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功治疗奇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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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3 月 31日 

 

前序 

 

长期以来，我有机会接触到气功师的各种本领。 另外我对气功，包括我自

身经历的气功所能创造的奇迹，兴趣浓厚。所以，30 多年来，我一直在学习、

研究和实践气功。我第一次体验的气功奇迹是我的指骨疝，西医名医诊断说“治

不好”，气功大师贾永斌发功几分钟就把它治好了。我一直铭记在心，至今仍

感激不尽。还有大雁功的杨梅君大师具有各种发功透视和治愈难病的气功能力。

多亏幸遇杨大师，我才得以坚定对气功的信念和自信。难病，特别是“来自信

息的病” 很难仅仅通过对应“气” 和“经络” 来治疗，黄茂祥大师的法术

（祝由科）则很灵，与他的相识，开阔了我的气功视野。  

 

童年时代，我就对传说中的人物着迷。例如，老子道教中的各种传说。佛

教观音菩萨的传说。基督教耶稣的传说。我真心希望现实中能够有这样的人存

在。賈大师、楊大师和黄大师，他们都是传说中的超人，与他们相识也说明传

说中先人的奇迹是事实。他们为我们指明了奋斗的方向。我们能够学习先人的

气功教诲、实践气功所带来的奇迹，这是一种巨大的快乐。 

 

以下的气功奇迹案例，是我至今所涉足的一部分。这些案例都验证了“不

通则痛”（贯穿全身的部分若阻塞不通便生疾患）的气功理论。贯穿全身的部分，

指神经、血管、淋巴、肌肉、骨骼等，均由经络所控。在内脏和五官、皮肉组

织间气的失衡或受到与身体不符的气的信息或物理压力的影响时，经络则会不

通，从而生病。我们如能根据不同病因，正确发功，控制气的信息，就应该可

以调整脏器和组织的气的平衡，开通经络，治愈疾病。 

 

 

 



 

 

案例 

 

●12 岁女生 

她做过脑肿瘤(癌症)手术，但在脑干中仍有癌残留，手术 7 个月后，神志

不清，没有了感觉。左眼一直睁着，瞳孔开着，右眼一直闭着，瞳孔关着。气

功开始 3个月后，脑干部的癌完全消失，7个月后，可以正常讲话、走路、和生

活。 

 

●38岁女士、护士 

她做了印戒细胞癌(胃癌)的手术后，癌转移到了脑。这影响了她的运动神

经，导致癫痫症频繁发作。厉害的时候，发作频率为 2 天一次。她接受气功治

疗、拼命正确练功，开始 3 天后，症状消失，2 个月后，脑肿瘤缩小，一年后消

失。其后她重操旧业，继续着她的护士工作。 

 

●26 岁女士 

患遗传性雷克灵豪森病症 (神经纤维瘤病 1 型) ：国家指定的难病(特定疾

病)。胳膊、腿都动不了，卧床不起。脖子向左扭曲，全身疼痛，只有眼睛和手

指能动一动。脊髓、颈椎、胸椎和脑干神经中长了肿瘤，饮食上到了只能吃一

点稀饭的状态。医生说“无法治疗”。母亲看她可怜，问她要不要一起自杀，

但她说“不行”。做了气功后，手脚均可活动，3 个月后已可走路。从那以后，

她便可以正常生活，现在也在工作。 

 

●4 年男童 

他无法和人沟通，被诊断为“中度自闭症”，主治医生断言“一辈子治不

好”。他坚持气功锻炼，3 年后检查结果为“没有异常”。他还上了小学，各科

都拿满分，上中学后也仍然各科满分。与人沟通、人际关系方面，也与正常人

一样。 

 



 

 

●12 岁男孩 

自闭症、严重智能障碍(弱智)。仅会鹦鹉学舌。接受气功一个月后，迎来

了生来第一次的自语。两天后，他便能对语言辅导老师讲三字词语。3天以后，

他可以主动讲话，回答老师的问题了。治疗 5 年后，他已经可以将自己的感受

写成文章。 

 

●9 岁女童 

癫痫症和智能障碍。 医生的结论是“智能障碍治不好”。气功治疗 5 天后

接受检查，结果是迄今所查出的异常脑波(癫痫波)完全没有了。自那以后，她

可以自我表达，也可以和朋友沟通了。3 年后，以前不擅长的算数科目变得精通

起来，算数和语文都得了满分。 

 

