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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国政府从事科
研工作的安娜·斯基宾斯基
已经修炼大法23年。1997
年她在波士顿大学攻读化
学博士时一度找不到来世
的目的，甚至发展到吃不
下饭，睡不好觉。她到中
国城看中医时拿到一张法
轮功传单，按照传单上的
信息找到隔壁的哈佛大学，
十多个年轻人正在校园里
炼功，安娜也跟着他们做
起了动作，“顿时觉得有一
股祥和、纯净的能量通透
全身”。这让安娜感到好奇，
当她读完《转法轮》后豁
然开朗，“人生的意义远比
我们已知的要深远，人活
着不是为了简单地获取、
享受，而是通过修炼提高
心性，返本归真。”

找到人生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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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申请上哈佛时，我立志进入世

界银行、联合国等。大一我进入世界银

行实习时，我发现自己想做更多事，例

如当司法部长。”在越南长大的哈佛大学

法学院高材生阮黄庆 (Khanh)说。

“我渐渐陷入了一个无止尽的怪圈，

我爬得越高，越强迫自己爬得更高。我

给自己施加极端压力，我感到不幸福。

这样下去，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幸福。” 

大学期间，阮黄庆看了很多哲学和

宗教的书，读书越多，他越想探知生命

的意义。一次回家，外婆告诉他一个功法，

但他不太在意，只知道这是佛法，按照

“真、善、忍”原理修行。但后来他注意

到外婆变了，修炼后她已完全从偏头痛

中康复，晚上不再失眠，不

需要心脏药或关节药，还能

独自去看他，这让他很震惊。

后来，他去纽约为外

婆买了一本《转法轮》。“我

很好奇地打开书看看，然后

我在书店看了三个小时没有

休息。书中最令人着迷的一

点是，思想体系自始至终极

为连贯，其中的所有证据都

是非常合理的。我越读越明

白我以前所学或疑问的东西。”

他知道，越南部队和公安人员也经

常使用气功进行体能训练并产生一定的

效果，然而西方科学无法解释东方生命

科学的正面影响。他认为：“法轮功的法

理并不否认当前科学的内容，而是从更

广泛的参考系统中给出合理的答案，并

补充了现代科学尚未解释的内容。”

修炼之后，阮黄庆找到了快乐。他

说：“我们经常被名利、财富和控制权的

欲望所吞噬，为什么我始终担心并强迫

自己成为第一？当我总是想要比其他人

更强的时候，会产生争斗之心和嫉妒之

心，我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我真正地

快乐起来了，变得很平静，仿佛我肩膀

上的负担一下消失了，身体也变好了。”

他发现周围的法轮功学员都拥有高

学位，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和国

际律师。他们都表现出友好，平和，乐

于助人，而且非常谦虚。美国社区和知

识分子非常欢迎法轮功。作为法学院学

生，他明白：法律只能惩罚人，道德才

能拯救人的灵魂。法轮功带来了从根本

上提升人类道德的良方，那就是“真、善、

忍”。因此，美国人对法轮功表示敬意并

授予了许多荣誉证书，他们相信这个功

法能提升社会道德，并带来希望，他们

就是因此受益的人。

一些刚到美国的中国学生看到哈佛、

麻省理工大学这样的世界一流学府都有

法轮功社团，而且可以公开

介绍法轮功后很震惊，这与

他们在大陆受到的中共欺骗

完全不同。一个麻省理工学

院的学生聆听到“天安门自

焚伪火”等真相及中共邪恶

的历史后，感到做中共党员

是人生的耻辱，他以“缘德”

的名字退党，他说这个名字

表示与佛有缘，要做个有德

之士。

哈佛高材生缘归大法 
法轮功带来了从根本上提升人类道德的良方，那就是“真、善、忍”。

美国人对法轮功
表示敬意并授予
了许多荣誉证书，
他们相信这个功
法能提升社会道
德，并带来希望，
他们就是因此受
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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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真相 祝你平安

