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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诺贝尔奖

本书作者医学硕士堀尾忠正研究发现并证明灵力和灵力场这宇宙的第五个力和第

五个场存在，创立灵力医学和灵力医学排列（简称“灵排”）。

而爱因斯坦、霍金等只知宇宙中存在四个力和四个场，不知第五个。

医学教科书中充满了“原因不明”、“病因不明”、“尚无定论”、“尚在研

究中”这样的词，作者通过灵排发现：每个人的疾病均有明确的原因，不同的人即使

西医医生诊断为相同的病名，其病因仍各不相同，通过灵排可以找到每个病的明确原

因，处理方法也各不相同，很好地回答了以上西医无法解决的病因问题和治疗方法。

堀尾忠正在灵排中得到结论：40%的重大疾病与杀生有关（包括杀人、堕胎、杀

动物），其中重大疾病与杀动物有关者超过10%，这与佛经中描述的不要杀生是一致

的。灵排证明了灵魂转世的存在，并发现30%的重大疾病与前世有关，这也是同佛经

中描述的前世今生一致，但西医从未提及此观点。另外10%以上的疾病与家庭关系的

纠葛有关（不包括前世的）。10%的疾病是祖坟损坏引起，更多比例的是因为没有祭

祖引起（以上统计有交叉重复）。

堀尾忠正研究发现：所有的疾病均是频率紊乱引起，纠正频率即可恢复健康。堀

尾忠正发明的量子共振信息水可以通过靠近身体隔空放置、涂擦、喝等方式来纠正频

率。量子共振信息水和灵排均实现了“异病同治”。

堀尾忠正进一步研究发现：西医是用一维空间研究疾病，中医是用三维空间研究

疾病，灵力医学是用四维空间研究疾病。西医的基础是科学，中医的基础是哲学，灵

力医学的基础是佛学。

西医是科学治病，中医是哲学治病，灵医是佛学治病。

灵排实践证明：灵力医学与佛学、神学是相通的。灵力医学排列不但是疾病的治

疗手段，而且也是验证佛学、神学的一个极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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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力医学

四维空间思维
涉及宇宙
涉及数辈人
利用灵力灵力场
理解最困难
效果最好

(相关:佛学 神学)

中 医

三维空间思维
涉及整体
涉及全身
理解困难
效果好

(相关:哲学)

西 医

一维空间思维
(点到点思维)
涉及局部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理解容易
效果一般

(相关:物理 化学)

   

灵力医学

四维空间

宇宙论

灵力

灵力场

中医

三维空间

整体论

西医

一维空间

（点到点）

局部论

佛学  神学

家庭系统排列

巫术

祝由十三科

经络

量子医学

民间方法

联接上灵力

灵力场

各类医学关系图
                        ——堀尾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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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医学对比表

                        ——堀尾忠正

类别 研究范围 研究方法 主要手段 思维方式 范畴 理解程度
治疗
效果

西医
人体局部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动物实验
西药
手术

一维空间
(点到点)

科学 理解容易 一般

中医
人体整体
全身调理

整体研究
中药
针灸

三维空间 哲学 理解难 好

灵力
医学

宇宙
涉及数辈、

前世

灵力
灵力场

接通灵力场
共振水，灵排

四维空间 佛学 理解最难 最好

西医是从一维空间研究疾病，中医是从三维空间研究疾病，灵力医学是从四维空

间研究疾病。

西医的基础是科学，中医的基础是哲学，灵力医学的基础是佛学。

西医是科学治病，中医是哲学治病，灵力医学是佛学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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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指引
            

本书介绍了89个疾病（事件）案例，如果刚开始感觉读不懂本书，可以先看部分

案例：

96页

（30）想自杀、胆小（国共战争）。

131页

（44）白血病，严重肌萎缩（股票操盘手）（广州）。

181页

（66）母亲被蛇咬后37年毒性反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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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作者医学硕士堀尾忠正记录了用其自创发明的灵力医学排列（简称“灵

排”）处理重大疾病（事件）案例89例，其中未有录像的20例，专业公司全程录像的

有69例。时间为2010年6月10日至2010年12月26日。以上疾病均是医院对此无能为力

的。

本书重点考察分析了自2010年8月28日起有全程录像记录的灵排69例，其中疾病

64例，家庭关系2例，事业2例，另外1例排列自然现象“破解金字塔之谜”。

本书也记载了网名为“看海（深圳）”和“想做瑜伽的猫（瑜伽猫）（昆明）”

等求医10多年、20多年、30多年被医院判为不治者，在堀尾忠正灵力医学的处理下逐

渐康复，其后追随堀尾忠正学习灵力医学排列，灵排助人、利人利己、走上健康之路

的过程。

作者堀尾忠正在灵力医学排列研究总结中得到结论：40%的重大疾病与杀生有关

（包括杀人、堕胎、杀动物），其中重大疾病与杀动物有关者超过10%，这与佛经中

描述的不要杀生是一致的。灵排证明了灵魂转世的存在，并发现30%的重大疾病与前

世有关，这也是同佛经中描述的前世今生一致，但西医从未提及此观点。另外10%以

上的疾病与家庭关系的纠葛有关（未包括前世）。

西医的教科书中充满了“原因不明”、“病因不明”、“尚无定论”、“尚在研

究中”这样的词，作者堀尾忠正通过灵力医学排列，发现了每个人的疾病均有明确的

原因，不同的人即使西医医生诊断为相同的病名，其病因仍各不相同，通过灵排可以

找到每个病的明确病因，灵排时处理方法也各不相同，很好地回答了以上西医无法解

决的病因问题和治疗方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多经过西医治疗10多年、20多年、30多年一直

无法治好的疾病，经过灵力医学处理后在短短几天内疾病消失了，或者疾病当场消失

了，这也证明了灵力医学的正确性。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西医临床医生本人及其家人

在病痛20多年、30多年西医无法解决后，求助于堀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和量子共振信

息水。

堀尾忠正的研究发现：西医是从一维空间研究疾病，中医是从三维空间研究疾

病，灵力医学是从四维空间研究疾病。西医的基础是科学，中医的基础是哲学，灵力

医学的基础是佛学。西医是科学治病，中医是哲学治病，灵力医学是佛学治病。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连三维空间的中医也已经无法理解了，把属于哲学范畴的中医

非要拉到科学范畴去评价，然后批其是“伪科学”，实际中医既不是科学，也不是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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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哲学，阴阳五行就是古代哲学。现在中国有人叫嚷要取消中医，而日本在悄

悄把中医改名为东洋医学。这样下去，将来世界上没有了中医，但有了东洋医学。

四维空间的就更无法理解了，很多人把四维空间的误解成了“迷信”。经实践

的验证，同样是四维空间的灵力医学与佛学、神学是相通的。佛学的精髓就是因果报

应和灵魂转世。学过佛学、神学的人，很容易理解灵力医学。而且，在灵力医学排列

（灵排）中呈现出来的，很多是佛学、神学中描述的内容，处理方法也与佛学、神学

中描述的有相似。灵力医学排列不但是疾病的治疗手段，而且也是验证佛学、神学的

一个极好工具。

那些看不懂的读者，最好不要先马上就攻击，如果能先到现场亲身体验，或者先

学习一些佛学、神学这些流传了数千年的学科后，再发表高论，那么更和谐一些。物

理、化学才传播了数百年，同样西医也才传播了数百年，其研究的是点，而佛学、神

学、灵力医学探讨的是整体，是宇宙的规律。灵力医学也是研究宇宙的方法之一，其

中包含了宇宙的第五个力和第五个场——灵力和灵力场。

世界一流大学如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均有神学院，台湾、香港也有

很多神学院、佛学院等，说起神学、佛学中国人不必少见多怪。

家庭系统排列（简称“家排”）是德国海灵格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建立起来的新

学科，海灵格的著作中未曾记录有排列时呈现完整故事情节的，作者堀尾忠正灵力医

学排列（灵排）均呈现了完整的故事情节，这证明“灵排”与“家排”是不同的，而

且在灵排中，充分利用了量子共振信息水的共振传递作用。作为代表，患有同样疾病

的，代表也同时疾病好转，也充分证明了灵排是在利用灵力场在运作。

灵力医学是跨时空疾病处理。本书是堀尾忠正灵力医学系列书中的排列篇。

本书内容的原始材料来源于http://www.yougong.com的访客留言。自2010年8月

28日起，有全程录像保存。要深刻理解灵力医学排列必须要在现场参与体验才行，否

则就又成了纸上谈兵。

所有的疾病均是一个信使，传递来一个信息，传递来一个祝福，关键是你能否读

懂这个信息，能否读懂这个祝福，然后能否接受下这个祝福。多数情况下，这个信息

来自于四维空间，如果你能读懂，接受下，那么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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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堀尾忠正（Kuwei  Zhongzheng）（日文读音：Horio Tadamasa）。

1966年2月5日出生于江苏启东，自小喜欢物理学，有很多发明。

其外祖父是著名中医。

1985年9月起就读镇江医学院（现名江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系，1990年获医

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从事临床工作和研究工作。

1993年9月起就读（广州）暨南大学医学院药理学研究生，1996年获医学硕士学位。

其后系统学习了量子学、心理学、完形治疗、心理剧、家庭系统排列等。

从小经常发生一些灵异事件，一直试图破解这些谜，最后追踪发现了灵力和灵力

场，这个宇宙的第五种力和第五种场，把这个宇宙秘密破解开了。

从小喜欢搞发明，后把自己的发明应用于医疗中，大学毕业不久就成了当地名

医，其后，又不断在很多领域创新，不断有发明，尤其是利用量子学原理发明的量子

共振信息水，用“纠正人体共振频率使人体恢复健康”的方法，治愈了很多不治之

症，实现了“不同的疾病用相同的办法治疗”这一理想，并且实现了利用量子共振信

息水能“隔空治病”。

发现并证明灵力和灵力场的存在。霍金等研究宇宙时欲把已知的四种力和四种场

归纳成宇宙统一理论，但遗漏了灵力和灵力场这第五种力和第五种场。灵力和灵力场

是客观存在的。

医学教科书中充满了“原因不明”、“病因不明”、“尚无定论”、“尚在研究

中”这样的词，作者通过研究创立灵力医学排列（简称“灵排”），通过灵排发现每

个人的疾病均有明确的原因，不同的人即使西医医生诊断为相同的病名，其病因仍各

不相同，灵排时处理方法也各不相同，很好地回答了以上西医无法解决的病因问题和

治疗方法。

作者通过灵力医学排列研究总结中得到结论：40%的重大疾病与杀生有关（包

括杀人、堕胎、杀动物），其中重大疾病与杀动物有关者超过10%，这与佛经中描述

的不要杀生是一致的。灵排证明了灵魂转世的存在，并发现30%的重大疾病与前世有

关，这也是同佛经中描述的前世今生一致，但西医从未提及此观点。另外10%以上的

疾病与家庭关系的纠葛有关（未包括前世）。10%的疾病是祖坟损坏引起，更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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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因为没有祭祖引起（以上统计有交叉重复）。

作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所有的疾病均是频率紊乱引起，纠正频率即可恢复健

康。堀尾忠正发明的量子共振信息水可以通过靠近身体隔空放置、涂擦、喝等方式来

纠正频率。量子共振信息水和灵排均实现了“异病同治”。

西医是从一维空间研究疾病，中医是从三维空间研究疾病，灵力医学是从四维空

间研究疾病。西医的基础是科学，中医的基础是哲学，灵力医学的基础是佛学。西医

是科学治病，中医是哲学治病，灵力医学是佛学治病。经实践的验证，同样是四维空

间的灵力医学与佛学、神学是相通的。学过佛学、神学的人，很容易理解灵力医学。

而且，在灵力医学排列中呈现出来的，很多是佛学、神学中描述的内容，处理方法也

与佛学、神学中描述的有相似。灵力医学排列不但是疾病的治疗手段，而且也是验证

佛学、神学的一个极好工具。

著有《爱的传递——量子医学、量子共振信息水与身心灵疾病治疗之探索》，

《回归本源——从巫术到家庭系统排列到量子共振信息水》，《灵力医学排列》、

Soulforce Medicine（《灵力医学（英文版）》）。

其他方面，作者发明的油公核磁共振传递剂（燃油添加剂），传递共振信息、使

燃油同步燃烧，用于保护地球环境和节省能源；发明的轻烃汽车和车用轻烃油及其混

合燃料，使石油原油中占六分之一的轻烃资源找到了用途；发明的甲醇汽油，使煤炭

资源得到了合理利用；发明的亲密育儿背巾，把妈妈的共振信息传递给宝宝，可以用

于亲密育儿；创办的亲密育儿巴学园，用于推广华德福教育理念。

作者堀尾忠正发明的油公核磁共振传递剂（燃油添加剂）等，已获得美国专利商

标局的商标注册证，商标注册号：3835275。

自学过无数的学科，有很多发明。

深圳市日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堀尾忠正（Kuwei  Zhongzheng）

深圳市日研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兴路十号汇景豪苑海怡阁6E,F,G

邮政编码：518057

电话：(0086-755)26966089，26966094，13902908540

http://www.yougong.com

案例汇总：http://www.lingpai.org

网上商城：http://www.beijin.com.cn

E-mail:webmaster@yougong.com , beijin@beijin.com.cn

QQ：51327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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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爱的姻缘 

张乃惠

那是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李桂新老师从福建长汀县南禅寺内观回来，带回一本

《爱的传递——量子医学、量子共振信息水与身心灵疾病治疗之探索》，这本书由香港亚洲传

媒出版社出版。我是海南省爱心家庭教育研究会会长，对“爱”的阐述有一种特别的敏感，

如果能把“爱”传递给千家万户，那该有多好！我用了一天多的时间专注地读完了《爱的传

递》。本书内容新颖，充满创新思维，标新立异，超凡脱俗，治病救人，充满另类爱的传递。

本书作者堀尾忠正，是一位医学硕士，通过几十年来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追求、探

索，在实践中发现水有记忆功能，传递信息的功能，与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知道答案》有异

曲同工之处，人体环境70%是水，而地球环境也是70%是水，同人体环境类似；人的血是咸的，

海水也是咸的，微量元素也很类似；海水在有规律地发出波浪，人体血液也是有规律地在波动

循环，人体细胞也在有规律地波动，振动；一旦人体某个部分的振动的频率被打乱，那儿就会

出问题，就生病了。也就是说人体生病的本源是人体某个部分的振动的频率被打乱了。他通过

15年的努力研制出量子共振信息水，把人体共性的共振信息记忆在水上，以水作为载体，用来

传递共振信息，纠正人体紊乱了的频率，使疾病快速好转。《爱的传递》告诉我们，频率紊乱

了的病体，是可以通过量子共振信息水传递的频率，得到纠正的，生病的人体也就能恢复其健

康。这就能让不同的疾病，用相同的纠正紊乱频率的方法来救治。“不同的疾病，用相同的办

法医治”，具有不可估量的医用价值，是科学的创新与发明，是世界的首创。对我来说，这是

第一次读到的难以置信的全新的概念。从反馈的信息看出，无数用过量子共振信息水的人都受

益匪浅，许多被医院宣判为不治之症的人，都获得了新生；癌症是绝症，即使到了晚期，也有

获救的希望，量子共振信息水的神奇功能在实际医治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确认，并如此地令人

传颂。

在新生事物面前，我们不能麻木不仁，熟视无睹，我要亲身体验，把福音传递出去，度

世救人。我和我的太太，我的子女，我的同事，不少都处于亚健康状态，毛病不少，我们需要

保养，我们也都需要救治。我带着探索、好奇的和追索的心情，第二天就给深圳市日研科技有

限公司汇款购买量子共振信息水，三天后就收到了产品，当晚我把一袋量子共振信息水放在枕

头边，睡觉好多了；一天手碰破了流血又痛，喷了两次，立即不痛，而且止血，不久就结痂

了；我多年的脚气与烂脚丫，喷了两次，就好了。量子共振信息水在我身上反映的神奇的功

效，令我刮目相看。我喝量子共振信息水两个多月了，我的体能获得了全面改善，精力充分，

我70多岁的人，还像年轻人一样工作，看不出衰老的迹象。前列腺炎很折腾人的，解小便时，

时间长，解而慢出，出而不尽，外急內重，一次用时间10多分钟，而且尿频，现在已经开始大

大好转。我太太李桂新亦复如是，量子共振信息水通过纠正人体紊乱了的频率使人体恢复健

康，疗效真是神奇。

获悉堀尾忠正老师，要在8月28—29日两天在深圳锦绣中华“锦绣阁食府”二楼做“灵力

医学排列（灵排）”，我和太太李桂新商量，决定赴深圳参加堀尾忠正老师的“灵力医学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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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23日我们就预订了自海口直达深圳的长途客车票，奔赴深圳市日研科技有限公司，探个

究竟。

我和李桂新老师俩人26日下午4点，乘船过了琼州海峡，坐上去深圳的直达客车，27号一

早就到了深圳福田车站，深圳的朋友丁小梅，梁军平时工作都很忙，听说我们去深圳，他们一

定要开车到福田车站接我们，把我们送到了锦绣中华附近的“荣誉公馆酒店”住下，下午史秋

萍等也来看望，我们大家就像久别重逢的知己，谈论着量子共振信息水的神奇功效，大家都想

亲自参加一下“灵力医学排列”。堀尾忠正老师很忙，晚饭前专程开车来看望我们。按约定

的时间我在门口等待他，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的个头不高，一米

六七，带着一副眼镜，但非常精干，聪颖，眼睛里闪着智慧的光芒。他平时很忙，还挤时间来

看望我们，我感到有点过意不去，谢谢他。他非常谦逊，随和，对我们表示了热情的问候，又

急着开车忙其他事去了。

八月二十八日一大早我和李桂新就做好了一切准备，上午8:30准时参加堀尾忠正老师举

办的“灵力医学排列”。在开始排列前，堀尾忠正老师带领大家做了个灵力测试活动：在场地

中间，放上一张凳子，凳子下面放一张白纸，纸上四边分别写上：健康、金钱、事业、爱情；

请一位愿意参与实验的同志来坐在凳子上，再请四位同志，分别站在凳子的四周的四个正向方

位上，相距凳子一米，面向凳子，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静静地站着；不一会奇迹出现了，

站在四个方向上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受到一种力量不同程度的作用，有的被推向后退，有的

被推向前移，有的前后摆动，有的前进进，又后退退。在场的堀尾忠正老师见此情况后，便走

过去，问坐在凳子上的实验者的感受：当站在健康方向的人向凳子靠拢走来，就说明实验者的

健康是好的。堀尾忠正老师便走过去问：你的健康如何？回答：身体挺好。当站在金钱方向的

人，向凳子靠拢走来，就说明实验者的财源好。堀尾忠正老师便问他：你最近的经济状况很

好，是不是？回答：最近做了几笔生意，进了几笔，效益不错。当站在事业方向的人，向凳子

靠拢走来，就说明实验者的事业兴旺。堀尾忠正老师便问：最近你的事业如何？回答：工厂正

在扩建，事业挺好。如站在爱情方向的人，向凳子靠拢走，就说明实验者的爱情和顺。堀尾忠

正老师便问：最近你的家庭和睦，是不是？回答：夫妻关系挺和谐的，有的还回答正在搞对

象，等等。游戏虽然简单，但在灵力场作用下，它清楚地揭示了人们当下的真实运程，所以大

家都抢着做；我和李桂新也都抢着做了一下，反映出的情况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基本一致。

五十分钟过去了，灵排场地准备就绪，堀尾忠正老师宣布灵排开始。宣布进行预约灵排

的当事人（案主）走上前去，坐在正面的凳子上，堀尾忠正老师请他从坐在四周凳子上的灵排

参与者近四十人中，任意挑选一名出来当他（她）的代表，代表走到场地中间，面向参排的案

主站着，参排的代表放空，站立了一会，感应灵力场；不一会堀尾忠正老师又邀请十几位灵排

参与者出来，围着当事人的代表站上一圈。要求：放空，不要想任何事，感觉外在有力量推动

时，就随之运动。不一会奇迹出现了，大家都动开了，有的倒下了，有的坐下了，有的哭，有

的笑，有的推，有的拖，有的拉，有的抱，有担保护的，有背靠背的，有的跑个不停，寻找什

么似的。30—40分钟后，几代的家庭的关系，逐步地显现出来。28号下午李桂新老师做个案，

29号下午我是第二个个案当事人，我平时腰经常痛，在灵排中发现有人在踢我的腰，仔细看像

是死去的奶奶，我礼拜了她后，她交代我们要念经回向给她，不要把她忘了。我们问：“念金

刚经，还是念地藏经？”她说都行。我们答应了她的要求，她躺下前，还一再嘱咐我们不要忘

了给她回向，才闭上眼睛，安息了。很神奇,我的腰立时舒服了，也就不痛了，几天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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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腰确实不痛了。我小时候听说过叔叔们在家里打死了一条蟒蛇，后来四位叔叔30岁刚过相

