中共

迫害。去年九月二十九日，劉

豔再次遭中共警察綁架，被非

法關押在昆明市看守所。

　　警方一直不讓家屬接見，

甚至律師也被拒絕探視。今年

二月二十五日，當地法院對劉

豔進行非法庭審。一個多月

後，對劉豔非法判刑三年半，

勒索罰款五千元。

放棄留美 到軍校任教

　　劉豔畢業於東北師範大

學，學習成績優秀。一九九二

年，劉豔被美國一所大學錄

取，並獲得全額獎學金。後因

種種原因，劉豔放棄了赴美留

學的機會。研究生畢業後，她

到空軍航空大學做外語教官。

　　在東北師大讀研期間，劉

豔患上婦科病和乙肝澳抗陽性

等疾病，醫院久治不癒。劉豔

學煉法輪功後，疾病消失。在

空軍入伍時，體檢非常嚴格，

劉豔的身體各項指標完全合

格，被空軍特聘為外語教官。

　　劉豔按法輪大法真、善、

忍的要求做好人，工作認真負

責，任勞任怨。她的教學方法

靈活多變，深受空軍學員的喜

愛，成為空軍學院重點培養的

領導人選。

因堅持信仰失去工作

　　中共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

功後，劉豔被迫復原。離開部

隊後，劉豔在中國和加拿大聯

合辦學的萊姆頓學院做外事辦

主任。由於長春警察多次非法

抓捕，劉豔在長春無法正常生

活，於二零零一年和丈夫一起

帶著女兒流落到雲南。

　　劉豔先後擔任兩所大學外

事辦主任及公共外語教學部主

任。她主編的《大學外語教材》

由復旦大學出版社發行，獲得

多項大獎，已經第三次印刷。

　　劉豔非常關心學生。每到

逢年過節，她總是把不能回家

的學生請到家中吃飯，一起包

餃子。對家庭困難的學生，她

給予資金幫助。她的善良得到

家長和學校領導的多次表揚。

　　可是這樣一位好老師，只

因修煉法輪功，昆明市公安局

逼迫學校將她辭退。失去心愛

的教學工作，劉豔和丈夫為了

生活，一起開雕塑工廠。同時

他們也做公益事業，開設環保

美術館，展覽環保油畫和雕塑

作品。

流氓逞惡 好人坐冤獄

　　去年九月二十九日，劉豔

坐網約車外出辦事，司機羅某

向劉豔獻慇勤，並提出保持不

正當的男女關係，被劉豔拒

絕。劉豔說自己煉法輪功，不

能做不符合真、善、忍的事

情。羅某惱羞成怒，遂到派出

所舉報劉豔煉法輪功。

　　第二天，昆明市五華區國

保隊隊長丁劍峰、副隊長郭宏

偉等十幾人，到環保美術館將

正在搞綠化的劉豔綁架。

　　今年四月，昆明市五華法

院以「利用 X 教破壞法律實

施」的莫須有罪名，將劉豔冤

判三年半。目前劉豔正在上訴。

　　在中共看來，司機羅某的

淫邪惡念不算犯罪，流氓和警

察一起構陷好人，實乃紅朝一

大奇觀。

　　希望劉豔曾經的戰友和空

軍學員，都能伸出援助之手，

讓好人平安回家。

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河北報

導）河北法輪功學員趙林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被中共枉判

三年半，非法關押在張家口

市看守所。今年三月二十五

日，看守所通知趙林的家屬，

稱趙林因肺部出現病症已送

醫。一週後的四月二日，趙

林去世，終年六十九歲。

　　趙林是河北張家口市糧

機廠退休工人，經營一家維

修小店。二零二零年四月七

日上午，他在自家店內，被

當地派出所三個警察綁架。

當晚，這三個警察又闖到趙

林家非法抄家。次日一大早，

派出所長邊志強帶著一夥警

察，從地下儲藏室又抄走很

多私人物品，然後用麵包車

拉走。

　　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三

日、十一月二日，張家口市

橋西區法院兩次非法庭審趙

林，並於同年十二月對趙林

非法判刑三年半。構陷趙林

的所謂「公訴人」是侯增玉；

審判長王翠芳。

　　非法庭審中，橋西法院

法警強迫趙林穿一身防護服

及戴著護目鏡，全身不露一

絲皮膚。親友們根本看不出

趙林的身體狀況。而非法押

送趙林的法警們卻連口罩都

沒戴。

　　趙林遭誣判後，張家口

市看守所一直不讓家屬探視。

　　一直到今年三月二十五

日，看守所通知趙林的家屬，

稱趙林因肺部出現病症，已

被送往張家口市第一人民醫

院。據悉，此時趙林只能靠

呼吸機吸氧。四月二日，趙

林永遠停止了呼吸。

　　趙林的非正常去世，給

他的家人帶來極大的痛苦。

他們在趙林被非法囚禁的整

整兩年，都不允許見他一面，

如今更是天人永隔。趙林生

前遭遇了什麼迫害，為什麼

庭審時穿著一身防護服並戴

著護目鏡？情況待查。

女教授劉豔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河北趙林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