3月13日，在美国读书的16岁

中国女孩陈法缘在纽约的居所向媒体

发声，希望大陆公检法人员无条件释

放她的父母及其他被非法绑架的法轮

功学员。

去年10月27日～ 28日，身穿

便装的长沙市公安、派出所警察及小

区人员上百人，深夜破门入室，拿着

空白公章的文书非法绑架了二十多位

法轮功学员，连80岁的老人都要绑

走。这二十多位法轮功学员中有博士

生、高干、教师、律师等，都是有文

化有素质的修炼“真、善、忍”的好人，

其中就包括陈法缘在长沙的父母陈阳

和曹志敏。

陈法缘说：“警察已经监控爸爸

妈妈很长时间，不允许他们看《转法

轮》，但这本

书对父母太重

要了。爸爸中

学时就患有遗

传性哮喘，妈

妈很小的时候

就 患 有 青 光

眼，为治病找

过很多气功师也没用。但是，父母通

过学习《转法轮》，按‘真、善、忍’

修炼做人，身体就痊愈了。”她说，

1998年湖南爆发特大洪灾，

爸爸默默捐出数千

元，这是他几年的

积蓄，但他却不张扬，

事后才被人们渐渐知道。爸爸

在单位年年获奖状，“我为自己有

这样的爸爸而骄傲。”

生活在大法弟子的家庭，陈法缘

也身心受益。“修炼大法让我开智开

慧，学什么知识都比较快，我不会像

其他同学那样特别辛苦，但成绩就能

很好。有段时间我天天学法，体会到

大法要求无私无我的做人境界时，我

发现我很开心，每天都笑。遇到不愉

快的事，不再会有妒嫉的肮脏心理，

知道为别人的成绩而高兴，也能欣赏

他人的长处。”

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陈

法缘的父母去北京上访就曾被非法判

刑三四年，在监狱遭受酷刑折磨。她

弹奏了一曲《得度》，寄托对父母的

思念，也希望唤醒大陆公检法人员的

良知，不要再助纣为虐迫害好人。她

说：“我和父母都很幸运，尽管我们

三人天各一方，父母被迫害，但我们

是幸运的——我们都获得了大法的救

度，相信这些痛苦和崎岖都将过去，

大法会给我们带来光明。”

一曲《得度》   寄思念

2021年4月5日

中共将修炼“真、善、忍”的好

人送进监狱，而同样承传华夏文化的

台湾却邀请法轮功学员到监狱教功，

使受刑的人洗心革面、悔过向善。因

法轮功自1995年弘传台湾后，有益

于人民的身心健康，福国利民，得到

台湾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肯定。台湾

彰化青年监狱、宜兰三星监狱、台南

监狱、嘉义监狱等都陆续将法轮功纳

入教化课程，让受刑人员学法炼功。

台湾年已六旬的蔡忠华就是在监

狱了解到大法，人生发生了逆转。他

在黑社会打混，吸毒贩毒，走私毒品，

被判无期徒刑。2004年他在嘉义鹿

海峡两岸天壤之别

她弹奏了一曲《得度》，寄托
对父母的思念，也希望唤醒
大陆公检法人员的良知，不
要再助纣为虐迫害好人。

草监狱看到一起服刑的人在看《转法

轮》，对方告诉他炼功后精神、身体

会变好。他开始不相信，但炼功不到

一个月，头顶、小腹都感到有能量旋

转，这回他相信了，也明白了“宇宙

中有神存在。以前不相信有神，才敢

做坏事，做没有道德的事；如果相信

有神，打死都不敢去做。”

两年后蔡忠华终于获准假释出

狱，他在嘉义找到炼功点炼功。后来，

有人再叫他用不道德的方式赚钱，他

还反过来劝阻对方别干坏事。在监狱

的14年蔡忠华患上了多种疾病，修

炼后无病一身轻。他说：“这辈子什么

事情都做错，唯一做对的事情就是修

炼法轮功。” 

