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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椎间
盘突出，
我的整
个左半
身都是
麻痹的。

经朋友介
绍修炼法轮功后，手有了
感觉，我越发勤奋，花更
多时间修炼法轮功，我才
发现法轮大法很不寻常。
从此，我再也没放下修炼，
感觉精力更充沛，思维更
清晰，也更有耐心。” 4月
18日，在纽约法轮功学员
纪念四•二五和平上访22周
年的集会上，在纽约从事
珠宝行业的菲利浦讲起他
感受到的神奇。法轮功学
员在活动现场演示五套功
法，吸引很多人驻足观看。
当得知法轮功对身体好，
能让人减轻压力，国际连
锁酒店投资人纳巴泰赫表
示，想介绍法轮功给他的
妈妈，自己也想尝试一下。

不同寻常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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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虽然身体疲惫却难以入睡，

周雯打开了手机里的助眠音乐。她还在

网上下单过一小时的“哄睡”语音服务。

精神压力导致很多人睡不好觉。去

年10月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了一组惊人

数字：中国成年人的失眠率高达38%，

三亿人有睡眠障碍，其中近1/3的人凌

晨一点后才能入睡。睡眠手环等助睡产

品随之兴起，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内

心的平静靠外在的东西是不可能找到的。

在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上班的尼

克（Nickolas Zifcak）经常晚上加班，

长期熬夜导致他睡眠出现

障碍，但自从修炼法轮功

后，健康状况恢复正常，

像他这样身心受益的例子

还有很多。

小女孩呼呼大睡
“我睡不着，我怎么也

睡不着啊。”10岁的瑞典

小姑娘梅尔娃总要折腾好

几个小时才能入睡，有时

半夜坐起来，这让妈妈伊娃·萨格弗斯

很揪心，女儿越晚入睡就变得越焦虑。

幸运的是，伊娃和丈夫修炼法轮功

很多年了。伊娃说：“有一天，我和先生

在公园里和大家一起炼功，梅尔娃也过

来和我们一起炼。回到家，已经到了睡

觉的时间，这时奇迹发生了，她一下子

就睡着了。我意识到，很显然，这是因

为她刚才炼了功。”以后，每天晚上睡觉

前，她都和女儿打坐一会儿，五个月下

来女儿很少失眠。看着孩子呼呼大睡，

伊娃非常开心。

台湾医生的感悟
行医21年的台大医院云林分院泌

尿科主任黄士维年轻时也曾被失眠困扰，

半夜醒来就很难入睡。

“尝试吃安眠药，咨询精神科同事，

也看了中医，仍然无法解决失眠的痛苦，

朋友建议我试试气功，我和母亲就去公

园找，刚好遇到母亲的一位朋友，向我

们推荐法轮功。她以前也是严重失眠，

早上起床就想晚上不知怎么入睡，修炼

法轮功后就好了。”黄士维回忆说：“我听

说后也要修炼。”

“记得那天晚上回家，看完三讲《转

法轮》 就睡着了。我用三天时间把书看

完，我知道这就是我要寻找的。修炼后

不仅失眠好了，心也放宽了，知道一切

顺其自然。按照‘真、善、忍’做人，

对病人也更耐心，更负责。”

修炼还让他开阔眼界，

认识到实证科学的局限性。

他说：“人们认为不符合科

学的就不相信，但当你亲

身去体验时，会发现那些

是真实存在的。”

被失眠困扰的人不妨

尝试心中诚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看看是否

也会像他们一样身心受益，

摆脱失眠的痛苦。

如何解决三亿人的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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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由心转，病由心造，
内心的平和才能从根本上

缓解精神压力。

     黄士维幸福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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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我自己也三次被捕。师父教我们