	�副 教 授 劉

豔（左 ） 在

加拿大留學

的女兒劉銘

園（ 中 ），

一直在營救

母親。圖為

劉豔一家三

口。

　　（明慧網通訊員河北報

導）今年四月十四日，韓

俊德老人的家屬接到河北省

監獄管理局冀東分局第五監

獄的電話，被告知韓俊德於

當日上午十點三十五分「去

世」，終年七十七歲。

　　韓俊德老人蒙冤入獄有

兩年多。他因在小葫蘆上刻

字「真善忍好」，於二零二零

年二月被保定市高陽縣法院

非法判刑八年半、勒索罰金

一萬元。老人上訴後，同年

五月，保定中級法院罔顧法

律，維持冤判。

　　韓俊德被非法關押在唐

山冀東監獄，僅被允許通過

幾次電話。後來監獄以他沒

有「轉化」（放棄信仰）為

由，剝奪他通信、通話、會

見親人的權利。後家屬來得

知，韓俊德長期嚴重貧血，

一隻眼睛幾乎失明，生活不

能自理，出行都得讓人用輪

椅推著，隨時有生命危險。

家人心急如焚。

　　韓俊德的老伴付桂不顧

年事已高，到處奔波，申請

保外就醫，以保全韓俊德的

性命。

　　年過七旬的付桂一直在

利用各種法律途徑營救丈

夫，為他伸冤。付桂的頭髮

由花白變成了全白，人一下

瘦了三、四十斤。

　　 去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日，冀東第五監獄將韓俊德

保外就醫的手續寄到了保定

市競秀區司法局。但是，司

法局以家屬言行不利於韓俊

德的所謂「改造」為由，拒絕

辦理監外執行手續。保定市

競秀區司法局已涉嫌瀆職、

玩忽職守、濫用職權，草菅

人命，應對韓俊德的含冤離

世承擔主要法律責任。

韓俊德老人冤死河北監獄

　　（明慧網通訊員北京報

導）今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

北京朝陽區法輪功學員韓非，

被當地公安警察及 610 人員綁

架。當晚七點，韓非遠在英國

的女兒李慧給父母打電話，爸

爸告訴女兒，媽媽已被警察抓

走了。

　　據了解，韓非此次被警察

綁架，是因為她給朝陽區派出

所的所長寫了一封勸善信，被

朝陽公安分局的人盯上，警察

策劃了這次綁架。

　　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前

夕，韓非曾被非法勞教兩年，

於二零一零年獲釋回家。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韓非再次遭當地警察綁架，非

法關押了二十三天。之後，每

到中共「敏感日」，韓非都受

到警察和便衣的騷擾。

　　從今年一、二月份開始，

這種騷擾變得更頻繁，因為邪

黨在北京要開冬奧會和兩會。

韓非出門買菜、買水果，便衣

都會跟著，而且肆無忌憚地對

她拍照、拍視頻。

北京韓非再遭警察綁架

	�七十七歲的河北法輪功學

員韓俊德最近死在河北監獄。

	�韓俊德老人因在小葫蘆上

刻「真善忍好」，被中共法

院非法判刑八年半。

	�北京朝陽區法輪功學員韓非

最近遭警察綁架。

　　（明慧網通訊員吉林報

導）長春市法輪功學員于春

波，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在家中

遭警察綁架、非法抄家。後來

他被冤判三年半，非法關押在

公主嶺監獄。今年四月十八日

上午，于春波被送到公主嶺醫

院搶救。

　　身在長春市的家屬，由於

疫情原因，不能去公主嶺看望

病危親人，心急如焚。現在家

屬只能通過電話與公主嶺監獄

溝通，要求保外就醫。

　　去年五月二十四日，長春

市朝陽區法院非法庭審李鳳

霞、于春波等人。法院不通知

家屬和律師，不接律師手續，

不允許律師上庭辯護，也不准

法輪功學員進行自我辯護。每

個案子全程不足五分鐘，有如

兒戲。

　　去年九月中旬，第二次庭

審，法官說證據不充分，現在

判不了。但公安警察和檢察官

拒不放人，繼續羅列、編造補

充所謂的證據。

　　去年十二月，于春波被冤

判三年半。妻子李鳳霞被冤判

一年三個月。

　　于春波的弟弟于春海，也

因為堅持信仰真、善、忍，曾

被中共非法勞教，於二零零七

年被迫害致死，年僅三十二

歲。他們的母親因想念兒子，

承受不住這麼大的打擊，也含

冤離世。

　　中共對法輪功的這場慘絕

人寰的迫害已經持續了二十三

年之久，有多少家庭被迫害得

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願善

良的人們持續關注中國法輪功

學員的遭遇，制止迫害！

于春波被送醫搶救 
家屬要求保外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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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美國醫學論文：修煉

法輪功增強免疫力

　　二零零五年，美國貝勒

醫 學 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免疫學家，在

《替代與補充醫學期刊》發表了

論文，這是一份採用同行審閱

(peer review) 方式的替代醫學

領域權威雜誌。

　　通過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血

液白細胞進行實驗，利用 DNA

微 列 (Microarray) 和 RNA 保

護等技術研究嗜中性粒細胞

（人體主要免疫細胞之一）的

基因表達情況，對比了一組修

煉法輪功一年以上的修煉者與

健康的非修煉者之間的異同。

　　在被檢測的 13,000 個基因

中，發現有 250 個基因的表達

活性在法輪功修煉者組群中出

現變化：與正常健康人相比，

法輪功修煉者的嗜中性白細胞

之吞噬和殺傷細菌的功能明顯

增強，顯著增加了與抗禦病毒

有關的調節基因（例如干擾

素 -γ），能對各種外來病毒、

細菌具有更強的抵抗力（免疫

力）。

　　另一個重要發現是，這些

人的免疫細胞具有獨特的「雙

向調節機制」。

　　他們的嗜中性白血球在正

常狀態（無炎症）下，壽命

比普通人長，加上吞噬力也

強，因而更有利於保護機體；

可是在發炎狀態下，嗜中性白

血球消滅病原體之後，卻會迅

速凋亡，從而有利於快速消解

炎症，避免發生「細胞因子風

暴」（免疫反應過度）。

　　《替代與補充醫學期刊》

對論文評價稱，這是期刊一直

在期待的試驗，以比較全面的

方式來看精神和身體 (MIND 

AND BODY) 的相互作用。

　　在二零零二年，美國全國

範圍的調查表明有百分之三十

的美國成人採用補充醫學和替

代醫學（CAM）的治療手段。

且另一項研究表明，在美國，

學歷越高的人選擇補充醫學和

替代醫學的傾向性越強。

 

