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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
願點亮我生命之光
照耀你前面的旅程
一起穿越黎明前的黑幕
那個歡笑夾雜著淚水的青春
讓我靠在你身旁
請你陪我走過今生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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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曉葵

傷心的記憶
所有的歡笑都離我遠去
孤獨中彷彿再沒有希望
新婚的生活是美滿的。不久，鳳
英懷孕，生下一個女兒，起名謹。
可是﹐小葉謹一出生就需要醫
生搶救，當時輸了很多的血漿。6 個月
時發現小葉瑾肝腫大，一歲以後就明
顯有肝功能異常，
一年比一年重，
最後
就是嚴重的肝脾腫大。
在帶著面黃肌瘦的小葉謹求醫
的同時，鳳英自己的肝病也越來越嚴
重。她持續性肝脾疼痛，還伴有惡心、
腹脹、食慾不振、失眠、乏力、全身怕
冷，
天一冷就打寒顫。
蘭州醫學院第一
附屬醫院及北京幾所大醫院化驗檢查
診斷鳳英患的是丙型慢性活動性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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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語人生

旅加華人毛鳳英的辛酸和快樂

1978 年，毛鳳英患急性肝炎，沒
有根治從此留下病根。那時她還在上
中學。雖然長期醫治，
但病情一直得不
到控制。
肝病時時折磨著她，
也時常感
覺疲倦、
惡心和諸多的不適，
但和許多
同齡女孩子一樣，年少時的鳳英有許
多玫瑰色的夢想，未來的日子在她腦
海裏充滿幻想。
鳳英工作了，是蘭州醫學院第一
附屬醫院的外科護士。
白衣天使，
多好
的職業呀。鳳英打心眼裏喜歡這個工
作，而且，身邊都是大夫，治病肯定是
輕而易舉的事情。
其實，
她並不是特別
把肝病這碼事放在心上，照樣和一大
群年輕人說說笑笑。
這時葉同貴出現在她的生活裏。
同貴是蘭州市一所大學的研究生。小
伙子挺帥，書卷氣濃，看上去憨厚、老
實。
和他在一起，
鳳英總能感覺到他們
之間深深的緣份，直覺同貴是能陪伴
她、照顧她的人。
那種幸福的感情歸屬感令鳳英
眩目，他們結婚了。

002 年 3 月 16 日，當我靠著桌子試
著煉習法輪功時，奇跡發生了！
就在這一天，我居然能夠自己從床上
爬起來，
走下樓梯，並與一些來家中作
客的朋友交談。就這樣，
我一直坐到晚
上 11 點。
而我的客人們原本以為我
病得快不行了，不想竟見到我如此
健康。我感覺自己像個冒牌的病
人，好像我過去的那些高血壓，震
顫，眩暈，左臂疼痛，呼吸困難，
過敏性皮疹，關節炎以及水腫等症
狀都是假的。我常常被救護車送到醫
院搶救，我還得承受藥物治療的各種
不適反應。而在 3 月 16 日那天，我的
血壓開始下降，並且在幾天內回到了
120。
為讓你了解這奇跡對我的巨大
作用，先讓我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於 1932 年出生於印度。41 年

清流

炎。
真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在醫院 這絕望中鳳英發現自己是多麼留戀人
裏工作，鳳英心裏清楚丙型肝炎是世 生啊！只恨上帝為甚麼讓自己到這人
界上最難治的肝炎，它的發展結果不 世上來，又為甚麼要自己過早地離
是肝硬化就是肝癌。1995 年﹐北京中 開？
鳳英無處訴說心中的苦悶，內心
醫院診斷為肝硬化。鳳英開始不得不
脾氣變得十分火爆，
多次住院，短則兩個月、長則半年。 的痛苦到了極點，
甚至對身邊八十多歲的老父
這期間，同貴到北京讀
親和小葉謹無故發
博士，畢業後留在
火。一些好心人
北京的地震局
勸鳳英想開
工作。分居
些，可是
兩 地 身
面對死
邊少了
亡 她
一 個
怎 麼
安慰
可 能
自
想 得
己
開？
的親
人 ，
鳳 英
奇跡悄
越發孤
然發生
葉同貴(左)、毛鳳英(右)、葉謹、葉開文
獨、難過。
一家四口在加拿大多倫多。
上天對我如
心情非常鬱
此厚愛
悶。
千思萬想我難以釋懷
此後，鳳英中西藥物一
1996
年，
同貴有一個機會作為訪
日三頓從未間斷，
可是舊病不見好，又
添新病。重度萎縮性胃炎，腎盂腎炎， 問學者去美國。這是許多人求之不得
同貴知道它的份量，
它能使自
腎盂積水，低血壓等許多病都上來了。 的機會，
並且，美國的
身體極度虛弱，兩條腿腫得發沉，
走路 己的事業上一個大臺階。
邀請方還應許同貴帶家屬同行。這天
都抬不起來。
鳳英無法再撐著去上班，
大的好事沒有令同貴高興起來。作為
96 年初只好在家休息治療。
為了治病，鳳英多次到北京求 丈夫和父親，他十分清楚鳳英和葉謹
她們又如何可能與他同行。他
醫。
有時，為了能得到那位全國著名肝 的病情。
病專家的親自治療，她和來自全國各 能想到的只是，到了美國，自己一定要
地的肝病患者幾乎是二十四小時排隊 省吃儉用，把錢省下來讓這母女倆過
掛號，因為這個有名氣的專家一星期 好一點。難道還有比這更好的路嗎？
同貴孤身一人來到了美國。三個
只掛 20 個號。
月後的一天，同貴接到了一個難以置
自己的身體自己最清楚，鳳英知
道自己的病沒有治好的希望了。
一天， 信的消息：鳳英告訴他，她們娘倆兒
她帶著一線希望問主管大夫，說： 的病全好了。她們可以到美國與他同
又過了三個月，將信將疑的同貴在
“您估計我還能活幾個月？我想知 聚。
美國驚喜地迎來了健康的鳳英和葉
道，
好有個思想準備，
把有些事情安排
一下。”同情她的大夫好心地安慰她， 謹。醫學檢查報告以及她們的樣貌都
說：“我估計 1~2 年不成問題吧。” 顯示她們與正常人無異。是甚麼原因
鳳英的精神在那瞬間崩潰了。在 才讓這神奇又有些難以置信的事情竟

