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11月 11日下午﹐法輪功學

員王玉芝持加拿大特許簽證從阿拉

伯聯合酋長國抵達加拿大的西海岸

城市溫哥華。王玉芝﹐46歲﹐中國黑

龍江省哈爾濱市居民﹐曾經營計算

机商店。因修煉法輪功在中

國三度被抓。最後一次被關

押在哈爾濱万家勞教所﹐

在那裡遭酷刑致雙眼流血

流膿几近失明。 2002 年 5

月因身體狀況極度惡化而

被勞教所暫時釋放﹐把她

推給家人照顧﹐為避免進

一步遭受迫害﹐她設法於 6

月1日以探親身份來到阿聯

酋。但中領館脅迫阿聯酋計

划將王玉芝遣返回中國。隨

後加拿大政府出面將她營

救來加﹐成為從第三國營

救成功的首例。 
 

“我是幸運的...” 
 

 11月13日上午﹐被加國政府成

功營救來加的法輪功學員王玉芝﹐

在溫哥華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首

次向媒體公開披露她因修煉法輪功

而慘遭中共江氏集團迫害的事實真

相﹐並一再感謝加拿大政府和人

民﹐在她 困難的時刻﹐給與她莫

大支持和幫助。 

 王玉芝是於 10 月 31 日因在阿

聯酋當地机場給中國人講述法輪功

真相被中領館特務盯上﹐當地警察

在中領館誣陷和壓力下﹐拘捕了她

並欲將她遣返中國大陸。當時她的心

裡很難受﹐想到有家不能歸﹐有苦

無處訴﹐既使到了阿聯酋也未能避

免迫害入獄﹐又想她 14 歲的儿子

2001 年 8 月去加拿大﹐一年多來依

然孤住一處﹐遠隔千里不能相見﹐

與她獨自流离並無兩樣。這種極端的

痛苦將何時結束？ 

 在遭阿聯酋警方拘捕並申訴無

效後﹐王玉芝通過家人向加拿大法

輪功學員發出尋求幫助的請求。据此

次營救行動的負責人之一張照進介

紹﹐營救行動緊鑼密鼓。加拿大學員

是加東時間 11 月 1 日(周五)晚得到

的消息。加拿大法輪大法學會 2日立

即同加國政府官員聯系； 3 日准備

好所有資料﹐跟加國政府部長、加駐

阿聯酋使館和阿聯酋政府及當地警

察局聯系﹐同時寫信給加拿大的克

瑞強總理、外交部、以及移民部長

等﹐請求加國政府出面營救王；隨

後在 5 日(星期一)得到了阿聯酋政

府釋放王的消息。 

 但阿聯酋政府迫於中國方面壓

力﹐限她必須在 5 個工作日內离開

所在國。由於加拿大駐阿聯酋使館的

工作日是星期六至星期三﹐在星期

一獲釋的王玉芝必須在星期三前拿

到簽證﹐這意味著王玉芝若不能在

兩天內拿到加拿大簽證﹐仍將面臨

被遣返的命運。 

 唯一的辦法是取得特許簽證﹐

這種簽證每年獲得的人數極為有限。

加拿大法輪大法學會星期一立即與

外交部、移民部等有關政府部門聯

系﹐請求加拿大駐阿領事館緊急處

理此事﹐給王玉芝簽發簽證。王玉芝

6 日去領事館辦手續﹐7 日(星期三)

便得到了入境加拿大的特許簽證﹐

並於 11日下午抵達加拿大。 

 王玉芝在接受采訪時說：“一

切都象夢中一樣。在阿聯酋受拘捕的

几天中他們無數次的提審我﹐警察

局與領館也在采取各種辦法想要遣

送我回大陸。星期一(11月 5日)早晨

7點多鍾我還被阿聯酋獄中的管教圍

攻﹐9點多鍾警察局來人態度完全轉

變﹐讓我與家人通話﹐並於當天下

午將我釋放﹐當時我和家人高興得

抱頭而泣。” 
 

“信真善忍﹐努力做好

人﹐有什么錯？” 
 

 剛剛脫出虎口的王

玉芝著紫紅色套裝﹐看

上去精神很好。 

 王玉芝說﹐“我修

煉法輪功﹐ 信真善忍﹐

努力做好人﹐這有什么

錯？但我因修煉法輪功

在中國卻三度被抓﹐召

來無端迫害。”前兩次被

抓﹐她被刑訊逼供﹐

“我被毒打﹐臉打腫

了﹐胳膊、手都不能動﹐青一塊、紫

一塊﹐眼眶發黑。公安逼迫我寫‘不

進京保證’﹐我沒有寫﹐也沒有屈

服。關了 14天被放了出來。” 

