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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林新气功疗法治愈癌症的科学机理 

——氧气和生物电把幼稚的癌细胞转化为成熟的正常细胞 

周广庆 

辅助中西医抗癌，决胜生命疆场。踏着郭林老师的足迹，
运用新气功疗法向大自然呼唤和吸取能量，凝炼内在的生命
力，战胜癌魔， 奏响生命的乐章，创造生命的辉煌！ 

 

引言 

1976年，笔者的第二个姐姐因白血病住院一年去世，笔者第一次

切身感受到癌症的凶恶性与恐怖性。1979 年，笔者第一次在一份体

育杂志上看到郭林新气功治疗癌症的报导，当时想，要是早知道这一

消息，那该多好啊！因为笔者的姐姐为了治疗她自己的白血病找遍了

医书，并做下了大量的笔记，希望能够找到攻克癌症的方法。可惜，

她没有找到，白血病夺去了她年仅 17岁的生命。 

1981年，笔者参加高考，在录取体检中发现患有严重的乙型肝炎

病，高考因病落榜，住进了医院。1982 年上大学以后又在湖北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反复住院，接受了当时湖北省最好的治疗条件，但越

治越严重。1984 年 3 月笔者给郭林老师写信，郭林老师安排徐焉老

师（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给笔者回信，安排笔者第二年到北京紫竹院

学习。1985年暑假，笔者住在北京师范大学大学生宿舍，学习了一

个假期的郭林新气功，后坚持练功，到 1991年完全治愈至今。在 1985

年暑假期间，由于郭林老师 7 个月前逝世，教笔者功法的是刘桂兰老

师（心脏病）、具本艺老师（乳腺癌）、徐焉老师（真性红细胞增多

症），期间见到了癌症患者高文彬（肺癌）老师、于大元（肠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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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李守荣老师（胃癌，上海演员，当时和笔者一起在紫竹院学功）

等，还有许多不知名字的癌症患者，记得有胃癌、脑癌、肝癌、淋巴

癌等，这些癌症患者来自上海、无锡、新疆等全国各地。后据具本艺

老师介绍，笔者所见到的这些大部分癌症患者长期坚持练功，依然健

在。2003 年，笔者在武汉植物园旁边建立了“康普健生物科学研究

所”专门检验郭林新气功治癌效果，确定郭林新气功治愈癌症是真实

的、不可否认的。 

2003至 2005 年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博士后期间，笔者与郭

林老师的亲传弟子孙云彩老师（乳腺癌，当时是北京抗癌乐园常务副

园长，著名抗癌明星，中外电视台报道很多，现旅居加拿大）和具本

艺老师接触非常多，并请他们查功和纠功。笔者和孙云彩老师一起到

诗人、作家柯岩老师家里讨论柯岩老师撰写的《CA 俱乐部》发行事

宜，“CA”是“癌症”英文“Cancer”的简称,书中描写一些癌症患

者自发组织起来与癌症作殊死战斗。小说中柴禾的人物原型是高文

彬，而丽月的人物原型就是孙云彩老师。柯岩老师和孙云彩老师热烈

地讨论着这两个人物原型怎样进行文学演绎。柯岩老师此前发表了著

名的《癌症≠死亡》，激励过千千万万个癌症患者。当天见到了

柯岩老师的丈夫、原文化部代部长、《白毛女》的作者贺敬之先生，

贺敬之先生 1991年患肺癌，他听从夫人柯岩老师的劝告，每天坚

持练郭林新气功，至今健在。 

2004年 5 月，在北京八一湖遇见了王富林老师，他告诉笔者，他

患肺癌，一叶肺全部切除，以前走路喘气，坚持练功后，可以把孙子

从一楼抱到六楼也不喘气。 

2005 年笔者到温州医学院拜访了黄老师（乳腺癌），她是具

本艺老师的弟子，长期坚持练功郭林新气功，每次练功效果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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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感强，满口生津。屡次化险为夷，闯过难关，对郭林新气功疗法深

信不疑。我们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和交流。 

另外，每一年到北京，笔者都去看望郭林老师的丈夫林晓先生，

了解郭林新气功的发展状况。2013 年，笔者拜见了郭林老师的爱子

林健先生和北京郭林新气功研究会会长、郭林老师的亲传弟子王健老

师，向王健老师请教一些功理功法问题。 

2013年 11 月，笔者特地到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拜访博士导师沈今

川教授，在沈今川教授设在中国地质大学的特异功能研究实验室采访

了沈今川教授，了解特异功能的真实性问题和气功治疗癌症的可能性

问题，得到沈今川教授的肯定答复。沈今川教授拿出大量证据证明钱

学森关于人体科学的论述是正确的。他特地拿出西方新出版的《Life 

Force:The Scientific Basis》(《生命力：科学的基础》)英文原著

说明西方科学借助生命科学在进行新的科学革命，并介绍了西方的

“信息医学”、“量子医学”、“能量医学”的发展情况。 

在环境严重污染的现时代，癌症已经是高发病、常见病。全球有

4000多万癌症患者，中国有 1000 多万癌症患者，媒体报导仅 2012

年中国新增癌症患者 350 万人，死亡 250 万人。中国大陆已经有超过

200 个的癌症村。北京连续七年癌症死亡率居首，2013 年为 26.92%，

超过四分之一。中国台湾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于癌症，每年花费

在癌症治疗上的费用超过 100 亿台币，人均治疗费用超过 14 万台币。

我们一不经意就听说左邻右舍或亲戚朋友被诊断患了癌症，而一旦被

诊断患了癌症，就似乎被判了死刑，只不过存活时间长短而已。癌症

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为死亡的代名词，所谓“十个癌症九个埋，剩下一

个不是癌”。癌症已经是人类所有疾病中的头号杀手。 

在全球数千万癌症患者中有一小部分癌症患者，他们不是躺在医

院的病床上等待癌症夺去最后的生命，而是在公园的绿荫树下操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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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殊的气功功法与癌症作斗争，这种特殊的气功功法是 43 年（1971

年）前，一位伟大的女画家林妹姝，在用自己研创的这种特殊的气功

功法治好了自己的子宫癌以后，正式在北京向社会推出的，后人称之

为“郭林新气功疗法”，郭林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

情，尊称她为“郭林老师”。时至今日，全球已有数百万癌症患者练

郭林新气功，其中有难计其数的癌症病人用郭林新气功疗法奇迹般地

治好了癌症。但用郭林新气功疗法治好癌症的人对于自己究竟怎样治

好癌症，往往是“语焉不详”，他们只知道自己照着功法操练，胡里

胡涂、不知不觉地把癌症治好了。人们对郭林新气功疗法治愈癌症的

奇效至今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迷迷糊糊，半信半疑，要么以“玄妙”

