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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国际医学伦理研究权威、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教

授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等三位医生 12 月 2 日在白宫“我们人

民”（We the People）网站上发起公开征集签名联署请愿活动，要求奥巴

马政府调查并公开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它囚犯器官的罪行。 

请愿活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卡普兰教授 12 月 5 日接受英文大纪元专

访时表示，这一请愿意义重大，希望人们可以帮助制止中共的杀人行径。 

以下是卡普兰教授与记者 

Matthew Robertson 的部份访谈内

容。 

记者： 美国向中国公开提出这

个问题，为什么是重要的？ 

卡普兰教授：这种压力会导致

改变。即便中共政府表示它愿意作

出改变，正如人们所说的，你也必

须保持压力，以确保承诺的兑现。

显然，这是杀人行为，明显是错误

的，违反了人权和基本伦理，我们

可以施加压力，使之成为美国对华

政策的一部份。 

在中国有一些人想要改变政

策，认为时机已经到来， 但现在我

们必须一直施压。这个请愿可以把

此问题变成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非

常重要。 

记者：你怎么看中共官员的承

诺？ 

卡普兰教授：我认为承诺是有

希望的，但是不够的。你必须拿出

真正的行动，设立方案让各器官移

植机构证明其器官来源是合法的 。

网站提供按需而取肝脏和其他器官

的移植旅游，必须把这些内容从网

上拿下来，如果是这样的承诺，才

是好的。 

我想，在中国有善意的人想要

做出改变，但现在重要的是持续施

压，以确保承诺得到真正的兑现。

你必须持续施压，因为这是错的，

是杀人取器官。 

记者：为什么在你的请愿书里

特别谴责了中共？ 

卡普兰教授：这是一个非常严

重的犯罪，绝对是糟糕到极点了。

我们不接受杀人来获取器官的做

法。医学伦理不允许你这样做，这

是一条基本原则。 

众所周知，那些良心犯并没有

犯罪，只是因为政府不喜欢他们的

意见，就被无辜杀害。这已经是很

糟糕的事情了。但是当人们最终发

现，中共政府在按需杀人索取器官，

杀害无辜的民众，就会觉得这简直

是令人发指。 

记者： 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太

可怕了，以至于有些人不敢相信那

是事实。碰到这种情况，你怎么跟

同行的人说？ 

卡普兰教授：必须向他们指出

来，并解释说，这些数字是不言而

喻的。如果他们正在做数千个器官

移植，我们知道－同时他们也承认

－不是死人器官的捐献，（所以）就

只能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 

你不会得到活人捐献的肝脏。

它（器官）不得不从即将被杀死的

人身上拿到。他们已经承认了。 

记者：美国国会最近有一个关

于这个主题的听证会，台湾议会推

出了相关的决议， 欧洲议会也将很

快举办听证会。你认为美国政府应

该带头向中国指出这个问题吗？ 

卡普兰教授：是的，我认为我 

们应该起带头作用。我们在医药和

移植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仅这

一点就可以为我们提供机会，利用

我们在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来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并确保承

诺得到落实。 

当然，我们应该与其他国家联

合起来，但我们有特殊的地位，因

为美国生物医学成就卓越。 

记者：有人认为，公开提出这

些问题将给美中关系在其他领域带

来麻烦，你怎么看？ 

卡普兰教授：我认为会有一些

风险，但对于这一做法（活摘器官）

的愤怒不允许人们在这里去权衡什

么。我认为你不能对杀人取器官的

行为保持沉默。这太令人发指了。

实在是错的离谱。它违反了所有的

人权条款，也违反了如何获得器官

的美国相关政策 。（制止这一做法）

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为怕弄僵双

方关系而不去提出意见 。 

此外，我认为在中国也有人想

改变这一政策，他们需要得到支持，

（外界的）发声可以给予他们支持。 

记者：你怎么看美国人签署白

宫请愿书的事？ 

卡普兰教授：我敦促他们参与

签名。我希望他们将它（白宫签名

网站）发送给他们的朋友和团体，

让其他人也参与，广泛传播。这是

一个重要的请愿书，人们可以有所

作为。他们会在网站上发消息说：

美国人发现了这个杀人取器官的做

法，他们不希望让它继续下去，他

们认为中国可以做的好一点，他们

认为（中国）必须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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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查中共活摘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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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提篮桥监狱正在施行着的罪恶 

目前三退人数目前三退人数目前三退人数目前三退人数：：：：1111 亿亿亿亿 2222973973973973 万万万万  

我是一个年轻人，了

解邪党真实面目后，知道

我的生命全部是生活在谎

言之中，我们所受到的教

育和从社会上所知道的一

切，全部是恶党编造出来

的。 在此声明退团，退队，

抛弃恶党，拥抱未来。（逆

小迷） 

坚决退出邪恶团、少！

不再与邪党为伍，坚决退

出邪恶团少，生命自作主。

（春华） 

按共产党现在的所做

所为来看，该组织已叛变

了祖国，叛变了人民，蜕

变成了极端腐朽的邪教恐

怖组织，为了响应地方政

府关于‘反邪防邪，人人

有责’的号召，我们声明

退出这个邪教组织的所有

党团队组织。（李财、许林） 

我在学校被强迫办了

团证，在这里我严正声明

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张

少鹏） 

 
透过页尾的动态网可

连至退党网站，或拨美国

热线 0018888928757，美国

传真 0013019162364，电邮

tuidang@epochtimes.com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是一所百年老监狱，为臭名昭著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下面是提篮桥监狱目前卑鄙