按‘真、善、忍’做个处处为他人着

想的好人，1998年南方闹大洪水，

我一次捐助两万块钱，我修炼前做不

到的。这样好的大法受到诽谤，我能

不出来说句公道话吗？”王金菊说。

她的妹妹王金香在劳教所被多次

注射毒药，腿脚深度溃烂，走路双腿

麻木，2011年9月含冤离世。姐姐

被非法判刑八年，酷暑中警察把她拉

到外面暴晒了40天。她的坚强令狱

警佩服，出狱时一个狱警说：“我们知

道你出去后还会是一只金凤凰。”

2004年，王金菊来到加拿大自

由的土地，她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

（退出中共党、团、队），揭露中共对

“真、善、忍”信仰的迫害。

2021年5月2日

     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秩序井然，
场面祥和，王金菊回忆起22年前这一幕就像昨天一样。

22年前的4月25日，逾万名法

轮功学员赴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为争

取自由修炼的合法权利而和平上访。

震惊中外的四·二五上访，被国际社

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

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后来

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歪曲成“有政治

图谋”的“围攻中南海”，作为迫害

法轮功的主要借口。

一家人不约而同地来了
法轮功学员王金菊一家

当年都参加了四·二五和平

上访。王金菊19岁被选入部

队篮球队，在篮球场上拼搏十几

年，从球员到教练，获奖无数，但强

烈运动给她身体埋下隐患。1996年

的一天她突然瘫痪了！“亲友们抬着

我找遍名医，却始终得不到治愈。我

无助地躺在床上。人生得意，一旦失

去了健康，真是一无所有呀。”王金

菊说。

一天王金菊的朋友送给她一本

《转法轮》，告诉她很多患严重疾病、

绝症的人修炼后都好了。“这消息给

我带来重生的希望。一口气读完《转

法轮》，感到书中讲的句句是真理，

把我所有人生的疑惑全解开了，我决

定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奇迹出现

了，王金菊站起来了！大家族的亲朋

好友们亲眼目睹了她神奇的变化，兄

弟姐妹八人都相继开始修炼。

1999年4月11日，中科院院士

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科

技博览》杂志上发表诬蔑、诽谤法轮

功的文章。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

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法轮功

实情，天津市公安局动用300多名防

暴警察殴打驱散法轮功学员，并抓捕

45人。听说天津情况后，王金菊家

族中的法轮功学员不约而同到国务院

信访办向政府反映情况。

“我瘫痪了，是法轮功让我重新

站了起来。我能不去说句公道话吗？”

王金菊说：“现场来了不少人，大家都

安静地站在路旁，有的在看书，有的

在炼功，秩序井然，没有喧哗，没有

阻塞交通。中午吃完东西，有些学员

就主动拿着袋子收拾垃圾，穿着制服

的警察悠闲地和学员搭话、聊天，那

种安静祥和的场面令人感动。”

时任总理朱镕基出面，责成信访

办负责人接待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学

员提出三点诉求：释放被抓的天津法

轮功学员；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

修炼环境；允许公开出版法轮功书

籍。晚上九点学员们得知天津学员被

释放，大家静静离开，地上干净得一

个纸片也没有。

迫害中的坚守
和平上访圆满结

束，正当大家以为又

可以安静祥和地修炼

时，江泽民在1999

年7月20日发动了对

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我好多亲人因此被

参加四·二五和平上访的一家人
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坚守，是在捍卫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最核心的价值与精神。

     今年4月25日，美国华盛顿DC法轮功学员纪念四·二五
和平上访22周年，呼吁停止迫害，得到政要及民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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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领袖为何抛弃中共？
每逢“五四”中共都要弘扬“五四

精神”，鼓励青年学生爱国爱党，强

调跟党走，却不敢提民主与科学。其

实，“五四”运动完全没有爱党的内涵。

1919年，青年学生高喊“外争主权，

内除国贼”游行示威，反对北洋政府

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让日本占领

山东，这与爱党毫无关系。

而当年的“五四”领袖、此后成

为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张国焘日后

却看透中共和共产主义本质，最终抛

弃中共。

   张国焘：
 从先驱到叛徒

  1919年，不

到22岁的张国焘

成为“五四”