他的弟弟蔡忠民也因犯重罪被判

30多年刑期，假释后兄弟住在一起，

他看到弟弟每餐吃七八颗抗忧郁症的

药，便鼓励他一起修炼。一开始弟弟

不相信，蔡忠华说：“亲兄弟，没理由

骗你！”三个多月后，弟弟也跟着一

起炼。“没想到，不但不药而愈，现

在比我还精进！”蔡忠华兴奋地说。

陈法缘弹奏乐曲《得度》

孪生兄弟蔡忠华和蔡忠民在炼功

儿时的法缘与母亲



3明鉴

张昆仑曾是山东艺术学院雕塑系

主任，1986年他创作了一座30米高

的唐式雕像，当时是中国最高的雕像。

“我处于事业的巅峰，但我并没有满

足感。不管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出名，

这些都只有几十年。我的生活缺乏意

义。”1989年张昆仑到加拿大著名的

麦吉尔大学任教，成为加拿大公民。

1996年，他搬回中国并有机会接触

到了法轮功。“当时法轮功正在迅速

传播，几乎每个草坪和广场上，人们

都在和平地炼功……这是美妙的。”

身心折磨
1999年7月20日，中共党魁

江泽民以权代法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

酷迫害，叫嚣“三个月铲除法轮功”，

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

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

全国上下红色恐怖，劳教所、洗脑班

无处不有，20余年逾4638名法轮功

学员被迫害致死。

当时，张昆仑因告诉别人有一个

播放法轮大法真相的电台，希望人们

去收听，2000年7月他被非法拘留。

祝你平安

刚被抓进派出所时，几个警察把他放

倒在地，连打带电，腿被打伤，皮肤

电焦了。非常疼痛，还不准喊。警察

威胁说：“只要你一喊，就把电棍塞进

嘴里”。派出所所长还嚷嚷：“怎么整

都没关系，整死了，就说是畏罪自杀。” 

“每天24小时被一群‘警卫’监

视。无休止地遭受洗脑、欺骗、胁迫

和心理攻击。这种精神折磨甚至比肉

体折磨还要严重。他们把我送到山东

淄博的王村劳教所，那里因迫害法轮

功修炼者致死而臭名昭著。”

在大赦国际和加拿大政府的帮助

下，张昆仑于2001年1月10日提前

获释，并返回加拿大。重获自由的张

昆仑要通过艺术呼吁停止迫害，创作

揭露法轮功被迫害的作品。

2004年“真善忍”美展第一次

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展出，一些国

会议员前来参观，他们止不住地流

泪，并且说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

作品。至今美展已在50多个国家、

300多个城市展出上千次，在世界各

地受到褒奖。酷刑迫害下法轮功学员

对信仰的坚定震撼了许多人。

红墙裂纹
2004年11月15日，张昆仑和

其他几名加拿大居民在多伦多以反人

类罪、群体灭绝罪向安省高级法院起

诉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李

岚清五人。诉江案在全球范围赢得支

持，成为二战以来全球最大的国际人

权诉讼案。2014年2月10日西班牙

高法法官伊斯梅尔·莫雷诺以种族灭

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对江泽民发

出逮捕和监禁令。2015年中国大陆

逾20万法轮功学员向最高法院、最

高检察院实名起诉江泽民，并获得国

际支持。

2004年，张昆仑画了一幅油画

《红墙》，背景是两个巨大的汉字——

镇压。张昆仑说：“整个国家在中共

的统治下，就像一座大监狱。”但画

中的红墙已经出现诸多裂缝。张昆仑

说：“这象征着这个红色监狱摇摇欲

坠，象征着这个红色恐怖政权维持不

了多久了。当人们真正知道中共迫害

法轮功真相的时候，谁也不会再相信

它们，谁也不会再跟它们走的。” 

2021年4月5日

雕塑家张昆仑：红墙不再红
当人们真正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谁也不会再相信它，谁也不会再跟它走。