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常用手段。【【【【电警棍电击摧残】】】】：多名恶警用多根警棍同时电击一名法轮功学员，身体的各

个部位都是攻击目标，头皮、嘴唇、手心、脚心、背部、胸部无所顾忌，残忍至极！【【【【谎言灌输洗脑迫害】】】】：强

制逼迫法轮功学员看江氏集团恶毒攻击法轮功的录像。24小时包夹制迫害：三人一间牢房，恶警指使二名刑事

犯人渣看管法轮功学员，一天的任何活动都在严密监视强制之下，“不转化”就呆在 3.3平米的牢房内，白天坐

窄面的小矮凳，挨打、受饿、辱骂随时发生着，恶警支持人渣犯的所有恶行。【【【【绑死人床迫害】】】】：人成大字型，

手脚分别被绑在床上，严重的嘴被胶布封上。【【【【强迫劳动奴役迫害】】】】：邪党追求利润，监狱大量劳务加工，罪犯

超时劳动是家常便饭，用犯人中的口头禅：鸡叫到鬼叫！早晨天不明出工，晚上夜深回监房。恶警们强迫法轮

功学员劳动，强加奴役指标。不劳动则以“抗拒管教”为由施加电警棍电击的私刑。【【【【强制灌食中的迫害】】】】：灌

食中灌入不能入口高温烫粥、灌入非常咸的食物，甚至灌入不明药物给被迫害者造成伤害。 

欢迎突破封锁浏览法轮功资料 http://mcaf.ee/q7o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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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自由中国自由中国自由中国””””震撼华府震撼华府震撼华府震撼华府 人权界支持白宫征签人权界支持白宫征签人权界支持白宫征签人权界支持白宫征签】】】】12月 10日世界人权日，获奖

记录影片“自由中国”应邀在美国华府一场人权论坛上进行放映。与会的人权活

动家对于影片反映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严重程度感到震惊，并对白宫网

站上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联署表示支持。 

12月 10日下午，人权组织“为平等与自由负责”在美国华府国家记者俱乐

部举办一场人权论坛，并放映了获奖记录影片“自由中国”。 

巴基斯坦俾路支人权领袖 AhmarMustikhan说：“这部电影非常有启迪性。

我深深地被影片中的人物、以及中国民众为信仰自由进行的抗争所打动。” 

来自不同族裔的人权活动家在观看影片后，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残

酷迫害，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感到震惊。 

“为平等而联合”代表 Carolyn Cook说：“我真的感到非常震惊，对其暴

力和压制的程度，加之于这样和平并持如此美好愿望的民众。他们只是想改善身

心而已。” 

“为平等与自由负责”创办人 Jeffrey Imm表示：“我们看到令人恐怖的手

段，如同看到纳粹对待犹太人手段，而这是错误的。我们呼吁中国人民抵制对法

轮功的迫害。我们敦促停止迫害，找到他们心中的善良，显示出对中国民众尊严

的尊重。” 

美国“纽约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卡普兰（Arthur Caplan）等三位医生，

日前在白宫网站上发表一封请愿信，呼吁奥巴马总统调查和公开谴责中共活摘法

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参加论坛的人权活动人士均积极相应，并认为美国政府对

此应给予有力回应。“为平等与自由负责”创办人 Jeffrey Imm说：“美国政府

对此应给予强有力的回应，表示反对活摘器官，反对这样令全人类蒙羞的行为。

对此不应有任何疑问。我们与中国的贸易等关系应该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美前总统克林顿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意美前总统克林顿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意美前总统克林顿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意美前总统克林顿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意：：：：抱歉抱歉抱歉抱歉 你们受苦了你们受苦了你们受苦了你们受苦了】】】】近日，美国前

总统克林顿前往华盛顿 DC地区维吉尼亚的 Bristol，参加民主党的一个活动时听

到法轮功真相，克林顿对曾在中国受到迫害的两位华府法轮功学员说：“我感到

抱歉，你们受苦了！”活动吸引了两万多名民主党支持者，尽管已经是深夜，天

气寒冷，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据法轮功学员 Angela介绍，她先向克林顿介绍，

现场的另两位法轮功学员马春梅和于真洁在中国大陆受到中共迫害。克林顿很用

心在听到后说：“我感到抱歉！你们受苦了！” 

克林顿随后分别和马春梅、于真洁拥抱和握手。马春梅说，我告诉他，愿上

帝保佑你和美国，并给了他一朵小莲花。于真洁介绍说：我当时双手合十，他和

我拥抱，我又跟他说： Falun Dafa is go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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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学员大陆新学员大陆新学员大陆新学员：：：：法轮大法救了我法轮大法救了我法轮大法救了我法轮大法救了我    