真的發生在自己家中。原來一個偶然
的機會讓風英和小葉謹接觸並修煉了
法輪功。同貴看到眼前的一切﹐也開
始煉起法輪功。

寶貝兒子
我的寶貝
你的降臨使日月增輝
更使生命顯得真實
鳳英又懷孕了，到美國一年後生
了一個胖嘟嘟的男孩子，取名開文，
這事他們在國內的同事、親戚都
不太相信，還傳說孩子肯定是揀來的。
從醫學的角度來說，肝硬化患者是不
可能懷孕的。
可有目共睹，開文健康活
潑，
非常聰明。小小年紀的他既能講英
文，也可說中文，還會認很多的中文
字。

良心正義使然
每一天
我都在擁抱生命的真實
真實的生命容不下一粒沙礫
後來，他們一家四口從美國來到
加拿大的多倫多市居住。
開文漸漸長大了，葉謹已經出落
成一個大姑娘，在死亡邊緣掙扎的痛
苦經歷離他們漸漸遠去，
可是，鳳英還
時常想到國內患病的親友，而自己沒
花一分錢卻徹底恢復了健康。然而，
國
內發生了鎮壓法輪功事件，使親友未
能受益。
一想到他們還在痛苦中掙扎，
鳳英就非常地不安。
鳳英深知，國內對法輪功的宣傳
是不真實的，她希望她們一家人真實
故事能給在困境中的人們以啟發，在
磨難中不要失去信心。她時常給國內
打電話，和那裏的人們講述發生在她
們一家人以及其它朋友身上的真實故
事。

就在當天，我就可以自己從床
遍了各個領域的專家：包括針灸，針 功動作，
壓，生物能，瑜珈，生物信息反饋，營 上爬起來，走下樓梯。這真是奇跡！
我請了一位司機駕車帶我去煉
養療法，物理療法，推拿療法等等。他
們可以幫助減緩症狀，但都無法將我 功點，現在他也開始修煉了。
我知道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
徹底治癒。
對大法還只有很膚淺的了解，但是
我看到了奇跡般的變化：我手術
後留下的傷疤不那麼疼了，我的腳
感覺健康了，我的關節不再折磨我
（美國)/莫黎-丹尼爾斯博士（Dr. Molly Daniels）
了。我不用再吃藥了，包括維他命。
我的心臟不會出現擠壓般的刺痛，
我的震顫停止了，我
三年前我們搬到了明州的一個 我的左臂不痛了。
夫一向十分健康，
堅持每日鍛煉，
一生
我變得非 每天起床後也不會出現眩暈和呼吸困
著有 25 本書，在海內外廣受尊敬，在 城市。就在大約去年的時候，
血壓常常測不到，我幾乎不能 難了。
9 年前卻意外的突然去世，令人震驚。 常虛弱，
我不再因為病痛而被隔離在生
自從 1976 年以來我的健康每況 行走。我的女兒對我能否再一次挺過
我由衷地感激大法，儘管這是
就在這時，
我的一位在芝 活之外。
愈下。由於手術及藥物反應，
我的生活 來沒有信心。
變得痛苦不堪。由於我對大量藥物都 加哥大學的朋友讓我對法輪功產生了 無以言表的！
有致命反應，我不得不求助於傳統醫 興趣。當我領會了其中的一些道理之
學，
並為此花費了大量金錢。
我幾乎訪 後，我就開始靠著桌子試圖煉習法輪
前我作為富布萊特獎獲得者來到了美
國，並與另一位來自印度的富布萊特
獎得主結婚，
定居於芝加哥。
我在芝加
哥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
寫過幾本書，
教授的學生許多成為知名作家。我丈

當我試著煉習時，奇跡發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