视之，觉得充满了神秘，高不可攀；要么以“玄虚”视之，觉得是骗

人的把戏。因此，揭示郭林新气功疗法治愈癌症的科学奥秘和科学机

理，在当今“癌恐怖”时代，是十分必要的。 

下面笔者在大量接触郭林新气功疗法练功人和郭林新气功疗法

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在武汉植物园的实验及笔者本人长期练

功、长期思考，谈谈笔者的理解。不当之处，敬请郭林新气功同仁及

医学界专家批评指正。 

一、 细胞缺氧导致癌症产生 

人患癌症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物理的因素、化学的因素，也有生

物的因素、遗传的因素，还有心理的因素、精神的因素，往往是多种

因素耦合一起，共同致癌。尽管癌症起因复杂，秉性各异，但有一个

共同特点：所有的癌症都是由细胞缺氧导致的。癌症的这个共同特点

让我们看到了治愈癌症的一线曙光。 

为什么细胞缺氧会导致癌症产生？这里从细胞的呼吸方式说起。 

1、细胞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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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时时刻刻离不开呼吸，没有呼吸，人无法生成，十分钟不呼吸，

人就会窒息而死。生物细胞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时时刻刻在进行呼

吸，通过呼吸来维持细胞的生命，这在生物学上叫“细胞呼吸”

（Cellular Respiration）。细胞呼吸是指生物的有机物在细胞内经

过一系列的化合与分解，获取能量和生成其他物质的过程，其作用有

二:一是为细胞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二是为细胞内其它物质的合成

提供原料。我们每一个人依靠肺进行呼吸，细胞则依靠细胞线粒体内

的电子呼吸链进行呼吸。 

2、细胞无氧呼吸 

细胞无氧呼吸是指细胞在没有氧气参与情况下通过糖酵解

（Glycolysis，简称 Gly）分解葡萄糖，生成丙酮酸和 ATP

（Adenosine Triphosphate）能量的过程。细胞无氧呼吸，即糖酵解，

是细胞最古老、最原始的呼吸方式，其最大特点是，在细胞呼吸过程

中，不需要氧气参与。无氧呼吸是古细胞在缺少氧气的条件下为适应

缺氧环境所采用的呼吸方式,这种呼吸方式与早期地球大气中充满甲

烷、氢、氨、水、二氧化碳等，但缺少氧气是一致的。无氧呼吸的效

率十分低下，在能量获取方面只能把 1 个葡萄糖分子转化成 2 个 ATP

能量。因此，无氧呼吸是细胞的低级呼吸方式。古生物细胞只能进行

无氧呼吸，表明其生命尚处于低级形态。 

3、细胞有氧呼吸 

随着地球植物的出现特别是森林的出现，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被植物固定在植物内，同时释放出大量的氧气，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减

少，而氧气增多，地球生物开始进化出一种利用氧气获取更多能量的

高效方式。氧是空气中化学性质比较活跃的元素，大部分化学元素都

能与氧反应，生成氧化物。特别是，几乎所有的有机化合物，都可以

在氧气中燃烧，生成二氧化碳与水。当地球空气中氧气增多以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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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生物利用氧气比较活跃的特性，进行有氧反应获取能量，进化到有

氧呼吸阶段。有氧呼吸是指细胞在氧气参与情况下通过糖酵解、三羧

酸循环（Tricarboxylic Acid Cycle）、氧化磷酸化（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三个步骤将葡萄糖分解成水、二氧化碳和 ATP能

量的过程。有氧呼吸与无氧呼吸相比，要依次经过糖酵解、三羧酸循

环、氧化磷酸化三个阶段，而无氧呼吸只停留在第一个糖酵解阶段上。

与无氧呼吸相比，有氧呼吸是一种获取能量的高效方式，可以将 1葡

萄糖分子转化成 38个 ATP能量，是细胞无氧呼吸获取能量的 19倍。

有氧呼吸与无氧呼吸相比，是细胞的一种更高层次和更高效率的呼吸

方式。有氧呼吸细胞的出现，标志着地球生物进化到一种高级生命形

态，这为高等生物的出现和人类的诞生创造了前提条件。 

在氧气充足条件下，细胞优先采用有氧呼吸，无氧呼吸受到抑制。

在人体正常情况下，细胞 90%的 ATP 能量来源于有氧呼吸，仅有 10%

的 ATP 能量来源于无氧呼吸。无氧呼吸作为一种辅助呼吸形式被生物

细胞保留下来，在氧气充足时潜藏于细胞内以备后用，在氧气不足时

临时启动，用于缺氧状态下开辟一条新的能量获取途径以维持细胞的

生命。 

4、癌细胞产生：正常细胞因缺氧从有氧呼吸切换到无氧呼

吸 

细胞进行有氧呼吸的场所是线粒体，线粒体是细胞的呼吸器，是

细胞内物质氧化的中心和 ATP 能量产生的供应站，被称为“细胞动力

工厂”（Cell Power House）。细胞线粒体内有一系列氧化还原酶，按

一定排列顺序传递电子，生物化学上称之为“呼吸链”（Respiratory 

Chain)，又称“电子传递链”（Electron Transport Chain），其功

能是进行细胞电子传递，把氢原子的电子和质子传输到呼吸链的末端

与氧化合，获取 ATP 能量。德国生物学家奥托·海因里希·瓦尔堡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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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Otto Heinrich Warburg）在研究细胞呼吸时发现，当细胞缺氧或

者线粒体功能受损导致电子传递链障碍时，细胞呼吸被迫停留在糖酵

解上，后续的三羧酸循环和氧化磷酸化两个有氧呼吸步骤被关闭掉。

缺氧使大部分细胞死亡，余下的生命力顽强的细胞把呼吸方式从高效

的有氧呼吸切换到低效的无氧呼吸上。这些在缺氧环境下幸存的细胞

最初只是把无氧呼吸作为临时措施应付紧急需要，但以后的长期缺氧使这种

临时措施演变成一种正式途径，被细胞固定下来，相应地，这些采用低级低效的

无氧呼吸细胞就退化为低级的、幼稚的细胞形态，即癌细胞。癌细胞

通过从有氧呼吸切换到无氧呼吸，重新建立了新陈代谢通路，适应了

恶劣的缺氧环境，得以保持生命，顽强生存下去。瓦尔堡博士经过研

究后发现，正常细胞只有在缺氧的情况下才启动无氧呼吸，而癌细胞

即使在不缺氧的情况下也以无氧呼吸为主，这说明癌细胞已经退化为

低级细胞，即我们常说的幼稚细胞。瓦尔堡博士说“癌症，高于其他

一切疾病，有不计其数的起因。但是引起癌症的关键因素，只有一个

原发性的致病起因。简而言之，癌症原发性致病起因就是正常细胞的

氧气呼吸的替换作用引起了糖的发酵。”他认为，细胞因缺氧从有氧

呼吸被迫切换到无氧呼吸，用糖酵解获取能量，引起体内糖发酵，产生一系

列连锁反应，改变了人体体征和细胞生存方式，是引起癌症的主因。他因此

于 1931 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继瓦尔堡博士的研究之后，医学界围绕着缺氧是癌症产生的原因还是