是刚刚得法 6 个多月的新学

员。修炼前因身患多种疾病，常年

吃药（每个月药费二千多元）打针、

住院，不但老病没好，又添加新病

“脚痛风”，而且越来越重，不但精

神痛苦，而且经济负担加重，真是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曾有好心人

告诉我只有法轮功能救你，并给我

讲法轮功真相。可是我由于受共产

党多年的谎言欺骗，只相信共产党，

其它的什么也不相信。 

就在今年的 4月 17日我进过大

医院全面复查身体化验报告是： 肌

酐 883.0，尿酸 926.2（平时高血压

180-200），大夫诊断：尿毒症晚期，

马上住院透析治疗。（肌酐 700就应

该透析）。大夫说：透析只能缓解、

维持、不能治愈，最后人财两空。 

生死抉择生死抉择生死抉择生死抉择 

面对严重的病情，昂贵的医药

费，我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为

了活命我选择了修炼法轮功。既然

世界上有 100多个国家的人信法轮 

功，只有中国大陆不让信，而且那

么多人的疑难病症、医院判死刑的

重症病人，修炼法轮功后好的很多，

我还等死吗？相信法轮功吧。 

奇迹就在我身上出现了奇迹就在我身上出现了奇迹就在我身上出现了奇迹就在我身上出现了 

20多年的病体仅仅几天功夫，

一分钱未花感觉一身轻，舒服极了，

能吃能睡，炼功刚开始是痛哭，后

来每天都在笑，就是高兴，仅一个

多月的时间我长了 15斤，不敢相信

是真的，以为磅秤不准了呢。 

是神功救了我的命，我做梦都

没敢想，不吃药、不打针、不住院、

不忌口病全好了？在过去我是绝不

信的，现在在亲身经历面前我无法

不相信了。我彻底明白法轮功是超

常的科学，无神论是错的。 

用我身体巨大变化证实法用我身体巨大变化证实法用我身体巨大变化证实法用我身体巨大变化证实法 

在 5 月 6 日我参加婚礼，当时

我气色不好。一个月后我同姐姐、

妹妹去这亲戚家串门，他们都惊讶

了，简直判若两人，什么灵丹妙药

好的这么快？我告诉他们我炼法轮 

功了。他们全家人全信了。 

接着我们又去哥哥家。去年我

去他家时病的很重，哥嫂对我的身

体很担心。这次去他那一见面就问

你病好了？真没想到好的这么快，

告诉他们我炼法轮功好的。我回家

的第二天哥哥来电话说：你嫂子看

你身体变化坚信无疑，开始修炼法

轮功了。 

我妹妹远道而来照顾我，看到

我身体变化也同我一块修炼了。妹

妹在女儿家住，外甥女经常来电话

问舅舅的身体情况，如实告知，外

甥女觉得这功太神奇了，她们全家

也要得这个法。 

写此文目地，让更多的人早日

明白真相，早得救，不要再相信共

产党一言堂谎言欺骗。 

恶党谎言是毒瘤 

迷住众生苦无头 

洪扬大法救众生 

明白真相能得救 

(作者：大陆新学员) 

 

法轮功简介 

法轮功是 1992年由李洪志先

生在长春所传出的佛家修炼大

法。法轮功是完整的一套性命

双修的法门，以宇宙最高特性

真、善、忍为修炼原则。强调

心性修炼，修炼人从好人做起，

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

个人心性的提高，还包含五套

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

功不收分文，义务教功，一切

活动都是公开且免费。所有法

轮大法书籍和影像资料，都可

以免费从互联网下载、复制。

法轮功修炼不重形式，学炼者

想学就学，不想学就走，没有

名册、会员，自由来去。 

真正炼法轮功的人，就要努力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

一个好人。我以前是一个比较争强好胜的人，家里大小事都是我说了算。

丈夫和孩子们都很怕我，家人整天都提心吊胆地相处，婆媳关系紧张。在

当时我根本都认识不到自己错在哪里。修大法后，我逐渐用大法的标准归

正自己的行为，如今家庭和睦，婆媳关系融洽。从儿媳妇抵制“610”（中

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说的一番话中，可见一斑。我们当地的派

出所、街道办、“610”经常到我家来骚扰。有一次我儿媳妇接待了他们，

“610”让我儿媳妇劝劝婆婆别炼了，儿媳妇告诉“610”的人：“我以前

最怕婆婆，只要看到她心情不好，我就担心，哪里又不称婆婆心了。”婆

婆发脾气是家常便饭，脸色说变就变。我感觉和婆婆在一起生活太累。但

是婆婆学了法轮功以后，变得越来越好，我经常下班回来，饭也给我们做

好了，任劳任怨，很少发脾气，明显性格改变好了，觉得她很善良，也有

一定的忍受力。我是真正的法轮功的受益者，不再受婆婆的气了，还感到

了婆婆的母爱。我不会劝婆婆不炼法轮功。我支持她炼。” 

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曾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患有严重的肾病。

如果不是学大法，也许我已不在人世了。当时医生说，如果我的病情再发

展下去，就要换肾了。在我修炼大法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

样，无病一身轻。我和我周围有多少修炼者，都亲身见证大法的殊胜。 

 

家庭和睦 儿媳抵制无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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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市国保恶警王广平暴毙说起从广州市国保恶警王广平暴毙说起从广州市国保恶警王广平暴毙说起从广州市国保恶警王广平暴毙说起 