继死去，在这次灵排中，蟒蛇的灵出现了，灵附体的人，表现出蛇形、蛇像，舌头一伸一缩，

蛇被打在七寸处，灵附体的人颈子显得十分疼痛的样子，我和李桂新上去安抚它。它说：“我

是你家的保家仙，不感恩我，还伤害我”。李桂新过去赔不是，它不接受，非要张家的人来不

可，我过去为家族认不是，对不起，表扬它，谢谢它，感恩它为我家做了不少好事，并抚摸它

受伤的部位，它感到舒服，慢慢地它就闭上了眼睛，它与张家的过劫终于化解了。而关于打死

蟒蛇的事我们早就忘了，是灵排中自动出现了，而且出现了一条公蟒蛇，一条母蟒蛇，被打死

的是公蟒蛇，母蟒蛇逃走了。在灵排中，有位来自四川的女士晚上不敢一人睡觉，必须有人

陪着。灵排过程中发现，她的被堕胎的姐姐的灵一直在跟随着她，她姐姐以为自己还没有死，

堀尾忠正老师让那位女士告诉她：“我看到你了，我爱你，你已经死了，安息吧！” 于是灵

附体的人就躺下，闭上了眼睛。那位女士就解除了恐惧，自己晚上可以单独睡觉了。排列中，

堀尾忠正老师问案主，你家谁自杀了？案主回答说她的母亲在她2岁时自杀了，但她从来没有

告诉过任何人她母亲自杀，排列中自动出现了。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女士，晚上失眠，十多年来

看了许多医生，不解决问题，一直靠吃安眠药睡觉，身体显得虚弱无力，难以应付日常的紧张

的工作。经过灵排发现，有几个灵整天缠着她，不让她休息，经过一番安抚，灵附体的人就躺

下了，闭上了眼睛。第二天我们问日本来的女士，睡觉如何，她说好多了，昨晚看泼水节表

演，玩到12点才睡觉，要平时得要吃两片安眠药，才能入睡，昨天睡觉前只吃了一片，而且睡

得很好。有一位30多岁的男同志性格孤僻，结婚后，不能生育，到医院多次，无法解决问题，

来做灵排，排列中呈现出战争的场面，不少英灵还处在战争状态，后来告诉他们，战争结束

了，你们安息吧。这才一个一地倒下，闭上了眼睛。这位男同志，是战争中死去的英灵的投胎

者……。

“家庭系统排列（家排）”是德国海灵格发明的，2010年1月9日至17日海灵格大师在香

港排列了9天，有500多人参与，见证了家庭系统排列的真实性。我们于8月28日和29日两天参

加了堀尾忠正大师举办的“灵力医学排列（灵排）”活动，在“灵力医学排列”中，亲身直观

地感受到惊心动魄的灵力和灵力场的场面。一般人生活在三维空间中，只能看到有形的物体，

看不到无形的灵的存在，一谈到灵力、灵性、灵魂就认为是迷信，而灵力医学排列就向人们展

示了灵力世界，一个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但确实存在的四维灵性空间。在排列中，我们亲眼看

到三维空间的人与四维空间的灵性（我们的祖先和前辈）进行沟通与人体健康恢复的过程；于

此同时，我们体悟到这种看不见的灵力世界的暗能量、暗物质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具有不可低估

的影响，灵排有效地提升了我们的思维智慧，去尊敬、尊重这个“万物有灵”的世界，家庭才

能安康，社会才能和谐；灵力医学排列是三维空间的人与四维空间的灵性的沟通的一种有效的

途径，一种直观可视的方式。通过人与灵界爱的沟通，就可以达到拯救医院无法治疗的疾病与

绝症。

堀尾忠正老师的“量子共振信息水”与“灵力医学排列”在探索一门新的学科，不同的

疾病，轻者，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纠正人体局部的紊乱频率，就可以得到医治；重者，通过

灵力医学排列，解决四维空间紊乱的灵力、灵力场，达到“天人合一”来医治身、心、灵的疾

病并使家庭数代人受益。我们通过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所得到的益处，并实地参加了堀尾忠正

大师举办的“灵力医学排列”，深刻地认识到，堀尾忠正老师创造了一门全新的具有强烈生命

力的学科——灵力医学。她将造福于人类，造福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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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字来源于http://www.yougong.com访客留言）

第321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5 22:16:09

2010年6月10日上午9点，堀尾忠正在深圳市南山区进行针对疾病的灵力医学排列（灵

排），对重大疾病患者进行排列。活动结束前，对团体所有成员进行灵力场测试并强度排序，

让参与者从实际体验中获得一次震撼人心的观念冲击，从实际排列中揭示疾病与四维空间的关

系，从三维空间、四维空间、灵力、灵力场、量子共振信息传递的角度，揭示疾病的真正本

源。同时简单讲解新书《回归本源——从巫术到家庭系统排列到量子共振信息水》。

第3230条留言   留言者：想做瑜伽的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6-10 21:21:10

获悉老师举行的灵力医学排列处理疾病圆满成功，满心欢喜。虽然为自己未能参加感到

遗憾，但老师告知我看海的问题得到解决时，我也感到离更加痊愈的自己更近了一步。自从第

一次排列后流血得到解决以来，对其他病症不是那么在心，总寻思再有排列机会的时候要解决

感情方面的阴影；而其实正如老师强调多次的：“如果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后，还反复发作的

病症，说明有异常灵力场存在，需要用排列的手段来解决。”回顾自己使用共振水的4个月，

确实症状减轻不少，然而还有未能彻底解决的部分，比如头痛和肩背痛，以及肠胃问题。看来

如果不是专门针对疾病的灵力医学排列，要疗愈类似如看海和我这种相对复杂的患者，不知需

要消耗多少次课程费用和精力，而拖延的时间对患者而言，本身又要经受多大的折磨。老师创

立的方法，相当于“升级和提速”了。

第323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1 8:26:09

2010年6月10日，我综合应该四维空间的方法演示治病，这次参加者30多人。这次重点演

示用排列的方法处理疾病。被处理者均是使用过量子共振信息水的，并且已经聚焦到要使用灵

力医学排列（灵排）处理。我排列开始就用罗盘定位子午线、定位了东南西北，然后在每个

方位上分别代表“健康、事业、金钱、爱情”而开始。 演示的3例“健康、事业、金钱、爱

情”，案主回馈的结果同实际一模一样。以上作为热身。

（A1）类风湿关节炎全身僵硬疼痛

2010年6月10日，第一例（20100610A），类风湿关节炎全身僵硬疼痛。

第3235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1 9:22:02

昨天做了灵力医学排列。忠正老师亲自操作。去之前我一直有点紧张，不知道将会出现

什么。反反复复的痛和僵让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忠正老师先让我选择自己的代表上场。很直

觉的全场的人在我的眼里只剩下一个人。之前其他老师的一次排列中，这位女士在我的一个小

个案里做过我的母亲。我选了她做我的代表。然后忠正老师选了大概10个人上场把我的代表围

在中间围成一个大圈。等待了一阵，有人开始移动了。一个代表1给老师说她想跪下。老师说

你就跪下吧。她跪下又变为趴下。整个人在地板上趴得展展的。她趴着向我的代表爬过去，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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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就一下子抱住了我的代表的双脚。我的代表使劲甩，但怎么也甩不开，她两手抓得很紧。我

的代表甩了半天甩不开也就作罢，就让她死拽着了。我的代表坐下来，就和死拽着她的人又改

为手拽着手。旁边的一位代表2说想让1松开我，很想打1，老师说把样子做出来，不要打得太

狠。2踢了1几下，感觉能量无处宣泄，使劲用脚噼噼啪啪踢地板。她哭着说，不要去烦她（指

我的代表），不要欺负她。那个拽着我的人不以为然，说，“不关你们的事，她喜欢我，她让

我走开我就走开”。我的代表微笑着看着这一切，没有丝毫不喜欢之意。2拖了1几次，拖开她

又回去拉着我的代表。中间另外一个代表也过来很气愤地几次把1拖开。但每次拖到远处，过

一会2又跑回去继续坐到我旁边拉着我。这种扯来扯去的状况让我想到我的痛。老师让我的代

表对拽着我的人1说，“我看到你了，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的陪伴”，再说“我爱你”。说完1松

开了我的代表，开始坐着向后退，边退边摇着手说，“拜拜，拜拜”。最后退到场一边去了。

我的代表遂走到低声哭诉着的2跟前，去触摸2。2躺着流着泪，对我的代表说“好好活着，不

要让他们欺负你”。老师让我的代表说“谢谢你对我的关注”。说完2完全静下来了，沉睡过

去一样。此时我不由自主地起来给这个睡过去的人下跪，做五体投地。过一阵抬起头看到两个

人站在这个人旁边，一个微微笑着斜靠着另一个人。那种笑让我觉得有点恐怖。我给这两个人

下跪，做五体投地。爬起来看到她们已经分开。此时也看到大部分人都已经躺倒。微微笑的人

在这些躺倒的人里转来转去。一个躺倒的人爬起来把这个转来转去的人压倒睡过去。老师提醒

我要给1鞠躬。我后转身给此时站在场边上的1跪倒，做五体投地。我的代表就站在我旁边。起

来我正在想要不要去触摸其他人。我的代表给我说，可以了。然后老师也说，都平息了，就在

这里停下吧。后面做了另外一例关于癌症的个案。在第二个个案进行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脖

子、肩膀、手一下子松下来。手又出现了融解的感觉。不知道个案中呈现出来的人都和我什么

关系。有人说那个死拽着我的1应该是个男的，可能是前世的恋人，这辈子又来找我，说排列

时男性太少，只好让一个女的来代表了。这宇宙中记忆着太多的秘密。这个病让我体验了完全

异于常人的人生。不知如何形容我的感受。 

回复：昨天真真切切地做了一回代表，体验了把另外一个生命的能量融入自己并呈现出

来的奇妙，这个过程确实是辛苦的，但能真正支持到个案，看到关于自己生命的真相，并且与

这些力量和解，让一个家族的爱重新流动起来，我感觉很欣慰！祝福每个生命都能活出付出与

奉献的全新的自己。XJX 2010-6-11 11:48:31 

（A2）肺癌（儿子早夭）

2010年6月10日，第二例（20100610B），肺癌。

第323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1 12:59:00

我处理的另外一例是母女俩人一起上场。由小女儿带着母亲和姐而来参加。母亲是肺

癌，姐是乳腺癌。选了一位母亲的代表1，一位大女儿的代表2。排列中自动出现了一位男士

3，3离开了场地，去了很远的地方，被其他代表押回来了。不久3又离开了场地，被另外一位

代表押回来了。随着排列的进行，3的形态动作同那位妈妈（案主）的丈夫一模一样。1不看

3，3也不看1，互相不愿看对方，1有很多埋怨，有气无力侧躺那边。3要么低着头，要么仰天

看，就是不看妻子1。大女儿的代表2离得远远的，感觉很不开心，并说很自闭。母亲的代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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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旁边一直坐着一位4，在场的小女儿说感觉同她一模一样。在父母的代表之间对面一直坐着

一位5，不知是谁。突然母亲的代表1说，她还有一个孩子，母亲惊得目瞪口呆，承认说她是有

夭折过一个最小的小孩（在30年前）。突然5说她就是代表那个夭折的小孩，我让丈夫的代表3

去拥抱5时，妈妈的代表1开始痛哭，也去拥抱5。母亲也开始痛哭，我让小女儿从观众席上来

到母亲身边，和大女儿一起陪伴着哭泣的母亲，让母亲凝固住的爱流动起来。过了一会儿，我

让母女三人一起去拥抱在场的那5个代表，8个人拥抱在一起。母亲紧紧抱住去世的孩子的代表

5痛哭，父亲的代表3也抱着5，他们一家终于走到一起了。我在这个个案中现场处理了一家三

口。这个个案呈现出，母亲是由于儿子夭折、悲伤、埋怨丈夫、家庭不和引起的肺癌。因为父

母关系不好，大女儿抑郁，得了乳腺癌。排列中，让被遗忘的儿子回到父母身边，让凝固住的

爱重新流动起来，最后让夭折的孩子安息。 

回复：昨天晚上见到案主的小女儿，她反馈了几件事：1、其父亲确实曾经离家出走过两

次。排列结束后母亲问丈夫的代表为什么走出去了两次，对方说“我正要问你呢”。2、其母

亲反映说，其夭折的儿子的代表神态与其儿子一模一样。3、已经感觉到家里发生了变化，家

里更和睦了。 2010-6-13 7:41:32 

第3237条留言   留言者：xianjuancm   来自：杭州   时间：2010-6-11 13:18:04

祝贺忠正老师亲自操作的排列圆满成功！ 

回复：那是专门针对疾病的灵力医学排列。综合利用四维空间的规律运作的，把四维空

间呈现在三维空间中，排列只是疾病治疗过程中的其中一个环节。利用了三维空间、四维空

间、灵力、灵力场、量子共振信息传递、巫术等。 2010-6-12 8:32:50 

第324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1 16:13:20

昨天我的灵力医学排列的最后一个环节，测试团体全体成员在本次团体中灵力场的强度

大小，测试的结果，排第一位的是肺癌的那位妈妈的代表，同时也是看海个案中的踢人的那个

代表，同时她负责了本次灵排代表的召集工作。排第二位的，是看海个案那例中抱住看海代表

腿的那位，也是肺癌那例中小女儿的代表，同时也是这次灵排的场地提供者。排第三位的是看

海，是第一个个案案主，同时在第二个个案中做了代表。其他30多位参与者均灵排出了各自的

位置。 

回复：灵排结束，当天晚上来了三个人，是当天参加了灵排的，邀请我去她们企业做灵

排。同时她们把她们香港的好朋友也呼来了，香港的那位就是来到的第四个人了，她们这四个

人，对量子共振信息水的拉力试验均十分明显。 2010-6-11 19:17:30 

回复：参加这次灵排的，有深圳市人民医院的临床医生。刚才从雪尘的留言中，看到了

还有来自弘法寺的。 2010-6-11 19:19:36 

回复：排第一的就是那位《我与家族系统排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的作者。 2010-6-11 

19:38:41 

回复：也有深圳大学的教授，有很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2010-6-12 17:37:45 

第3241条留言   留言者：雪尘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1 18:56:58

《我与家族系统排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6月10日，在南山参加了一次家族系统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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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尾老师专门针对疾病来处理个案。这一次我不再只是旁听，而是真真切切地做了个案的代

表。当我进入场内试着把自己完全放空的时候，我立刻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能量在推动着我。

灵魂深处不断地暗流涌动，许多种感觉接踵而至，开始的时候，我还有意识地控制着我的行

为，后来老师提醒说，不要去压抑这股力量，渐渐地我开始放开，不断地释放，最终我在角色

中释放，我在沟通中安息，我在尊重中给出祝福，爱就是这样在开始缓慢地，以她特有的方式

流动着，最后我闭上眼睛安静地躺着，感觉好轻松，好舒服……放下了所有的挂碍与纠结，突

然想到一句话：把鸟放了，给笼子自由。

我代表的人物与个案及个案家族中的人的纠结让我透支了不少的能量与体力，有一种被

抽空的感觉，但是意识是清醒的，反应依然是灵敏的。直到下午五点钟，我才真正恢复了体

力，但是奇妙的是，从五点钟开始到当夜凌晨一点，我的体力反而充沛得不得了，晚上公司在

罗湖大酒店举办了《素质管理工作坊》，忙到11点多才回到家，回到家后整个人充满能量，清

醒得不得了，后来没办法躺在床上看了一个多小时的老师的《回归本源》，一直在看昆明“想

做瑜伽的猫”的治病经历，感觉堀尾老师，真是人中之奇才也。他提出的“灵力医学”我深信

不疑。 昨天很巧，排列时去了一位同修师兄，身上穿着“弘法寺”的黄色T恤，在第一个个案

结束之后，他专门跑过来问我，这是怎么回事，问到了家族系统排列与佛法的关系，我从这位

师兄的眼中读到了堀尾老师“灵力医学”的艰难与阻挠，也读到了家族系统排列的价值。本人

虽有两年多的修道经验，但绝不敢妄言佛法，但在此借着大德们的嗓子吼上两声，或许也不为

过，曾记得净空法师说：佛法是活活泼泼。家族系统排列让更多的人们看到“因果”，看到轮

回，这在某种层面上是一声警世之音，虽没有菩提之究竟，却也不乏让更多的人们找到灵魂的

慈悲。从这个角度讲，家排无疑是导人向善的一个媒体与工具。《道德经》开篇即讲：道可

道，非常道。本人只是浅学之辈，断无法诠释家排的来源之科学性与对人类的影响。在此浅谈

拙见，以飨各位有缘之人。 金仙敬上 

回复：《我与家族系统排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http://user.qzone.qq.com/37754028/

blog/ 1276235551? ptlang=2052 2010-6-11 19:13:40 

回复：家庭系统排列（简称“家排”）是德国海灵格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建立起来的新学

科，海灵格家庭系统排列的著作中未曾记录有排列时呈现完整故事情节的，而且排列前要询问

案主很多有关家庭的问题，然后根据案主提供的线索，指定所有代表的身份来排列，有些事情

实在搞不清楚，就放上一个“秘密”的代表，家排时根据排列师自己的判断指定代表。“家

排”主要处理家庭关系。家排一例大概需要时间30分钟至40分钟。我的堀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

（灵排）均呈现了完整的故事情节，而且排列前，不需要询问案主家里曾经发现过的任何情

况，只需要案主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什么疾病、什么事件）即可，排列时不指定代表身

份，即使指定身份，也只指定案主代表的身份，其他人身份不指定，完全使用的是宇宙的第五

个力和第五个场——灵力和灵力场，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与此疾病、事件有关的历史事件重演一

次，甚至会追溯到前世，“灵排”主要处理疾病的。“灵排”也可以称为“循果追因”。当然

也可以用于寻找失踪的人的下落，或者用于破案，或者还原一段历史事件，或者用于破解自然

现象等。灵排一例需要90分钟至120分钟，有时需要时间180分钟以上，灵排需要的时间是家排

需要时间的三倍以上。这证明“灵排”与“家排”是不同的，而且在我的排列中，充分利用了

量子共振信息水的共振传递作用。灵力医学排列是专门用来处理疾病的一种四维空间的方法，

灵力医学是跨时空疾病处理。忠正 2010-12-29 16: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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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48条留言   留言者：想做瑜伽的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6-12 21:34:49

母亲终于对我的十五年的流血事件放下心来，彻底信服忠正老师。我用了那么多的共振

水，至今已有4个月，在我身上所体验到的，除了立竿见影的疗效和愉悦身心而外，它应该还

有开发人体潜能的效果。我大概还属于愚笨之人，但确确实实发生过不可名状的奇妙现象。我

们身体的构造是复杂微妙的，大脑尚且只利用了极少部分，身体的更多觉知和潜能还有待挖

掘。共振水是真正具有“无限可能”的宝贝。

第3249条留言   留言者：想做瑜伽的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6-12 22:15:16

昨晚没来得及做五体投地就睡着了，很沉，直到早上7点被尿憋醒。可是今天头闷、颈间

和背部酸痛，还有手臂和腿部也酸痛难忍，连短信都无力回复，现在是因为极想和老师连接，

强忍难受上网。有个感觉，似乎做五体投地和使用共振水一样，还被别的莫名的力量干扰着，

并且这股干扰的力量好像越来越大，仿佛是要让我关注到它并解决它。第一次去深圳时大概因

为气候差异，一时曾感到下身灼热，但在小腹敷着清凉的水袋，白带就特别好，隐患迅速无踪

影；现在的情况却开始加重反复，对照自测症状来看，我的妇科方面不乐观。而查了关于宫颈

纳囊的知识才知道，是慢性炎症引起。以前因为几乎没有症状，也不在心，极少次数的不适买

盒生态护理剂就搞定了。现在是又喷又抹肚子，还加挂水袋敷水袋，但效果却不明显了。曾

经，流血是最大最沉的心病，现在这个压心的铁砣放下了，却发现底下还有小号的铁砣。在我

做五体投地期间，有时俯身下去脑海里会有画面闪过，和心中的念头同步进行（一度我还奇怪

自己怎么会去想那样恐怖的东西）。那些画面乱糟糟而可怕，都是一些陌生人的脸孔，大概都

是死于非命的，男女皆有。回想起我的留言中，曾提到多次梦到过好些冤屈而逝的人。这些清

醒时感应到的画面应该和曾经的梦境对上了。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中断了大概十分钟，因为

心里升起的惧怕，忍不住给老师打电话，听到老师的声音才开始慢慢平静下来。老师让我不用

害怕，因为它们在四维空间里。太期待老师主持的针对疾病的灵力医学排列了，我要解决得痛

快淋漓。

第325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4 6:50:39

我正在写的另外几本书，书名《灵力医学排列》和《灵力医学》。这是继《爱的传

递——量子医学、量子共振信息水与身心灵疾病治疗之探索》，《回归本源——从巫术到家庭

系统排列到量子共振信息水》之后的，又一些书。 

回复：心理学的种种方法，家庭系统排列、完形、催眠等，都是在应用一个具体的方法

解决自然界跨时空的问题。然而灵力医学的诞生直接提醒了各类医学、各类治疗方法：与四维

空间接应上！我们太多问题来自看不见的、跨时空的、人与其他生命体的相互影响——堀尾忠

正将引领世人全面了解宇宙间的疾病奥秘，全新的治疗方法。人们所受影响，还有来自另外一

个场，灵力场中的某些子场，这在家庭系统排列中叫系统动力，只是系统动力相对局限于人或

其他生命体，而灵力场及其子场却包罗万象，涉及宇宙、自然，着重于不同维次的生命体。 

2010-6-14 21:02:48 

第3256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4 13:04:15

灵力医学排列过后，身体完全进入了一种新的变化。有痛，有融解，有极度的困和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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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部位出现微微的麻。但没有以前那种感觉总是将我揪得紧紧的痛。那种痛真是很可怕，