癌症产生的结果展开了长期争论。经过八十多年的后续研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

缺氧是癌症产生的原因而不是癌症产生的结果。美国乔治亚大学对肾癌，肝

癌，肺癌，卵巢癌，胰腺癌及胃癌等七种癌症研究后发现，细胞长期

缺氧是正常细胞转变为癌细胞的关键所在，细胞内低氧水平导致线粒

体内氧化磷酸化中断，氧化磷酸化是细胞获取能量的高效途径，在失

去这一高效途径以后，细胞不得不转而求助于低效率的糖酵解获得

ATP 能量，这一转变遂把高级的、完善的、成熟的细胞演变成低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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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的、不成熟的癌细胞。乔治亚大学得出的结论是：细胞内的低氧

水平是导致癌症发生和不可控制的首要因素。 

二、郭林新气功改变癌细胞缺氧状况，为癌细胞从无氧呼吸

切换到有氧呼吸创造条件 

癌细胞是正常细胞因缺氧而导致的，那么，反过来，能否通过改

变癌细胞缺氧状况，给癌细胞提供充足的氧气，把癌细胞重新转变成

正常细胞呢？在实验室进行癌细胞培养时，如果给癌细胞加氧，形成

高压氧环境，癌细胞培养不好。但如果给癌细胞增加二氧化碳气体，

癌细胞就培养得很好。这说明癌细胞喜欢二氧化碳，厌恶氧气，是厌

氧细胞。瓦尔堡博士通过研究发现，氧气供应减少 35%并达到 48 小

时，正常细胞就开始出现转化为癌细胞的迹象，氧气供应继续减少

60%并达到 48 小时，正常细胞癌变就会正式产生。他在实验室里演示

了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的过程。当他给癌细胞提供充足的氧气时，

癌细胞的生长受到抑制,如果长时期给癌细胞提供充足的氧气，可以

终止癌细胞生长。 

尽管西医已经弄清楚了癌细胞是缺氧所致，但西医无法大量使用氧气

对癌症进行治疗，现在唯一可以使用的治疗手段是高压氧治疗，但高

压氧治疗会导致气压伤、氧中毒以及减压病等，体内出血、高血压、

呼吸系统癌症等都不适合高压氧治疗。 

郭林新气功风呼吸法行功呼吸的是大自然中的自然氧，克服了高

压氧的缺陷，无任何毒副作用，在改善癌细胞的缺氧状况的同时，直

接抑制了癌细胞生长。 

1、大量吸入氧气和负氧离子，提高癌细胞供氧量 

郭林新气功在草木丰盛、空气新鲜的地方通过吸吸呼呼，吸进大

量的自然氧，提高了人体血液里的氧气含量，给癌细胞和正常细胞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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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大量氧气。在大量吸进自然氧的同时，也大量吸进了空气中的负氧

离子。负氧离子被誉为“空气维生素”、“长寿素”，能够促进新陈

代谢，降低血压、增强免疫力。 

运动医学证明，人体进行有氧运动，吸进的氧气量可以是安静状

态下呼吸量的 8倍。郭林老师设计的风呼吸法是一种专门提高吸氧效

率的“吸氧功”。特别是行功中的快功和特快功，吸进的氧气可以达

到安静状态下吸氧量的 20 倍以上，练功时间越长，吸进的氧气量越

多。大量吸进氧气和负氧离子改善了机体的含氧量，既启动了正常细

胞的生化功能，也直接抑制了癌细胞的生长。 

2、打通毛细血管，提高癌细胞供氧量 

人体内患癌症的部位，一定是血液在局部的微循环流动不畅的部

位。微循环的主体部分是网状毛细血管，网状毛细血管与微动脉和微

静脉一起构成微循环。毛细血管是连接最小动脉和最小静脉的血管，

是极细微的血管，管径平均只有 6～9μm，不到头发丝的 1/10，仅能

容纳 1 个红细胞通过。微循环里的血液不是靠心脏搏动来推动血液流

动，而是通过血管里的交感神经和体液化学成分刺激血管平滑肌形成

舒缩运动来调节毛细血管里的血流量和血流速度。因此，微循环有

“第二心脏”之称。血液在毛细血管中的流动速度只有动脉血管的

1/60-1/100。如此之慢的血流速度和仅能通过 1 个红细胞的狭窄通

道，很容易堵塞和闭塞，造成中医所说的“气滞血瘀”。加快毛细血

管里血液的运动速度主要依靠机体运动，运动是具有“第二心脏”之

称的微循环的起搏器和加速器。所以，中国华佗说：“人体欲得劳动,

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之不

朽也。” 

微循环是血液与细胞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场所，血液通过微循环

把氧气和营养物质带给细胞，同时通过微循环把二氧化碳和代谢废物

http://baike.baidu.com/view/45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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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泄出去。据研究，人体的毛细血管每 1 立方厘米达到 3000 多条，

单根毛细血管排列起来，总长度可达到 10 万公里以上，平时只开放

1/3 的毛细血管，就能基本满足人体的需求，如果人体里毛细血管全

部开放，可以充分满足人体所需的血液、氧气和营养物质。 

郭林新气功风呼吸法行功是一种序化的、有节律的柔体运动，每

一个细节的设计都利于打通堵塞和闭塞的毛细血管，从而提高癌细胞

的供氧量。郭林新气功风呼吸法行功中的放松、入静、行走、脚跷、

手摸、头摆、吸吸呼及“圆、软、远”等，无一不对打通堵塞和闭塞

的毛细血管起着促进作用。 

3、改变酸性体征，提高癌细胞供氧量 

2006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Shinya Yamanaka）利用“巴

尔普罗酸”（ Barr General Acid）促进细胞核重新程序设计，2012

年他因此与英国生物学家约翰·格登（John Gurdon）获得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2014 年 1 月 30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日本年

轻女学者小保方晴子（Haruko Obokata）的论文，小保方晴子的研

究团队采用一种简单的方法让成熟细胞重新返回幼稚细胞。其方法是

将实验鼠已分化的淋巴球体细胞在酸性溶液中浸泡 25 分钟，相当于

给淋巴球体细胞洗个酸水澡，然后返回正常条件培养，一周后，只有

大约 20%的细胞存活下来，其中 30%的细胞变成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这说明，酸性环境对

大部分细胞而言是致命的，但对少部分细胞而言，则是引发基因突变

的契机。日本山中伸弥和小保方晴子的实验证明酸性环境可以造就幼

稚细胞，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癌细胞产生于人体酸性环境，原因是，

癌细胞也是幼稚细胞。 

为什么酸性体质可以导致人体细胞中的基因突变或密码程序重

新编写呢？原因是，细胞中 DNA 双螺旋链由许许多多的碱基对(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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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r)组成，碱基对就是双螺旋链中两两配对的碱基，碱基的排列顺