王广平，原广东广州市国保支

队副队长，一个迫害善良公民的打

手，于 2010年 6月 10日突然暴毙。 

根据中共的公开宣传：王广平

于 1998 年底任海珠分局政保科科

长，自 1999年 4月 25日开始积极

迫害法轮功，绑架法轮功学员 86

人，非法拦截为法轮功上访的法轮

功学员 23人，其的犯罪业绩，使他

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升官发财。 

2001-2006年间，王广平迅速升

任广州市公安局 610 办副主任，积

极在全市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进行

大量的迫害，在他的组织指挥下，

在全市范围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

迫害 3310 人次，非法审讯 2173 人

次，非法治安拘留 660 人次，非法

刑事拘留 283人，非法取保候审 27

人，非法监视居住 16人，非法劳教

395人，非法逮捕 53人，非法判刑 

16 人，绑架公安部督捕对像 10 多

人，非法抢劫法轮功学员的财物一

大批、法轮功书籍和资料 120 多万

份，迫害了近百个真相资料点，把

许多法轮功学员硬是给立成重犯、

典型，办成要案、重案，加以疯狂

摧残，藉此“立功”。 

王广平一死，广州 610、政法

委、公安局等单位的有关首恶立即

将其热捧为英烈标兵，一石二鸟，

既鼓励国保警察继续迫害法轮功、

充当刽子手英烈，又把在广州迫害

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以一句“在他的

组织指挥下”推卸给王广平。迫害

法轮功，王广平也确是罪大恶极，

看来广州市公安局、政法委和 610

的有关首恶们自己也心知肚明。 

但是，广州市整套 610 系统、

公检法司系统有关的层层人员都参

与了对广州市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 

害，其中多少人因此而升官发财，

省级的不说，如易志勇、钟健平、

郭延武、朱穗生，哪个不是靠残害

法轮功学员、踩着尸堆往上爬？ 

13年来，广州有多少法轮功学

员被迫害的流离失所、摧残致死、

甚至被活摘器官。这些发生在羊城

的血债，难道能轻轻就一笔勾销、

一句“在他的组织指挥下”就抹掉？ 

王广平，以及那些先死一步的

国保 610 们，已去地狱受审受刑，

没有机会再面对人间法庭的审判。

但是，剩下的 610 恶徒，必遭清算

刑惩，此天理然。未遭报的不是可

以躲得过，而是因为有更大的报应

在后头。希望有关人员不要步王广

平之流的后尘，如果你不曾行恶，

请你保住善良，如果你曾经参与迫

害法轮功，也请你从此弃恶护善，

护卫良善者，天必佑之。 

大法是超常的。大法弟子耳闻目睹的许多看似平

常的小事，而在常人看来，却是超常的，难以理解的。

下面就说说发生在大法弟子 F君身边的两桩小事。 

F君在一家养老院上班。养老院有一位中年男子，

姓顾。得尿毒症多年，双眼也失明了。他每个星期要

去医院做血透 3次。F君偶尔也护送过他上医院。F君

见他身上皮包骨的，好几次在做血透时，还差点就晕

过去了。就和他讲真相，做三退。并叫他诚念“法轮

大法好！”。 

过了一些时日，小顾的妹妹碰到 F 君，就问，我

哥哥也不知什么原因，身体越来越好了，体重达到 120

多斤，原来因为屁股没有肉，连凳子都没法坐。她知

道 F君是修炼的人，就问，你是不是给他做了什么啦？

F 君回答，就是帮他退出了团队，并叫他诚念“法轮

大法好”。 

小顾的妹妹。觉得这事难以理解，就到庙里找皈

依的师父，问个明白。她的师父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只是含糊的说，也许你哥哥与 F 君有缘吶。F 君告诉

她。是法轮大法的师父与全世界的人有缘吶，世上的

人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好，都能得到无边的福报。 

过了一些时候，小顾得了脑血栓了，很快又恢复 

正常了。这回，F 君也觉得奇怪了，一个正常人，得

了脑血栓都会留下后遗症的。这小顾身上，可没有一

点得过脑血栓的痕迹啊。 

中秋节期间，门卫要回老家给女儿操办婚事，F

君偶尔也去顶班。晚上，快关门了，一个瘦小的老太，

走了出来。F 君见她神智还清楚，就跟她讲真相，做

三退。这 老太，当即就答应退出少先队。F君又叫她

诚念“法轮大法好”，这老太一边念着，一边走着，走

了十几米远，就急切的走回来了。说，我怎么边念边

走，身体一下就变得轻松了呢？ 

第二天傍晚，那老太又来了。说，平时只能睡 2

个小时，昨晚睡了 5 个小时。见她脑子更理智了，就

叫她念 9 字真言。她念了几句，就叫了起来。啊，一

股热流从头顶下来了。这法轮大法是什么啊，这么神

奇！F君告诉她，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能不神奇吗？

她说，她前些年颈椎有病，开刀又不成功，造成行走

不便，连脸都变 形了。F 君告诉她，你诚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一切都会变好的。这老太说，

我要把这事告诉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来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F君告诉她，那你就功德无量了！ 

(作者：归真) 

 

神奇乎？平常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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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患不治之症的人终得身患不治之症的人终得身患不治之症的人终得身患不治之症的人终得““““仙药仙药仙药仙药”””” 