运动的学

生 领 袖，

他在北京

大学深受

李大钊的

共产主义思想和陈独秀创办的《新青

年》影响，成为主张革命救国的急进

青年。

“五四”当天，学生做出火烧赵

家楼、殴打外交官员、驻日公使等暴

力举动。但未起实质作用，最终拿回

山东还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

“五四”运动大背景是陈独秀等

人发起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将西

方民主科学引进中国，同时严厉批评

孔子的儒家思想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

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其结果

是破坏了“仁义礼智信”的中国传统。

“五四”运动后，一大部分人继

续提倡民主与科学，主张实业救国、

科学救国，温和渐进地改变中国；一

部分人转而鼓吹暴力革命，传播马克

思主义。

张国焘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

《我的回忆》中说，1920年7月底，

陈独秀与他谈起创建中国共产党，认

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

中国非走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夺取政

权的道路不可。但实际上马克思主

义在他脑中还是一个“空洞的想法”，

实际了解并不多。

回想当年的无知，他在回忆录中

说：“这一切确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开

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会怎样。

那位充当中共产妇的陈独秀先生当时

绝没有想到，后来会被他的莫斯科同

志们和他的一些门徒们把他当作共产

主义的罪人，甚至斥之为托匪、汉奸

和日本间谍。那位老成持重表示赞成

我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蔡元培先生也

绝没料到，他自己竟会在1927年转

到反共的立场上去，而我这个热衷于

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中共发起人之一，

又曾披荆斩棘地卖了18年苦力的人，

当时也决没有想到竟会被迫舍弃这个

后来变了质的中国共产党。”

其实，不是中共变质，共产主义

的本质从来都是邪恶的，只是他开始

没发现而已。1921年他第一次踏入

苏联，2000万人的饥荒和民众对苏

共的不满让他深感迷茫。作为中共高

层，他认为南昌暴动、秋收起义以及

建立苏维埃政权都是失败的，都走向

“权力观念、计谋、恐怖和残忍”。

张国焘

说：“从王明

的表示中我

清楚知道莫

斯科和延安

一样的黑暗，

斯大林清算

的魔爪和毛

泽东阴险的

毒手，都会向我飞舞，时机紧迫，乃

决定脱离中共，离开延安。”

1938年张国焘离开延安，脱离

中共，并发表《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批评中共不抗日，毛泽东不以国家民

族为重，“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

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

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

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

陈独秀：
狱中反思

陈独秀这

位中国共产党

的创建者及

首任总书

记，早在

1927年

就因为对

共产国际

不满而被

共产国际解职，又被中共打成了“右

倾机会主义”。1929年，陈独秀因为

反对中共“武装保卫苏联”而被中共

开除党籍。

1932年陈独秀被捕，狱中他阅

读了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古籍、

孔子、道家学说等，认识到英美的民

主主义才是正确道路，从而放弃了共

产主义，反对苏联和斯大林的独裁，

支持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他在《陈

独秀的最后见解》中说：“‘无产阶级

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

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

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

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陈独秀晚年尽管生活窘困，却拒

绝再次加入中共，1942年在四川农

村去世。他的小女儿陈子美在文革中

不堪折磨，年近60的她让儿子把她

绑在五个汽油桶上，护着她漂泊10

个小时偷渡到香

港。如果陈独秀

知道中共篡政后

的更多恶行，是

否会更加悔恨当

初建党呢？

      晚年张国焘

     陈独秀

莫斯科和延安一
样黑暗，斯大林
的魔爪和毛泽东
阴险的毒手都会
向我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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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看了江峰时刻这个节