将人攫得死死的，似乎坠着千斤重的东西，浑身被绑得紧紧的。现在如果说还混杂什么感觉说

不清楚，但最攫人的这种痛消失了。全身放松下来。排列过后的第一天最是五味混杂，第二天

能清晰分辨出五味混杂中融解在前。手出现了初用量子共振信息水那种融解的感觉。最可怕的

痛终于消失了。浑身软软的，没什么力气。极度的疲倦，随时都能睡着。 

回复：这个如同被楼房挡住了太阳后，树为了见阳光就长歪了。现在楼房拆了，树在

阳光的作用下想长直，这个时候，原来拉紧的一侧变放松，原来松的一侧变紧了，正好换了

一个方向。现在的变化如同那样。异常的灵力场被解除了，会一天天好转。忠正 2010-6-14 

18:24:30

回复：我的排列中，融入了自己的发现，三维空间、四维空间、灵力、灵力场、量子共

振信息的传递，另外就是海灵格的理论，加上我对巫术的研究。 2010-6-21 19:16:46 

回复：我的灵力医学的含义：利用灵力和灵力场，把四维时空的，呈现在三维时空中，

然后利用量子共振信息的传递、巫术、排列等方法，在三维时空处理，沟通、影响四维时空。

灵力医学就是跨时空事件（疾病）处理。 2010-6-22 6:28:16 

回复：家族的成员（或者有利害关系的成员、生物、事件等）本来是一体的，但有些去

世了，有些还活着。去世的去了四维空间，活着的在三维空间，隔成了阴阳两界。排列的目

的，是把处于四维空间中的和处于三维空间中，能够融为一体，摆回成一个完整的大家族。同

时在四维空间中寻找业力、古老的负债等。 2010-6-22 7:20:50

回复：活了三十多年，病痛几乎折磨了我的有生时间。经常觉得老天怎么对我这样不

公，让我磨难重重。可现在看到这些我觉得怎么老天如此厚爱我，让我接触到忠正老师的灵力

医学！如此神奇如此超拔脱俗的绝学！我一直都拒绝西医，因为西医总判我死刑，相信西医意

味着我再也不会有任何希望。幸亏这空间中存在着各种和西医不同的音符，虽然声音不大，却

也不至于把我的脑子全部化掉。直到灵力医学的完整理论，所有的一切瞬间豁然开朗。这几天

有时候嘴边会突然冒出一句老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哼完自己

哑然失笑。没曾跋涉过的人不能理解我的心情啊！多么希望多么希望更多的人能明白这些。可

对于大多数人要理解这些何其遥远。除非本就探求生命本质关心生命源头的人或者也像我一样

被病痛折磨得走投无路的人。什么都讲缘分。这是一种善缘。这个世界被欲望充斥的扭曲变

形。多少劫以来的恩怨又揪住多少人在苦海中沉浮。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该用灵排和量子共

振信息水清洗一下了。看海 2010-6-22 10:00:53

第3268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5 10:18:07

昨晚半夜醒来，感觉到双手融解呼呼进行，激动得好久再没能睡着。现在身体部位的痛

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痛，更类似于爬完山的肌肉酸痛。6月10号的排列将我也从恐惧中解救出

来。现在心中了无牵挂。 

回复：6月10日，我用的是针对疾病的灵力医学排列。利用跨时空的方法来解决疾病问

题。忠正 2010-6-15 11:14:52 

回复：忍不住留步，赞叹一下！ ——晴空 2010-6-15 11:46:43 

回复：期待你更beauty的样子！ 瑜伽猫 2010-6-16 15: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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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81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8 10:08:02

身上来来回回绑着的力没有了。挣扎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已经记不清了。现在的状况让

我想起泰坦尼克号后来被搭救上来侥幸逃生的最后几个人。已经安全，可昨日的惊魂不定还历

历在目。我时时体察身体的放松和融解，还好，时时体察，时时放心。我不断告诉自己，一切

都已经过去了。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僵硬多年的大小关节静静发生着改变。我像重回到人间

一样，一花一草都看不够。曾经它们一样在我的面前，但我觉得它们很远。言语怎么能表达我

的心情。很疲倦，了无牵挂，才能沉沉睡去。终于可以放下心来睡大觉。多休息，多休息。 

回复：这经历这感受，我与你很是相似……晴空 2010-6-19 1:24:05 

第3290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20 18:50:36

前天晚上梦见在蔚蓝色的大海上飞翔，下面还有岛屿，场景壮观，极其心旷神怡。醒来

后回味了很久这身心的放飞。梦里的空气都是特别的好。昨天晚上梦见我那多年僵直的右手腕

打弯了。我清晰地看到了那个画面。它软软的垂了一个角度。醒来感觉到它的融解。我想定是

这融解的感觉传递成这样一个梦。所有的关节都越来越舒服。两个膝盖也走起来感到伸得更

展。还不太用得上力。但我完全感觉到从牢里被放出来。关了我多少年啊！每个在疾病中挣扎

的人都在到处找救星。我多么庆幸自己认识忠正老师。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

地震后被埋在废墟下的人，听见忠正老师在上面丁丁当当的在挖土救我。这声音就是我唯一的

希望。终于我被救了出来。没来得及感谢老师就昏睡了过去。这种恩德怎么感谢呢？只希望用

我亲身的体验能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灵力医学拯救自己。我也感谢老天一直给我智慧，不断跟

随老师，打破固有的条条框框，用新视野看世界。这是一场革命！亲爱的朋友们，生活在现在

这个世界，太需要我们好好的洗涤心灵，思索生命。否则浑浑噩噩，还自以为自己是现代达人

啊。没得过大病的人很难体会。 

回复：跟随看海到这里，终于可以跟着看海舒一口气了！跟踪关注了这么久，这些文字

终于让我第一次拥有了一种舒畅的感觉。感觉看海的每一个字都那么贴切，不仅让人可以如亲

身感受般地真正舒出一口气来，也同时在心里面清新碧绿起来——为心灵，为生命，为信息

水，而心里的感觉，又只可意会，无法言传。xianjuancm 2010-6-20 21:29:25 

第3301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23 10:02:39

以前脚痛，坐的时候脚底下老踩着两瓶信息水。昨天才突然发现脚底下好几天都没有放

瓶子了。轻微走路已经完全不痛。白天身上放不了瓶子，我把自己的杯子放在信息水旁边，以

方便我时时饮用共振过的水。这么好的水，可随时都要让它发挥功效，不能浪费资源。水袋子

我就背得更紧了。在家里的时候一直背着。晚上冲完凉出来赶紧再背上，直到睡觉才取下来搁

在身体两侧。灵力医学排列过后就感觉每天都在好转，每天都不一样。

第3305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24 9:22:42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太震撼的梦。说梦非梦，因为后半段被魇住，大脑清醒。不是梦也不

对，因为起初是梦境。一个房间里，和家人都休息了。也是晚上。我起来去上洗手间。拉门的

时候就感觉里面会有人。果不然，拉开门，一个女鬼走了出来。我吓得半死，立在旁边。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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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真真切切。浓白的脸，白色的衣服，红色的罗裙。她也不看我，直直向前走，但是我听到

她说“拜拜，拜拜”。然后我看到她走到窗户边从窗户里跳了出去。最后一个画面是她的红裙

子消失而去。此时梦里窗户的方位已经和我家的一模一样。想醒来，被魇住的，动弹不得。挣

扎醒来，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去看窗户。夜深人静，什么也没有。这让我想起2010年6月10日

灵力医学排列中那个最后退走和我说拜拜的女人。我想应该是她了。她终于走了。 

回复：对，6月10日，我亲自给你做灵力医学排列时，其中一个代表死死抱住你的脚不

放，不肯离去，后来经过处理后，她说“拜拜，拜拜”，就退走了。这个就是在四维空间中

的，来抱三维空间中的人，终于退走了。这个折磨了你34年的疾病，利用我创立的灵力医学排

列的方法，终于解决了。灵力医学包括了量子共振信息水、排列、巫术等。忠正 2010-6-24 

10:03:48 

回复：这一切都让我太太太震撼了！从我开始走近量子水，到家庭系统排列到灵力医

学，都太太太让我震撼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老师，你太太太厉害了！作为一个平民能接

受你的治疗，我真是太太太荣幸了！各处都感觉越来越舒服。手已经不像是融解，尤其是左手

腕，感觉在化一样。原来饱经痛苦的我还可以在34岁这年获得这样的解脱。我太太太想不到

了。看海 2010-6-24 11:48:51 

回复：梦境也是同四维空间相联接的。 2010-6-24 12:07:24 

回复：终于看到看海真正解放了。 2010-6-24 12:36:35 

回复：她穿的是白褂，红色的罗裙。像民国时期妇女的装束。如果是前世的宿业，那么

时间是在近代。不知道那一世发生了什么，她还要在我此生里跟这么久。排列中呈现出来，我

和她的关系很好。两目相望，牵手而坐。阿弥陀佛！终于你去了你的地方。阿弥陀佛！尘归

尘，土归土，一切都会回到该去的地方。看海 2010-6-24 12:42:28 

回复：我想我是欠了她的，她向我来讨，一讨就讨了快三十年。终于她走了。看海 

2010-6-24 13:05:04 

回复：看海，你太太太幸运了——我是手机生活，呵呵 2010-6-25 9:25:40 

回复：为看海大大舒了口气。可喜可贺！——瑜伽猫yogacat 2010-6-25 11:02:04 

第3312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25 20:44:02

前天开始突然觉察到现在很喜欢抚摸自己的手，特别是右手。我想起来自己一直不爱摸

自己的手。找不到任何想摸的感觉。因为僵硬疼痛，无论是医生还是谁见了都会劝我多按摩自

己的手。那一阵子我会刻意自己去揉几下，但很快就忘到九霄云外，根本很少去摸。甚至想都

想不起来，直到碰到下一个人这样对我说，我再在当时揉几下接着继续忘掉。这两天我不由自

主的老是抚摸我的手和僵硬掉的手指。才发现已经好久没有这样接触过它们了。好像现在才是

我的手了。尽管一直长在我身上，但我忘了它的存在了。不记得手，只记得疼痛和僵硬对我的

折磨。 

回复：是啊，记得我们第二次见面（5月28日），我拉起你的手问长问短，虽然交流还

少，但我把你当成在深圳熟悉的人了。可是你好像有些不自然，后来我就不碰你的手了。 瑜

伽猫 2010-6-27 9:26:52 

第3330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29 9:46:31

被大家这两天不断倾泻而出的（堀尾忠正广州灵排）留言迷倒了。呵呵，体味这些，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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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生一大享受！身体在向回走，感受到筋骨的回转和轻微的酸痛。这酸痛带给我舒服、踏实

和不可思议。因为它的出现，我才醒察到变形的筋骨要回转。这多么不可思议！宇宙的奥秘似

乎掌握在忠正老师的手中，心悦诚服，心旷神怡。没有了可怕的痛，多么幸福！可以坐在这里

静静欣赏堀尾老师的灵力医学排列的美了。

第3376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7-13 10:21:10

时时体会着融解的感觉，这融解让我想起当时发病时筋骨如何一天天的痛起来，僵起来

直到变形。那时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历历在目。我以为都忘了。没有现在的康复，我会再也

想不起来那段惨烈的过去。而现在都想起来。体会着怎么离开的怎么回去。现在可以安心的坐

着，安心的睡觉、吃饭。深切体会到什么是身心灵合一和整体的变化。对身心疾病的认识不断

洞开新的觉察。当一个人处在焦虑、恐惧或者紧张甚至抑郁状态时，已经有灵力在作用。躯体

症状是对抗到一定的时候才出现的外在表现。当对某个人或者某件事纠结的时候，就已经要处

理了。而最好的方法就是量子水和灵力医学排列。这个年代能碰到一点点货真价实的东西就很

了不起了，而灵力医学的作用超越本时代人们时刻保持警惕以免上当的惯性思维，让人体会什

么是真正的了不起。能治病很了不起！说的全是真的，很了不起！一片净土。时时喜欢想摸自

己的手，摸不够。 

回复：越来越喜欢看到你的文字，好像在“听”你娓娓述说融解的时候，自己心里的某

些硬块，某些淤堵，能够微微地，温柔地张开。大概这就是共振带来的喜悦吧，愿深刻体验着

灵力医学受益的患者，同步共振！——瑜伽猫 2010-7-13 11:29:48 

第3389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7-15 11:58:15

第一次见到忠正老师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治疗过和我类似的疾病。忠正老师说每个人

都看自己，不要看别人。就是这句话让我一下子开启了和灵力医学结缘的慧眼。目标管理中经

常会分析龟兔赛跑的故事。这个故事人们都觉得老掉牙了。为什么兔子跑得快却输了，为什么

乌龟爬着还先到达了终点。目标管理的解释是，因为乌龟一直看着自己的目标，只看自己；而

兔子不看自己，一直看的是别人。经常想起这个故事，每个人的病情不同。面临很多问题的时

候，看自己是最重要的。 

回复：非常同意看海的观点，信息水给每个人的感受应该是不同的，所以问别人信息水

的效果其实只是给自己一个暗示而已。用信息水就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跟信息水沟通的方式，跟

着直觉走。你会忽然感觉信息水可以放到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也会忽然想起要喝上几口，或许

还会想奢侈的往脸上喷一些，那就顺其自然好了，那种直觉应该是身体跟信息水的一种连接。

每个人都看自己，不要看别人。忠正老师的话很简单也很有道理。别人放在身体上已经很见效

果，所以那个别人无需喝了，我们很想喝，那是我们更需要信息水的呵护，让她走进身体里。

呵呵，跟着自己的直觉走。北京虚无缥缈 2010-7-15 13:49:11 

第3397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7-18 22:39:10

孩子基本放暑假了，每天带着她到处玩，真是以前不敢想的事情。身体的巨大改观让我

体会到生活的幸福。每天都来看留言，每天都想留言，可都不知道如何说了。因为每天都在好

转，每天都在心里深深地感激着忠正老师。不痛了心情好了，能做的事情多了，不烦了，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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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气了。上下楼也不是负担了。我纯粹的想把以前忘了。痛得太可怕了。身体是一个整体，筋

骨在整体的融解，会觉察到手的筋骨明显和肩膀、脖子的筋连在一起慢慢好转，而不是以前想

象中的一个关节好了然后接下一个关节。一个西医曾经尝试给我关节矫正，做之前数了数需要

矫正的关节数。当然在第一个受不住惨痛的叫过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尝试第二个了。现在想来

实在机械。灵力控制下的筋骨何以能用推拿扭转过来。当然现在有了忠正老师的灵力医学，才

能看明白这些，之前也是跟着各种医生瞎折腾的。想起老师在《回归本源》里举的例子，有人

去除黑影的办法是拿铁锹在地上要把影子挖走。真的很可笑，但现实生活中多少事情都是这么

做的。因为不知道有灵力所以很无知。现在好了。这将是一个跨时代的名词和学问！80年代，

提着大哥大的没几个人，而今手机人手一部；90年代初，很少的人用电子邮件，还没有QQ，时

代就是这样迅速的变迁着。21世纪是注重生命科学的世纪，是灵力医学挽救人类的世纪，在量

子水的洗涤和排列的清理中，人们才会重新调整已经迷失的脚步，重归本源。很奇怪，最先清

醒过来的是病得走投无路投奔在忠正医生这里看病的人。如海灵格说的，对灵魂而言，疾病也

是一种疗愈。可能人都是这样吧，不痛得深些，谁会管这些。家排课的时候，我在游老师面前

感慨自己痛苦和愚昧了这么多年，现在才清楚了一点点，游老师说，一点都不晚，对你来说，

现在正合适。想想也是，没有过去这么多年的艰难岁月，我也看不懂这些几乎全部是逆着时代

主流的伟大发明。当太多的人都在赞叹皇帝的新装如何美丽时，就连皇帝本身也会找不到北，

只有孩子没有被污染的心灵才会大叫，他没有穿衣服。忠正值得每个人深深敬佩，不但不迷

失，很清醒，还在异常混浊的浑水里坚持着自己的那一湾纯净，并且将纯净扩散开来，给人们

带来越来越多的纯净和希望。

第3416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7-31 20:45:24

父母回老家给外公立了坟，这件事终于办了。感觉到更明显的融解过程在进行，心中无

比的庆幸和高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灵力医学治疗探索。再次感谢伟大的堀尾忠正老师！愿病

痛中的人们早日认识灵力医学，得到解脱！这也是一个换脑的过程。本着一颗开放的心，接受

神给我们的恩赐！

第3429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8-10 8:29:10

梦见进到一个房子里，满屋子都是蟑螂，墙上也爬得满满的。看着好吓人，浑身发麻。

还有2个朋友也在，一起开始消灭蟑螂。用什么方式不知道，只记得最后蟑螂没有了，墙成了

白色，四处也都干净了。梦到这里醒来了，还心有余悸，蟑螂那么清楚的被看见。不过最后都

消失了，心里挺清静。 

回复：没想到身上还有这么多的毒素。量子水不断在做着清理。融解一直继续。不知道

自己从小到大吸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看海 2010-8-10 15:54:27 

第3435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8-12 21:39:29

天热，经常带孩子在小区游泳。多年怕水的习气，起初不愿去，为了孩子不得不硬着头

皮去。慢慢就不再是负担，孩子玩得开心，我也在旁边看得高兴。虽然到了池边也不得不在水

中踩来踩去，但已不再介意。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太大的突破。今天却很想下水去了。蓝蓝的

水，在这酷暑的天气，对我已开始成为诱惑。虽然不下水，但孩子这么小，要照顾她，也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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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脚漫进去。今天我想要是穿了泳衣我就直接进去玩了。这个念头让我知道我的身体和灵魂舒

展了好多了。因为关节受限，舒畅的运动总是我的一个梦想，一直向往着运动带来的酣畅和放

松。今天我想在水的浮力下，不需要多么大的角度，也能肆意伸展伸展，可以说借水的浮力让

我早点体会运动对心灵的解脱。这么想着，美滋滋的。跃跃欲试。实在惊异我都想跳进水里游

泳了。还有一点点忌惮，不过可能也就几天的挣扎了吧。因为我已经在想选泳衣的事了。怎么

着这个夏天我要跳进水里玩一次。也是多年才有这么强烈的想玩的感觉。我的思想差不多一直

如一个修女一般在生活。多年病痛让我觉得自己罪业深重，什么都不敢想。什么玩啊，享受这

些词让我会觉得是罪过。似乎只有青灯古佛，或者收住身心这些话才会让我觉得安心。这可能

就是海灵格说的对家族的忠诚吧，要受苦才觉得归属于这个家庭。我渐渐的学习让自己带着一

点点罪恶感活了。太清白实在只能停步不前。在灵力医学的陪伴中，我接受了我的生命，不再

拒绝好好的活着。曾经以为自己每天都想好好活，实则不然。说起来太长了。这是一门学问。

大家好好请教忠正老师吧。他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

第3442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8-19 21:39:09

昨晚上半夜突然醒来觉得想吐，赶紧往洗手间跑。吐了个稀里哗啦。其实前几天就隐隐

的觉得胃不舒服，但没想到昨半夜吐得这么厉害。觉得像是在排毒。因为也没吃什么不合适的

东西，而且家人都很好。早上起来还觉得不舒服。有点头晕。但觉得似乎身心很放松。好像吐

掉了心里积压许久的郁结。快晚上的时候胃舒服多了。手的关节也感觉更轻松一些。

第3447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8-24 22:28:58

周末去参加活动。很多人又说“你好了很多”。有一位同学，拉着我的手说，“你很了

不起”。听到这句话，我很诚惶诚恐。我说一切都要感谢忠正老师。他们说，“自己也很重要

啊”！也许其它的事情是这样吧。但我依旧解释，我自己在我的疼痛和僵硬面前根本什么都做

不了。这所有的好转要感谢老师。我所做的就是一条，听话，相信老师。他怎么说我怎么做。

这极度的信任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当循着这条路走下来的时候，就越来越佩服老师。有时

候也会去想，天啊，他都是怎么做到的啊，真是奇才！尤其是感受到关节在融解的时候，庆幸

自己捡回一条命。

第3448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8-25 16:36:41

周末S老师的排列中认识了一位中学的心理老师。她的女儿本在美国留学，却遭遇车祸，

现在瘫痪在家。在排列中，这起事件与老师祖母自杀有关。我做了这个女儿的代表。几次要把

场中的轮椅踢翻，并愤怒异常，把父母均推进轮椅坐着。排列的个案还在整理中。我没想到能

碰上一个和自己经历这么类似的个案。也是24岁的年纪。也是突然降临的不幸。我简单说了我

的治疗。但见她半信半疑。她说她们在美国已经接受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治疗。我不知道还能怎

么表达。她说要照顾孩子，一步都出不去。听得出来她们对治疗已经放弃了，她们现在做得最

多的事情就是怎么适应一个残疾人的生活。最痛心的真的是观念。她说女儿是神经受损，和我

的关节炎不同。一个典型的被西医的病名束缚住的人。不同又怎样呢？神啊，保佑她们，给她

们机会。我让忠正老师快递了书，突然想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各自随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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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作为灵力医学排列的开场白。