●72 岁男士 

被诊断为伴随脑萎缩的失智症。最厉害时，他连太太和女儿的名字，乃至

自己的地址都想不起来。刚刚用过的餐也想不起来。经医生检查，发现了脑萎

缩，医生说“不会好转了”。接受气功治疗后，症状逐渐有改进，1年后恢复了

记忆，也可以正常说笑了。主治医生也说，“脑子附近的血管在复生。” 

 

●71岁女士 

自己一天到晚都能听到死去的丈夫和婆婆的声音。还曾因追逐那声音到处

乱跑而找不到家被警察保护起来。接受气功治疗后半年，基本痊愈，之后还能

一个人外游。18年过去了，病未再复发，本人也在健康地生活。 

 

●44 岁女士 

议员夫人。她一个夏日突然觉得“无论如何也不想活了”。我用电话进行

遥控气功治疗，对夫人的气和信息做了了解，我问她“是不是梦到过身边的人

死了？” ，她立刻答“是”。后来得知，几年前，朋友曾在附近的铁道岔口卧

轨自杀。经过气功法术后，她“想死”的念头立即烟消云散。 

 



 

 

●49 岁男士 

他患躁狂忧郁症已经长达 25 年了。其中 15 年，每天都要服用镇定药等药

剂 50粒。气功开始 13 个月后，则不需再服药了。他目前从事着医疗保健工作。 

 

●42 岁女士 

她曾 4 个月卧床不起，后来好不容易能站立了，但走不了路。接受了各种

各样的医院诊断，但都说原因不详。她是坐着轮椅来我气功院的。第一次气功

治疗，就能让她走、跳、跑。这在 4个月以来她还是第一次。 

 

●40 岁女士 

患严重化学物质过敏症、电磁波过敏症，即便是接触到铅笔上的少量涂料

或电话也会反应发作。专门医院的医生甚至说，“或许您只能去有机农业地区

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才能生活。”她接受气功治疗后，则不再有电话等的化

学物质反应，一个月后，她去专门医院，做了检测中枢神经的瞳孔反应检查，

结果是“97%正常值”。她坚持气功治疗，1 年 3 个月后的诊断是“过敏症没有

了” 。 

※其他的化学物质过敏症及电磁波过敏症，也有数十例，均完全治愈。 

 

●45 岁男士 

他在家病倒后，我马上通过电话进行遥控气功治疗，之后症状消失，也能

站立了。而他去医院检查时曾得到的诊断是“蛛网膜下腔出血、非手术不可”。

他的家人坚定拒绝手术，只做气功治疗，24 天后顺利出院，无任何后遗症，两

个月后便回去上班了。 

 

●40 岁男士 

他工作中抬重东西时感到咔嚓一声断裂，之后被送上了急救车。 医院诊断

为脑干出血。 他意识朦胧，右半身麻木，就算右手能能动一点，也没有握力。

右腿麻木得厉害，以至于半身动弹不得。 面孔有畸变，左眼因麻木而无法睁开。 



 

 

气功治疗后，双眼睁开了，手脚的麻痹和面孔的畸变均有改善。 第 4天做了 CT

检查，出血已经止住了。第二次气功治疗后，他已经可以独自走路了。 他两个

月后出院。回到了工作岗位，得以正常地生活。 

 

●82 岁女士 

她神智不清，被急救车送往医院。右臂和右腿失灵，话也说不出。被诊断

为脑梗塞。急救车中和医院中，她都神志不清，我通过电话对她进行了遥控气

功治疗，之后我叫她，她已经能用左手示意 OK。5 天后，我去医院给她气功治

疗后，她面部变形已不见，也可以说话了。其后，她出了院，发病后第 2 个月

的气功治疗使她双腿可以着实走路。 她来时坐的轮椅，被家人折叠起来拿回去

了。 

 

●64 岁女士 

她因脑梗塞，右上臂和右下肢麻痹。曾在医院治疗过，但没能完全恢复，

她说"右手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 1 个月后进行气功治疗，之后便恢复了正常

的生活。她可以正常走路，还可以右手用筷子夹豆。1 年后，理疗师机能训练测

验结果为，麻痹已经改善了 97%。自从接受气功治疗以来，已经经过了 8 年时光，

现在她生活毫无障碍，非常健康。 

 

●56 岁女士 

她的母亲和叔父都死于遗传性疾病小脑萎缩症，通称马查多・约瑟夫病，

那是国家指定疑难杂症。她当时都不能直身行走，走的话马上就要跌倒的样子。

单脚站立的话，1 秒钟都做不到。经气功一治，她单脚站立，可以数到 10 也没

问题，还可以跑，甚至跳绳也可以跳到 20次左右。在日常生活中头晕等症状也

基本没有了。自从开始接受气功治疗，已有 5年多了，至今仍保持良好状态。 

 