张昆仑和他的画作《红墙》

油画:《纯真的呼唤》作者:陈肖平 2016年初中国大陆的诉江展板



4 顺天 祝你平安

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同学是村支

书，一天支书突然来找学员，激动地

说：“当年你对我苦口婆心地劝退，我

被怕心挡住了，始终没退。这次去台

湾、香港旅游，我认真地听了法轮功

真相内容，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从前你跟我说的都是真话，是真的为

我好，真心要救我呀！今天就是请你

帮我用真名‘三退’！”

这是很多人出国旅游之后的感

受，因在国内被中共谎言蒙蔽多年，

自然在海外景点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后

内心无比震撼。

从2008年台湾对大陆游客开放

时起，台湾法轮功学员程曦就先后在

101大厦景点和国父纪念馆前拿着喇

叭向大陆游人讲真相。游客经常问的

一句话就是：“怎么没人管你们？” 程

曦回答：“哪个国家管好人？法轮功在

全世界都是合法的，弘传世界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都知道‘真、善、

忍’是好的，其实法轮功在中国也是

合法的，中共的镇压才是非法的。所

以你们要多听多了解才不会吃亏。”

从大陆来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周

月胜说：“2005年退党大潮刚刚开始

的时候，人们都很害怕。在一个躲在

卫生间里都不敢骂共产党的社会，忽

然有一群人站出来，按照神的旨意告

诉别人要退出邪恶的中共，对中国人

的冲击的确非常大。但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现在‘三退’（退出中共党、团、

队）在大陆接受度好多了。——不管

是体制内官员，还是企事业里面的人，

还是普通工薪阶层或是大爷大妈，很

多人都听说过‘三退’。”

他认为，中共就像一座“沙子垒

砌的大厦”，当“三退”人数达到今

天的3.7亿时，这个大厦随时都会崩

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三退”对

中国人来说就是一件最急迫的事情。

海外大纪元网站上经常有人用真

名“三退”，在景点也一样。台湾高

雄的法轮功学员康彩凤在景点见到一

位大陆游客，对方直说：“我叫王某某，

是党员。”康女士问：“您是要用真名

退吗？”对方回说：“是！”一边排着

队上旅游车，一边大声喊着他的名字。

下面是百姓眀真相后的真实感受。

“我要真名退党！”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政厅景点，

一位游客说，他看到中共活摘法轮功

学员器官后流泪了。法轮功学员要帮

他用化名退党，他说：“不，我叫张某

某，我要真名退党。”在英国剑桥国

王学院门前，一位访问学者用真名退

党后说：“因为你们法轮功太正了，共

产党容不下！”

九名高干退党
2015年在欧洲一旅游景点，来

了一群局级干部，其中还有一位是副

部级。法轮功学员递给他们分析周永

康落马的大纪元报纸，他们看得津津

有味。学员说：“你们比我更了解共

产党的底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中共正走向解体，现在谁不骂江泽

民，谁不骂中共？中共解体还有悬念

吗？”这帮老干部都叹气，最后九人

退党。

“我退，我退，我退”
在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高鸣

凤帮助上万人“三退”。一位男士对

她说：“我都知道，我全家都被共产党

迫害死了，上吊的上吊，枪毙的枪毙。

我们老百姓有什么罪，这样迫害我们，

我退，我退，我退。”然后热泪盈眶

地说：“你们要保重啊，你们是神派来

的天使，是我们中国人的希望。” 

“共产党太坏了！” 
一位来自北京的先生，在海外景

点接到法轮功资料，回宾馆看后很震

惊，明白了共产党为迫害法轮功制造

“天安门自焚”伪案，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贩卖。他打电话给法轮功学员：

“共产党太坏了！”并说家住“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后大院”，报上自己的身

份证号码、住址和姓名，要求退党。

2021年4月5日

海外归来
内心震撼

开拍

    央视自焚录像漏洞百出，王进东被烧得浑
身黢黑，两腿间的雪碧塑料瓶却翠绿如新。突
发事件却有大量近镜头特写，说明早有准备。

大陆游客在台湾自由广场了解到法轮功真相

    扫码
   “三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