继2010年6月10日，在深圳灵力医学排列紧急处理2例，其后

2010年6月14日，在深圳灵力医学排列5例，家庭系统排列2例；

2010年6月27日，在广州灵力医学排列5例；

2010年7月6日晚上，在北京灵力医学排列1例；

2010年7月11日，在深圳灵力医学排列4例。

由于以上的19例排列未拍摄录像，前面2例已经在此介绍了，后面17例文字记录内容有些

内容较长，于是把这些内容放到后面介绍，先介绍2010年8月至2010年12月，由专业公司全程

录像的69例灵排记录。

本处记录的网名：

1、看海：

《回归本源——从巫术到家庭系统排列到量子共振信息水》中《第三章：一例23年类风

湿关节变形者灵力医学治疗记录（深圳）》中的案主；

（A1）2010年6月10日，第一例（20100610A），类风湿关节炎全身僵硬疼痛；

（21） 2010年10月16日，第一例（20101016A），全身关节僵硬。

2、想做瑜伽的猫（瑜伽猫）：

《回归本源——从巫术到家庭系统排列到量子共振信息水》中《第四章：一例持续15年

每月月经流血20多天者灵力医学治疗记录（昆明）》中的案主；

（A19）2010年7月11日，第四例（20100711D），头痛（昆明）；

（18） 2010年10月4日，第二例（20101004B），肾虚、脱发（人转世成鹰）（昆明）；

（34） 2010年10月31日，第二例（20101031B），多年的心里压抑（呈现军队挖矿被水

淹）（昆明）。 

3、云奕：

《爱的传递——量子医学、量子共振信息水与身心灵疾病治疗之探索》中《第四章：佛

山一例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后全身变化记录》和《回归本源——从巫术到家庭系统排列到量子

共振信息水》中《第九章：佛山一例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后全身变化记录（二）》中的案主。

（A10）2010年6月27日，第一例（20100627A），从小恐惧（佛山）；

（3）2010年8月28日，第三例（20100828C），近视900度（佛山）。



16灵排

第三章 灵力医学排列一览表（89例）

灵排明细（未录像）（2010年6月至7月）

（A1）1、2010年6月10日，第一例（20100610A），类风湿关节炎全身僵硬疼痛。

（A2）2、2010年6月10日，第二例（20100610B），肺癌。

（A3）1、2010年6月14日，第一例（20100614A），女生要离婚（广州）。

（A4）2、2010年6月14日，第二例（20100614B），事业到了关键时刻总会失去成功。

（A5）3、2010年6月14日，第三例（20100614C），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想发火就发

火。

（A6）4、2010年6月14日，第四例（20100614D），女生离婚十二年，无法再同男性亲

近。

（A7）5、2010年6月14日，第五例（20100614E），不孕症。

（A8）6、2010年6月14日，第六例（20100614F），堕胎了四个小孩，现在同男友的关系

很不好。

（A9）7、2010年6月14日，第七例（20100614G），老婆要离婚。

（A10）1、2010年6月27日，第一例（20100627A），从小恐惧（佛山）。

（A11）2、2010年6月27日，第二例（20100627B），习惯性流产和不孕症（广州）。

（A12）3、2010年6月27日，第三例（20100627C），六岁女孩，智力、体格如四岁（广

州）。

（A13）4、2010年6月27日，第四例（20100627D），十一岁女孩严重偏食、老撒谎、偷

东西（广州）。

（A14）5、2010年6月27日，第五例（20100627E），自闭症，小儿多动症（湖南）。

（A15）-  2010年7月6日，心脏杂音（北京）。

（A16）1、2010年7月11日，第一例（20100711A），性别倾向错位，女生像男生。

（A17）2、2010年7月11日，第二例（20100711B），头晕。

（A18）3、2010年7月11日，第三例（20100711C），胸闷。

（A19）4、2010年7月11日，第四例（20100711D），头痛（昆明）。

（A20）-  2010年11月16日，鼻炎（创业励志）。（A20=A46）。

灵排明细69例（有录像）（2010年8月至2010年12月）

（1）1、2010年 8月28日，第一例，（20100828A），家族性髋关节疾病（东莞）。

（2）2、2010年 8月28日，第二例，（20100828B），失眠10多年（堕胎）（日本）。

（3）3、2010年 8月28日，第三例，（20100828C），近视900度（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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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010年 8月28日，第四例，（20100828D），下肢浮肿30年（海口）。 

（5）5、2010年8月29日，第一例，（20100829A），从小严重缺乏安全感（堕胎）（成

都）。

（6）6、2010年8月29日，第二例，（20100829B），母亲和女儿均有痛经（前夫杀死后

夫）。

（7）7、2010年8月29日，第三例，（20100829C），腰痛（打死蟒蛇）（海口）。

（8）8、2010年8月29日，第四例，（20100829D），男性先天不育（国共战争）。

（9）1、2010年10月2日，第一例，（20101002A），磨牙和发音不清（被卡脖子）。 

（10）2、2010年10月2日，第二例，（20101002B），从小无力感。 

（11）3、2010年10月2日，第三例，（20101002C），从小不稳定（接纳内在孩童）。 

（12）4、2010年10月2日，第四例，（20101002D），抑郁症（与第二个继父的关系）

（青岛）。 

（13）5、2010年10月3日，第一例，（20101003A），女儿20天前突然下体瘫痪。 

（14）6、2010年10月3日，第二例，（20101003B），颈椎僵硬数十年（被绑住）（海

口）。 

（15）7、2010年10月3日，第三例，（20101003C），事业总是不成功（青岛）。 

（16）8、2010年10月3日，第四例，（20101004D），面神经瘫痪（重庆）。 

（17）9、2010年10月4日，第一例，（20101004A），强迫症、无故发怒，易打人（堕

胎）（浙江）。 

（18）10、2010年10月4日，第二例，（20101004B），肾虚、脱发（人转世成鹰）（昆

明）。 

（19）11、2010年10月4日，第三例，（20101004C），肺癌（监狱内）（东莞）。 

（20）12、2010年10月4日，第四例，（20101004D），社交恐惧症（戏班子）（广

州）。

（21）1、2010年10月16日，第一例，（20101016A），全身僵硬（舞娘与量子共振信息

水）。 

（22）2、2010年10月16日，第二例，（20101016B），鼻炎17年（外婆提醒案主尊敬妈

妈）。 

（23）3、2010年10月16日，第三例，（20101016C），婴儿脑瘫（贵阳）。 

（24）4、2010年10月16日，第四例，（20101016D），右眼内有黑影晃（虾和青蛙）。

（25）1、2010年10月17日，第一例，（20101017A），高血压20年（前辈饿死）。 

（26）2、2010年10月17日，第二例，（20101017B），在美国发生车祸后全身瘫痪。 

（27）3、2010年10月17日，第三例，（20101017C），头痛、浑身痛十多年（北京）。 

（28）4、2010年10月17日，第四例，（20101017D），心脏三尖瓣关闭不全（三妻一妾

一丫鬟）。

（29）1、2010年10月30日，第一例，（20101030A），事业总做不起来（前世女方富瞧

不起男方穷）。 

（30）2、2010年10月30日，第二例，（20101030B），想自杀、胆小（国共战争）。 

（31）3、2010年10月30日，第三例，（20101030C），后颈痛二十多年（音乐团经营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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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西安）。 

（32）4、2010年10月30日，第四例，（20101030D），胸闷二十年（捏死小鸡和杀兔

子）。

（33）1、2010年10月31日，第一例，（20101031A），罕见的遗传代谢病（堕胎）（北

京）。 

（34）2、2010年10月31日，第二例，（20101031B），多年的心里压抑（军队挖矿被水

淹）（昆明）。 

（35）3、2010年10月31日，第三例，（20101031C），右手指皮肤病（讲佛法）。

（36）1、2010年11月6日，第一例，（20101106A），恐惧、害怕（流产两小孩）。

（37）2、2010年11月6日，第二例，（20101106B），牛皮癣（被抓伤）。 

（38）3、2010年11月6日，第三例，（20101106C），儿子近视（母亲管得太多了）（香

港）。 

（39）4、2010年11月6日，第四例，（20101106D），处理面瘫（土匪训练，共产党收

编，吃面条）（江苏）。

（40）1、2010年11月7日，第一例，（20101107A），解决健康问题（葬礼）。 

（41）2、2010年11月7日，第二例，（20101107B），处理恐惧和不幸事件（儿子溺水身

亡）（青岛）。 

（42）3、2010年11月7日，第三例，（20101107C），处理左脚溃疡十六年（江苏）。

（43）1、2010年11月14日，第一例，（20101114A），结肠癌伴肝肠系膜转移（把前夫

忘了）（广州）。 

（44）2、2010年11月14日，第二例，（20101114B），白血病，严重肌萎缩（股票操盘

手）（广州）。 

（45）3、2010年11月14日，第三例，（20101114C），先天性耳聋（聋子——偷鸟笼

子）（北京）。

（46）4、2010年11月14日，第四例，（20101114D），甲状腺癌（杀驴子，狗死）。 

（47）1、2010年11月20日，第一例，（20101120A）：肥胖（女）。

（48）2、2010年11月20日，第二例，（20101120B）：父亲34年的胸闷、偏头痛、失

眠、胃痛、腰痛（杀鱼）（江苏）。

（49）3、2010年11月20日，第三例，（20101120C）：在英国的妹妹20多年的偏头痛

（南宁）。

（50）1、2010年11月21日，第一例，（20101121A）：睡眠不好、胸闷、注意力不集中

20年（天蓬元帅）。

（51）2、2010年11月21日，第二例，（20101121B）：妻子与女儿不和（堕胎）。

（52）3、2010年11月21日，第三例，（20101121C）：处理不想结婚（前世留洋神

学）。

（53）4、2010年11月21日，第四例，（20101121D）：破解金字塔之谜（外星人建）。

（54）1、2010年11月28日，第一例，（20101128A）：婴儿腭裂、脖子软（前世杀狗）

（贵阳）。

（55）2、2010年11月28日，第二例，（20101128B）：肝病20多年（三妹妹被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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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56）3、2010年11月28日，第三例，（20101128C）：处理脱发、脱眉毛5年（爷爷奶奶

与外公外婆之间的纠纷）。 

（57）4、2010年11月28日，第四例，（20101128D）：处理体内有一个壳2年（粤北）。

（58）1、2010年12月12日，第一例，（20101212A）：8个月婴儿脑瘫、先天性心脏病、

癫痫、发育如2-3个月大（山东）。 

（59）2、2010年12月12日，第二例，（20101212B）：过敏性鼻炎24年。 

（60）3、2010年12月12日，第三例，（20101212C）：左肾结石、肾囊肿、右肾囊肿，

右腹痛四年（表弟淹死）（广州）。

（61）4、2010年12月12日，第四例，（20101212D）：离婚后很难与男性亲近。

（62）1、2010年12月19日，第一例，（20101219A）：母亲口腔癌肺部转移（外公失

踪）（宁波）。 

（63）2、2010年12月19日，第二例，（20101219B）：鱼鳞病三十年，静脉曲张（外公

的伙计失踪）（宁波）。 

（64）3、2010年12月19日，第三例，（20101219C）：高中生肥胖200多斤（3个坟墓12

具尸体）（西安）。

（65）4、2010年12月19日，第四例，（20101219D）：母亲腰椎滑脱10年（两人自杀，

堕胎）（北京）。

（66）1、2010年12月26日，第一例，（20101226A）：母亲被蛇咬后37年毒性反复发

作。

（67）2、2010年12月26日，第二例，（20101226B）：亚健康、便秘37年（日本开枪情

杀）。 

（68）3、2010年12月26日，第三例，（20101226C）：哥哥精神病（去世的哥哥让父母

自杀）。

（69）4、2010年12月26日，第四例，（20101226D）：儿子口吃（杀鸡）（东莞）。

以上强调了是否有录像保存，目的是强调有客观证据的保存，以免那些凭臆想的打假斗

士凭着一维空间的思维来纠缠，所以重点分析了这有录像的69例。这些录像在未对当事人脸部

模糊处理前，对外不提供，以免引起隐私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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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灵排记录69例（有录像）
（2010年8月至2010年12月）

第3453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8-29 22:50:26

（1）1、2010年 8月28日，第一例，（20100828A），家族性髋关节疾病（东莞）。

（2）2、2010年 8月28日，第二例，（20100828B），失眠10多年（堕胎）（日本）。

（3）3、2010年 8月28日，第三例，（20100828C），近视900度（佛山）。

（4）4、2010年 8月28日，第四例，（20100828D），下肢浮肿30年（海口）。 

（5）5、2010年8月29日，第一例，（20100829A），从小严重缺乏安全感（堕胎）（成

都）。

（6）6、2010年8月29日，第二例，（20100829B），母亲和女儿均有痛经（前夫杀死后

夫）。

（7）7、2010年8月29日，第三例，（20100829C），腰痛（打死蟒蛇）（海口）。

（8）8、2010年8月29日，第四例，（20100829D），男性先天不育（国共战争）。

（1）家族性髋关节疾病（东莞）

2010年 8月28日，第一例，（20100828A），家族性髋关节疾病（东莞）。

第3217条留言   留言者：abut.ing   来自：东莞   时间：2010-6-5 21:18:44

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快一个星期了，每天只有上班的时间放在裤袋里，晚上回家后就放在

枕头下，近来睡眠不错，腿的感觉轻松了很多，但活动还是受限。因工作关系每天要走不少

路，所以每天下班之后腿的感觉会好过没有放信息水之前。但腿的压力好像从髋转到了膝盖和

脚踝，会觉得膝盖发胀，发酸。今天下午上楼的时候觉得膝盖后面很酸，没力。第一次，只能

记下这么多，我会努力坚持下去。还有每天早上用信息水喷脸，整天都没有了以前那种油油的

感觉。还有上个星期儿子的膝盖受伤化脓了，我去深圳之前去医院看了，医生说要看外科，因

为要上课就没去，等从深圳回来之后也没带他去医院，就拿信息水给他喷了，第二天伤口周边

就好了，到了第三天已经好了一半了，我也只是每天晚上冲完凉睡觉之前给他喷一下。 

回复：你是哪一位？感觉你的膝盖有问题，你儿子膝盖受伤化脓，也有问题，我感觉

你们2人的膝盖问题似乎有相关性，感觉在同一个灵力场中。所以我想详细了解一下。忠正 

2010-6-5 22:09:56 

回复：你这么快就忘了我了，医生要我换关节，我不肯的，还有哮喘的，想起来了吧？ 

2010-6-5 22:23:01 

回复：没有忘，我要确认一下具体人，以便跟踪。可以看得出来，你那个关节是不必换

的，是前辈的灵力场带给你的问题。忠正 2010-6-5 22:25:06 

回复：儿子的两条小腿上都是伤，到了夏天更是如此，不是抓破就是摔的，再不就是蚊

子咬的，总之常年都有，你不说我还不觉得，听你一说好像他的腿真的一直都有伤，相对来说

手臂上的会轻一点。 2010-6-5 22: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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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再说清楚点，我是左髋关节在2005年动过关节清创术。很小的时候就有哮喘。 

2010-6-5 22:36:52 

回复：你的关节和你儿子的关节问题均是前辈的灵力场引起，要用针对疾病的灵力医学

排列，去除异常灵力场才行。忠正 2010-6-5 23:12:41 

回复：那你能帮我吗？谢谢！ 2010-6-6 23:01:33 

回复：我在观察中，信息主要来源于你的留言，因此你要多观察，多留言，我找到详细

线索后就可以处理了，不必换关节。忠正 2010-6-7 7:39:11 

回复：你把你的病史补充一下。忠正 2010-6-7 7:41:24 

第3418条留言   留言者：abut.ing  来自：东莞   时间：2010-8-2 9:28:16

喝信息水第一天觉得小便量较多，然后可以看到手背的骨头形状出来了，因为以前手背

肿看不到骨头，尤其是早上，我觉得全身有些发肿。但是喝信息水之后是不肿了，因此可以看

到手背的骨头出来了，但肿的那种感觉还在。 

回复：因为小时候到现在的哮喘，所以吃了很多的抗生素，我的病毒更新得比市面上流

行的要快很多，所以一般我用的都是比较好的抗生素。 2010-8-2 9:31:27 

回复：你描述的是肾脏有点问题，肾脏利尿功能不好，所以水肿了。肾脏功能不好，也

许同你使用大量抗生素有关。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后，肾脏功能改善了，利尿好了，就不肿

了。忠正 2010-8-2 9:40:09 

回复：你的腿关节没有必要换人工关节，8月28、29日在深圳，我给你用灵力医学排列

的方法，给你在四维空间去跨时空解决。还有你的哮喘，如果是同一原因引起的，那么一起

解决，如果不是同一原因引起的，那么得再做一次排列。你一定要来参加。忠正 2010-8-2 

9:43:56 

回复：收到。 2010-8-2 9:46:35 

回复：想起来，你的脸整体很肿。看样子你的关节问题、哮喘、还有肿的问题。我先从

关节问题上到四维空间去找找原因，因为西医医生早已经要你去换人工关节了。忠正 2010-

8-2 14:19:10 

回复：我前几天和父亲回他的老家，在一个应该是父亲的堂哥家里一大家子人聚在一

起，好像应该是我爷爷那边的亲戚，因为腿的问题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周围的人，突然发现有些

东西不是意外，父亲的一个堂弟可能六十岁了吧，他说再过些时候他也要坐轮椅了，我询问了

一下，他说两个髋关节严重增生，另外还有一个年轻一点的因为车祸整个左腿（我没记错的

话）踝骨变形。在感受一下他们房子里的气氛，那个院子不知道有多少年的历史，好像呆在里

面的人脸上都有些阴霾，看着院子，似乎看到很多的灵魂在里面游走，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在

那里我还看到一个弱智的少女，年龄应该在二十岁左右；还碰到一个多动症不算很厉害的小男

孩，才四岁多，小孩子的眼神让我觉得那里面有很多的仇恨。 2010-8-18 20:29:40 

第3482条留言   留言者：……都可以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5 16:42:17

2010年8月28、29日两天（周六、周日）堀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在深圳市南山区举行。我

参加了此次排列，并作了如下记录： 28日，第1个案例。——家族性髋关节疾病，西医一直催

案主去换成人工关节。——女。三十多岁。被忠正老师发现家族中有几位前辈有类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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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说换成人工关节之后，可管十二年，之后再换，可管六年……案主本人不接受换人工关

节，于是前来做忠正老师的灵力医学排列，希望问题得以解决。——曾经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喷

过伤处，五分钟后发现髋关节处灵敏了，并且可以收拾地毯上的垫子了。第二天过红绿灯时，

又突然发现自己可以快速跑过斑马线了，原来无法快跑。于是恳请进一步解决。——老师请案

主选择一位观众代表她自己。案主代表上场后，老师请其站一站、感受感受。然后询问了一下

对方的感受。之后排列开始。——老师请周围的观众上来十二到十五人，围在案主代表周围

形成一个圈。老师提示“就这样站着，然后有一股力会推着向前或向后。”——大家默默地

站着。突然，一个戴眼镜的男代表晃动起来，如喝醉了，他晃着，围案主代表绕了几圈，突

然倒地，案主代表慢慢转过身来，低头，难过地看着他。——一位男代表原地不停踮脚跟，

身体上下动着。一位男代表向后转，并向前移去，一个人背对大家。一位女代表慢慢移去不

断看案主的脸，好像在认识（辨认）一个人一样，并对老师解释“我就是想看着她。她不要我

看，我就是想看。”另一位女代表向场地后移去，双腿站在原地轻微晃动。——前面背对大家

的男代表突然转过来，走了两步，左腿“拐”在右腿后面，口中说道“我感受腿要断了！”边

说边摇晃，很快倒地不动了。另一位女代表则靠近倒地的他，坐下，好像在陪伴。——老师解

释“案主家族中髋关节问题呈现出来了。”就在刚刚，已经可以看到的是三处腿上有“动作”

的情况了。——如同在认识案主的女代表不断看案主代表，并且上前去拉她的手，而此时，半

路杀出个程咬金，从中间隔开两人，意欲阻止拉案主代表的人，以“保护”案主代表，此时，

坐在地上“陪同”的女代表站了出来，阻止前面的“保护”者，于是画面形成了两组“护花使

者”。——案主好难过，慢慢坐下，安慰最先倒地的男代表。在此过程中，两队“护花使者”

轮番上前干扰她，有的要保护她，有的要阻止她。最终，她被拖到场地边，而一直想要“认

识”她的代表坐着，摸摸她，像在安慰她。安慰着安慰着，两人争执开，案主代表还是要靠近

倒下的男代表做安慰。无奈，刚刚的女代表只好再次上前摸摸她，安慰她，并随后再次把她

拖离倒地的代表。——看得出，前来干扰的代表是想案主代表不要看倒地的代表了，不要难过

了，可是又有人来保护案主代表。就这样，大家反复“阻止”，又反复“保护”。——老师上

前，请案主代表对前来“相认”并做阻止的代表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说话时，要看着

对方的眼睛。结果一说完，两人含泪拥抱在一起。然后女代表倒在了地上。——老师解释说

“这是四维空间的一个没有安息的人。她想得到人的关注。所以上前干扰案主代表。这样对她

一说，她得到了关注，安息了。”——妙哉！——这时，又上前一个男代表，本来双脚不断向

上踮，后来变为了左腿“拐动”就地转圈，再变为双脚同时左右“跐动”、眼睛“直直望向案

主代表”、口中发出简单的怪叫、绕着场地边沿、直向案主代表“跐”去。如同怪物。——老

师请案主代表看着这位怪异的男代表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只见对方一听这句话，立刻

快速向后退去，仿佛有股神秘的力量“吸”他倒退，退到椅子边，坐下，不动了。——又是一

例腿上有“动静”的。——另一位倒地的女代表突然起来，走过去，用力拉起“僵硬”的怪异

男代表，放倒在地，两人手握手、并肩而躺。老师请案主本人入场，上前，向两位并肩而躺的

代表做安息，下跪，磕头，案主代表也在一边跟着做。直到躺地的男代表闭上眼睛，安息结

束。——大家转身，看到前面加入阻止的一位女代表也躺下了，老师请案主过去做安抚，直到

其安息为止。——这边刚刚安息，另一边又有一位本来站着的女代表也倒下了，曾陪同倒地男

代表的女代表扶着她慢慢躺下，老师再请案主上前做安抚，直到对方安息。——而上前相扶的

女代表则跪在了场地上，向着最先倒下的两位男代表。她跪了一会，换了个位置，再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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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就地盘脚而坐。——场上倒了的人不少。——老师请案主向一位站着的女代表说“我看到