目，看到各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我才

有了颠覆性的认识，才明白这70年

的记忆是被灌输的，之前的历史一片

空白。当我知道真相后，原本的历史

人物逐渐鲜活起来，遗失的中国人的

信仰也能慢慢感觉到了，心里找到了

某块缺失的碎片，让我知道真正的中

国可不是才70岁。”一位在海外的留

学生被真相所震惊，因新疆棉花问题

被推到风口浪尖的许秀中也有着同样

的经历。

许秀中曾是标准的好学生，成绩

优秀，当过班长，2012年考上中国

传媒大学，后申请到澳大利亚墨尔本

大学学习。那时她还是一名铁杆小粉

红，甚至把中共红旗的五颗星纹到了

脚踝上。

在海外她第一次看“六四”天安

门纪录片时，虽感悲愤却仍不愿相信

残酷的事实。在墨尔本大学，作为班

上唯一的中国学生，她觉得自己有责

任为中共辩护。许秀中说：“我与同学

辩论，与教授辩论，还和男朋友争论。

我向他们解释，一些所谓的侵犯人权

的行为是合理的，因为你要管理一个

2021年5月2日

从小粉红到
勇揭人权真相

很大的国家，不能对谁都好。”

为了完成一项作业，许秀中采访

了因发表西藏、“六四”等言论被中

共抓捕的吴乐宝。他在狱中被迫每天

连续劳动14个小时并遭到虐待，回

家后又受到一年多的软禁，后逃到澳

洲，但因精神受创被诊断患有心理健

康疾病。

采访前，许秀中认为吴乐宝是一

个骗子，采访的目的是“写文章揭露

他”。然而，吴乐宝的经历改变了她，

“我被他的故事深深打

动了，这使我重新思考

自己之前的很多立场。”

2017年以来她为

西方媒体撰写新疆人

权的报导。去年3月，

30多岁的朱先生是80后，回

想当初在香港看到法轮功学员打出的

“爱国不等于爱党”条幅时，内心深

感震撼。他说：“我曾经是同学公认的

‘愤青’，我很爱国呀，可一直不能接

受这个党。这让我思考。”

中共篡政只有70年，而中国有

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炎黄子孙有相同

的血脉，悠久的文化，这些都不随朝

25岁的许秀中作为澳大利亚战略政

策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撰写报告，曝光

了83个知名品牌卷入了中国奴工产

品供应链，2017年～ 2019年期间，

中共将8万新疆人送往中国各地的工

厂强迫劳动。一些外资品牌因此不再

采购新疆棉花。

而中共发动舆论攻势，煽动民族

情绪，抵制这些西方服装品牌。许秀

中在网上被辱骂为“叛国”“90后女

汉奸”“西方抵制新疆棉的始作俑者”，

在大陆的父亲也被警察

谈话。

但她表示，批评中

共并不是不爱国，中共

的打压只会让她彻底放

下自保念头，继续报导。

代政权更迭而改变。孙中山反对腐败

的满清政权，不正是因爱国救国吗？

爱因斯坦是德国人，反对希特勒的纳

粹政权，能说他不爱德国吗？显然，

国家和政权、政府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就像全世界反对“苏共”却不反对苏

联人民一样，现在世界上反对“中共”

而不是反对中国人民。中共故意将两

者混淆，利用民众爱国热情达到它的

目的，掩盖其邪恶本质。

在海外留学的苏威威曾在网上以

侮辱“六四”受难者及受迫害的法轮

功学员为乐，以为这是爱国。转变来

自他与父亲苏华新的一次视频对话。

“父亲无意中看到我电脑屏幕上抹黑

‘六四’学生、支持中共军队的留言，

他当即大怒并训斥了我。父亲是一家

进出口公司的经理，他向我说起创业

时遭到共产党大小官员的层层盘剥，

以及中共隐瞒疫情给他带来的巨额损

失。我才了解自己一直活在共产党精

心设计的骗局中！”苏威威说。

查阅资料后，他知道“六四”屠

杀确有其事，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大

法。明白真相后他和父亲都声明“三

退”，远离共产邪灵。

     许秀中
（右）举牌
呼吁中共
关闭新疆
再教育营

原来爱国
不等于爱党

我被他的故事深深
打动了，这使我重
新思考自己之前的
很多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