美國醫學論文： 
法輪功修煉延長 
癌末患者存活時間

　　二零一六年六月，美國臨

床腫瘤學會（ASCO）官網發

表「關於修煉法輪功延長癌末

病患存活及改善或治癒其症

狀」的論文，ASCO 年會是全

球最大、最具影響力的癌症、

腫瘤學術研究的醫學年會，每

年吸引逾三萬名來自全球的腫

瘤學專家參加。

　　報告內容包括診斷、法輪

功修煉時間、截止到報告日期

的實際存活期（AS）、症狀改

善與生活質量（QoL）等數據。

　　所有報告都經過了兩名

醫 師 的 審 查。 預 測 存 活 期

（PS）採用主治醫生的臨床預

測（CPS），對臨床預測沒有

在原始報告中提供者，則使

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SEER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數據庫來評估。

　　 論 文 以 152 例 晚 期 癌

症（PS≤12 個月）為研究對

象，癌症原發部位包括肺（38

例 ）， 肝（29 例 ）， 胃（17

例），白血病（12 例），食道

（10 例），婦科（9 例），胰膽

管（8 例），結腸（7 例），和

其他（22 例）。

　　 平 均 發 病 年 齡 為

53.3±15.6 歲。在修煉法輪功

之前，65 例曾經接受過醫院的

抗癌治療，結果失敗；74 例

在醫院確診後，未採取抗癌治

療；13 例在接受醫院治療的同

時修煉法輪功。法輪功修煉時

間為 53.1±58.9 月。

　　 截 至 案 例 報 告 日，149

例患者仍然健康存活。與預

測 存 活 期（5.1±2.7 月 ） 相

比，實際存活期顯著延長到

56.0±60.1 月（P <0.0001）。

臨 床 預 測 存 活 期（5.1±2.0

月）與 SEER 數據庫生存期

（5.2±3.2 月）接近，這表明臨

床預測存活期與這些案例報告

的可靠性。症狀改善的見效時

間為 1.3±1.7 月。

　　 有 147 例（96.7%） 症 狀

完全消失，其中 60 例的報告經

過主治醫生的確認。症狀完全

消失的時間為 3.6±3.3 月，無

症狀生存期為 52.7±61.1 月。

法輪功修煉後生活質量改善顯

著（各 項 P 值 <0.0001）。 多

因素分析表明法輪功修煉時間

是實際存活期和無症狀生存期

的主要預測因子。

　　報告研究結論：我們觀察

到，法輪功修煉可以幫助終末

期癌症患者，顯著延長存活時

間及改善症狀。

 

對臺灣法輪功學員 
的健康調查報告

　　二零二一年年初，美國

雜誌《健康行為與政策評論》

（Health Behavior and Policy 

Review）發表題為《臺灣法輪

功學員的醫療使用及健康感

知》的研究報告。

　　調查采國際泛用的「健康

調查簡表」，對逾千名受訪者

進行身體與精神變化評估，調

查內容包括修煉前後的醫療使

用量變化、罹患慢性疾病狀況

的變化、吸煙與酗酒等不良生

活習慣的變化等。

　　據研究結果顯示，在「身

體健康」和「精神健康」等 8

項指標的平均分數上，法輪功

學員除了「身體功能」和「社

會功能」兩項分數與一般民眾

沒有顯著差別外，其餘六項指

標的平均分數均明顯高於一般

民眾。

　　此外，在「身體健康狀

態」和「因情緒問題所引起的

角色限制」項目上，更大幅優

於一般民眾。不僅如此，65 歲

以上的高齡法輪功學員，八項

身心健康指標全部明顯高於一

般民眾。

　　研究報告也針對法輪功學

員「修煉前」罹患臺灣的十大

致死慢性疾病，包括：心臟

病、糖尿病、肺部疾病和高血

壓進行調查，在修煉之後，有

70% 至 89% 已得到改善或治

癒。此外，研究也發現，若對

於法輪功書籍《轉法輪》的研讀

次數越多，煉功健身的效果會

更好，但如果只是煉動作而不

修心性的話，健康的進步也有

限。

　　

