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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武术高手修炼气功的体悟
(接一版) 我那时的老师是位正直无
私的人 他见我用心极专 除倾囊相授
外 又介绍我给他的结拜兄弟──山东
高师陈老师 学习他秘不传人的静功太
极 活步太极拳等高层次功夫 陈老师
有很高的功夫 有密不传人的东西 当
时的全国高手 擂台冠军与他比武 也
碰不到他的身体 但他不好名利 深居
简出 择人而教 陈老师教人 选择极
严 要求亦严 而且功夫玄妙 使我真
正的悟到了内家拳的高深之处 如一般
的太极拳有练数十分钟的套路 而他的
要练三个小时 而且有时要求我头上要
顶个球 练时球不可落地 回想起陈老
师去世前要将秘传的东西授我 而我因
种种原因未能及时赶到 八十五岁高龄
有甫不
的老师含泪对自己的儿子说
来 我将这东西带走了 从此没有了
遗憾的是他老人家连身边的儿子也未
教 那以后 我常常为此感动难过
为怀念老师 我只有更努力练习钻
研他教我的功夫 使我更加体会到内家
拳和气功是相辅相成的
当时全国不但出现了气功 特异功
能 还有许多科技界人士参与研究 为
此我当时花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气功
佛经
的真正内涵 我还翻阅 道藏
甚至西方宗教的经书 尝试前人的修炼
经验 我曾走访山林庙宇 禅门 道观
以至后来到美国后又尝试了几种不同
法门的宗教中的修炼方法 最后我失望
而且痛心 我发现对古代宗教中的修炼
方式破坏最厉害的就是今天的一些宗
使
教 因为它是 狮子身上的虫子
雄师病死而貌似未变 他们对真正实修
的东西从不触及 只是敛财 搞势力

突破层次不断提高
1987 年以后 我到北京与中医医
院 北京中医大学和中国人体科学研究
会的部份人士共同研究气功 后来被聘
为人体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继之又
任北京炎黄传统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并
在我的公职单位山西大学被评聘为武
术气功研究所副教授 在这期间 我进
行了多种方式的研究 我不但是个研究
员 我同时也把自己做为被测试的对
象 我先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 262 医
院 中国科学院民族所 清华大学等单
位对共计约 4 千人的遥诊 (远距离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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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实验 以证明气功是科学的
是客观实际中存在的 他们都证明了我
的遥诊是准确的 后来 我还用双盲测
试法 证实了人确实有因果轮回 善恶
报应的事 可是我知道 这是不能被当
时的社会所接受的 因为当时中国社会
上 有相当一部份人反对气功 反对特
异功能 认为是迷信 我不想再耗费精
力加入这场纷争 我决心退出这种 瞎
子摸象 的研究 从事应用方面的工作
于是自己在山西大学开设新课
养生
提出人类社会的一切认知来源于
学
养生
而又归于 养生
当人类
在做一切事情都依据整体 养生 为基
点时 一切会美好 而不利于养生时
一切会变得不美好 或自毁生命 最后
以 养生宝典
写成专著 养生学
的书名出版 (20 万余字 成都科技大学
出版社 90 年版) 后来又写了多篇武术
研究的论文 每日练内家拳 习剑术练
气功 把气功修炼作为自己个人的事
情 但是 因为人的认识是有固定观念
的 人如果陷在固有观念上 不接受新
的更高的东西就是固步自封或夜郎自
大 在提高到一定层次之后 要想突破
是非常之难的 由于自己探求奥秘 穷
追不舍的本性 使我不得不继续寻找更
高层次的气功修炼方式
1993 年 我来到美国 我对各宗教
色彩的修炼方式研究 尝试了许多 最
后都感到其内涵已失传的遗憾

大 法 破 迷
苍天不负有心人 有一个偶然的机
会 我遇到了一个崭新的 真正探索人
生 宇宙 生命 时空本质的气功修炼
方法──法轮修炼大法 他明确提出气
功修炼层次高低首要在于德与心性的
修炼 要提高层次必须有高层次的法
所以他提出了人要突破自身的局限必
须符合宇宙的特性──真 善 忍 当
然他有着一整套系统的修炼方法 我从
来不会停留在口头上或理论上 如果没
有实际修炼中的体会 身心的变化和境
界的升华 我是不会肯定的 就像我以
前练太极拳 别人练半个小时我练三个
小时 别人练一遍 我练三遍 站桩有
时要站 2 至 3 个小时 为了尝试炼功的
全过程 我还练了走卦 走桩 穿林
走冰等方法 以期真正了解其中的内

涵 原来 每
一种修炼的方
法都是一把把
血汗 而没有尝
试和修炼的人
就没有资格对
其品头论足 更
不 可 能 知 道 种 炼功时奇特的能量场
一得十的修炼
境界 没有尝试和认真的实践 就没有
真正的认识 读书也要多读多思考 这
本来就是我的爱好 也是我决定取舍的
尝试 只有真正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
者 才可以有真正的体会 在这几年的
法轮大法修炼中 我知道了 原来人类
还有这样美好的修炼目标和修炼机会
还有这样纯正 高深而且实实在在摆在
眼前的修炼方法 修炼后 对人生的一
切 有如居高临下 又如晨光破雾 洞
穿后尽收眼底 无私无我 放下一切执
著 心内异常清静 不同层次还有不同
层次的法 不同的体现 可以不断的提
高 从武术 气功 中医经络学到脑电
图 我知道真正的修炼是以入静 (定力)
为根本 然而如何达到真正的入静与提
高 今天 我终于得到了圆满的回答
2000 年 3 月在圣地牙哥斯格尔浦
生物研究所 一位博士导师 著名的美
国生物学教授对我和另外 16 名修炼法
轮功的人的血液进行化验 结果发现
我们炼功人血液中的嗜中性白细胞寿
命都大大延长 体外存活达 60 小时 而
正常人的嗜中性白细胞的存活只有 2
─ 3 小时 这是学者们从未见过的 炼
功者的嗜中性白细胞数量低于常人 只
有他们的 20%─ 50% 而核分叶却明显
增加 为 7 ─ 8 叶 而且分叶完全 可
平常人的分叶为 3 ─ 5 叶且多不完全
(以 P<0 0001) 结果证明 炼功人嗜
中性白细胞寿命无论在体内体外都大
大延长 数量减少 造血功能节省化
也就是说 质量超常 这是生物学界从
未见过的 所以 人体科学也会发现更
多未被科学证实的东西
有幸的是 我能真正在真 善 忍
这个大法中修炼 提高 人类 物质存
在的各个空间 生命及整个宇宙对我们
修炼人来说 是可以通过修炼而揭开的
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