序就是遗传密码程序。人体上百万亿个细胞，每个细胞中的 DNA密码

含有 30 亿个碱基对，DNA 所携带的密码信息由这些碱基对的化学密

码写成。当人体处于酸性状态时，由于酸遇上碱以后会产生中和反应，

夺取 DNA密码上的碱基对电子，破坏细胞的基因结构，引起基因变异

或突变。这就是日本山中伸弥和小保方晴子利用酸性溶液把正常细胞

演变成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的奥秘所在，也是酸性体质导致人体患病

乃至癌变的原因所在。 

路易斯酸碱理论（The lewis Electronic Theory of Acid and 

Alkali）认为，凡是从外物中获取电子对的物质就是酸性物质，凡是

给外物提供电子对的物质就是碱性物质。酸性体质对细胞不利，是因

为酸会从细胞里的碱基中夺去电子，对细胞碱基具有破坏作用。世界

著名医学专家莜原秀隆博士和美国医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雷翁教授

都认为：酸性体质是人体百病之源。日本著名医学专家柳泽文正博士

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对 100个癌症患者进行血液 PH 值检查，结果是

全部呈酸性。台北荣民总医院邱仁辉教授研究了 600个癌症患者，结

果 85%是酸性体质。据我国著名肿瘤专家孙革新教授介绍：在酸性体

质下癌细胞极易生长与扩散，酸性体质不改变，癌细胞生长将会生生

不息。 

癌细胞喜欢酸性环境，经测定，其周围的 PH 值为 6.85～6.95，

是偏酸性的，而人体正常的 PH值维持在 7.35-7.45，平均约为 7.41，

属于弱碱性。酸碱分界线的 PH值为 7，在人体偏酸性的情况下，经

测定，PH值每降低 0.1，胰岛素的活性降低 30%。可见人体酸性环境

对人体功能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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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发现，细胞培养液中 PH 值达到弱碱性 7.4时，癌细

胞开始处于休眠状态，PH 值达到较强碱性 8.5时，正常细胞依然保

持活力，而癌细胞开始死亡。这说明氧气和碱性环境是癌细胞的克星。 

癌细胞厌恶碱性环境，但却喜欢酸性环境，这在医学上已经是

定论，被无数的实验所证实。那么，癌细胞的酸性环境是怎样形成的

呢？ 

经研究，癌细胞的酸性环境是缺氧导致的。细胞因缺氧被迫采

用无氧呼吸即糖酵解方式获取能量，糖酵解生成丙酮酸，丙酮酸与氢

离子结合就生成乳酸，乳酸增多，导致人体酸性体质产生，酸性体质

会恶化体内环境，形成医学上所说的“酸中毒”，酸中毒使机体缺氧

状况进一步加剧。缺氧和酸中毒，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有了其

中一面，必然有另一面，只要细胞缺氧，必然导致酸中毒；反之，只

要细胞酸中毒，必然导致缺氧。郭林新气功风呼吸法行功以大量吸氧

为切入点，通过提高身体含氧量来提高体液的碱性，降低体液的酸性，

使癌细胞周围的酸性环境消除掉，并转变为碱性环境，从而抑制癌细

胞增长。 

总之，郭林新气功中风呼吸法行功是一种高效率的有氧运动和有

序运动，特别是风呼吸法中的快功和特快功，能够直接大量吸进氧气

和负氧离子，使微循环通畅，打开供氧通路，能够改变人体酸性体征，

以便保持健康的碱性体征，提高机体含氧量。这些都能改变癌细胞的

缺氧状况，让癌细胞回到正常的有氧呼吸状态，为治愈癌症创造条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郭林新气功风呼吸法行功的吸氧效果和输氧

效果同练功中的放松和入静程度成正比，一旦进入气功状态以后，效

果会大幅度提升，获得能量跃迁。这一点值得练功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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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郭林新气功根治癌症的科学机理：生物电把幼稚的

癌细胞转化为成熟的正常细胞 

郭林新气功可以治愈癌症，这已经被郭林老师（子宫癌）及其亲

传弟子具本艺（乳腺癌）、高文彬（肺癌）、唐伶俐（脑癌）、徐焉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于大元（肠癌）、龚丽云（结肠癌）、孙云

彩（乳腺癌）、何开芳（子宫癌）等及再传弟子杨增和（唇癌）、袁

正平（淋巴癌）、李守荣（胃癌）、赵继锋（肠癌）、张艳坤（乳腺

癌）、桂中矗（肝癌）等所证实，也被千千万万个癌症患者的治疗效

果所证实，成为不容置疑的铁的事实。但对郭林新气功治愈癌症的科

学奥秘和科学机理还不清楚，目前还处于说不清楚道不明的“唯象科

学”阶段。笔者经过近三十年的调查、观察、思考及研究，得出的结

论是：郭林新气功能够治愈癌症的科学奥秘和科学机理在于：生物电

把幼稚的癌细胞转化为成熟的正常细胞。 

1、癌细胞是幼稚细胞（Immature Cells）,是“坏孩子”  

癌细胞是在外部环境的干扰破坏下正常细胞内部分化受阻而形

成的一种不成熟、不完善的幼稚新细胞，这在医学界已经是定论。把

正常细胞与癌细胞进行对比，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判断癌细胞是幼稚

细胞。 

一是正常细胞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分化，最后成为完全成熟的

细胞后会停止分化。以红细胞为例，其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分化的

过程是：红细胞系定向干细胞→原红细胞→早幼红细胞→中幼红细胞

→晚幼红细胞→网织红细胞→成熟红细胞，到了晚幼红细胞阶段，红

细胞就不再分裂，到成熟红细胞的末期开始死亡，总共大约 120天左

右。正常细胞就按照这个程序，有规律地一步一步向前分化，直至完

全成熟和死亡为止。但癌细胞在分化方面却原地踏步，不继续向前推

进，始终停留在低级阶段，即停留在幼稚细胞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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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正常细胞有生命周期，寿命是限定的，但癌细胞能无限增殖，

成为“不死”的永生细胞。1951 年从美国一位名叫 Henrietta Lacks

的黑人妇女的宫颈癌中分离出来的癌细胞，被称为”海拉癌细胞系”