結語

　　本文列舉了從一九九八年

至二零二一年，這 23 年來，

從政府機構到學者，以及學術

機構，對於法輪功修煉者的部

分研究成果，雖然研究方式、

調查對像各有不同，但是無論

是對於微觀細胞的觀察，還是

宏觀人群的普調，都可以看到

法輪功對於袪病健身、淨化身

心的「超常」作用，獲得了公

允而客觀的評價。

　　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對

於疾病成因，從環境因素、生

理因素，再到精神因素，病理

研究發現精神作用往往起著決

定性作用。法輪功修煉的一個

突出特點，是要求修煉者把提

高思想境界放在首位，要求修

煉者在工作、生活中嚴格按照

真、善、忍為準則，從提高人

的思想品德上真正改善人的精

神狀態，從而使身體達到理想

的健康狀態。

　　正如西諺所說，時間遮蓋

一切，也顯現一切。自法輪大

法明慧網一九九九年創辦以

來，至今已有八千多天，在每

一天，都至少有一名或數名修

煉者交流他們戰勝絕症的心得

與體會，以及那些雖然未修

煉，但是受益於法輪功而發表

感恩的人，由於互聯網的制約

等種種因素，實際受益者更多。

　　正是這二十餘年來，法輪

功修煉者一點一滴匯聚起來的

真實事跡，默默地打動與幫助

了無數人。

　　至今，法輪功的主要著作

《轉法輪》已翻譯成四十多種語

言，洪傳一百多個國家，對於

有志於探索生命科學，解開生

命奧祕的追求者來說，了解法

輪功，閱讀《轉法輪》，會給

您帶來一次意想不到的人生之

旅。（全文完）　

走入修煉 走出病痛

祛病健身

	�文 : 黑龍江大法弟子

　　我在修煉大法之前，患有

嚴重的失眠症，產後風，手腳

冰涼症，胃寒和痤瘡等。尋醫

問藥數年也不見好轉。我於

一九九七年六月走入大法修

煉。不久，這些醫學上比較棘

手的病症，都神奇般消失了。

 