●31 岁男士 

患国家指定疑难杂症多发性硬化症，下半身和手有发麻、发胀等症状，是

拄着拐杖来我气功院的。接受气功治疗后，行走变得容易多了。3个月后可不用 

 



 

 

枴杖走路，并且恢复了辞掉的工作。自始经过四年零八个月的气功治疗，他做

了 MRI 检查，医生诊断说“看不到病灶”。 

 

●15 岁男孩 

两年零八个月前，他的头部遭重击，视觉神经损害，右眼完全失明，属外

伤性视觉神经症。曾有数名眼科医生看过，但都诊断说“无法治愈”。第一次

气功治疗使他感到有光感，第三次时他已经可以判断文字和颜色，其后每次接

受治疗视野都有扩展，4 个月后银行卡背面的小字都能流畅认读。 

 

●15 岁男孩 

四年零四个月前他飞快的骑自行车时，撞到了电线杆上，单目失明，患外

伤性视觉神经症。第一次气功治疗时，他可以感到光的存在。之后，他说原本

只能在黑暗地方才有光感的视野，渐渐的渐渐的变白了。4 个月以后，黄色和粉

色等浅颜色已经可以辨认了，一年零五个月后，接受气功治疗后我试着向他挥

手，他的眼睛会随着移动了。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医学部毕业，并且医生国

家考试也合格了。 

※关于改善因外伤性视觉神经症而失明方面还有一例。 

 

●45 岁女士 

她患了感音性失聪。出生后 7 个月时因高烧患肺炎，幼儿时已知左耳完全

听不见，医生说无法治疗。第一次气功治疗耳朵，她就可以听到声音了。1年半

前她曾做过左耳的检查，其结果是“聋”，1 个月以后的第四次气功治疗完再检

查时，诊断则为“能听”。40多年来没有听觉的左耳恢复了听力。 

 

●43 岁女士 

音乐家。3 个月前右耳开始耳鸣，不久就听到外面有头要撕裂一样的轰鸣。

左右耳听的音程出现偏差，天生的绝对音感没有了。接受气功治疗一个半月后，

轰鸣已消失的无影无踪，绝对音感也恢复了。她以前曾因手术摘除声带息肉而

高音发不出，经气功治疗后清澈高音得以再现，还录制了新曲唱片。 

 



 

 

●44 岁女士 

16 年前体检时得知失聪，虽经医生治疗，但听力并没有好转。还有她耳朵

周围的不适已经持续了 4、5 个月，医生也诊断为“无法治疗”。第一次的气功

治疗就消除了耳朵的不适感，持续气功治疗 1 年后，听力检查为“正常值”。

持续了 16 年的失聪恢复正常了。 

 

●64 岁男士 

兽医。2 个月前，脖子上发现肿瘤，检查结果为，恶性淋巴瘤非霍奇金氏淋

巴瘤滤泡型Ⅳ级，正向脖子和脾脏、鼠蹊部（腹股沟部分）的淋巴结转移。诊

断为癌症的扩散速度快，半年后的生存率为 40%。抗癌药的治疗不起作用。第一

次气功治疗后的第二天，接受了淋巴瘤检查，得知原本鸡蛋大小的肿瘤已经缩

小为豆粒大小了。 验血后的结论是“既然是这个数值，下次的预约不来也可

以”。他接受气功治疗 3 个月后，主治医生说肿瘤指标降到了基准值是因为“淋

巴瘤没有了”。他已经回到了兽医的工作岗位。 

 

●46 岁女士 

她在聚餐时鸭骨头卡住了喉咙。骨头在食道内因横向刺伤，产生剧痛，血

从口中倒流。用气功法术治疗后，当场剧痛消失，穿刺喉咙的骨头也不见了。

她本人又可继续用餐了。之后，她还去医院做过检查，也未发现有骨头。店员

和与会者 10多人都看到了当时的情景。 

 

●62 岁男士 

生来脖子倾斜，面孔总是偏左，脖子不能右转。就算拼命用手右扳，一松

手还会回去。接受气功治疗后，脖子渐渐可以向右转了，气功治疗数次后脖子

恢复了正常。 

 

●4 岁女童 

患右边肺动脉缺损症。由于右肺中仅有少许血液流动，所以全力跑步时，

她会氧气不足而坐地不起。上楼梯亦觉呼吸困难。医生说“只能再做动脉和右 



 

 