我修炼大法快 14年了，我从一

个身患不治之症的人成了一个健康

的人。在这 14年中，我确确实实体

悟到师父所说的都是真的。今天我

把在大法中受益的感受告诉大家。 

我 46 岁，自幼体弱多病。17

岁读高中时，经常感觉全身无力，

时常发烧，身体上经常有乌青块，

牙龈出血，流鼻血，头昏，脸色苍

白。去医院经骨髓穿刺检查，确诊

为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不治之症。 

我当时年龄小，不知道这种血

液病的严重性。当时住院治疗的时

候，结识了很多和我患相同的血液

病的病友，医生对我们说，你们的

免疫力很差，血小板低，如果出现

大出血，血就止不住，就会有生命

危险。陆陆续续的，病友们也都离

开了人世。当时我就有一个愿望：

我要等到世界上发明一种仙药，能

够让我一吃就好的药。 

就这样，我挣扎在死亡线上，

靠输血、吃激素药、偏方等各种中

药维持着生命，活的极其痛苦。 

直至 1998 年，我在一个月之

间，因天天低热，不能吃食物，吃

了就吐，肝区疼痛，身体急剧消瘦，

去医院检查，发现肝脏肿瘤，疑为

肝癌。就在这时候，家人已有修炼

大法的了，家人让我看《转法轮》

和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使我明

白了人为什么有病，病的来源。我

知道了，只有通过修炼才能改变自

己的人生道路，我常人的人生路已

经走到头了，现在我要走修炼的路，

无论是死是活都是这条路。我把吃

了十几年的药全部扔掉，决定随家

人去公园学炼法轮功。 

第二天早上四 4 点多，我来到

炼功点，大家开始炼功了，我坐在

旁边，听到炼功音乐以后，立刻感

到心里很舒服，并且感觉全身热乎

乎的。我就站起来，跟大家一起炼。 

这时辅导员就教我动作，我立刻感

到手指有热流，掌心发热，能量很

强。我真实的体会到法轮在我身体

的旋转，帮我调理身体。我就这样

走进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下面我回

顾一下在修炼过程中，大法在我身

上所体现出的种种神奇力量。 

1、在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时，师

父帮我清理身体，我一直上吐下泻，

每天拉肚七、八次，但是感觉身体

越来越轻松，胃口也好了，肝脏部

位也不痛了，也能正常的吃饭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法炼功，我能自

己走去公园炼功点炼功了（原来都

是坐机动三轮车去的）。 

2、我的月经能正常的来了，做

一个真正的女人了。在我 17岁患病

以后，因为我血小板很低，正常人

有八万左右，而我连一万的指标都

没有。所以一出血就止不住。医生

让我长期服用激素药，以阻止月经

的出血而流血不止。所以，在我患

病的十多年，一直都没有来过月经，

活的很痛苦。在我炼功两个月以后，

我的月经正常的来了，并且 5 天血

就止住了，一直到现在。过去因为

没有正常的月经，我的头发 20多岁

就白了，一直需要染发。现在我已

经不用染发了，白发也越来越少。

过去脸都是浮肿，苍白无血色，现

在白里透红，红光满面。 

3、在炼功以前，我的性格暴躁，

心胸狭窄，做事斤斤计较，经常为

了个人利益，跟别人去争、去吵，

不肯吃亏，所以谁也不敢惹我。看

了《转法轮》书后，我明白了自己

身体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坏

事做的太多，一直伤害别人，损德，

造业太多所致。我认识到修炼大法，

一定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

自己，改变自己自私自利的性格，

多为别人着想。原来我和丈夫的哥

哥、嫂嫂、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为了争房子，和他们天天吵骂，关

系非常恶化。炼功后，我主动把房

子让出来，搬到我父母给分配的公

房里去，并且主动承认自己过去对

他们的伤害，取得他们的谅解。告

诉他们，我现在修炼法轮大法了，

我们师父教导我们做好人，对家人、

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人。我要按照

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然后

孝敬公婆。婆婆瘫痪在床，我细心

的帮她擦洗干净，直到她去世。在

个人利益上，该我得的得，不该得

的不去争，多为别人着想。现在我

们全家都认同法轮大法好，都认为

是大法使我脱胎换骨，使我成为了

一个身心健康的人。 

4、2006年我在讲真相过程中，

碰到一位患有皮肤病（牛皮癣）和

忧郁症的中年妇女。她告诉我，自

己天天夜里睡不着觉，精神很差，

生活的非常痛苦。我就告诉她，自

己原来患有绝症，通过修炼法轮大

法后身心健康的事实。并且告诉她

大法真相。她很相信，并且非常认

同做好人、与人为善的道理。于是

我就送她一张大法护身符，告诉她，

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能够身心健康得福报。她很

感激的接受了。时隔多年后，有一

次在马路上遇见她，她激动的拉着

我的手说：“谢谢你！我天天在念你

教我的大法好口诀，现在皮肤病好

了很多，睡眠很好，精神也好，你

再给我一张护身符吧。这些年我天

天把护身符拿出来念，已经有点旧

了。”我听了也很为她高兴感动，告

诉她，是法轮大法救了她，请她谢

谢我的师父，并能做一个好人，她

高兴的接受了。 

通过学法修炼，我明白了法轮

大法是我一生等待的大法，我一直

苦苦等待的“仙药”原来就是师父

的救度众生的大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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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今教育本质的不同 