十六年的失眠症消失

　　一九八一年，我從家鄉考

到異地上學，學校坐落在市

郊。由於水土不服，加上住宿

樓的洗手間是整日定時沖水，

聲音很大。

　　夜深人靜的時候，沖水的

聲音就更為明顯，讓人躺在床

上無法入睡。失眠就是從那時

開始的，有過失眠經歷的人都

知道那種痛苦。

　　記得我第一次去煉功點學

法，坐那兒就覺得全身發熱，

從體內向外有一種推力往外推

東西一樣，非常舒服的感覺。

晚上回到家洗漱完，上床後不

知不覺就睡著了。一覺醒來已

是早上四點多，感覺頭腦清

晰，一身的輕鬆，從未有過的

舒服感！這是十六年以來第一

次一覺睡到天亮啊，真是太神

奇了！

　　從此以後，每天都是躺下

很快就能入睡，沒有了以往入

睡難、易醒、多夢的狀態。

　　有一天晚上，電閃雷鳴，

大雨傾盆而下，我卻全然不

知。第二天早晨先生問我：「昨

晚又打雷又下雨，你聽見了

嗎？」我說：「沒有啊。」震耳

欲聾的雷聲和瓢潑的雨聲都沒

有把我震醒，你說神奇不？失

眠症從此離我而去！

手腳不再冰涼

　　我從小就手腳冰涼，冬天

凍得就像冰棍似的，夏天又像

火烤的一樣，一層一層的蛻

皮，手腳沒有光滑的時候。

　　從立秋到來年的五月份，

這是我最難熬的一段時間，胃

裡就像裝了個冰疙瘩似的，喝

熱水都不覺得暖和，吃點東西

就脹氣，胃寒也折磨了我好多

年。

　　在坐月子期間，沒做好防

護，後背受了風，年輕又不懂

是咋回事，結果後背就像背了

個石板似的，感覺很壓抑，整

個身體像個麻袋一樣，風一吹

就透，那個滋味！尋醫問藥也

無濟於事。

　　修煉大法後，這些毛病沒

用打針吃藥，不知不覺就好

了。大法就這麼超常！

凹凸不平的臉平滑了

　　再說痤瘡，也就是常說的

長痘痘。這個毛病險些讓我走

上絕路。早已過了青春期的

我，不知何故，滿臉長起了痘

痘，一茬未去一茬又起。消下

去的痘痘是個褐色的坑，新出

的是個紅色的包，又痛又癢，

巴掌大的一張臉凹凸不平，看

上去像個篩子。膚色和秋天的

土豆皮一樣，走到哪兒那回頭

率高啊！人們投過來的目光，

讓你真想有個地縫鑽進去。

　　幾次想放棄生命，但看到

孩子還小，沒媽咋辦呢？只能

自己承受這一切。一個女人，

有這麼一張臉，那種心靈和肉

體的痛苦可想而知！

　　去看醫生，中西藥也吃了

不少，沒多大的改變。後來又

吃了好多傳銷產品，偏方也用

了不少，不但痘痘沒去，身體

變得相當虛弱，抖一下床單都

會出一身的虛汗。

　　從我去煉功點的那天開

始，臉上總感覺熱乎乎的，彷

彿每個汗毛孔都是從裡往外的

有一種推力往出推東西。臉上

的痘痘不痛不癢了，痘痕開始

變淺了，膚色也由暗黃變得有

光澤了。每天洗臉都有大量的

黑皮脫落，原來凹凸不平的臉

變得平滑且有光澤了，真是一

天一個樣。

　　不到一年的時間，臉上的

那些坑就基本長平了，什麼藥

都沒用，就使皮膚恢復如初，

這大法真是太超常了！

　　自從走入大法修煉，我的

身體越來越好，真正體會到了

無病一身輕的狀態，徹底走出

了病痛的折磨，感覺生活充滿

了陽光。

多國醫學調查證實法輪功的超常（下）

	�部 分 法 輪

功學員在紐

約中央公園

集體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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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慧玲（四川）