 第三次被抓是在去年 7 月﹐她

先後被關在哈爾濱第二勞教所、哈爾

濱万家勞教所醫院。在那裡曾被毒

打﹐“他們用類似掃地竹條捆成的

粗棒抽打我的面部﹐我滿臉是血﹐

雙目流血流膿﹐我几近失明。”她曾

絕食抗議達 100 多天。絕食期間遭到

一天兩次的粗暴灌食。 

 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她流露出

難掩的痛苦﹐“醫生強行用鋼鉗子

撬我的牙再用膠

 澳洲 大的多元文化廣播

電台（SBS）2002 年 11月 12 日在

“气功與健康”專訪節目﹐訪問

了美國休士頓貝勒醫學研究院分

子免疫學教授--封莉莉。封教授

提出精神因素與健康是緊密相關

的。 
 

替代療法在美國流行 
 

 封教授提到﹐在美國目前

替代療法非常熱門﹐是因為 近

的一些西醫臨床試驗 90%都失敗

了﹐實驗結果表明﹐安慰劑治療

（如以糖丸取代藥物治療）的效果

總是超過藥物治療組。 

 封教授說： 近基因庫 

(genome) 的全解﹐讓人了解到

人與所有生物基因庫的基因近似

的令人吃惊。跟大猩猩相似性達

到 98.7%﹐同小老鼠的近似性達

到97.5%。在基因水平上﹐人和動

物几乎沒有什么區別。所以單單

研究人的物質性這一面﹐不能代

表人；因為根据科學研究﹐人性

的這一面全在人的精神裡﹐這也

就是為什么安慰劑的效果會那么

好。但是對精神方面的研究﹐卻

常常被忽視。 

 中國傳統的醫療方法中的

气功、針灸、中草藥﹐不光是治療

人身體中物質的東西；還包括人

身體中精神的東西。人性的這一

面全在精神裡面﹐中國的醫療方

法﹐它考慮到了精神和物質兩方

面﹐把人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

而不是一塊肉來研究。講陰陽平

衡、天人合一。中國傳統的醫學﹐

沒有跟現代醫學融合在一起研

究﹐研究中醫的人及替代療法的

人缺乏現代分子生物學的知識﹐

所以開發證明出來的東西非常

少。僅管如此﹐但是它确實存在、

不容否認；如基因調控（精神如

何連系調控自身机體）。 

 替代療法的安慰劑效用總

是高於藥物組﹐是因為藥物都有

它的毒性, 而藥物的療效與它的

毒性作用成正比﹐所以藥物治療

組的成效被藥物毒性抵消。如在

今年所做的 大一次(約 2、3 万

人參加)對懮郁症臨床試驗的結

果：兩組藥物組分別為 23%、

24%；而安慰劑組是 32%。 

 現代醫學治療有它的局限

性﹐缺鈣補鈣、缺什么補什么、多

什么砍什么﹐並不知人體內有自

我調控系統。人對疾病、缺陷、和

增多有一種自我調控的能力。气

功實際上就是調動內在的自我平

衡能力﹐如果人能真正的動用自

己內在身體系統的自我調控能

力﹐肯定能得到恢复而且比補充

還好﹐因為外源性的物質﹐再補

充也不可能達到 100%的吸收。 
 

精神因素與人體垃圾 
 

 封 教 授 說 垃 圾 箱 理 論

（garbage disposal）是每個人的

細胞裡面都有垃圾﹐垃圾不只是

糞便而已。現代人在各種各樣的

緊張因素壓力下﹐蛋白質一但產

生就有 1/3 是不正常的﹐要送到

垃圾箱裡去消除。所以一個人能

保持心態的穩定平衡或代謝水平

的下調﹐垃圾減少可導至垃圾箱

垃圾的減少。近几年來﹐發現越

來越多的人類疾病都和這個系統

的變异有關﹐其中包括遺傳病、

神經退行性病變、代謝性疾病、癌

症、肌肉萎縮症、糖尿病、高血壓、

敗血症、自身免疫病、炎症、老年

性疾病等等。 

 封教授並說：人體的垃圾

箱有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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