你了。我爱你。”说话时眼睛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女代表听了，后退，再退，退的路线呈圆

圈，然后又向一边退去，案主按老师的提示带着爱心重复说了一次“我看到你了。”女代表后

退的速度放慢了，然后站定不动，老师引导案主对其说“谢谢你一直关注我。”案主一直看

着对方的眼睛。——慢慢地，两人靠近，再靠近，拥抱在了一起……拥抱良久。老师引导案

主“带着爱心好好拥抱她。”立刻，她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开始了默默、久久而深刻的“联

结”。——突然，就地而坐做“陪同”的女代表上前，拉开案主，请她看着地上最先倒地的男

代表。然后回到原地坐下。好像是提醒她别忘记了还有人需要她……案主跪在了最先倒地的

男代表身边，跟着老师的提示开始跪拜。男代表一直侧卧闭眼不动。所以跪拜很简单就结束

了。——老师接着请案主向另一位站着的女代表走去，边走，边看着对方的眼睛说“我看到你

了……”对方突然开始后退，边退边哭，边说“我不想看到你……我想揍你……我恨你……”

退到不可退，在场地角落，案主抱着她，两人哭成一团。对方站立，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反复

道“我想揍你！”——哭了一会，两人终于抱在了一起。看来，“释放”得差不多了。和解在

望！——此时，就地而坐的女代表意示另一位坐着的女代表躺下，对方坐着，笑了笑，然后侧

卧躺下了，接着，就地而坐的女代表又指着另一位站着的女代表，想要说什么，老师请她按感

觉走，想说就说。好像，她在排列中一直“关照”案主，“帮衬”着案主安抚、安息可以安息

的代表。老师走过来，问询了被劝慰躺下的女代表的感受，她说“我前面一直感觉很荒凉，很

无奈。后面她们到了这边，我又感觉很安祥了……”看得出，场上的变化，灵力、灵力场一直

影响着她。——老师得知案主没有安抚她后，立刻请案主上前安抚，安抚内容是“请放心，我

一定会照顾好我自己”及“谢谢你一直关注我。”——接受安抚的女代表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她感受到案主每说一次话，她的心情就更轻松，直到很好受。——就地而坐的女代表上前，拉

起正在对话的两人，向最先倒地的两位男代表跪去，意示案主安抚。于是，案主再次跪下，做

安息。之后，排列至此结束。 

回复：本例呈现案主家族中有多位前辈没有安息、纠缠案主，通过一系列的安抚将呈现

的纠葛一一平息。这一次排列结束，案主代表早早就下场休息了。 2010-9-5 16:51:54 

（2）失眠十年（堕胎）（日本）

2010年 8月28日，第二例，（20100828B），失眠十年（堕胎）（日本）。

第3470条留言   留言者：……都可以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2 17:39:19

28日，第2个案例。——处理失眠——女，三十多岁，来自日本。目前需要每晚服用2粒

安眠药才能入睡。十多年来，用过中医、西医、针灸、做佛事等方法来处理失眠，均没有效

果。——老师请其选择一位代表她自己。案主代表选择上来后，老师请其站在场地中间感受感

受，看看其反应如何。案主代表慢慢的瞌睡开来，很想睡觉，又找不到地方睡。——大家笑

了，案主的问题呈现在了案主代表身上。——老师请周围的观众上来十多个，围在案主代表

周围，形成一个圈。大家站好了，开始静静等待有力量推动自己行动。——立刻，有代表倒

下，躺着。——周围有不同代表移动。或坐，或站，或走走停停，或慢慢躺下，或两个站在一

起又慢慢分开……——案主代表很瞌睡，打着哈欠，迷迷糊糊走着，慢慢睡了下去。——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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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倒地躺下的一位女代表慢慢起来了，她默默地从案主代表的身后扶起案主代表，环腰抱

住案主代表，架起她。案主代表因为想睡觉，所以浑身无力，加之她又较胖些，所以扶起她的

女代表很费力地才扶起了她。——旁边另一位女代表过来，体恤的劝道“你让她睡睡觉吧。你

放下她让她睡一会吧。”对方面无表情，毫无反应。看来，并不乐意放下案主代表，并不乐意

让她睡一会儿。——见到相劝不成，女代表开始采取行动，用力扳对方的手。几番用力，案主

代表成功躺下睡觉。相劝的女代表放心地离开了。这一离开，刚刚的女代表又从案主代表的身

后环腰抱住她，架起她。看来，对方还是不能让案主代表睡觉。——这一架起，相劝的女代表

又着急地过来相劝了。两人一个说“你放开她，让她睡睡觉吧。”一个说“不可以让她躺下。

她不可以躺下。”手上还你扳我，我扳你，互相坚持着。——就这样，案主代表四次被成功放

下睡觉，五次被架起来迷迷糊糊站着。——这时老师上来解释“这就是案主失眠的原因。她一

直不能让案主睡觉。只有与她和解了，案主的失眠才能解除。”——老师请案主进入灵排，向

多次架起案主代表的女代表道歉。——这时，准备接受道歉的女代表开口了“我心中有愤怒。

我很想撕碎她（案主）。我一上场不久，心中就有愤怒，我就想撕碎东西，包括人与物。我现

在知道了，我就是想撕碎她（案主）。”——案主一边向其道歉，一边跪下。对方无表情。看

来，不准备接受道歉。跪下良久，和解没有进展，旁边有位女代表说了一句“老师，她没有诚

意，她不真诚。”——老师看着案主“旁边的人都看出你没有诚意了。你要真诚些，带着诚意

去致歉。”同时，老师对大家解释“她没有参加过灵排，她对这些还不太了解。”——老师叫

案主、案主代表都走近对方，抱着对方，诚意致歉。女代表的手也轻轻地挨着案主的手臂。她

说“我的手放在她的手臂这里，我好想撕下她这一块肉！”过了一会儿，她泪流满面地说“我

有时想杀死她！我心中很恨，很怨。我的心情慢慢变得悲伤。我很难过……”—— 老师再次

解释“需要些时间，慢慢释放能量，慢慢达到和解。”——案主好像很难进入状态，她一直按

照老师的引导去做，却很难打动对方。也许案主也需要些时间来呈现真诚。而女代表更是如坚

冰，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慢慢融化内心的恨与怨。——老师上来请在场的所有观众起立，以这种

方式表达对女代表的爱。并对女代表说“你看，大家都站起来，表达对你的爱……这么多人都

爱你……”——女代表泪流满面地慢慢回头，看看左右两边默默站立、向她表达爱的观众，又

低头哭泣了起来。——看来，这和解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也难怪案主十多年来一直医不好自己

的失眠。——良久，案主、案主代表、女代表慢慢起来。三人站在一起，相拥。女代表表情很

淡，眼神略带伤感，定在一处，几乎不动。——案主再次道歉，不断重复“对不起。”女代

表流着泪水，看着她，冷漠的重复“不够。还是不够。”就这样，双方又持续了好久。——老

师再次上来指导，“当时工作忙，压力大，也不是理由，也不能找借口（堕胎她）回避（这

一件事）。还是要道歉。真诚地道歉。”——案主不断道歉“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

起。”边说边伤心地哭了。可能道歉的时间一长，案主本人内在深深的歉意涌上心头，她越哭

越伤心。并不停重复“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突然，女代表从

案主的怀里松软下来，双手下垂，身体后倾，直挺挺的、快速的向后仰去，倒下，与地板接

触发出很响的声音。这一过程也就三秒钟的样子。案主愣愣地看着她就这样倒下去，接着一回

神，赶紧与周围的代表放好女代表的手、脚，让她安息。——和解相当缓慢，艰难。“虽然道

路是坎坷的，可前途一片光明。”和解成功！大家都轻了一口气。——排列到此结束。 

回复：此排列呈现的情节简单，可是，道歉和解却相当相当艰难。 2010-9-2 17:43:52 

回复：第二天早上，大家问失眠案主晚上回去后，睡眠可有变化，可有好转，失眠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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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平常吃两粒安眠药才能睡觉。昨天晚上回去后吃了一粒安眠药，睡得比以往好。”——虞

美人 2010-9-2 17:53:21 

回复：这个和解进行得很困难。最后老师让大家起立说，案主第一次接触灵排，不太明

白，自己的能量不够，每个人都在心里想着案主爱这个人，大家都献出一点爱心，帮帮她。于

是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老师让她回头看，说，你看，这么多的人都爱你。后面就慢慢和解了。

看海 2010-9-3 9:35:50 

回复：这例呈现的不让她睡觉的是她曾经堕胎的小孩，对她有怨恨，在报复她。忠正 

2010-12-24 16:49:43

第347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3 7:44:45

从日本过来失眠10多年的那例的反馈：她说“睡觉把脖子扭了”，我推测，应该是睡眠

改善了。睡觉改善了，翻身的次数少了，于是脖子挨在同一地方，疲劳了，感觉把脖子睡扭

了。

第3478条留言   留言者：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5 8:46:42

我朋友28号上午第二个做的个案，她严重的失眠，毎晚需吃2粒安眠药才能稍微入睡一

会，自堀尾老师帮做了个案后，回去的第2天晚上睡眠不错，睡觉都把脖子扭了。现睡眠一天

比一天好转。

（3）近视900度（佛山）

2010年 8月28日，第三例，（20100828C），近视900度（佛山）。

第3469条留言   留言者：……都可以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2 17:34:59

28日，第3个案例。——女，约三十岁。处理高度近视。近视约900度。散光在250—550

度。——1997年、2003年、2009年三次到医院（成都军区医院、四川华西医院等）做检查，准

备作激光手术纠正视力，却每次都没办法下定决心，每次去做检查时都会伤心地哭好久。——

堀尾老师请其选择案主代表。案主代表选上来后，老师请她站在场地中间感受感受，大家看看

其有什么反应。结果，案主代表仰起头，不断向后退，好像不愿意看什么一样。她向后退时，

如要仰面向后倒下。老师说“案主要处理的是近视，而案主代表表现出的是不愿意看的状况，

案主的问题呈现在了案主代表身上。”——接着，老师请周围的观众上来十来个，照旧围在案

主代表周围，形成一个圈。然后开始静静等待有力量推动自己行动。——案主代表仰面，身体

后倾，其它代表分别有移动，或站，或坐，或有倒地不动。——慢慢的，案主代表开始推动多

位代表，把他们推到场地一边，她的头，几乎保持仰面姿势。推动得差不多了，她又开始把那

些代表们的身体转动向场地的一个角落，让他们面向角落的一个男代表，手边指向角落的男代

表，口中边说“你们看，你们看他，你们看他啊。看啊……”——良久，角落的男代表莫明其

妙，觉得好笑，并且有点不自在，他不觉得有什么必要让大家这样看着他。——案主代表又说

了“你们都看他，看啊，他坏得很！”不一会，还说“你都如实招了吧……”——大家这样持

续看了一阵，角落的男代表终于忍不住了，说“我有什么好看的？你为什么让大家看我？真是



26灵排

好笑！我又没有做什么？”——有代表忍不住开口“你做了什么，就老实说了吧。”——许多

目光集中在角落的男代表身上。对方有些忍不住了，走到人群附近，一一拉过人们，面向案主

代表，说“你们都看她吧，看她，她就高兴了，她就是想引起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她，她就高

兴了，大家都看她！”——案主代表在人群中有节奏地走来走去，还笑，像个小孩子。——被

看的男代表很冤地说“我就是觉得好笑，我又没做什么，为什么要让大家看我？你们看她，你

们看她就像个小孩子，她就是觉得好玩，让大家看我，其实她是想引起大家注意，所以让大家

看我，她就达到目的了。现在大家看她，都注意她，这样她就开心了，大家都看她。”——这

样一来，引得大家忍不住笑了。——一位男代表身体僵直，“用双脚同时左右跐地板”，围绕

场地移动。他一边怪异地移动，一边发出怪异的笑声。看他那姿势，有些像耍杂技的，可是看

他眼神、听他发出的声音，倒觉得可怕。——他围绕场地移动了好久，突然倒在场地中间，躺

下，躺着还“不忘时时弹起头来”发出怪异的声音，他的眼神总是怪怪的，如带笑意，又如

带仇意。——良久，他又从地上走上起来，依旧怪异地“用双脚同时左右跐地板”移动着，笑

着，看着。——好像他对案主代表很有“意见”。而案主代表与各代表之间“看来看去”的

片段与他无关似的。——坐在场地边上的一位女代表突然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我什么都

看不见了！”她一边张望，一边说，让人意外。——在场地一边躺着一位女代表，她本来躺

着，突然“醒来”，指着怪异的男代表说“我觉得他的表现与我有关，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想

引起我的注意，如果我注意他，安慰他，他就会得到平息，他就是想得到我的爱……得到我的

在乎。”说完，拉过怪异的男代表，躺在自己身边，并用手搂着他。男代表果然顺从地躺在她

身边，人也平静了不少。——老师叫案主入场，跪在刚刚躺在一起的两位身边，看着怪异男代

表的眼睛，并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怪异的男代表突然坐起来，眼睛“意犹未尽”

的看看案主。好像，就是要找案主的“茬”。坐了坐，他又躺下了。——老师示意案主离开一

下。让躺着的两位自己平息、平息。——案主抱着眼睛看不见的那位女代表，两眼对望，突

然，对方说“我看到你了。我看清你了……”——另外一位女代表也说“我的眼睛本来有点点

问题，看东西不太清楚的，可是，刚刚我也可以正常看东西了，看得很清楚。”她边说，边找

出自己的眼镜，说“我的眼镜是这个样子的。”原来，她的眼镜支架断了一边，没法用，所以

今天一直“模糊”的参与灵排。这下可好了，因为参加处理高度近视的灵排，她自己的眼睛问

题得到处理。——老师叫案主、案主代表及不愿意被大家看着的那位男代表都过来，靠近躺着

的两位，跪下久一些。让两位慢慢安息。——躺着的女代表搂着怪异男代表，好像悄悄的与他

说什么。——案主再次看着怪异代表的眼睛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旁边几位长

跪不起。慢慢的，怪异代表不声不响了，侧过身，与身边的女代表相拥闭眼安息了。——灵排

到此结束。——老师对案主说“你把他们两位记在心中，与所有参加灵排的代表一一拥抱。”

并解释“这是一对感情不和谐的长辈，他们的问题影响到了你。” 

回复：躺着的女代表起来后，与案主代表讲了以下内容：以后有了老公，一定要好好爱

他。不然，会因此产生矛盾，影响到后代。——案主后来与大家分享了此内容。 2010-9-2 

17:40:14 

回复：在场的观众很是感叹：家族中的每一件事，都影响着家族中的每一个人。和谐相

处，让爱在家族中流动，让爱在人间流动，要从我们每一位做起。 2010-9-2 17:40:31 

回复：案主代表后来对案主说“我很想唱：啦啦啦……，可是忍住没唱出来。”案主回

应“我平时一高兴，就喜欢张口来一串：啦啦啦……呼啦啦……”2010-9-2 17: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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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排列中，另一位轻度近视的女代表抱着我，她说她的眼睛看不见了，当我也抱着

她，看着她时，我发现，我看不清楚她，她就在我眼着，我抱着她，但，看不清楚，她在我眼

前，就如保存在电脑中的图片被处理过，有些“创意”、“拼接”成的画面。可不到两分钟，

她说“我的眼睛可以看到了”，“我看清你了”，我也能正常的、清楚的看到她了。2010-9-2 

17:41:11 

回复：灵排后的第二天清晨，有人问我“视力有没有改变？”回答“没有明显感觉。我

的近视度数高，即便有一点变化也感觉不出来的，我随时间慢慢观察。”再问“眼睛有没有感

觉舒服一点？”我立刻感受眼睛，这一下来劲了，回道“有啊！有啊！我昨天还觉得眼睛不太

舒服，现在你一问，我感觉到眼睛的确舒服了。你要是不问，我还没注意到呢！”我还兴奋地

与一同来的朋友说明此情况。2010-9-2 17:41:34 

回复：这个个案我做了案主的代表。一上场就是仰脖子看天，不往下看。仰脖子一直仰

得我脖子很累。感觉排列切换了两个场景。第一个基本围绕“我让场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去看场

角上的男代表”这个场景进行。但我不靠前去，要么远远看，觉得所有人看了他，他就无处躲

藏，我就很开心惬意唱歌；要么我就看天，虽然脖子很累，谁也看不到，但也似乎觉得自得其

乐。其间我想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没唱，憋得厉害，还是最后啦

啦啦的啦了一段。唱歌的时候很开心。被围观的男代表第一次接触灵排，站在场上莫名其妙，

觉得很好笑，说自己又没做什么坏事。但我不停地给周围的人说“他好坏的，好坏好坏的”，

重复多次。其间一位老太太我情不自禁的叫她妈妈，她闭着眼睛，我对她说，“你看你儿子

啊，你也不敢看你儿子啊”。并把她的头多次调整转向儿子方向。一个女代表说与一个老头有

关，不停地要老头说话。老头木然地站着。我多次过去对她说，“他是木头啊！真是对牛弹

琴”。后来感觉应该是切换了，换了另一个主题。我开始围着地上躺的两个人转圈，并跑步前

进，跑了一圈又一圈。有时候还会做出飞的动作。场对面角上一个女代表笑我，我走过去和她

做鬼脸，也傻笑。她最后向我道歉，我开始哭起来，说“你不是在笑我吗？你不是觉得我好笑

吗？你笑啊！”第一次道歉我明显觉得她不够诚心，说她在哄我。女代表承认说不够诚心，然

后集中了一下精神重新很投入地说对不起……我才觉得原谅了她。看来代表的“是否尽责”直

接影响着个案的解决。中间一个男代表很怪异地躺来躺去，并多次发出很怪异的声音。老师叫

我对他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因为这个代表是我的朋友，起先我觉得说出我爱你很可

笑，也没有达到好的效果。后来我也定了定神，凝聚身心，对他再说了一遍才使得男代表稍

有安静。做代表次数太多，这些场景不知我有没有混在一起，还望大家补充。看海 2010-9-3 

10:25:44 

回复：案主代表在推动多位代表站在一处后，开始出现大吼大叫，烦躁不安，跺脚，呕

吐，喘粗气等状况。这些状况与案主本人高度一致。案主本人经常因为压抑而不安，站立久了

就会想吐，不安时会想毁东西来发泄情绪。——之后案主代表仰头，不愿意看东西。在场上走

动一会儿之后，即开始叫大家看角落的男代表。——而此时，一位一直站着不断掂脚跟的代

表突然开始用力转脖子，然后快速、用力移动了几步，“当啷”倒地，如鬼上身，可笑而可

怕。——案主代表此时的表情轻松了许多，脸上也有了微笑。之后，她身体来回晃动，还仰

面朝天笑，如神经失常。——大家站着“看”的场面时间相当长。——而突然“当啷”倒地

的男代表就是本排列中最关键的和解点：他不能得到太太的爱，因此不得安宁，一直在家族

中“找茬”，找到了案主身上。——他与太太同是案主的长辈。——案主代表曾经按老师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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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对此“找茬”代表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都只能暂时让他平静下来。——另有代表推

着他，真正让他去直接面对案主代表，“有事情就说出来。说清楚”时，他又有所退却或无动

于衷。案主给他下跪，他反应平淡，甚至侧身不理会。这一切也说明，他真正目的不在案主代

表这里。——老师解释“这里边是跨时空的纠缠。时间上，是好多代以前的人与现在的人，空

间上，是不相干的人：案主、案主父母、好多代以前的长辈纠缠在一起。让他们慢慢释放，慢

慢和解。”——和解最终在“找茬”代表的太太对他说“我看到你，我爱你。”“我一直以我

的方式爱着你。”“对不起……请原谅我……”之后安息。而其太太在说了此番话后，抱着他

哭了，看得出，其太太最后真诚道歉，并真诚表达了自己的爱。这样的表达，岂有不感动对方

的。和解理所当然。——案主代表与被“看”的男代表的一段对话，反映着案主代表父亲生前

的一段悲惨经历。这一段内容，只有老师与案主本人知道，排列时也没有公开说明。——实际

上，案主长这么大，也只对老师讲过此事。——案主代表曾经多次对被看的男代表说“他好坏

的。他好坏的。他好坏好坏的。好坏的……”实际上是再现了案主父亲当年的一个片断（公安

要父亲招供，被逼问）。此事与案主本人无关，只是案主临时呈现了当年的片断。此事过去近

三十年了，对案主的影响却一直延续到今天。——案主没想到在灵排中呈现了出来。——案主

表现出如孩子般的来回走去。甩手唱啦啦啦。抱着阿姨玩、躲人。都如案主在生活中一样，案

主本人经常回到小时候的心理状态。——（……都可以） 2010-9-5 16:34:48 

回复：排列中，突然有位女代表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老师的处理可为绝妙，他让

女代表对“找茬”代表说“虽然我看不见你，但我知道你需要关爱。”而此女代表本来近视，

现在突然看不见了，在按照老师引导说了此番话后不多一会，视力恢复正常：自己的近视好

了。让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实在是太意外太意外了。——以后要多做代表。呵呵呵……——