　　二零二一年四月份，一

位老人推著小木車賣葡萄，

十元一斤，我交給他二十元，

買一斤。他找我十四元，我

說，你多找了四元。他說，

你是個好人，別人要是錢找

多了，不吱聲就走了。

　　我告訴他，我是煉法輪

功的。師父告訴我們要處處

為別人著想，不是自己的東

西不能要。

父子明真相三退

　　我問：「你三退了嗎？就

是退出曾經入過的黨、團、

隊邪惡組織。」他說：「我入

過團、隊，我姓秦。」我說：

「我給你取名秦慶喜，記住你

這個吉祥的名字，退出黨、

團、隊，好嗎？」他高興地

說：「行，謝謝！」

　　我告訴他，法輪大法是

高德大法，是救度眾生的。

你看現在不只是中國，全世

界災難，疫情不斷擴散，希

望你誠念「法輪大法好，真

善忍好」，能逢凶化吉，受

益無窮，有個美好的未來，

生意也會好起來。

　　我送他一本《共產主義的

終極目的》、幾本真相期刊、

一個護身符。他說：「我家三

代六口人，你再給我幾個護

身符，每人一個。」

　　我說：「下次一定會給你

帶來，回去告訴你的家人，

都誠念『法輪大法好，真善

忍好』會保你家人度過劫難，

保平安！」

　　有一次去菜市場買菜，

又見到那輛賣水果的小木

車，主人不是那個老頭，是

個三十多歲的小伙子。我問

小伙子你貴姓？他說姓秦。

「哦，你是這個小車老人的兒

子？」「是的，今天父親有

事，我來了。」

　　他說：「阿姨，我父親拿

回去的書是你送的嗎？」我

說：「是的，那是真相資料，

了解真相得福報，法輪大法

是救命的法寶。你三退了嗎？

就是退出上學時入過的一切

邪惡組織黨、團、隊。」

　　他說：「戴過紅領巾，請

阿姨幫我退了吧，用真名，

父親拿回去的真相資料，我

都看明白了，我明白了過去

對法輪功有誤解，現在明白

了電視上演的天安門自焚是

假的。謝謝阿姨，我會做個

好 人， 信 真、 善、 忍 的 好

人。」

　　他還說，以後只要有真

相資料就給他，他都要看。

　　此後，我做真相幣的零

錢都是從他那換的，真相幣

他也用，他的生意越來越好。

　　二零二一年底，再一次

見到他，他喜笑顏開地說：

「阿姨，我們全家六口人都念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真

的得福報了。我還告訴我的

同學、朋友，我都叫他們誠

念法輪大法好。阿姨，我發

財了，買了車，你看，我今

天開的是汽車，年底買的，

拉一車水果，賣幾天。小木

車，從此拜拜了。」

　　小伙子心情激動，像個

小頑童，手舞足蹈地邊說邊

笑個不停。

善惡因果

	�文 : 善新 （黑龍江）

 