古代教育是君子之道。以奠定人的“仁、义、礼、

智、信”的精神内涵，和基本的辨别正邪、善恶及礼

仪为根本，造就的是以人文本的有正常人情感和理性

的群体，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造就有着高贵品质和志

向的正人君子之修身、齐家、平天下者。 

 正人君子之“正”是什么？一阴一阳谓之道，道

分阴阳，阴阳进一步演化为正邪与善恶等等相生相克

的万事万物的对立性，而“正”就是纯阳之物质及精

神之理性！君子就是以仁、义、礼、智、信为修身之

本，同化仁义道德的纯阳思想之人。 

古代社会以仁义为立国及个人修身之根本，强调

的是“克己”修心的，走的是自我完善的造就君子的

道路。所谓克己归仁、克己归真，克己而复礼，都是

强调个人物欲和私心杂念克制和节制的自我道德完善

和精神学识升华的实践，看事物首先是搞清楚事物的

阴阳特性之正邪与善恶，就像中医把药材的阴阳特性

分辨的清清楚楚才应用，把这个作为社会和国家的根

本。在这个基础上强调技能的学习，技能为副，精神

层面的升华为主，技能的提高是人精神升华的一个途

径：德艺双馨！ 

物质和精神的一统，文武之道和其它各行各业之

技艺和技能都贯彻其中，所以，中国人的技艺搞懂一

门就能治国安邦，奠定商朝的宰相伊尹就是一个把厨

道弄通的厨师，姜子牙、诸葛亮等都是道士，治国安

邦都是修道的一种途径，战国的一些乐师都能参政议

政，日本茶道也一样，壹理通而万理通。这些都与现

代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 

从小处而言：人好，家庭就和谐；家庭和谐，社

会就繁荣；社会繁荣国家就安定富强，体现着格物致

知而诚心正意为基础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精神本 

质。这是非常高明的学说：就像一台机器，质量取决

于每一个零件，每一个零件都是高质量的，这台机器

一定就是高质量的，社会也一样。  

中国古代教育的基础是明“义理”，进而知“仁心”，

无义者无仁，无仁者更不可能知什么叫“宽恕之道”

了，这都是在严格按照圣贤之道而实践，在“劳其筋

骨，苦其心志”的社会各个阶层及朝野各种环境中艰

苦的魔炼中，一步步而证悟得到的，没有任何捷径！

这不是夸夸其谈的学问和哲学，必须经过脚踏实地的

实践才能明白的“人道”而已。 

 所谓情义之理性，明理知耻而后进就是“义”的

表现了，义理是做人的基础，无勇者，无义！就一个

“义”字而言，多少人能做到？最简单的就是说真话，

这是“行义”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是说真

话得明白真理，辨得明正邪与善恶！这就是古代教育

的重点：把人当人来造就，把一切事物当成成就和完

善人道德的便利条件和因素！主次分明…… 

 而唯物主义主导的现代教育，把人对自我的认识

和精神上的自我完善之道德升华视为“唯心”而排斥，

把对物质表面的研究和应用作为重点，把分辨事物的

本质之阴阳特性的传统学说是为封建迷信，因为这些

用现代科学手段都发现不了，从而否认了万事万物本

质的正邪和善恶的特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立场，

造就的仅仅就是有奶便是娘的见利忘义之徒——这就

是民国和现代的知识分子真相！ 

 古代教育和现代教育的本质区别：古代教育是以

人为本，造就和完善的是人；现代教育是把人变成了

物质的奴隶，物欲失控没有节制，造就的是完全不懂

人为何物的机器和人畜不分的异类！ 

（作者：观心） 

小学生看小学生看小学生看小学生看《《《《龙文鞭影龙文鞭影龙文鞭影龙文鞭影》》》》 

（1）我最喜欢舜的故事，因为舜的后母、父亲和弟弟都想害他，但是他不但不怨恨父母和弟弟，反而孝

顺父母，慈爱弟弟。故事里我最喜欢的句子是“以孝悌之道使他们转为良善，不至于成为奸恶之人”，我学到如

果别人对自己不好，我也不能对他不好，如果我对他不好，我也会变成坏人，要将他们变善良才对。我也喜欢

窦禹钧的故事，他本来寿命不长，也没有小孩，但是他做了很多善事，改变他的一生，我学到要多做善事多积

德，可能不好的事可以变成好事。窦禹钧的心胸宽大，帮助很多家庭，我要学习他。老师上过的古书，我最喜

欢这一本。 

（2）我最喜欢的故事是“禹钧五桂”，我觉得窦禹钧很伟大，因为他们家明明很有钱，但是自己很俭朴，

把钱都拿来帮助别人。这篇故事让我学到自己用不到的东西就不要乱买，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没地方住、没饭

吃，所以我不能再浪费钱。（作者：台湾国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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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明帝弘传佛法 以文治国 

汉明帝刘庄是东汉开国皇帝汉

光武帝刘秀和皇后阴丽华的长子。

刘庄从小就机智聪颖，当他还是一

个十二岁的小孩时，就在历史上著

名的“度田事件”中，表现出过人

的资质。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统

一中国后，下令清查垦田亩数。地

方官员派人进京城呈报时，刘秀无

意中发现陈留官吏的文牍上写着：

“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

可问。” 