（HeLa Cells），至今仍在世界许多实验室中继续分裂、增值，被广

泛运用于癌症研究中。永远长不大和永葆活力，是癌细胞幼稚性的一

种表现形式。 

三是正常细胞有边界，接触其他细胞后会停止生长，具有接触

性抑制特性，癌细胞却没有边界意识，相互接触之后继续疯狂增殖，

体外培养时会呈现出无序堆积状。癌细胞没有边界意识，到处转移，

恶性增殖。这是癌细胞幼稚性的又一表现形式。 

总之，癌细胞是幼稚细胞，不能接受人体控制因子所发出的控

制信息，无限复制，到处乱窜，就像一个不成熟的小孩子一样，不听

话，不守规矩，既不能执行正常细胞的生化功能，又摧毁人体正常组

织，导致人体死亡。 

有的医学学者形象比喻癌细胞为“坏孩子”，而把正常细胞比喻

为“好孩子”，在医学界有“好孩子坏孩子”理论。数十亿、百亿癌

细胞组成的肿瘤，就像许许多多的坏孩子结帮形成“黑社会组织”一

样，对人体正常机体构成威胁。癌细胞被称为“坏孩子”主要指癌细

胞不成熟，越不成熟，即越幼稚的癌细胞，分化能力越强，其毒性越

大。“好孩子坏孩子”理论，告诉我们，癌细胞是可逆的。如果有一

种方法，可以把“坏孩子”调教成“好孩子”，幼稚的癌细胞就变成

了成熟的正常细胞。 

2、郭林新气功治愈癌症的科学机理：生物电把幼稚的癌细胞

转化为成熟的正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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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细胞可以逆转回去，演变成癌细胞，那么，癌细胞可不可

以再次逆转回来，演变成正常细胞呢？正常细胞癌化，是细胞自身固

有的属性，癌细胞正常化，是否也是细胞自身固有的属性？大量事实

证明，细胞像钟摆一样，可以“从良”，也可以“从恶”，“从良”

还是“从恶”，取决于细胞分裂过程中的环境因素。也就是说，幼稚

的癌细胞“弃恶从善”，转变成成熟的正常细胞，是完全可能的。这

种观点受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经验事实所支持，典型的证据是癌症自

愈现象。 

癌症患者的肿瘤自然消退，不治而愈，这种例子在医学文献记

载中超过 1000 多例。其中，有发热性疾病导致肿瘤自然消退；有致

癌因素去除后而肿瘤自然消退；也有精神转移和放松而肿瘤自然消

退；有内分泌变化（如怀孕）而肿瘤自然消退；在中国，更多的例子

是练郭林新气功而肿瘤自然消退。美国泛美癌症治疗中心古维﹒普拉

特博士甚至认为，约有 10%的癌症患者肿瘤会自然消退。美国癌症协

会对 200例癌症患者肿瘤自然消退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体免

疫力的增强是癌症自然消退的根本原因。不管古维﹒普拉特博士和美

国癌症协会的结论是否正确，但完全承认癌症患者肿瘤自然消退是客

观事实。癌症自愈，说明人体存在一种内在的自愈力，也说明幼稚的

癌细胞可以重新逆转回来，成为成熟的正常细胞。这一点启示我们：

癌细胞是可逆的，癌症可以通过人体自身的力量给予战胜。现在，医

学界有一种“诱导分化治疗法”（Induced Differentiation Therapy）,

专门研究应用某些化学物质使不成熟的恶性细胞向成熟方向分化，转

变成正常细胞，取得了一些进展。笔者认为，人体里的恶性肿瘤细胞、

良性肿瘤细胞、正常细胞都属于人体细胞，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雾、

云、雨之间的关系，雾、云、雨都由水分子组成，虽然在不同的条件

下表现不一样，但本质上是一种东西，可以相互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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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癌症的治疗方法进行了三十多年寻找和思考，得出的结论

是：郭林新气功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最自然的治癌方法、最无

害的治癌方法、最有效的治癌方法，奥秘在于，郭林新气功通过科学

的练功方法调动人体生物电，利用生物电把幼稚的癌细胞转化为成熟

的正常细胞，癌症患者在不知不觉和毫无痛苦的情况下，癌症肿瘤不

治而愈，不翼而飞。 

第一，郭林新气功启动并调动生物电( Bioelectricity)。生物电

就是练功家所说的“内气”，“内气”还包括生物磁和生物场，电、

磁、场三者是有机统一体，可以相互转化。生物电是生物体在生命活

动过程中细胞内和细胞间的带电离子形成的生物电子和电流。细胞离

开生物电无法进行正常的生化反应和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郭林新气

功主要从四个方面启动并调动生物电： 

一是群体抗癌，癌症患者获得心理治疗和精神慰藉。郭林新气功

疗法治疗癌症是从对癌症患者进行心理治疗和精神慰藉开始的。郭林

老师称之为“树立三心”，即树立信心、决心、恒心。癌症患者在恐

癌心理作用下，处于心理崩溃和精神绝望边缘，不改变这种状况，“内

气”即生物电是无法启动和调动起来的。郭林新气功疗法从 1971 年

公开走向社会开始，走的是群体抗癌之路。从郭林老师开始，都是一

个个战胜癌症的癌症患者担当教师，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个成功案例，

非常具有说服力，容易说服癌症患者放弃对癌症的恐惧，首先树立正

确的态度和战胜癌症的信心，然后再树立练功治癌的决心和恒心，以

乐观的心态与癌症抗争。这是郭林新气功疗法调动癌症患者生物电的

前奏曲。 

二是整体疗法，全面改善身体机能，提高免疫力，增强生活信心。

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证明，癌症不是一种局部疾病，而是整体疾病在

局部的表现。郭林新气功疗法在功法设计上从整体治疗着手，不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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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进行治疗。比如，对待癌症肿瘤，郭林老师一再强调不要去想它，

不要去管它，更不要去触动它，这同西医的手术和放疗直接对准肿瘤

下手是不同的。整体疗法有利于全面改善身体机能，提高免疫力，最

明显的表现是，癌症患者只需经过数周的练功就可以大大改善饮食和

睡眠，体力也开始增强，长期坚持练功就可以吃得香，睡得甜，感冒

较少发生，精神状态良好，为启动和调动生物电打下基础。 

三是郭林风呼吸法行功可以大量吸进氧气和负氧离子，提高细胞

有氧呼吸效率，加快新陈代谢速度，排出细胞、血液、体液里的代谢

废物和有害毒物，对细胞、血液、体液都起着清洁和净化作用，为启

动生物电和生物电有序运行创造条件。 

四是在郭林风呼吸法行功大量吸进氧气和负氧离子、启动人体生

物电的基础上，郭林新气功中的升降开合功、松揉小棍功、头部按摩

功、涌泉穴按摩功等功法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帮助癌症患者放松、安静

下来，对打开关闭的穴位和开通生物电运行路径起着促进作用，有利

于进一步调动和启动人体生物电。例如行功中的高跷脚尖、脚跟着地、

脚掌放平，在身体放松和腿脚放松情况下每走一步，地面对足底的刺

激就有类似按摩、推拿的作用，给神经末梢提供刺激信号，并把信号

迅速传入内脏器官和大脑皮层，调节中枢神经、植物神经系统和内分

泌系统，有利于调动和启动人体生物电。 

第二，生物电把幼稚的癌细胞转化为成熟的正常细胞。已经调动

和启动起来的生物电，随着郭林风呼吸法行功中手脚按节律进行有序

运动，形成有序运行的生物电流，生物电流启动并连接癌细胞内的电

子呼吸链，启动有氧呼吸，癌细胞进一步分化的通路被打开，开始向

正常细胞的方向逆转。在启动并连接癌细胞内的电子呼吸链过程中，

自由基发挥了有益的媒介作用，主要是将氧气和负氧离子中的活性电

子传递到线粒体内。线粒体是细胞的氧化蓄电池，生物电来源于线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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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的氧化反应。当自由基把氧气和负氧离子中的活性电子传递到线