肺的连结手术。但随着孩子的长大，还需做几次手术。”第一次气功治疗后，

上楼梯则立刻不成问题。此外，她坚持气功治疗，运动也自如了起来。在学校，

她现在可以参加所有运动，无任何妨碍。自从开始接受气功治疗，已经有 5 年

多了，至今仍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68 岁女士 

她在某大学医院被诊断为国家指定的难病、原发性肺高血压病，住院进行

了药物治疗和氧气治疗。住院时家人曾被医生叫过去，说“余下的时光还有 2

年半左右”。因为气喘，她是带着氧气瓶来气功院的。气功治疗后，身体变得

非常轻盈，氧气瓶摘掉 1- 1.5个小时，也可以自在生活。她的氧气饱和度，住

院时是 85%，现已达到 98 - 99%。开始气功治疗以来，饱和度没有下过 90%。怔

忡、气喘等症状也有了飞跃性改善。自开始接受气功治疗过了 1 年零 2 个月做

了检查，其结果是肺动脉压亦有改善，医生说“（肺动脉压）是非常难降下来

的”。 

 

●58 岁女士 

大约 6 个月前，她变得身体疲惫，连 2 层楼都爬不了。去医院检查后被诊

断为“心力衰竭”，当天便被吩咐住院，住了两星期。第一次气功治疗后，身

体便轻松得很，上下车站的台阶均很自如。第二天在医院做检查，结果是“无

异常”。 

  

●69 岁女士 

她动脉内壁一部分破损，血液从那里流入，形成分离性主动脉瘤。还患有

幽闭恐惧症、恐高症，和高血压。在接受第一次气功治疗后，幽闭恐惧症和恐

高症控制住了。她坚持每月一次的气功治疗，数月后经医院检查，破损血管壁

已复原，动脉瘤也不见了。 

 

●73 岁男士 

自从 2 年前，他大约走 15 分钟，腿肚子就会疼痛，不能再走。心脏外科的

诊断是右下腹部和右大腿部患了闭塞性动脉硬化症，建议手术。第一次的气功 



 

 

治疗后，他就可以不间歇地走到车站。 连续 5－6 次气功治疗后，走起路来已

经不再感到疼痛。自那以来已近 12 年了，从未复发。 

 

●37 岁女士 

4 个月前发现左胸上有肿瘤，医院的诊断为恶性非浸润性乳管癌，建议部分

切除和放射线治疗。 她取消了医院的治疗，只做定期检查，同时接受气功治疗。

气功治疗的前 3个月期间，她每周接受一次气功治疗，5个月后的 B 超检查结果

为“缩小了”，8 个月 1 后的检查结果为“在核磁共振造影上或许已消失”。 

 

●41 岁女士 

她在月经前往往左胸口发胀，医院检查后的诊断为乳腺纤维腺瘤，细胞诊

断为 3 级。病理医生的意见是“有可疑的地方，最好切掉”，但她与主治医生

商量后决定再观察一段时间。她接受了 2 次气功治疗，6天后检查时，医生边看

B 超片边对她说，“到目前为止确实有过肿瘤，但今天看不到了”。上次检查出

来的 6 毫米肿瘤已经消失了。 

 

●60 多岁女士 

中国山东省。被诊断患胃癌，试过西医和多种治疗方法，但都不起作用。

我通过电话做遥控气功治疗，并将含有良性气的气功水寄给她，让她练功，一

个半月后，当初 5.8×5.8cm的胃癌缩小至 1.1×1.1cm。又过了两周后癌则没有

了。 

 

●32 岁女士 

被诊断患国家指定疑难杂症、溃疡性结肠炎，一直在治疗，但不见好转。

我通过电话做遥控气功治疗后，她的腹痛好了。2 天后的肠道检查发现，她的结

肠粘膜上的溃烂基本消失了。自那以后，已经历时 11 年了，病没有复发。 

 

●85 岁男士 

9 个月前发现肝脏中数处有癌。在医院治疗过，虽然一时间癌不见了，但不

久又在原处复发，所以他决定只用气功的办法。他告诉医生他身体疲倦，没有 



 

 

劲儿，医生说“不治疗的话，余生只有 3 个月左右”。气功开始 3 个月以来，

慢慢健康在好转，体力恢复到已经可以骑自行车外出的程度了。两年零八个月

后的检查结果也依然是癌症完全没有发展，健康的状态令医生吃惊。 自开始气

功以来，已经过了 8 年的时光，现在他仍然健康。 

 

●46岁女士 

患顽固性肝炎引起的肝硬化。她工作半天，身体就会疲惫不堪。她每隔2个

月接受一次气功治疗，同时拼命练功，终于可以精力充沛地工作一整天了。半

年后的检查结果是肝硬化值正常。 

 