刘秀不解其意，责问陈留官吏

是怎么一回事，但陈留官吏不肯承

认，说是在长寿街上捡到的。刘秀

正要发怒，这时侍候在侧的刘庄解

释道：“这是郡里的官吏教他怎样核

查垦田数目。”刘秀还是不明白，十

二岁的刘庄解释说：“河南洛阳是京

城，陛下的很多大臣在这里居住；

而南阳是陛下的老家，住着很多皇

亲国戚。他们的田地和住宅，都会

超过国家的规定，不可为准。”刘秀

令虎贲将问陈留官吏是不是这么一

回事，那个官吏不得不承认了。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刘秀开始

对刘庄另眼相看，并且封他为太子。

为了加强对刘庄的教育，刘秀让刘

庄的舅舅阴识和阴兴二人，共同辅

导他学习。后来刘秀又任命当时的

儒学大师桓荣，教刘庄学习儒家经

典。刘庄天性聪明，加上名师教导，

到后来即皇位时，已是饱读诗书、

满腹经纶了。 

汉明帝刘庄即位后，便实施他

一系列的治国方略。首先他提倡举

荐贤才，严格选用官吏。他任命邓

禹为太傅、任命学识渊博并有谋略

的刘苍为骠骑将军，并鼓励官员向

朝廷举荐人才。 

明帝还对地方官吏进行考核，

成绩最优异的和最差的，都要上报 

朝廷。馆陶公主曾经向明帝替自己

的儿子，谋求郎官的官职，可是明

帝没有答应，只赏给了她一万钱，

说：“朗官是一县之长，如果用人不

当，会给当地百姓带来灾难的。” 

汉明帝还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

数的以文兴邦的杰出皇帝。他以文

治国：一方面大力弘扬儒家文化，

另一方面积极引入佛教。他身体力

行，推动儒学的发展和佛教的传播，

把秦汉以来的文化事业，推向了高

峰。 

为了弘扬儒家文化，明帝开创

了帝王尊师重教的先风，第一次举

行养老礼。明帝当太子时，曾向桓

荣学习《尚书》。等到登上帝位，他

仍然以师生之礼，尊奉桓荣，像当

初作学生一样的对桓荣恭敬有礼。

桓荣去世后，明帝亲自穿上丧服，

吊唁送葬，在首山南麓，赐给桓荣

一块墓地。还让桓荣的儿子，继承

父亲的爵位，以此来敬谢师恩。 

汉明帝还亲自前往鲁城，拜访

孔子故居。并亲自登上讲堂，为大

家阐说儒家经典。 

在明帝的积极倡导下，上自太

子、诸王、侯爵，下至高官的子弟、

功臣的子孙，都努力学习儒家经典。

明帝还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

马氏的儿子们，在南宫专门设立学

校，这些学生称为“四姓小学”。明

帝给他们安排讲解儒家《五经》的

老师，选拔学识渊博的老师授课。 

明帝时期，学习儒家经典的风

气盛行，即使是期门、羽林等禁卫

武官，也都通晓《孝经》章句的含

义。另外，匈奴听说汉明帝重视办

学，很受启迪，也纷纷派出贵族子

弟到汉朝学习。 

为了更好的教化百官与民众，

汉明帝还特别重视学习和传播佛教 

文化。他派使者前往西方天竺国， 

寻求佛教道义，运回了许多佛家经 

典，并带着沙门（精通佛家道义的 

人）来到中原，佛教从此传入了中

国。 

在对外关系上，汉明帝一方面 

派兵出征匈奴，另一方面派班超出

使西域，于是汉朝与西域中断了半

个多世纪的联系，得以重新恢复。 

此外，汉明帝还吸取西汉灭亡

的教训，严格限制外戚势力，规定

皇后妃子的娘家人都不得封侯参与

朝政。马皇后的兄弟，虎贲中郎将

马廖和黄门郎马防、马光三人，在 

明帝当政时，一直没有得到升迁。

尚书阎章精通过去的典章和制度，

早就应该担任要职，但明帝因他是

后宫妃子的亲属，竟不录用。明帝

为了表彰创立东汉中兴大业的功

臣，特意在南宫云台，画上了二十

八位将领的肖像，以作纪念。因马

援是皇后的父亲，虽然也是一大功

臣，但是却并没有列入其中。 

对待外戚犯法，明帝也从不徇

私枉法。明帝的姐夫梁松，同时也

是功臣梁统的儿子，因怨恨朝廷、

悬挂匿名书进行诽谤而被捕入狱，

汉明帝毫不留情地将他处以死刑。 

同样，阴太后的弟弟阴丰因杀

人犯法，虽然当时阴太后还健在，

但明帝也不徇私情，阴丰被处死。 

汉明帝还十分重视农业生产。

他任用王景治理黄河，直到东汉末

年黄河也没有决堤。另外他还免除

了徭役，让农民能专心地从事农业

生产，粮食连年丰收，百姓殷实富

裕，牛羊遍野，天下太平。 

明帝当政时期，选贤任能，政

治措施得当；轻徭薄赋，百姓安居

乐业；民族关系得到缓和，国家人

口迅速增长。（作者：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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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韵阿根廷全球首演 名流云集 