　　我是一名教師，在一所較

好的學校教主科課程。現在學

生補課成為常態，雖然我課堂

時間利用率較高，學生成績也

不錯。但是家長看人家孩子都

補課，怕自己家孩子落下，加

之怕孩子不好好利用時間學

壞，還是要求假期補課。

　　考慮到家長的難處，我就

給學生補課，正好也能儘自己

微薄之力，讓家長在我所教的

學科上少花點錢。

家長感慨：現在哪有

這麼好的老師

　　學生補五科課，再加上吃

住，得幾千元。多數家長靠打

工供養孩子，很不容易。有的

班主任組織學生補課，讓科任

老師自己收補課費。多數情況

下，我只收了夠租教室的錢。

　　有一次，一個班級三十多

個學生補課。班主任統一收

錢，補課結束後再分給科任老

師。

　　我就記下學生家長的電

話，拿到錢後，我再聯繫家

長，把一半的錢返給他們。家

長感慨：「現在哪有這麼好的

老師呀！」

　　有的家長發自肺腑地說：

「你咋這麼好呢？」

　　我告訴他們：「我是修煉

法輪大法的，不是我好，是法

輪大法好！」

　　有一個家長聽後表示，她

也要煉法輪大法。

公公：幾輩子積德 
攤上這麼個兒媳

　　公公有三個兒子，我丈夫

是老二。婆婆去世後，公公去

省城給老三看孩子。四年後，

孩子能離手了，公公就來我家

了。

　　親戚見面就說公公家裡的

事沒處理好，把房子、地、積

蓄都給了老大；給老三買樓交

首付，又給看孩子；到養老的

時候到老二家了。多年來，家

裡大小事情都是老二出錢出

力，這對老二也太不公平了。

　　聽了親戚的這些話，我笑

笑就過去了。

　　大法教我們與人為善，我

知道我應該做的就是：盡力對

老人好，給老人洗衣、洗澡、

理髮。老人吃的、穿的、用的

及時給買好。

　　老人有病了，我們盡量不

麻煩其他人，出錢出力，毫無

怨言。做飯按老人口味做，有

時我也吃公公的剩飯。公公時

常說，他虧欠我們的太多。我

勸他不要這樣想，是兒女就有

贍養老人的義務。

　　公公經常和親戚說，幾輩

子積德攤上這麼好的兒媳婦。

親戚們都說：「老二媳婦真是

個好人哪，一般人怎麼能不計

較，而且還能對公公這麼好

啊！」我告訴他們：「不是我

好，是法輪大法好！」

鄰居：煉法輪功的人

心眼兒可好了

　　我們樓道裡有個七十多歲

的大叔得了腦血栓，腿腳不靈

便，天天爬樓梯鍛練，經常尿

在樓道裡。

　　我就準備了一個專用的水

桶和拖布，看到樓道裡有尿，

不管哪層樓，我就及時全部擦

乾淨。直到一年後，大叔家買

了電梯樓搬走了。

　　有幾次我擦樓道上的尿液

時，被大叔家的阿姨看見了，

她就說感謝的話。我告訴她，

我修煉法輪功。她說：「我認

識的煉法輪功的人，心眼兒都

可好了。」

　　還有一次，樓道裡被喝醉

酒的人吐得無法行走，我帶上

抹布和塑膠袋清理了好一會

兒。過程中有個鄰居看見了，

她感慨地說：「姐，你咋這麼

好呢？」我還是那句話：「不是

我好，是法輪大法好！」她一

直點頭。

小販：煉法輪功的人

買菜從不抹零

　　有一次，有個小販推著三

輪車賣黃瓜，我拿了一個黃

瓜，另一個人也在買黃瓜，從

那邊挑到這邊，我就停下來了。