●40 岁女士 

她结婚后，历经 7 年的不孕症治疗使其健康恶化，之后又有 7 年基本上处

于卧床不起的状态，晚上疼痛得无法入睡。来气功院时是拄着枴杖来的。第一

次气功治疗后，身体的僵硬和麻木大为缓和，腿脚也可以动了。4个月的时间使

她生活恢复了正常，7 个月后还怀孕了。她自然分娩，平安无恙，诞生的孩子也

很健康。 

 

●47 岁女士 

她长期接受不孕症治疗和人工授精，但仍无法怀孕，医生说“卵子已不能

受精了。还是放弃吧。”3 年前她 44 岁时做了乳癌手术。原本是来气功院看耳

鸣的，因也患不孕症，所以就一起接受了气功治疗，2 个月后她怀孕了。因为是

第一次生子，而且高龄、多胎，医生说很难维持母体和胎儿的身体状况，但她

还是努力练气功，48 岁时生下了健康的双胞胎女儿。 

 

●9岁男童 

在学校验尿时发现异常，他婴儿时因高烧使肾脏发育不良，精密检查显示

左边仅有4cm，右边只有6cm（同龄孩子的平均为8cm）。被诊断为国家指定疑难

杂症、小儿慢性肾病（异形肾）。医生说：“不会再长了。如果今後肾脏的功能

跟不上生长，负担过重的话，最好做人工透析或考虑肾脏移植。”在医院诊断

后过了一个月，他开始接受气功治疗，大约过了一年他的肾脏B超检查结果是， 



 

 

左为7.4cm，右为6.72cm。之后一次的测定是，左为6.26cm，右为6.95cm。虽然

多少有些误差，但长大是确确实实的。 

 

●45 岁男士  

结石特有的隐痛变成了剧痛后，他去医院检查，发现右肾脏有 6 毫米左右

的结石。但他决定不在医院治疗。第二天我给他做了粉碎结石气功治疗，之后

马上就不疼了。两天后，一个结石被排出体外，第二天电话后又有一个、两天

后的电话后，又出了 2 个，共计 4个结石被排出了体外。 

 

●16岁女生 

患有脊椎盘突出症，尝试过西医和各种治疗，但都不见好转。她2个月期间

进行了3次气功治疗，病就治好了。在那之后，她恢复了以前的柔道运动，2个

月后还在县级比赛上夺得冠军，3个月后在全国级比赛上获亚军，6个月后在国

际比赛上取得第二名，10个月后在世界青少年选手比赛上赢得冠军。 

 

●19岁女士 

中学3年的学校体检时发现异常，诊断为原因不明的脊椎侧弯症。医生建议

在生长停止之后进行手术。第一次气功治疗时，我向她的后背和腰部一发气，

她的腰就不疼了，而以前她连平躺着睡觉时腰部都会痛。自那以后，她坚持每

天练功，通过2-3次的气功治疗后脊椎骨直过来了。 

 

●60 多岁男士 

因患足底筋膜炎导致跟骨骨刺。长期以来，因脚掌上长了软骨，痛得只能

蹭着地走路。第一次气功时，我开通了他脚上的经络，这时，他的脚立刻喷出

恶臭，气味有如腐烂的东西，令人作呕。气功治疗后，他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回

的家。 

 

●24 岁男士 

一个月前右脚拇指根脱臼，骨头从断裂部位迸出，缝了 8 针。脚上的伤光

是支撑体重就会感到疼痛，其它还有腰胀和腰痛，体前屈时疼痛会更加剧以致 



 

 

无法深弯曲，髋关节也不能大开。他患有颈椎病，从高一开始，从脖子到胳膊

一直都麻木和疼痛，持续了 6 年。就是那时还患上了忧郁症。气功治疗后，腰

胀和腰痛没有了，右脚指的伤就算脚沾到地面也不再疼了。髋关节也可充分张

开了，活动脖子和肩膀时麻木和疼痛也消失了。11 天以后进行了第 2 次气功治

疗。在第一次接受气功治疗的 1 个月后，他便获得了奥运会柔道 100 公斤级超

级组的冠军。 

 

 

后序 

 

现代科学中尚有诸多未知领域，并不全面。虽有对紫外线、红外线、电磁

波、放射线等的研究，但就能量之气对生物的影响方面，远未全部解析。为了

使我们接近更完整的科学，并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与世界

上的科学家们合作。我相信，通过所有人的努力，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奇迹。

我希望将来气功学会的各位成员能拯救更多的人，并从中受益。我期待气功的

奇迹能够得到解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造福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