2012年 12月 13日晚，美国神

韵国际艺术团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

斯艾利斯著名的花旗歌剧院的首场

演出，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神韵全球

盛大演出之旅。 

当晚，演出吸引了这座有“南

美巴黎”之称的名城众多名流贵族

前来观看，他们中有著名的演员、

政府高级官员，铁矿业商和众多的

艺术家等等。当地一些媒体因当天

观众中名流众多而慕名前来采访。 

演出以从万王之王的创世到中

华文明的初始，从不同朝代的演绎

到当今的中国现实，现场观众不仅

享受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梦幻之旅，

也帮他们“找回了失落的传统价

值”。通过演出，他们获得了重要的

生命信息，境界升华。一位铁矿业

商表示，他带来了一行朋友前来观

看，这些朋友还会带更多的人来看

演出。 

著名演员著名演员著名演员著名演员：：：：令人难以置信的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中

国古典舞国古典舞国古典舞国古典舞 
安德烈‧坎贝尔（ Andrea 

Campbell）是阿根廷著名演员，她

同时涉足模特、记者、主持等多个

领域。 

坎贝尔对演出赞不绝口：“短短

的一台演出带领我们穿越中国五千

年的历史，从编舞、舞蹈技巧、音

乐和演唱各个方面，让观众感觉好

像是亲身经历一样，真是太棒了！” 

“晚会成功的传递了要传递给

观众的信息，这很感人！观众领悟

到演出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后的那种

感动和快乐。” 

“中国古典舞非常美，我认为

中国古典舞应该会对其他种类型舞

蹈也有启发作用。那些舞蹈演员跳

的真是太好了，令人难以置信。那

么强的可塑性。” 

坎贝尔最后表示：“我今天看到

的一场特别精彩的演出。演出所展 

现的一切我都很感兴趣，我会去了

解更多的中国文化，还有气功的信

息。” 

阿根廷著名表演艺术家阿根廷著名表演艺术家阿根廷著名表演艺术家阿根廷著名表演艺术家：：：：晚会晚会晚会晚会

传递重要信息传递重要信息传递重要信息传递重要信息 
安东尼奥‧格里莫（Antonio 

Grimau）先生是阿根廷著名的表演

艺术家，四次阿根廷马丁‧费耶罗

奖（阿根廷电视剧最高荣誉）得主。

Grimau演艺经历丰富，活跃在阿根

廷的电影界、电视界和话剧界，以

演反派人物着称。 

格里莫表示演出非常具有艺术

水准，演员精湛的舞蹈功底和技巧

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贯穿在每

一幕节目中，通过肢体语言传神地

表现出来。他说：“我还沉浸在演出

中。我觉得这场演出艺术水平很高，

布景绝妙，每个通过肢体语言表现

的典故都有深层的内涵，这一点非

常令人钦佩。” 

格里莫表示，这场演出传递给

观众非常重要而又庄严的讯息，所

传递的讯息在每一幕节目中都很明

确，并且传递的很透彻，在简单之

中让观众感受到深远的意义。他说：

“我知道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涵

深厚，其中有一种独特的情感。这

个演出真正能够触及到你的心灵，

因为每一个节目所要传递的信息都

是清楚的，简洁明了的，用最精准

的语言，包含了极为深层的内涵。” 

格里莫还说，演出的精彩程度

让他感受“有幸前来观看是一种殊

胜的荣耀，这是一场不能错过的演

出，一场伟大的演出”。 

律师律师律师律师：：：：晚会找回了失落的传统晚会找回了失落的传统晚会找回了失落的传统晚会找回了失落的传统

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文化价值 

律师行东主，知名律师阿道弗•

卡萨巴尔‧埃利亚先生（Adolfo 

Casabal Elia），已经看过好几次的神

韵演出了，他依然被演出“传递了

和平与正义”所感动。 

对整场演出，埃利亚的感受是：

“美妙极了，真的令我印象深刻。

尤其是整个舞蹈团队（透出的）纯

净，尤其是女舞蹈演员们，（神韵怀

有）巨大的谦恭，明显地（体现在）

所有动作的整齐划一中。真的非常

美好。我觉得他们每一次的演出都

很完美。我希望他们能多多来。” 

埃利亚先生表示，非常感佩信

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以和平的

方式抵制（中共当局的）迫害。他

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法轮大法

学员没有对受到可怕虐待的怨恨，

我认为这种反应的方式，是表明他

们是真正和平的人的最好方式。真

的非常棒，（神韵）以这样一个和平

的方式向我们介绍了这场迫害。” 

他表示演出给他带来：“那种精

神上的安宁，那种和平的感觉，像

（演出）表现的那样，是善的”。 

他感叹道：“晚会所展现的传统

文化价值，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又

丢失了很久的。”他说：“这是目前

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偏离这些价值

太远了。唯物主义侵入了我们（的

社会），使我们的生活远离这些价值

观。神韵重现了这些价值观，会让

我们变得非常好，精神很健康，我

觉得这真是一台精彩的演出。” 

市文化部官员市文化部官员市文化部官员市文化部官员：：：：感受到巨大的感受到巨大的感受到巨大的感受到巨大的

平和平和平和平和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文化

部官员法（Eduardo Fa）当晚携妻子

前来观看演出，法说：“演出的艺术

水准非常之高！这是世界级的演出，

应该在全球所有的地方演出！” 

法先生表示看完演出最大的收

获是感受到超常的平和。他说：“我

真实地感受到这巨大的平和，令我

全身心感到放松。” 

夫妻俩都强调强烈推荐这场演

出给其他人，他们也希望“神韵能

更多来（这里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