排列另有一位视力恢复的正是灵排中的太太：“找茬”代表的太太。（后来得到消息，作为

代表的那位不但视力好转了，连眼睛散光50度也完全好了）——（……都可以） 2010-9-5 

16:35:17 

回复：排列结束后，老师说，这里显示了问题代代相传。所以，大家有什么事，要处理

好，不要遗留下来，传给后代。——（……都可以） 2010-9-5 16:35:47 

回复：此次排列中我两次代表心中充满愤怒、烦躁、怨恨、悲伤的代表，并充分表现了

出来，通过老师的引导与案主的努力，最终平息、和解。8月29日参加完忠正老师的排列，9月

1日接到妈妈的来电，9月2日主动与哥哥联系。这是我九个月以来第一次与家人联系，也是家

人九个月以来第一次联系到我。我对家人一直既深深爱、又深深恨。而排列后，这三四天感觉

我与家人的关系有了改善。改善主要在于我没有那么恨了。昨天9月2日晚，与嫂嫂的二姐联

系，打听家里的情况，得知妈妈回家修房子，我家的老房子倒了。我第一反应就是给妈妈一些

钱就好了。后来，我还幻想早些上班，挣了钱，给妈妈用……昨天我还先后两次与同学打听妈

妈。2010-9-5 17:10:26 

回复：今天9月3号，专门去电话超市打长途到妈妈的家乡，与妈妈的好友取得了联系，

说了自己最近的去向与近期的打算。请阿姨转告妈妈，请妈妈放心。（家里电话停机了，不能

直接联系到妈妈。）电话聊完，回房间的路上，感觉是尘封以久的东西堵着我的心，一下被推

开，消失，心情很是开心，笑了好久。此前好久了，没有动力联系妈妈。今天却觉得以前的

事，都算不得什么。轻松，快乐，有能量轻快的流动着。2010-9-5 17:10:58 

回复：今天特地从网上给浙江的哥哥留言，说明了我近一个月左右的去向及将来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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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工作情况。请他转达妈妈。请家人放心。2010-9-5 17:16:31 

回复：我当时会觉得：自己一直学习佛学，从中追求智慧，长辈有事，看我又长时间学

习佛学，觉得我是个合适的人选，于是通过他的方式，“找茬”，争取通过我解决他们曾经留

下的问题。 2010-9-5 17:17:38 

回复：11月底，保霖来我这里，他说：“那次排列‘近视900度’时，我只是作为观众，

还没有作为代表上场，居然近视也好了。国庆节去验光，验光师没有说我有散光100度，我特

意提醒他我有散光100度，但验光师说我没有散光。后来我换了一家去验光，散光也是没有发

现。那个散光100度就这样好了。”沁心的散光50度，也是当场好了。另外一个代表，就是

ELSA的妹妹，近视也好了。一例排列中，作为代表或者观众，近视一起好了三例，散光好了两

例。这是灵力医学的神奇之处，通过改变灵力场，达到的效果。大家可以多参加，多做代表，

顺便清理自己的问题。忠正 2010-12-24 20:00:36

（4）下肢浮肿30年（海口）

2010年 8月28日，第四例，（20100828D），下肢浮肿30年（海口）。

第3456条留言   留言者：本杰明   来自：广州   时间：2010-8-31 12:07:50

我的灵力医学排列体验：2010年 8月28、29日两天在深圳参加堀尾忠正老师的灵力医学

排列，我做了多次体验： 第一次是28日下午第二场做一个老阿姨的治疗下肢浮肿疾病灵排

（第4例），我被自动分配了按摩治疗。在几十秒钟内就进入了状态，一开始感觉是有种力量

在按摩肩、脖子、后背，过了十来分钟开始全身按摩，全自动的在动，大神奇了。 

回复：说的自动按摩，就是自己感觉背后有人在按摩，但实际背后没有人在按摩，但

感觉背后有人在按摩，自己舒服得不断动背，舒展背部，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2010-8-31 

15:14:01 

第3481条留言   留言者：……都可以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5 16:40:01

第4个案例——处理下肢浮肿30年。——案主说“曾经照医嘱吃二百多副药，吃了四分之

一多就吃不下去了。”——老师请案主在场上选择一位观众做其代表。案主代表上场后，老师

请其就地站一站，感受感觉。——案主代表上场后感受腿不舒服。老师解释案主的问题在案主

代表身上呈现了出来。——老师再请周围的观众上来十多个，围着案主代表形成一个圈。大家

站好，静静地等待有力量推动自己行动。——一位女代表闭目后退，围大家的圈子后退。接着

有代表倒下。有代表慢慢走动，边走边看。有代表从圈子上走到圈子中间。有一位女代表双

手向后捂着腰，好像腰痛。有代表坐下，看着躺地的代表。又有两位代表坐下，感受好似无

力。——后退的女代表由“退”变为了有退有进，她走动的时间很长，好像说明了什么，老师

由此向案主提了问。——只见捂腰的代表慢慢站定，身体不断后仰，好像在做健身运动，只是

表情痛苦。她仰啊仰啊，难度越来越大。老师解释说，如果灵排结束后，让她专门后仰她是到

达不了这样的后仰弯度的，是有灵力场她才能这样做到的。——老师又向案主解释“你的腿与

你的腰是有关系的。”案主忙解释说“是的是的……是肾虚寒。”——一男代表指着另一代表

说“感觉她同我有关。”一女代表说“我感受我气到了胸就上不来了。”又一女代表说自己左



30灵排

腿麻、不舒服，有一股气向上，凉凉的。老师此时解释“案主的问题被灵排分解开来，呈现在

了不同的代表身上，所以出现了多人有多处不同的不舒服。”——又一女代表说腰痛、凉，太

阳穴也凉。一早先坐在地上的男代表说看着捂腰的女代表腰痛他好开心，他“幸灾乐祸”。

老师说让问题继续呈现，看是谁“罪魁祸首”引起了案主的三十年腿肿。 “幸灾乐祸”的男

代表走到腰痛代表的背后，“欣赏”着她的腰痛。另一位女代表向前抱着她，看到有人“帮

衬”腰痛代表，前后上来两位代表阻止。看来，这两位与之有“怨结”。——腰痛代表很痛

苦，她喘着气，无力地慢慢倒下，坐地。刚刚抱着她的女代表随之慢慢倒下，躺在地上。——

“幸灾乐祸”的男代表不断推动腰痛代表，要把她的腰露出来，“意尤未尽”地要接着“欣

赏”。——周围有多位代表有身体反应， 并一一向老师讲了出来，有眼睛不停闪的，有眼睛

干的，有手心热的。一位男观众有异常感觉，老师一听，发现他与灵排有关，对其说“有感觉

就进来，跟着感受走。”于是男观众进入排列，站起来后，立刻后退，靠在了墙上。老师指着

腰痛代表、“幸灾乐祸”代表等人说“就是这几个人扯来扯去，问题就在这里面。”案主代表

陪帮助了一下腰痛代表，之后坐在一位早先就倒在地上的女代表身边，摸着她的手。老师问双

方感受，案主代表说“我就想看着她，陪着她。我还对她说：你是我的宝宝。”躺地女代表说

“她一过来，我就好舒服，她握着我的手，我觉得好温暖，好享受。可是，我又忍不住要去看

场上发生的事情。”可是“幸灾乐祸”的男代表还在骚扰腰痛代表，案主代表又不得不暂时

放下“宝宝”前去相助。腰痛代表“被逼”无奈，边跑边对追来的男代表哀求“你走开，你走

开。”看来，对她的困扰不小。案主代表回头陪“宝宝”时，另一位倒地的女代表又来帮助

腰痛代表了。可是，那位男代表就是不肯放过她，就是要追赶她，“欣赏”她。——看不过去

了，案主代表再次加入帮助。她们拖拉在了一起。此时，周围有代表摇肩晃腰，有代表站着微

微晃动，大部分人坐着或躺着。渐渐地，有三个人加入了帮助腰痛代表。大家倒在地上，用身

体护着腰痛代表。但男代表“临危不惧”，坚持“骚扰”。腰痛代表倒在地上，被多方保护

着，边笑边说“我不怕你……”可以看出，此处是和解的一大关键。最后入场的男观众姿势变

为了趴在地上。之前一直站在原地不动的男代表突然说“我好享受。有人在给我按摩。舒服极

了。真的好舒服……”他一边描述一边做出被按摩的动作，引得大家哈哈笑。老师解释“来自

四维空间的按摩当然很舒服。”另一位躺着的女代表突然说“我好像被两只鸟吊着，双手想向

上伸出，想飞……”老师请其按感受来做。纠缠还在继续。一位女代表眼睛不舒服，如眼肿，

一位女代表脚不舒服，如抽筋，还有眼睛不停眨的，腰不舒服的，想有人给按摩按摩的。一位

躺着的女代表用右脚敲敲左脚，表达着腿不舒服。案主代表表示她眼睛就是一直肿，尤其是早

上起来。老师解释“案主的问题一个个被分解开来，呈现在不同代表身上。”趴在地上的男代

表盘腿坐地，双肩不停上耸。纠缠平静了下来，双方不时就地对视。案主代表突然扶起“宝

宝”放在腰痛代表身边躺下，腰痛代表慢慢也躺下了，还有一位女代表躺在中间。“幸灾乐

祸”代表就地搭着案主代表，表示很愿意与她在一起。腰痛代表后面一直有说有笑，看来她也

轻松了不少。她还专门要腰靠着其它代表坐在地上呢。老师询问还有谁不舒服的，一位女代表

坐着，指指自己的右肩。老师又问了几位代表的感想。并由此解释“案主的问题一一分解开

来，并慢慢得到处理。” 看得出，此排列中，老师给了大量的时间让灵力场走向平稳。没有

任何人为干涉、操控。场地上大部分人坐着。有两组人马正坐着互相敲打肩膀做按摩等。“幸

灾乐祸”代表坐着，手一定要搭着另一位女代表，并解释“搭着她，没有搭着她（案主代表）

舒服，可是，她走了，得找一位搭着，所以只好将就搭着现在这一位了。”——像在飞的女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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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坐到了躺下代表的身边。——灵力继续在运作。一从头开始女代表想拉另一位女代表靠近躺

下的代表们，可她不愿意，于是案主代表等上前相劝。对方虽然被劝，可是却越来越不舒服，

并想大声哭泣，还说胸口闷、喉咙不舒服。大家靠得近，又互相看着，不知怎么的让这位躁动

的女代表“起刺”了，她指责两位女代表“我不想看你！我看着你的眼神就不舒服。走开！”

边吼还边去推人家。躁动中……代表们慢慢变成了坐成两堆，互相靠着。有代表无力，有两位

代表向外吐气，有两位代表哭泣。慢慢地，有几位代表向躁动的代表靠近，几个人哭成一团。

躁动代表边哭边向后挪边说“你帮不了我的。你口说帮我，其实帮不了我的。”几个代表着了

魔似的越哭越“来劲”。观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灵力在作用。躁动代表更是来劲

“你帮不了我。你只会用冷漠的眼神看着我。还嘲笑我。”被指责的男代表向前挪，抱着她。

其它代表都坐在周围紧紧围着他俩。看来，新一轮的和解点随灵力推动达到高潮。终于，躁

动代表挪到了别处，慢慢她可以隔着人看被他指责的男代表。而对方看看她，突然说“我想

她靠近点。”同时，他自己也向对方靠去，只是，他的“靠去”很奇特，要后面两位女代表

贴着他的背，随他一起坐着挪过去。其它的代表都很配合，与之一起“相贴而去”。——场

面好玩。——到了躁动代表面前，躁动代表又挪去了别处，但，平静。看来，和解更加有望

了。——男代表“屡败屡战”，再次“拖家带口”相贴跟进。——躁动女代表说“反正我就讨

厌他。就想把他甩开。”然后背对男代表。男代表“稳重”，默默坐着，对着她的后脑，等待

机会，然后又挪到对方左侧。挪过去后，依旧意示另两位女代表跟着贴过去。大家笑了。……

感觉和解越来越有希望！——就这样默默地，躁动代表、“屡败屡战”代表、案主代表、“幸

灾乐祸”代表四人相对而坐。他们的手还搭来搭去，在用肢体表达着情绪，慢慢的，所有人

都停下了。——老师发现了什么，上前询问。“屡败屡战”代表回答“我感觉很舒服、很温

暖。”躁动代表说也是同样的感觉。老师微笑着向大家宣布“排列结束”。——唉，终于达成

和谐！ 

回复：在排列过程中，案主看着看着，案主发现排列中代表中自动出现了其大儿子一家

人，还有二儿子一家人，还出现了儿子已经离婚的老婆。表情、动作像极了。是家庭矛盾的纠

葛，最后达成和谐。忠正 2010-9-5 17:02:31 

回复：排列两周后案主反馈，三十年的下肢浮肿消失了。案主想下次排列脖子和颈椎

痛。忠正 2010-12-24 17:39:08

（5）从小严重缺乏安全感（堕胎）（成都）

2010年8月29日，第一例，（20100829A），从小严重缺乏安全感（堕胎）（成都）。

第3451条留言   留言者：WWEI   来自：成都   时间：2010-8-28 20:12:24

老师，我严重缺乏安全感。我一个人不能在没有灯的地方呆。在家里，三代同堂居住，

我晚上还得把自己的房间反锁上，我先生的妈妈对此很不明白，先生还专门为此与他妈妈沟通

过。——我在任何酒店居住，哪怕是五星级酒店，也得找个人陪着睡，我曾经多次问酒店服务

员可否找个值班后不回去的工作人员陪我晚上睡觉，搞得工作人员莫明其妙。——我对先生总

是疑神疑鬼，总怕他背叛我，哪怕他没做什么，哪怕我们很相爱。——先生不照我的计划或意

思去做的话，我就会与之争吵到他一定照做才行，不然，我就没日没夜的吵。——我对朋友或

同学很好，可不久对方就会怕我，跑掉，因为我的好过头了，我对这些关系有极强的依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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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安全感。朋友或同学叫我帮什么忙的话，我就会全心全意构思和付出，我极乐意对方全

部听我的，并且期待对方的肯定、赞美，不然，我就会痛苦。

第3468条留言   留言者：……都可以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2 17:25:22

第5例，处理严重缺乏安全感。——老师请案主选择一位代表她自己。案主选择了一位较

为高大、略胖的女士代表自己。一看，案主与案主代表有许多相似之处呢。老师请案主代表站

在场地上，感受感受。只见她站着，慢慢移动、再移动，移动了好一会儿，她停了下来，站定

后，指着后脑勺的一处，对老师说“我这个地方不舒服，麻，痛……不是颈椎……也不算是

痛，反正就是不舒服。”老师问案主是否有同样的情况，案主说她后脑的那个地方的确不舒

服，麻、胀，说不上痛，又有点像痛，她极少告诉别人她那儿不舒服。老师笑笑说“案主的

问题呈现在案主代表身上了。”——接下来老师请周围的观众上来十来个，围在案主代表周

围形成一个圈。大家默默站着，等待灵力的推动。——慢慢的开始有快速移动的，有慢慢移

动的，有倒下的。不多久，有一位女代表向圈外退去，退到案主的背后，靠近墙的地方倒下

了，不一会儿，又有一位男代表也向那个方向退去，靠近倒地的女代表后，慢慢也倒下了，并

且，他一定要挨着女代表。——老师看了看两人，问案主家里是否有人自杀，而且在其自杀后

不久，又有人去世。——案主一下子很受触动，哭着回答“妈妈在我二岁多时自杀了，之后不

到一年时间，外公车祸去世。”——老师解释“你妈妈去世后，你外公为了给你妈妈力量，借

车祸去世了。他一定要挨着你妈妈，就是为了给你妈妈力量。”——案主“外公”说“我觉得

场地上其它的一切人、事与我无关，我只关心她（案主妈妈），并且我的臂膀一定要靠着她的

臂膀。”——案主解释“在我们家，我外公就是一个不爱表达、不爱说话的人，有任何事，他

只用行动默默去承担，就如排列中的‘外公’”。——老师请案主对去世的妈妈沟通，案主

非常伤心，跪在妈妈面前痛哭，而她所说的话语却那么理智“妈妈，你放心，我可以照顾好自

己……妈妈，我现在很好……妈妈，请你相信，我一定可以照顾好自己……”案主对妈妈浓厚

的感情，都压抑在了希望妈妈安息的理智中。——灵排的过程中，案主代表时时走来走去，还

多次与她同来的朋友说什么，一会在灵排中，一会在灵排外，不知案主本人对此着急不着急，

但丝毫不影响灵排。这也可以看出，堀尾忠正的灵力医学排列的神奇之处。——灵排进行着，

有位女观众从一个座位换到了另一个座位，不知老师看出了何异常，过去问了问她，她说自己

有感觉，老师说，有感觉就跟着感觉走，于是，这位女观众加入灵排。她一入灵排，就不断走

动，游走于不同代表之间。——当灵排的“阵开”固定在某一个点上时，老师请案主进入场

地，向地上躺着的一位男代表反复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说的时候眼睛要看着对方的眼

睛。案主照做了。——这位中途入场的女代表走到刚刚躺着接受“连结”的男代表身边，要他

起来，要他与案主和解，行为颇为怪异，令人不解。她的行为招来了案主代表的反感，对方强

烈拒绝她来调解。几番努力不成功后，她又走到了案主的位置边坐下来。——她在场上表现

“突出”，时常跑去，时常大叫。在她不停跑动的过程中，案主代表曾捉住她，把她按倒在

地，对她说“老实点！”——有时她在场地上转圈，有时她在一位站着的男代表边晃悠，有时

她跟着案主代表。她还多次坐在案主的旁边。——老师告诉案主，其妈妈堕胎过，这位后来上

场的女代表就是她的姐姐，她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死，所以徘徊在世间。案主没有安全感，经

常要找个人陪同，找的就是她的这位姐姐。而这位“姐姐”代表经常绕着转的男代表就是案

主的爸爸。——案主自己说，老师指出的“爸爸”就如自己生活中的爸爸，他对家里的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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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是在一边看着，无动于衷。——接下来的，就是安抚案主的这

位尚未安息的姐姐。其姐姐一直反抗，大喊大叫，说自己活得好好的，没有死，不接受案主

对其的安抚，不肯安息。——老师试着让“姐姐”对“妈妈”跪下，她不但不跪，还阻止案

主本人下跪。旁边的代表忍不住连连对她说“你已经死了。你就安息吧。你就接受你的命运

吧……”——安息工作进行得艰难——老师请案主看着“姐姐”的眼睛反复说“我看到你了，

我爱你。” “感谢你一直陪着我。”——慢慢的，“姐姐”平静了下来，最终安息。——老

师给案主建议“把这位没有出世的姐姐记在心中。回去后，为其姐姐做点事纪念她。”——灵

排结束后，案主与大家分享。说自己一直心存疑虑，昨天晚上还在怀疑这、怀疑那。可是，当

看到排列中呈现出一位女代表倒下，不久又有一位男代表倒在她身边后，这些代表家中曾经发

生的极为重要的事，让她的心一下打开了。——这些事，她极少与人提到，而且以前做家庭系

统排列，从没有排列出这些事……她很感激忠正老师，感谢老师的灵排，并向老师鞠躬致谢。 

回复：这个灵排看似简单，却是所有排列中花费时间最长的。用了一个上午。其它的，

都是半天排列二个或三个。 2010-9-2 17:35:53 

回复：灵排结束后，我给先生打了个电话，电话中，先生问我晚上是否需要去机场接

我，我平静的回答：看你吧，你忙的话就不来接我……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则会非常希

望先生来接我，以表示对我的重视，如果他不主动说来接我，我也许会装作说没什么，可心中

会很生气，很不满，很失望。——成都WWEI 2010-9-2 17:36:18 

回复：当我问案主“你家什么人有自杀”时，案主哭了，说是她妈妈，事后说，她这辈

子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她妈妈是自杀。是在灵排中呈现出来的。忠正 2010-9-2 18:10:38 

（6）母亲和女儿均有痛经（前夫杀死后夫）

2010年8月29日，第二例，（20100829B），母亲和女儿均有痛经（前夫杀死后夫）。

第3454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8-30 13:56:01

在痛经（第6例），有一只狗的灵排里，我上场没多久就想掐人。手着急，想掐又不知道

到底要掐的是谁，就见着谁都想掐，还作出两个手臂直平的动作。掐过三个人。一个老太太，

一个女孩子，一个案主。每次想掐案主的时候又觉得不舍得，手在脖子上晃悠半天含恨离开，

转悠几圈不甘心又来掐，然后再次下不了手离开。反反复复很是烦闷。对老太太也如此。起先

掐是毫不留情，越后来越谁都下不了手。应该貌似很吓人。但导师引导案主代表给我说了几句

话，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当我看到她真的在对视着我说这些时，立马觉得轻松下来，想睡

觉去了。 躺下后安睡，不久一个男人的声音把我吵醒了。我很是烦躁，爬起来看。看案主家

乱糟糟的，好像是什么谁杀了谁，我也根本不想睡了。但有一条狗。我觉得这只狗很厉害。想

去看看，又怕这只狗。之后就一直惦记着这条狗，怕狗再没敢起来。后来案主的妈妈说，狗被

送走了之后因为痛经她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其实我一直在想，这只狗走了就好了，就再没人管

得住我了。 

第3456条留言   留言者：本杰明   来自：广州   时间：2010-8-31 12:07:50

我的灵力医学排列体验：2010年 8月28、29日两天在深圳参加堀尾忠正老师的灵力医学



34灵排

排列，我做了多次体验：女案主母女要解决长期痛经的问题（29日上午）（第6例），这个最

具震撼。这个过程是一环扣一环的。一开始案主女儿（19或者20岁）要解决长期痛经问题，而

当时母亲带着女儿上场，讲母女都有长期痛经历史，医院或者其它方法都无法解决。母亲因痛

经在前年就做了手术，切除了子宫。现在解决女儿的痛经问题。一开场母亲从个人理解的角

度，是母亲这一亲系把痛经这种疾病带给她女儿的，就单方面从母系这边的亲人来解读，但随

着灵排的进程展开，女儿看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她亲姥姥保护她的情景，以及联想到倒地地上