　　賣黃瓜的人就問我：「你

咋不挑了？」我說：「等一會

兒，讓她先挑。」我告訴小販，

我煉法輪功。

　　沒想到，小販睜大眼睛瞅

著我，興奮地說：「你們煉法

輪功的人買菜，啥時候都不抹

零（抹零：抹去整數之外的零

錢），知道我們做小買賣不容

易，你們真是好人啊！」

　　經歷二十五年的修煉，一

點一點、一步一步地踐行真、

善、忍，法輪大法使我從名利

執著中，疾病纏身中走出來，

成為一個身心健康，做事能為

他人著想的人。法輪大法福益

眾生！

好老師 好兒媳 好鄰居

	�文 : 大陸大法弟子

　　二零零五年冬天，我地一

位法輪功學員遭公安綁架，非

法關押在看守所。她的妹妹梅

（化名，沒有修煉法輪功）得

知姐姐要被判刑，就與母親一

起去找辦案法官。法官說：「法

輪功的案子，法官作不了主，

由六一零說了算。」

　　梅與母親又去找六一零主

任劉某，劉態度惡劣，母女倆

和他爭執起來。雙方聲音都很

大，一下子來了很多人圍觀。

　　劉某的住處臨街，人流量

大，很熱鬧。很多人問怎麼回

事？梅就向圍觀民眾講述她家

的遭遇：姐姐因為煉法輪功被

迫害，她因為阻止公安非法抄

姐姐的家而遭公安暴打，現在

法院還要給姐姐判刑。

　　圍觀的人聽後議論紛紛：

「煉法輪功的人又不做壞事，

這樣對待人家，太要不得了！

還要抓去坐牢，這是什麼世

道？欺負老實人！」

　　圍觀的人問梅：「和你吵

架的人是法官嗎？」梅說：「是

六一零主任。」圍觀的人問：

「六一零是什麼？六一零是幹

什麼的？」經梅解釋，圍觀的

人才知道在中國還有個專門迫

害法輪功的「六一零」機構。

　　在這過程中，劉某偷偷給

派出所打了電話，警察開著一

輛警車來了。

　　車上人都拿著警棍，下車

就要帶梅走。梅不上車，警察

硬把她往警車上拉。

　　梅的母親見狀，就把女兒

往車外拉，一個老人自然拉不

過一幫警察。圍觀的人見狀，

有人就來幫老人家，結果形成

了拔河的陣勢：警察是一邊，

梅的母親和圍觀的人是一邊。

　　梅在中間，像被拉鋸一

樣，一會兒被拽上車，一會兒

被拽下來，僵持不下。她的棉

襖被扯破了，袖子也被拽掉

了。梅後來說：「我當時就像

要被撕裂一樣。」

　　梅的母親見警察不放人，

想開車走，就跑到警車的車輪

前躺下。圍觀的人一邊幫忙拉

梅，一邊向警察講情，說好

話。警察有些猶豫，又見梅的

母親躺在車輪前，車不能開，

就放手了，梅才得以平安回家。

　　六一零頭目劉某見派出所

沒有抓走梅，還不死心。幾天

後，他就以區委領導的身分親

自跑到梅的單位，要求單位領

導開除梅。

　　單位領導了解情況後說：

「你當我這是公安局啊？我的

職工在單位各方面都表現良

好，我怎麼開除她！」劉某只

好悻悻地走了。

圍觀民眾抱不平 
和警察「拔河」搶人

	�繪畫：慶祝世界法輪大法日 。（中國大陸大法弟子）

賣水果父子：小木車 從此拜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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