粒体内以后，就直接激活了线粒体内的氧化反应，使癌细胞由无氧呼

吸切换到有氧呼吸，从而为癌细胞由幼稚细胞转化为成熟细胞创造了

条件。 

有什么证据证明练郭林新气功所产生的生物电能够把幼稚的癌细

胞转化为成熟的正常细胞？直接的科学证据目前确实没有，有待于以

后进行深入研究，给予补充，但有一些间接的证据可以给我们提供一

些信息和线索。 

一是在癌症肿瘤缩小过程中没有新的炎症或化脓现象伴随。癌症

患者通过练功，癌症肿瘤在逐渐缩小的过程中，肿瘤周围的炎症没有

进一步加剧，也没有化脓现象伴随，这一点提示我们，肿瘤缩小不是

体内的免疫系统对癌细胞采用消灭措施的结果。假如体内的免疫系统

比如巨噬细胞对癌细胞采用消灭措施，巨噬细胞吞噬了癌细胞，那么，

巨噬细胞也会死亡，将会导致癌症肿瘤周围的炎症加剧，并导致化脓

出现。但是通过郭林新气功疗法治疗癌症，只见肿瘤缩小，不见肿瘤

周围炎症加剧和化脓现象出现。1911年，德国生物学家 Otto Aichel

提出：癌细胞和巨噬细胞一类的白细胞能够相互融合。自 Otto Aichel

之后，不少科学家一直在研究癌细胞和巨噬细胞的融合问题。2009

年 8 月 21 日《生物研究网》（Bloonnews）刊登了一篇《巨噬细胞可

帮助癌细胞转移》的文章，研究人员发现：巨噬细胞能在肿瘤原发位

点促进肿瘤发展和恶化，还能促进转移后的肿瘤细胞生长。也就是说，

巨噬细胞不仅不帮助身体进行免疫，消灭癌细胞，反而助纣为虐，帮

助癌细胞发展壮大和转移到新地方。2013 年 12 月 15日，美国细胞

生物学会年会上呈送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某些情况下，癌细胞与巨

噬细胞融合，有可能变得更具危害性。为什么科学家们研究癌细胞和

巨噬细胞的融合问题？原因是，假如说巨噬细胞对癌细胞具有免疫

力，也就是说巨噬细胞对癌细胞采取消灭措施，那么，癌细胞在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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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来得及壮大之前就被巨噬细胞剿杀了，癌症就不是一种可怕的疾

病。正因为巨噬细胞没有对癌细胞采取剿杀手段，癌细胞才一路绿灯，

不断发展壮大，直到把人体器官破坏到不能正常发挥功能时才会被人

发现。 

二是在应用郭林新气功疗法治疗癌症的过程中会出现“睡癌”现

象。“睡癌”是郭林新气功练功者中流行的一个独特术语，意思是通

过练功，使癌症肿块不再继续长大，从外表上看，要么肿块体积保持

变，要么虽然有所缩小，但缩小很少、很慢，给人一种看上去癌症肿

块处于睡眠或休眠的感觉。“睡癌”的出现，说明郭林新气功疗法治

疗癌症，不是采用消灭癌细胞的方法来治疗癌症，而是采用转化的方

法使癌细胞“改邪归正”。当癌细胞的分裂和增殖速度与练功调动的

生物电转化癌细胞的速度旗鼓相当时，新增的癌细胞数量与被转化为

正常细胞的数量大致相等，就会给人一种“睡癌”的错觉。为什么这

样说呢？因为在大量的郭林新气功练功者中出现一种普遍的现象：癌

症肿块的大小变化与练功的功效和功时成反比例。当癌症患者加大练

功量和延长练功时间，并且自我感觉练功效果比较好时，癌症肿瘤缩

小的速度快，但当癌症患者减少练功量和缩短练功时间，并且自我感

觉练功效果比较差时，癌症肿块缩小的速度慢，甚至会重新长大。笔

者在采访一些癌症患者和郭林新气功疗法老师时，常常听到他们讲述

这种情况。 

三是癌症肿瘤消失以后，不留任何痕迹。严重的慢性肝炎、肺结

核等疾病治愈后会留下钙化点、纤维组织增生等痕迹，就像我们皮肤

的伤口留下疤痕一样。但癌症肿块消失以后，往往在患癌部位不留任

何痕迹。笔者在武汉植物园进行郭林新气功疗法治疗癌症的实验时，

出现了这样以致情况：笔者的一位学生的父亲患食道癌，在武汉协和

医院肿瘤中心住院进行放射治疗，当时的食道肿瘤为 8cm,出院后直

接到武汉植物园练郭林新气功，一年后在其家乡宜城市医院检查，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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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完全消失，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以致医生问病人是不是以前诊断

错了？许多采用郭林新气功疗法治疗癌症的患者在肿瘤消失后到医

院检查，由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医生产生类似的疑问。 

四是前文中所说的“癌症自愈”现象。癌症肿瘤自然消失，是癌

细胞“改邪归正”的典型现象，在肿瘤消失过程中，没有免疫细胞和

消灭癌细胞的“战斗”痕迹。癌细胞的消失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

练习郭林新气功治疗癌症， “癌症自愈”现象更是不胜枚举。 

第三，生物电所产生的磁力线和电位差对癌细胞具有感召作

用和牵引作用。在操练郭林新气功风呼吸法行功时腿脚按节律向前

迈进和手臂按节律左右弧线摆动，不断改变人体磁场和磁力线，形成

电位差，对癌细胞具有感召作用和牵引作用。1981 年，美国休斯顿

安德森医院肿瘤研究所雷久南博士在给柯岩老师的信中言：“肿瘤的

生物电不同于正常细胞组织，我们的工作发现肿瘤的电位总比正常

低，例如肝癌，癌的部位是副电位，像个电池一样，这种电位差别可

以理解它之所以能争取营养，不停地生长。有文献报导，如果用正电

治疗，可以消灭肿瘤（动物身上的实验）。练气功的人能放出一种磁

或静电（场能），这也说明气功治癌是有科学根据的。”郭林新气功

风呼吸法行功每走一步路，每左右摆动一次手臂，体内磁场、磁力线、

电位差都会得到改变，练功者在放松安静状态下练功时对自己体内的

这种改变可以有明显的感觉。而体内磁场、磁力线、电位差的每一次

改变都感召和牵引着癌细胞向正常细胞方向转化。特别是当练功者在

放松入静状态下进入到练功家所说的“气功态”情况下，强大的“内

气”即生物电形成强大的生物电流，对处于负电位的肿瘤细胞群给予

电击般的冲击，对唤醒癌细胞向正常细胞方向转化，能起到更快捷、

更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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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生物电借助吐音功法所产生的声波向癌细胞进行“攻