二个死人的情况，其中一个活灵老是围着其中一个亡灵转圈子，就可以很准确去判断就是其非

正常死亡的姑父及死亡的姑妈后夫（二个非正常亡灵是因感情仇杀）。这二个非正常死亡的灵

的跨时空纠缠。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二个亡灵的对视，取得谅解，结为兄弟，再通过案主的

爱心，承诺纪念及祭拜，感化了两个亡灵的仇恨，纠缠解开，这案主的痛经就释放了。 

第3467条留言   留言者：……都可以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2 17:21:57

第6个案例。——处理痛经。——母亲痛经，女儿也痛经。母亲痛经，还做过手术。——

老师请案主女儿选择一位代表自己，并上场感受感受，大家看看其反应如何。然后排列开

始。——排列一开始，各代表呈现不同程度的移动。有一位代表在场上东找找，西找找，仿佛

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她的手不停地要去掐什么。有时她掐在别人脖子上，样子很吓人，可是

姿势却“忍不下心用力”。在此过程中，她还展开双臂，左右平直，如要“起飞”。——老师

请案主进入排列，对这各躁动的女代表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说完，这位女代表慢慢躺

下，“安息”了。那场面很是神奇。——一男代表躺在案主后面最角落里面，双腿放在椅子

上，上半身着地。过了好久，他慢慢站起来，背向大家，面向墙壁，他的头慢慢靠着墙，脸面

向下。——老师指指这个“面壁”的男代表，问案主“这个像不像枪毙的场景？”案主及其女

儿沉默。——一位黑色衣服的女代表坐着，手抱膝盖。她边晃悠着身体，边说“我感觉我像个

抽大烟的……”案主代表随后表示了家中有这样一位长辈。——一位胖乎乎的男士说“我以为

我站在这里是没有感受的。现在我才明白，我是有感受的。我一直觉得场上的事与我无关。”

他指着两位代表解释“他们过来后，我觉得舒服了些，我感受到了我的感觉。”——这一解释

不要紧，“惊扰”了刚刚安息的躁动女代表。她动了动身体，趴在地上看着。——接着，场

地上那位穿黑色衣服“抽大烟”的女代表突然说“我感觉自己像一条狗！”大家忍不住笑了。

“狗”在有了新的感受后对老师说“我感觉我长着长长的毛。我就奇怪呢，为什么我老是想往

后甩头，把长毛甩到后面去……”她一边说，一边做出向后甩长毛的动作。她可是剪得短短的

短发，没有可以甩得动的头发。她甩的是“狗毛”。大家听她描述，看她动作，不断地笑。那

场面真是有趣极了。——老师问案主及其女儿“家中是否养过宠物？”其女儿说“曾经养过一

条狗，给家里带来了好多东西。”后来又补充说“那条狗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养了一段时间，

又送走了。”——妈妈想起了一些细节也补充道“我们家是养了一段时间狗，是在我家×××

（抽大烟的那位）去世以后。可是后来孩子得了红眼病，我想到红眼病要是传染给了狗怎么得

了呀……很难治……所以我就把狗送走了。狗送走后，我就做手术了。为痛经做手术，切除了

子宫”。——“狗狗”对那位瘦小的、极不安宁的女代表“凶”，这一凶，那位女代表就不

敢再“造作”，于是乖乖侧卧于地，她自己也在“受制于狗”之后解释“我还想起来的……可

是，我就是怕她（狗），只要她（狗）走开，我就敢再起来。”——而案主爱狗狗，也不愿意

它去伤人，于是一直呆在狗狗身边陪着它。——而狗狗虽然不再咬人了，心里却对另一位女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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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案主女儿的小姨）很不满，持续良久，终于忍不住向前踢她，对方坐在地上还了两脚，

冲突很温和，好像只是表示表示，发泄发泄心中的情绪即可。可是，发泄的不够彻底，过了一

会儿，狗狗再次起来“报复”，口中还说“你不要还击就可以了嘛，不然，我还不解气！”

狗狗为了解恨，同时为了回避对方还击，快速的踢了对方几脚，对方果然没有还击，这下，

狗狗高兴极了，踢完满意地回到主人身边，说“这下就对了嘛！”一番报复得“酣畅淋漓”

的模样。——狗狗的到来的确大有意图。老师解释“这狗代表着你家的×××（抽大烟的那

位）。”他来是想帮助你们。——女儿指着一位表现出众、窜来窜去的代表说“我知道她是

谁，她就是我小姨。”其母亲立刻制止“你不知道，不要凭感觉乱说……”老师立刻意示其母

亲不要打断她。——女儿顿了顿，说“我知道什么事了。”她指着旁边的几位代表，一一说出

了他们的身份。——这时，其妈妈忍不住站了起来，说出了她们家族中发生了一件事。——原

来，其小姨的前夫因故入狱。出狱后因“夺妻之恨”杀了其后夫，之后被捕，被枪毙。而前面

出现一位躺下的男代表之后又慢慢起来，面壁而站，头靠墙，靠了一会儿，又慢慢倒下，就呈

现了“前夫”被枪毙的画面。——母女俩人一直觉得对不起被枪毙的前夫，觉得是后夫夺人之

妻，才会有了后面的悲剧。岂料，排列中呈现出来的是，其妹一直放不下对后夫的感情，并不

愿意面对前夫。而其妹的前夫与后夫需要和解，此次排列的问题“痛经”才能得以解决。——

案主慢慢明白了什么，说“原来，死去的每一位都需要关注……而他们之间的和解那么重

要。”——老师请案主用其女儿向“前夫”做安抚，“前夫”说“胸中有一股气。”并发出怒

喘的声音给老师了解。看得出，即使死去，前夫仍怀恨在心。——案主还说了其前夫杀了人

后，去了外地买枪，准备回来杀光前妻的家人。真是让人不寒而栗，这些怨结，若不化解，怎

么得了？——一番安抚之后，老师请案主及其女儿让开，让其前夫与后夫四目对视。和解的关

键在这里。——老师边请前夫、后夫对视，边请前夫向前移动，靠近后夫，前夫不肯。后夫一

直躺在地上，并说他很平静。后夫可以配合老师的提示，他移动身体的方向，眼睛看着前夫。

（后夫是在睡梦中被前夫杀死的）——旁边那位代表过“抽大烟的”、“狗”的女代表一直很

关心场地上发生的事情，靠近前夫，坐在其身边劝解。前夫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前

夫很愿意听她的，并且照做。女代表向前，并说“你跟着我，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前夫听

从，并跟随她向后夫移去。——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和解就这样得到了推动。而前夫还

解释跟着这位劝解代表如同“跟妈妈在一起”，而代表“前夫”最听妈妈的话。——女代表向

后夫移去，前夫也跟随向后夫移去。两人终于相距的很近很近了，眼睛也可以互相对视了……

很快，前夫、后夫和解，排列也到此结束。

第3473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3 7:05:04

在8月28、29日的灵力医学排列中，在处理母女两人痛经的案例中，期间那位女儿多次对

着呈现出来的场景，说她曾经在梦境中见过，这个呈现出来的与梦境一模一样。梦也是与四维

空间联接，所以，我把四维空间的场景呈现在三维空间中时，案主说曾经在梦中多次见到过。

这再次证明了，梦境与四维空间想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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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腰痛（打死蟒蛇）（海口）

2010年8月29日，第三例，（20100829C），腰痛（打死蟒蛇）（海口）。

第3454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8-30 13:56:01

在一位老先生的灵排里，他说解决腰痛的问题（第7例）。场上也七七八八的各代表着各

的事情。还有一条蛇。但我只惦记着案主的腰。一直站在旁边踢他的腰。有人管，就暂时离开

一下，人走了，我又立马过来踢，兴起的时候还做出像踢足球一样的动作，痛快地大踢几下。

甚至骑在案主代表的腰上。案主代表昏睡着，躺在一个女人旁边。我一直不气馁地重复做着踢

的动作。后来案主亲自过来磕头的时候跪在地上说话，我一直很用心地在听。听他给我说什

么。他说到念经要回向给我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受用了许多。叮嘱他一定记得回向给我。然

后迷迷糊糊地躺下了。听得他们过去安抚蛇了。我还有点不放心。怕他们忘了我，又爬起来叫

老师让他们过来再次叮咛念经回向给我。他们说一定一定，才放心睡去。 这段亲身体验让我

确信了念经回向的事情。 

第3456条留言   留言者：本杰明   来自：广州   时间：2010-8-31 12:07:50

我的灵力医学排列体验：2010年 8月28、29日两天在深圳参加堀尾忠正老师的灵力医学

排列，我做了多次体验： 张姓男案主要解决长期腰椎痛的问题（第7例）：这个出现了一个痛

苦万分的动物。也极具震撼。 

第345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1 19:52:10

昨天上午，那位29日下午第二位个案“处理腰痛”的案主张教授（73岁）来到我公司，

他说灵排后他的腰痛完全好了。 

回复：这个腰痛的个案中有一处细节给了我很多启示。上场后我就不停踢着案主代表的

腰，不急不躁。如一部上了发条的机器，重复做着这个动作。其他的事情和我没什么关系。后

来老师让案主亲自过来一一安抚场上的人。我等待他们到我跟前来。到我旁边的时候，他们讨

论起场中间的什么事情，好像是在对号，谁是谁，老师也在给他们解释，迟迟不看我。这个时

候我直接在案主身后做踢的动作。慢慢的有点烦了。我觉得他们实在罗嗦，讨论个没完。我看

着老师，终于忍不住过去开始踢老师的腰，大踢了几下。有人见状拉走了我。见他们还在说，

我又跑过去踢老师。我笑着给老师说，“赶快，他要踢你了”。老师用手在背后挡了挡。老

先生和老太太没注意到，还在问什么。我终于忍不住拿过了话筒，说，做该做的事吧，先别

说了。他们终于继续开始跪拜了。我也不注意老师了，又去惦记着案主的腰了。通过这一处体

验，我对心理治疗师的处境有了生动的感受。治疗师确实不小心会被攻击。那为什么在其他老

师的排列里我没见过纠结老师的呢？一个是因为这个场太接近心灵的移动，生动展现了真相。

如果一个场的成分里出自头脑的部分多，我们也就不可能看到更真的东西。但不代表在潜意识

层面没有发生。心理咨询师接收来访者的垃圾，他可能会感到疲惫烦躁，可能会被投射，遭受

来访者的言语攻击，但再也没有比这个个案中出现的状况更真实了。试想，或者有功力不够高

的导师，可能早被踢或打了，只是因为气场不够或者代表不敏感，没有被表现出来而已。所谓

的安全也只是头脑中的安全，以为自己很安全。忠正老师是一个纯粹道心的人，也被踢了几

下，可见做心理治疗是多么危险。海灵格说，“不要笑，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功力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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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敢随便碰排列啊。看海 2010-9-2 9:48:59 

回复：那两位夫妇，一位73岁，一位68岁，他们第一次接触排列，在震撼之余，他们想

了解更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多花了一些时间。那位老先生就是帮我把书翻译成英文的，所

以，我格外关照他们，多停留、讲解了一些。所以耽误了你所担任的那位代表了。 2010-9-2 

12:34:02 

第3463条留言   留言者：深圳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2 14:07:56

我参加了2010年8月28、29日两天堀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我是第一次参加，我抱着非常

怀疑的心态去的，第一天上午我只是观看，我看见学员上去做的动作我认为是学员在表演。下

午我上去当了下代表，一上去我就倒下，竟睡着了，我当时认为是堀尾忠正老师催眠了我。28

日那天我始终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当晚我们回到家，第二天的排列我已不打算参加了……29号

上午我朋友想去，我只好陪她。上午我也上去做代表，也是上去就倒下睡着了。我还是认为是

被催眠了，下午是做海南腰痛的个案，我也上去做了一个代表，我一上去发现自己双腿不由自

主地向后转，围着代表转圈，一会向前走，一会向后转，不知转了多少圈，一直不停向后或向

前走，转圈的时候有人拦着我，让我停止转圈，但总有股无形的力量挣脱她们，继续转，不停

地走和转圈，也不知转了多少多少的圈，人向后转，忽然左脚感觉残废了，右脚一直拖着左脚

向后转圈，转圈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拉住左脚，阻止我转圈。我拚命的挣扎，我不知有多少双

手拉着我的左脚，挣扎中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自己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挣脱了，双脚又不停

的转圈，好些代表怎么也阻挠不了，也不知何时，有个人轻轻扶着我，我感到有些舒服，她扶

着我躺下来，人躺下来，但双眼是睁开的，后来做个案的海南案主跪在我面前，对我说对不

起，此刻我清楚地看到海南阿姨跪下的地方有一道光，非常柔和，然后我眼不由自主闭起来

了……堀尾忠正导师的灵力医学排列真的很神，很神奇，期待着下一次忠正老师的灵排。

第3464条留言   留言者：本杰明   来自：广州   时间：2010-9-2 14:20:42

2010年8月29日下午第二位“处理腰痛”的观察。男案主解决腰疼痛，案主先介绍他家情

况，是案主有很多叔叔，有六个还是七个叔叔伯伯之类，但有五个叔叔一个伯伯都在结婚有小

孩后，30岁上下就莫明其妙地突然死掉。现在案主本人长期腰椎疼痛，但查不出病因。排列一

开始，其中一个代表出现脖子极其疼痛，好象断了一半，并且歪着脖子直不了，就开始在叫喊

痛，脖子直不了啦，感觉如蛇被打在七寸了！大家并没注意。场内接连倒下很多人，有一个角

还看到有二个直径二米左右的漩涡，死人都是往里倒下的，有个女代表在漩涡边缘逆时钟快速

转圈子。二个漩涡交界处坐着一个男代表，可以看见两边黑色的漩涡。场景继续进行，但老是

找不到突破口。突然案主妻子在旁边提醒，男案主老家在安徽家乡的老房子曾经发生过打死过

大蟒蛇事件，是案主妻子早期在天津老家探亲时，碰过一个能看相的道士之类的人，从面相看

问她家是不是打死过蟒蛇，案主妻子当时一无所知，稍后点时间在安徽老家探亲时，就注意问

老家的嫂子，老家是否打死过蛇？经过确认，当时老家大围屋子是有二条大蟒蛇，当时他们兄

弟是打死过一条公蟒蛇，母蟒蛇逃走，后来就发生过兄弟几个莫明其妙的死亡事件，总共死了

五个还是六个人，还有其他人。这样一说，老师就明白那个歪着脖子喊痛的就是给案主他们家

打死的蟒蛇的灵，就引导案主向蟒灵道歉，并承诺祭拜，以平精灵之愤恨。蛇灵的愤恨出自本

来是要帮案主家人守老房子，而竟给打死，蛇灵愤而报复，直接杀死几个男性成员。并附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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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族后代上，纠缠不休。那个女代表在漩涡边缘逆时钟快速转圈子的是母蛇灵。而有代表

说看到有二个黑色漩涡，其实就是二条大蟒蛇灵造的陷阱，这个代表可能就是案主妻子早先碰

到的提醒她们家的道士。可惜早期没处理，吞噬他们家族好几个男子。 

回复：当时一个代表说脖子痛的时候，舌头向外分叉向两侧伸，如蛇的信子，正常情况

下人不可能做出那个动作，而且那个代表自己也感觉到是蛇。 2010-9-2 16:05:40 

回复：我认为那二个黑漩涡就是二条蟒蛇灵的工具。那个女代表在漩涡边缘逆时钟快速

转圈子的是当时没打死的逃走的母蛇灵。本杰明 2010-9-2 16:09:00 

第3466条留言   留言者：……都可以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2 16:30:15

29日，第7个案例。——处理腰痛。——男。年龄七十三岁。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只是长

年腰痛，一直查不出原因。——老师请案主选择了一位案主代表。然后请案主代表站在场地上

感受感受，看看其有何反应。结果，案主的问题呈现在了案主代表身上。之后排列开始。——

老师请周围的观众上来十来位，围在案主代表周围形成一个圈，然后，大家静静的等待有力量

来推动自己移动。——很快，各位代表们不断移动。有代表叫脖子痛。不久，相继有代表倒

下。有人说场地上有个黑色的漩涡，而倒下的人几乎都在漩涡中间或旁边。有一个女代表徘徊

在漩涡周围。——案主代表移动到场地边缘，突然跪下，面对一位“死”去的女代表，久久不

起。良久，这位“死”去的女代表，躺着，微笑着望着跪下的案主代表，慢慢伸出左手，意示

要握住对方，而案主代表也很愿意，于是两人拉在一起。案主代表顺着握住的力量，慢慢地躺

在了这女代表的身边。两人亲如手足。——另一位女代表好像内在憋了许多气似的，她一边

“双手臂向后、弯腰低头向前俯冲”，一边吐着气，发出“呼呼”的声音，在场上转来转去。

案主代表躺下不久，她就上来“找茬”，用脚不停踢案主代表。——握着案主代表的女代表用

脚踢了一下她，想叫她离开，不要来干扰。可不一会儿，她又上前开始不停踢案主代表。而案

主代表对此毫无反应。只是静静的躺在死去的女代表身边。——许久，这位死去女代表的右侧

坐着一位年轻女代表，于是，女代表亲切友好的伸出手，同样的示意要握住对方，年轻女代表

也很乐意的伸出手，两人握在一起，并慢慢的躺在了一起。——看案主代表、死去的女代表及

年轻女代表几人的表情与眼神，很安祥，很轻松，很享受。——经案主妻子提醒案主老家曾经

打死过蛇，老师与案主沟通了几句。案主说曾经家里发现过蛇，本来可以安全移走蛇的，可

是，家人大意，没有安全移走蛇，而是把蛇打死了，两条蛇之中逃跑了一条……之后，家里就

经常出现亲人去世……阿弥陀佛。——老师解释，家人打死了蛇，于是蛇前来报复，要了家族

中不少男性成员的命。一开始叫脖子痛的代表就是被打死的蛇。而另一条蛇的灵一直在“死亡

漩涡”周围。这位女代表后来被其它代表扶着，平静了一些，再后来将她放在地上躺下，她更

为平静，最后，案主及其太太向她跪下忏悔她才“闭目安息”。——不久，又有一位年长的女

代表坐着移动过来，挨着躺下，四人并成一排躺下了。——老师对案主解释“你们家去世的人

太多了。看样子死去了许多长辈。”案主告诉大家的正好是他们家族中有多位长辈先后死去，

尤其是他爸爸的兄弟姐妹中，前五位与另一个伯伯都是在结婚后的二三年内去世的。——可能

是前来“找茬”的女代表干扰的太厉害了，躺下的年轻女代表起身走了过去，看来，那边牵动

着她。只见她推开对方，隔着案主代表中间的空地坐了下来，“守卫”在案主代表旁边。而挨

着躺下的年长代表也因为旁边有事离开。这样一来，本来安祥“死”去的女代表不安了起来，

她的左手仍静静握着案主代表，可，右侧的手开始敲打地板，一直敲打。看来，周围发生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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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令她“死不瞑目”。——周围的代表们，或移或停。而刚刚“找茬”的代表也躺了下来。曾

经躺下过的几位代表站起来过，慢慢也都躺了下来。只是，有多位代表躺下后或睁着眼睛，或

看着一处，或躁动不安。——老师请案主及其太太一同进入排列，并说“你们以你们自己的方

式做些事，来安抚这些去世的前辈。”——两位老人进入排列后，慢慢开始依次对死去但尚没

安息的长辈磕头，并口中念念有词“不知是张家的哪位长辈呀，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是什

么原因让你不得安息，我们做晚辈的愿意给你诵‘金刚经’，给你做‘佛事’，给你烧纸，愿

你转生善道，愿你安息……”只见没有安息的代表一个个慢慢的安息了下来。真是灵验！——

那些“找茬”的代表也因此安息了下来。当案主及其太太刚刚要离开去安抚蛇时，她突然很不

放心地拉着案主代表太太说“你真的要诵经给我啊，你真的要为我做佛事啊……一定不要忘记

了，你真的要啊……”案主太太再次诚心的、反复表态“我一定……请你放心……”对方终于

再次安息。——安抚完毕，老师请案主及其太太向众去世者深深鞠躬。排列结束。

第3460条留言   留言者：shbridging   来自：海口   时间：2010-9-2 7:58:36

昨天我坐车回海口，腿碰破了一块皮，晚上洗澡着了水，挺痛，洗好澡，我用量子共振

信息水喷了一下，几秒钟就不痛了，而且很快结了痂。由此可见量子共振信息水可以作为家庭

保健，备用品。平时家里小孩有哪些碰伤什么的，一喷就好。有心的家庭不妨备上一点。 

回复：其实如果在洗澡下水前先喷的话，就一点不会痛。如幼儿园的小朋友，手脚磕伤

后，洗澡就不愿下水了，要么举着手，要么点着脚，只要量子共振信息水一喷，2、3分钟就下

水了，就不痛了，磕伤的事忘了。 2010-9-2 8:02:40 

第3478条留言   留言者：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5 8:46:42

在8月28、29日的灵力医学排列中，在做海南腰痛个案中，我最后倒下来，代表死去的时

候，眼睛是睁开的，当他们夫妻跪在地上对我说“对不起”，我看到他们跪的地下有一道柔和

的光芒，我眼不由自主的闭起来。

（8）男性先天不育（国共战争）

2010年8月29日，第四例，（20100829D），男性先天不育（国共战争）。

第3437条留言   留言者：迎客松   来自：深圳   时间：2010-8-14 20:07:44

忠正老师，我结婚10年，前几年想要小孩，去检查，发现先天不育。后来去求医问药，

还是无效。开始老婆不介意，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大，开始介意了。前段时间提出离婚，提到了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很苦恼，很想通过老师的排列去找到问题的根源在哪