击”。吐音功法是郭林新气功疗法攻克癌症的杀手锏，是郭林新气

功疗法攻克癌症肿块中最顽固的肿瘤干细胞的定向导弹。凡是练过吐

音功法的癌症患者都可以感觉到，在放松入静和“内气”即生物电充

沛情况下做吐音功法，有电流“冲击”癌症肿瘤部位的感觉。所以，

吐音功法在郭林新气功疗法中属于中高级功范畴，能够做好吐音功法

的人，癌症的治疗效果一定很好。练功中产生的生物电借助吐音功法

产生的声波对癌细胞的“冲击”甚至“闪击”，不是将癌细胞杀死和

消灭，而是将癌细胞通电、归位、启动、唤醒。由于癌细胞是幼稚细

胞，与正常细胞经过亿万年的进化相比具有生命的脆弱性，癌细胞与

癌细胞之间的结合很松散，与正常的细胞组织之间也很松散，仅仅是

正常细胞组织上面的寄生物，当强大的生物电借助声波冲击癌细胞

时，幼稚的癌细胞可能承受不了，从正常细胞组织上脱落下来。一位

在襄阳公园练郭林新气功吐音功法的肺癌患者，在练习吐音功法时，

从口腔中吐出一团血肉，到医院以检查，肺叶上的肿瘤不见了，这说

明吐出的一块血肉就是原来肺叶上的癌症肿瘤。温州医学院的黄老师

也告诉笔者，温州的一位肺癌患者也发生了同样情况，在练习吐音功

法时，从口腔中吐出一团血肉，此人练功效果非常好，已经正常工作

和正常生活。新浪博客中“爱友康复营的博客”发表了上海王乃慈老

先生（1930年生，胃癌）的文章《吐音功咳出来脱落的癌细胞——

谈谈郭林气功的神奇功效》(下)有这样一段记载：“连云港有位商业

学校校长叫张海清，患肺癌不能手术，在上海学练郭林气功后，返回

故里练功不辍。一天在练吐音功时突然剧咳不已，以致呛出血来，并

感到火头哽塞，张大嘴用力再咳，竟吐出两粒花生米大小的块状物，

经化验竟是凝聚成团的癌细胞。再行体检，原先的病性竟不翼而飞。

他大喜过望，继而又困惑不解。吐音功难道有这等神力，能将癌细胞

排除体外。接张来信，我亦感困惑，从以下的角度，癌细胞不可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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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道或气管排出。单眼前的现象也无法解释。然而同样的现象在立信

会计学校以为教师身上再度出现。这位教师在公园练吐音功时，同样

咳出一团花生米状的癌细胞。”吐音功法导致癌症肿块从机体组织脱

落的现象可能只限于肺癌，原因是，肺部是吐音时的发声器官，声波

直接冲击肿瘤，导致作为寄生物的肿瘤癌细胞从机体组织脱落，脱落

的肿瘤癌细胞又可以通过气管，经过口腔吐出口外。 

总之，郭林新气功疗法是利用生物电、生物场、生物磁来“收编”

癌细胞的，不是把癌细胞当作敌人，采用剿杀措施，给予消灭和清除，

而是不断呼唤着癌细胞，不断感召着癌细胞，不断向癌细胞伸出援手

和提供支持，帮助癌细胞“改邪归正”，促使幼稚的癌细胞向成熟的

正常细胞方向分化和发展。 

3、奇迹源自生命自身 

细胞本身是全息的，生物体上的一般细胞（体细胞），含有生物

体的全部信息，具有完整的遗传因子，有潜在发育成新生物体的能力，

在不同的条件诱导下，不同的遗传因子被启动，细胞在复制过程中就

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和功能。癌细胞的特性与干细胞的特性一致，所以，

现代医学界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癌症属于一种干细胞病，癌细胞是

干细胞在分化过程中受到体内体外各种因素的干扰或破坏导致分化

障碍，形成各种不同的不成熟的幼稚细胞。所以，肿瘤中的癌细胞是

十分不规则的，大小形态各异，有的癌细胞是单核，有的是双核，有

的是巨核，但所有的癌细胞拥有一样的生物学特征和生物学行为：厌

氧、喜酸、转移、无限复制。癌细胞“不受控制”特点与正常细胞“受

控制”特点形成鲜明对照。由于这些细胞是人体里的“内乱”细胞，

是细胞中的“坏孩子”，所以，人体内的免疫系统不把癌细胞及由癌

细胞构成的肿瘤当作细菌、病毒、异物等“敌人”看待，特别是作为

“清道夫”的巨噬细胞在癌细胞面前失去了“冷血杀手”的本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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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大开绿灯的亲和行为。癌症难治，难就难在，人体免疫系统不把

癌细胞当作异己的“敌人”看待，在癌细胞面前放下了战斗武器。山

东淄博的李英伟淋巴瘤长到 20cm×12cm×8cm,比砖头还大，直到剧

烈咳嗽和痰中带血才在医院检查发现，为什么癌症肿瘤长这么大，身

体没有异样反应，免疫系统不去抗争，不去消灭呢？原因就是，人体

免疫系统把癌细胞当作“自己人”看待，不把癌瘤视为“异物”或“敌

人”。 

癌细胞与正常细胞相比，只是正常细胞分化受阻后才“变异”或

“变坏”的，“变异”或“变坏”只是癌细胞的暂时行为，癌细胞内

含有的继续向前分化的基因信息仍然完整地保留在癌细胞内，一旦癌

细胞内含有的继续向前分化的基因信息被启动，癌细胞就会继续向前

分化，转化为正常细胞。 

大自然，人类一切力量的源泉。在亿万年进化中大自然把人体塑

造成一部精密的生物机器，赋予了这部生物机器最高的智慧、最强大

的生命力以及最完美的自我修复力。人体强大的生命力和完美的自我

修复力是治愈人体疾病的最佳医生和最好药物。郭林新气功疗法的高

明和高妙就在于：让癌症患者走出家门，向大自然寻求力量，通过功

法呼唤潜藏于人体强大的生命力和完美的自我修复力，用感召的方法

呼唤癌细胞醒来，用支持的方法，伸出援手，给癌细胞提供充足的氧

气和负氧离子，并提供生物电帮助癌细胞弥补缺失的碱基电子，修复

癌细胞基因残缺片段，把癌细胞断裂的电子呼吸链重新连接起来，帮

助癌细胞从无氧呼吸切换到有氧呼吸，使癌细胞由幼稚细胞转化为成

熟细胞。一句话，郭林新气功疗法运用人体在亿万年进化中大自然所

赋予的强大生命力，自我更正，自我修复，创造了癌症不治而愈、不

翼而飞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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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林老师最初把新气功疗法称为“自电疗法”，“自电疗法”是

自我生物电疗法的简称。郭林老师把她研创的新气功疗法称为自我生

物电疗法，正说明郭林老师在治愈自己子宫癌之初已经十分明确地认

识到，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内气”，也就是现代科学所说的“生

物电”治好了她自己的癌症。郭林老师认识到治愈自己癌症的物质性

因素是人体潜藏的巨大生命力，气功练功家只是通过自己的意识作用

进一步凝炼内在的生命力，调动内在的生命力，让内在的生命力发挥

治病抗癌的作用，从而创造生命奇迹。 

 

 

结 语 

1971年 12 月 23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国家癌症法》(The 

National Cancer Act),正式向癌症宣战，为攻克癌症，美国国会大

规模增加研究经费,迄今为止，仅政府投资已经超过 900亿美元,加上

各种社会投资，超过 2000 亿美元。在人类对所有疾病的研究中，癌

症花钱最多，着力最大，全球数十万科学家日夜不停地进行研究，但

效果至今很不理想，人类仍然笼罩在“癌恐怖”的阴霾中。 

就在尼克松总统签署《国家癌症法》的 110 天前，即 1971 年 9

月 4 日，一位伟大的女画家，把自己潜心研创的、战胜了自己子宫癌

的新气功疗法正式推向社会，从此，广大癌症患者有了一个战胜癌症

的新武器。40 多年来，新气功疗法从被人误认为招摇撞骗到获得社

会广泛认同，从郭林老师一人孤身探索到千千万万癌症患者群体实

践，从被国家体育局视为“健身气功”到被医学界承认为“医学气功”，

从北京公园推展到全国公园，从中国一个国家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

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其科学性在千千万万癌症患者身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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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践检验，被证明是一种科学的治癌方法，为人类走出“癌恐怖”

的阴霾开辟了一条道路。在以严谨著称的德国，郭林新气功疗法已经

被纳入医疗保险体系，肿瘤医院的医生接受郭林老师的亲传弟子王莉

老师的郭林新气功疗法培训后，转而传授给癌症患者，作为医疗保险

项目给予报销。德国人给全世界做出了视郭林新气功疗法为医疗科学

的榜样，值得全世界学习，特别是值得郭林新气功疗法的发源地中国

学习。美国格鲁博大学东方医学博士、联合国和平基金会世界名医奖

获得者冯宝兰建议向世界推广郭林新气功治癌运动，笔者赞同这一建

议，希望得到联合国的响应和支持，为全球广大的癌症患者播扬自救

福音。 

德列·莫瑞兹(Andreas Moritz)在《癌症不是病》（Cancer Is Not 

a Disease）一书中说：杀死癌症患者的不是肿瘤中的癌细胞，而是

其背后导致正常细胞突变为癌细胞的根源。西医中的手术、放疗、化

疗被称为治癌“三大武器”，主要针对已经产生的癌细胞，并不针对

产生癌细胞的病因，所以，治疗效果受到很大局限。1998 年美国国

会正式拨款成立“全美补充替代疗法研究中心”（NCCAM），专门对西

医以外的疗法进行研究，美国的洛杉矶州大学 UCLA 医学中心、纽约

斯洛特-加龙省克癌症研究中心等美国权威医学中心都设立了对非西

医替代疗法治疗癌症的研究项目，各大医学院也纷纷设立相关课程。

1998 年美国哈佛大学一个专门研究机构做过一次统计，发现中国的

气功和针灸以及印度的瑜伽在美国十分流行，美国人一年花在中国的

中医、针灸、按摩、气功等治疗方面的费用高达 220 亿美元，90%以

上是自费，每年大达到 6.3 亿人次，平均每人 2 次。2006 年 2 月 6

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篇“非传统补充替代治癌疗法”的

长篇报导，报导称美国传统的手术、放疗、化疗西医疗法遭受信任危

机，80%的美国癌症患者采用中国的中医、针灸、气功、按摩和印度

的瑜伽及墨西哥的草药对癌症进行补充替代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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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选择郭林新气功疗法和美国人寻找补充替代疗法，正说明

西医开始重视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留给后世“治

病不可伤身”戒律，也说明治疗癌症这个人类最凶恶的病魔需要打

“总体战”，仅靠西医剿灭癌细胞的办法，力量还是不充分的，还需

要像郭林新气功疗法这样非常有效的整体疗法参与其中，作为西医的

补充形式，进行辅助抗癌。 

郭林新气功疗法是中华古老智慧的结晶，更吸收了现代西方科学

的研究成果，主张西医、中医，气功三结合治疗癌症，正如孙云彩老

师在总结郭林新气功疗法时所讲“对癌症要打总体战，对健康要搞系

统工程”。郭林新气功疗法不排斥西医，更不排斥中医，主张能手术

尽量早手术，能放疗尽量放疗，能化疗则适可而止，有条件能吃中草

药则尽量吃中草药。 

郭林新气功疗法不是神丹妙药，只是一种科学的调动人体潜能的

锻炼技巧，需要练功者认真学习，长期坚持锻炼，才能有效果，才能

出奇迹。郭林新气功疗法在本质上是癌症患者自己给自己治病，与气

功师“发气”治病或者所谓的“气功大师”治病毫不相干。郭林老师

曾经对其入门弟子具本艺老师讲：“功夫就是汗水加泪水加雨水”，用

郭林新气功疗法治疗癌症，需要癌症患者自己付出汗水和泪水，承受

雨水和严寒。在红尘滚滚、急功近利的现时代，静下心来，用郭林新

气功疗法与癌症抗争，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师者之路，吾人之路。广大癌症患者应向郭林老师学习，做一个

千方百计冲决癌魔囚笼、争取健康自由的角斗士，用殊死的角力，一

步一个吸吸呼，一个又一个地用氧气和生物电转化癌细胞，一分一秒

地从死神那里争夺生命，直至战胜癌魔，取得最后胜利，奏响生命的

乐章，创造生命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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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广庆系武汉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欢迎郭林新气功同仁

和医学界专家交流与批评指正，欢迎广大郭林新气功练功者提供实证资料和数

据，完善本文和正在写作的《癌症≠死亡（续）——郭林新气功抗癌实录与研究

报告》。qq:1667706037；邮箱：postdoctorzho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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