里，好自己去做好调整。 

回复：这个在四维空间中一定能找到原因，并且能解除致病原因（实际就是在四维空间

中消除与三维空间的纠葛，达成和谐）。 2010-8-14 20:11:03 

第3455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8-31 11:54:36

2010年8月29号，下午最后一场灵力医学排列。案主就坐，老师说这场排列什么都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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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直接开始。案主选了自己的代表。代表闭着眼睛，感觉迷迷糊糊的站着。依然是灵力医学

排列特有的方式，上来十几个人围成一个圈，案主被围在中间。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我在空

的状态中等待着。很快，脑袋里出现了一挺机关枪，还听到了子弹嘟嘟嘟嘟连续外射的声音。

“难道是在打仗”？真是意外极了。做过这么多次的代表，没有一次是如此的体验。揪来扯去

的很多，端着机关枪扫射的还没有过。我告诉老师，端着机关枪在扫人。老师让我把动作做

出来。有点想笑，但那股力量往外冒，我不能抑制它的发生。我开始端着机关枪扫人了。对

着场上的一群人，狂扫了一遍。突然耳边又响起炸弹飞过的声音。意识到这是一个高地。又

想扔手榴弹了。我做出投掷的动作。可能场下的人会觉得有趣极了。但我管不了这些，忙得

不亦乐乎。扫完了，扔完了，我安静下来，看着场上的人。只一会，又开始两臂高高上举，

标准的一个董存瑞炸碉堡的动作。我想这可能是举着炸药包吧。一个女孩子过来拉我，我对她

说，“别拉我，小心炸药包滚下来炸死你。”站着站着，耳边响起了《国际歌》，情绪也激昂

起来。忍不住就要唱起来。我告诉老师，想唱《国际歌》。老师说，那你就唱出来，我摇了摇

头，觉得太可笑了。老师说：“昨天你做代表想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没唱，错过了

一次机会。今天给你机会”。我想，还是如实地表现出来吧。我开始唱《国际歌》，旋律就在

耳边。并没有觉得是我一个人在唱。唱着唱着眼泪流下来。含着泪在哼调子。四周很静。这也

许是高地一个美丽的夜晚。激烈战役中难有的一段平静。只有几个人了，相拥着在轻轻的唱起

这首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开始四处走动，说，“我们为了中华民族而战，我们的血不

会白流”。又有点激情澎湃。这句话似乎要说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场下的。看着地上躺着

的一个男人，我说，“我的兄弟”，又对场边一个一直躺着痛苦的人说“我的姐妹”。过了一

会，激昂和悲壮都没了。我喃喃低语“我讨厌战争，我讨厌杀戮”。转到了起先举着炸药包的

地方。地上躺着的两个人对我说话了。一个说，你被洗脑了。一个本来睡觉的人迷迷糊糊的坐

起来说，我要看着她，不要再让她干坏事。我听了觉得很无辜，我说，我没干坏事，不是我干

的。迷糊的人说听了这句话觉得很生气。他们两个说，你刚才用机关枪扫人了。听完这句，我

意识到双手沾满了鲜血。我开始使劲搓手。想把手上的血搓掉。想把这些都抹去。但我知道这

是自欺欺人。做都做了，怎么抹得掉呢？我在想，这就是业啊！我和一个人并肩靠着，无奈地

站着。心里不断地在想，怎么办？惦记着我杀了那么多人怎么办？ 迷迷糊糊的那个人又开始

说话，说她要看着我，不让我干坏事。我也开始生气。我说，你也杀了，你们都杀人了。你

敢说你没杀人，你敢吗，你敢吗？谁敢说自己没杀人。我指着她开始大骂“我还有忏悔之心，

你没有，你一点都没有，你一点忏悔之心都没有”。此时一个一直疯疯癫癫的人把我推到了

场外。我想转身，背对这一切。但觉得又不可能做到视而不见，依然转身，慢慢慢慢的挪了回

去。依旧站在一旁，无奈，带着麻木，甚至有点死皮的感觉。要是此时有人再说我，我想我一

定会说，杀了就杀了，怎么样？索性没人再招惹我，我得以静静地站着。场中间那个被我称为

兄弟的人坐了起来，他双腿盘坐，眼睛紧闭，靠双手的力量在地上挪着摸人。他说，感觉双腿

残疾，眼睛也瞎了，在找自己的战友。那动作和真的残疾人一模一样。如果现实生活中，一个

健康的人要学，绝对学不了那么像。我木然地看着这一切。一个小女孩老想靠近我，她的眼睛

很清澈。佛祖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叫老师过来对着话筒说，“只有佛祖可以救我”。那个清澈

眼神的小女孩一直要把我拉到一个男人跟前。这个人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感觉他突然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走到了他的跟前。看着他。他没有丝毫救我之意。他对老

师说“他看不到我，他只看到一块长方形的黑斑近前来”。我有点悲伤，也有点恐慌。我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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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说，他根本不想救我。小女孩不放弃。似乎是拉拉他，又扯着我。我阻止小女孩拉扯，我

指着这个男人说，他只是需要时间。心里的佛祖之意越来越浓。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佛祖。我开

始有点累了，我迷迷糊糊地看着他，渴望着佛祖救赎我。小女孩对老师说，她看到释迦牟尼佛

一会，他对老师说，他被我想像成一团五彩的光芒，他愿意接受我了。他把我拉了过去。我靠

在他的怀里，感觉无限踏实。我开始哭泣，也软了下来。渐渐跪倒不起。良久，佛祖把我拉了

起来，他对老师说，“我觉得可以了，一切都平静了，就觉得应该拉她起来”。我问他，“你

原谅我了吗”？他说，“一切都平静了，现在没什么了”。我抱着小女孩，喜极而泣说，“他

愿意原谅我了，他原谅我了”。小女孩也高兴得流着眼泪。此时我满脑子想的是“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这几个字。再次抬头站起来时觉得自己很高大，和佛祖的代表并肩站着，还感觉自

己化身为一股力量和旁边这个佛祖的力量，两股力量在瞬间飞拔而去。再下来脑子里看到的就

是剃度、和尚这些画面。手里象拿着一个木鱼在不停地敲。还迫切地想找一串佛珠过来捻在手

里念佛号。我自己的包里有一串佛珠，我几次想下场去把包里的佛珠拿过来。在写到此处的时

候，心里的阿弥陀佛又念了起来。接下来我脱离红尘了，不想再牵扯到任何是非恩怨里去。我

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念诵阿弥陀佛，耳边一直听到诵经的声音。感觉好像是在做法事。小

女孩要把我拉到那个我称之为“我的姐妹”的那个人那里去。我跟着佛祖过去。佛祖的代表

说，看到地上是黑气，看不到人。我对地上的人说，看着他（佛祖），她不愿意。她从开始就

一直痛苦地躺在地上敲地。小女孩把她拖起来。她对老师说，她想杀人，她想杀很多很多人。

她双手紧握成拳头。老师说，虽然表情木然，但愤怒全握在拳头里。就差这一点要处理了。其

余差不多了。那个残疾的伤兵已经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他说摸到了他要找的战友，他很舒服。

那个说要看着我不让我干坏事人又被人拉了过来，和这个姐妹面对面站着。她说她就是关注

我，要是我没什么，她就只是想去睡觉。说完她回去睡了。这边站着好几个人。有人说看到观

世音菩萨。剩这个姐妹还握着拳头站着，说只是想杀人。我轻轻地抱着她说，“一切都过去

了，没有对与错，只有生命”。话音刚落，她嘭一下就倒下了。我拉的力量顶多缓冲了一点

点。她直挺挺的睡倒，差点把我也扯倒。还有一个疯疯癫癫的那个把我前面推到场外的人还在

跑来转去。老师让人对着她说了一句“战争已经结束了”。说完，她倒地睡过去了。总算都平

静了。这边站着一排人，都靠着佛祖站着。这时候场边站着一个老太太。我叫她过来，拉手，

发现她手上居然带着佛珠，我高兴坏了，赶紧摸这串珠子。我一直惦记的佛珠终于被我攥到了

手里，好开心啊。后来场下，这个阿姨过来问我，说她不是代表，干嘛叫她过来。她正站着看

热闹，看见我向她招手。呵呵，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一抬眼就看到她，就要叫她过来一起站

着。后来我想一定是佛珠。她是佛珠的代表。我一直想要佛珠。结果我一拉她就摸到了佛珠。

一片宁静，老师建议场外的人全体起立，向场上的这些人，向阵亡的战士深深地鞠躬致敬。我

们围成一个很大的圈，对着场中鞠躬，良久。灵排结束。体验到不同的生命故事。丰富着我的

内心世界。向一个时代鞠躬。逝者安息。阿弥陀佛。 

回复：又一个如此强烈震撼人心的场面，同样怀着敬意深深鞠躬。——瑜伽猫yogacat 

2010-9-1 13:19:48 

第3456条留言   留言者：本杰明   来自：广州   时间：2010-8-31 12:07:50

我的灵力医学排列体验：2010年 8月28、29日两天在深圳参加堀尾忠正老师的灵力医学

排列，我做了多次体验： 29日下午，做一个不育症男子的代表（第8例）（由这个男子现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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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随机找到我）。我一进入二秒钟就开始有股热热的力量开始在小腿后部搅动，几分钟后开

始跑动及快速后退，耳边听见有枪炮声，突然左下腹动了一下，我就倒下，倒地后头还摇晃了

几下，后背和腿部抽了几分钟，但没任何疼痛感。感觉左下腹腔有东西往外冒，但没有痛感，

倒下后就不想起来，但很舒服，人还是清醒，整个灵排场面就是一个战争场景。可以听到有人

要唱《国际歌》，后来还唱了。还有人要背一个沉重的包袱往外走，还有背着包袱去炸碉堡之

类的。后来还有个脚没了，眼也瞎了的残疾人。双方都死了很多人，最后双方讲和。在老师引

导下，估计这个案主是国共战争死去灵魂转世。 

回复：“感觉左下腹腔有东西往外冒”——这就是这位男子不育的原因，是下腹腔中弹

了，内脏也往外冒，脏器损坏了。案主是这位的灵魂转世。忠正 2010-12-29 17:15:54

第3465条留言   留言者：……都可以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2 16:24:05

29日，第8个案例。估计是最后一个灵排了。——老师没有如以往介绍案主要处理什么，

只说，你看（灵排）吧，你看（灵排）。看完了（灵排）再说。——案主请了一位男代表来代

表自己。案主代表上场，站在中间空处，感受了两分钟，让大家看看其情况。接着，相关代表

纷纷上场，围在案主代表周围，形成一个圈。——大家默默站着，开始感受身上的变化，准备

随“灵力”行动。——排列一开始，有代表双腿立刻好沉，感觉不对劲，需要“死去”，于是

拿过披肩，就地倒下，她边随灵力行动，边与身边就近的观众说自己的感受，倒下后，双腿立

刻轻松了。——你看，这个灵力医学排列，还可以与观众互动，但不影响效果。好玩。——有

一位代表快速移动着，移动路线接近一个“圈”。另有四位代表相继倒下，倒下的位置非常集

中，如同他们几个是“一伙”的。——一女代表告诉老师“这里如一个战场，我想不停的扫

射，我如手持机关枪。”老师听了请其按感觉来做。于是，对方嘴里发出“嘟嘟嘟……”的声

音，手呈机关枪的造型，向倒着的几位代表的方向扫去。——扫射一番之后，她又对老师说

“我如手持手榴弹，向大家扔去。”老师听了请其按感觉来做。于是，对方“拿起一个又一个

手榴弹，用嘴一次又一次咬掉下面的盖，一个又一个向倒下代表集中的地方扔去。”——几番

丢落，她又有新动作了，转身告诉老师“我如身背炸药，准备炸毁他们。”老师如旧请她按感

觉来行动。只见她作出身背炸药的动作，英勇的朝“敌方”靠近，进行炸毁……——看她几次

“进攻”的方向，可以判断出，倒下代表较为集中的方向是“敌方”。——在前面的战场剧情

中，周围的人不断的笑出声音来，包括死去的代表，大家的确被剧情逗乐了。——而从多次进

攻的这位战士几次向老师表达自己的动机，也可以看出，对方在表达剧情时，明显拘束，可

灵力还是牵引着她完成了一件又一件“光荣任务”。——可能战争进行得差不多了，她突然

说，我好想唱歌，《国际歌》。老师提示，想唱就唱，昨天你想唱就没有唱，是那个“蓝蓝

的天上白云飘……”——于是，她唱起《国际歌》。她唱《国际歌》时，表情悲壮，周围的气

氛也有所改变，好像勾起了战场上的悲壮来。有人伤感，有人流泪。周围也有人被剧情逗笑。

可是，大家都能感受到她内心深深的悲来，她唱了唱，还是没办法释放完这情绪，于是又哼了

一段。——看得出，灵力深深影响着她。即使她有所理智，有所压抑，有所顾忌，场面的确有

多处让人觉得好玩好笑，可她还是随灵力表达着。——唱完，女代表四处走着，看着“战场”

说“我们为了中华民族而战，我们的血不会白流”。接着又对不同代表说“我的兄弟。”“我

的姐妹。”过了一会，她情绪缓和下来，自语“我讨厌战争，我讨厌杀戮。”——看得出，一

位普通的战士，在战争结束时，面对敌我双方的惨烈，心中的杀气渐渐退去，消失，悲与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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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升起……不禁让人感慨：面对一个个本来鲜活的生命，有谁真的想杀人？有谁真的有仇

恨？——女代表走过炸毁的地方，地上有人指责她，她反驳“你们也杀人了。你们敢承认吗？

我……敢承认。”可是，她内心还是很慌张的，手搓来搓去。——一具尸体“不安”的躺着，

慢慢开始踢腿，敲地板。不一会儿，有代表靠近她，拉着她敲打地板的手，或是摸摸她踢动的

腿，看样子是去安抚她的。当尸体得到安抚时，暂时停了下来。当前来安抚的代表离开，尸体

又躁动起来。不知是死不瞑目，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反复而前来安抚的代表，极可能是死者生

前的战友，交情不浅。——唱歌的代表过来，看了看地上躁动的尸体，边笑边说话。——前

面安抚尸体的代表带着指责说唱歌的代表“就是你杀了她！”唱歌的代表指着另一堆尸体反驳

“是他们杀了她”，还问尸体“你说，是谁杀了你？”尸体反复回答“我只想杀人，杀死许多

许多人！”——作安抚的代表拉过一位男代表，让其坐在躁动尸体的左侧，拉着尸体的手，示

意男代表来安抚尸体。男代表照做了。——良久，男代表站起来离开了一点点，前面做安抚的

女代表立刻不放心的走过来，她又拉过那位男代表，并欲将尸体的手交到男代表手中，请他来

安抚尸体，可是，两只手相距甚远，拉不到一块儿。于是，安抚者慢慢将尸体扶起来，交给男

代表，并解释“我觉得我能给她的帮助有限，而他才能真正帮助到她（尸体），所以，我把他

拉过来，想要他帮助她（尸体）。——前面唱歌的战士也靠近了尸体，并对尸体说着安抚的话

“都过去了。”她又指着男代表说“你是坏人。”——而尸体说“我只想杀人，杀死好多好多

人。”过了一会，尸体又说“我没有看他的感觉（拉着她的男代表）。我可以看她（唱歌的代

表）。而她（反复前来安抚的女代表）只能暂时让我停顿，不能真正的帮助到我，而他（男代

表）来了我感觉舒服了些。”——被拉来前来男代表手放在尸体的臂膀上说“我感觉我可以给

她（尸体）力量。”男代表指着前面做安抚的女代表说“她不可以真的帮助到她（尸体），我

感觉我是正面的力量。我不是坏人，她（尸体）才是，她不敢看我。我看她（尸体）时，感觉

下面黑黑的一堆。”——看来，代表们的感觉是“心有灵犀，不点都通。”一方感觉到的，另

一方也有这感觉。很是神奇。——突然，前面一直有反复进行安抚的代表从敌方尸体堆中扶起

一位，推向躁动尸体的面前，而这位被扶起的代表却说“我想躺着，我不想起来，我不愿意看

她们，我可以看她（唱歌的代表）。”——而对方坚持要扶起她，并说“我没有其它意思，我

也不能做什么，只觉得要扶她起来，与对方（尸体）化解。”——老师解释“这是一场完整的

战争过程，从打仗，到战争停止，到敌我双方和解，看得出，和解需要一些时间，让他们慢慢

化解，我们继续看。”——老师又指着旁边那位唱歌的代表说“她在不停念阿弥陀佛。”扶起

尸体的代表说“我看到观音菩萨带着光圈在我们旁边。而他（男代表）是正面力量的化身，他

是佛。我也在心中默默念‘阿弥陀佛’”。——这里充分体现了灵力的作用，自动展现曾经的

故事，并推动故事中的问题得以解决，最终推动灵力场趋于平衡、和谐。没有人为操控，没有

主观干涉。让人感动。——只见躁动的尸体看到被扶起的尸体，眼神变得凶残，充满敌意、仇

恨，而她的左手也慢慢“张开形成爪子”，右手在侧面不停的敲动着，说“我想扑过去，我想

撕碎她”，对方移动，她仇恨的眼神也跟着移动。——看得出，虽然战士死去了，可灵魂中仍

充满战争的仇杀。这要是不化解，将会影响到何时呀。——扶着的代表想要被扶起的尸体跪

下，可是尸体不同意，老师提示劝解代表“你可以做出来跪下的动作。”于是对方扶着“敌

方”尸体跪下，以带动对方进行和解。这份和解的真诚之心真是不容易！——对方就是不肯跪

下。于是劝解的代表试着把两方的“尸体”靠在一起，让他们拥抱，没想到，敌我双方的尸体

竟然拥抱在了一起。双方的眼睛虽然没有对视，却也没有排斥对方。——看来，和解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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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躁动的尸体，绷得也没有那么紧了。另一方的尸体抱着躁动的尸体，慢慢移向另一

边，欲意远离那位代表正面力量的男代表。——敌我双方的尸体默默的相拥着。唱歌的代表再

次向前，与之抱在一起，再次安慰“一切都过去了，没有对与错，只有生命。”突然，躁动的

尸体双手下垂，身体后仰，倒在了地上，与地板接触发出很响的声音。大家都好意外。她的灵

魂真正得到了安息。真是谢天谢地。——老师请唱歌的女代表对另一位阵亡的、仍跑来跑去的

战士说“战争已经结束了。”结果，这样说了对方很快也倒地安息了。——当和解结束，老师

请在场的观众起立，向战争中牺牲的所有战士鞠躬敬礼。于是，大家起立，严肃的、慢慢的、

深深的向着场地上的战士们鞠躬……——灵排到此结束。——案主在灵排结束时，与大家分

享，说他们家族中的事情他知道的很多，而今天排列中呈现的与战争相关的事，他却并不熟

悉。说他想了许久，想起了他的一位长辈曾经先后参加过两次战争……——老师建议案主回去

后，去看看这位长辈……

回复：战争这例要解决的是男性先天不育，因为估计案主不方便说，就没有说一句话，

就开始灵排。 2010-9-2 16:46:57 

回复：前辈参与了两次战争，一定有杀伤敌方，如果死者不肯罢休，如同在排列中呈现

的死后“仍充满敌杀情绪”，必定会影响到对方及其家族中的人。和解实在太重要太重要了！ 

2010-9-2 16:52:35 

回复：这一例是那位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人去世后，灵魂转世而来。忠正 2010-9-3 

6:41:54 

回复：我是那位不断英勇作战后来皈依佛门的代表。确实是我参加灵排以来最忙的一

个代表，也是最鲜活的一个代表。我扫了机关枪，扔了手榴弹，举了炸药包，还唱了《国际

歌》，并慷慨陈词，开场时感觉英勇悲壮。后来我皈依佛门剃度，成了一个出家人。我不知道

我代表的是谁，但我清楚地觉察到我代表的是一位男性，不是女人。起先是个战士，最后脱离

红尘成为和尚，手捻佛珠，木鱼咚咚，口中阿弥陀佛声声不停。看海 2010-9-3 10:34:00 

第3454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8-30 13:56:01

2010年28、29号忠正老师的排列圆满结束，除了28号下午最后一场排列实在没了力气，

几乎场场上去做代表。也没怎么觉着累。尤其是29号一天的排列，休息一下又觉得就来力气

了。反正几袋信息水背在身上，也不管那么多了。不过感觉排列进行很轻松，虽然其间有些情

节很紧张，但也笑笑说说的就做完了。身体最大的感觉是觉得周末做了些运动。 这两天的灵

排很长见识。灵排里出现了众多生命形态。有动物，也应该是出现了佛祖。

最后一场排列太意外（第8例）。我上场不久就觉得端着机关枪在嘟嘟嘟的扫人。脑袋中

的画面就是一顶机关枪。一个高地，听到炸弹飞过。我还在扔手榴弹。这一切都让我很意外。

我还想不会是自己幻觉吧。后定了定神，再次打开身体和心，确信了这的确是一场战役，打得

很辛苦。一会《国际歌》涌上心头，开始含泪唱《国际歌》。感觉是高地的一个夜晚，《国际

歌》的旋律很优美，很悲伤。后面还有更意外的体验，我记在具体的个案里分享给大家。 最

后一天的排列越做越精神。我知道也带走了我的很多东西。期待着下一次忠正老师的灵排。

第3483条留言   留言者：……都可以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5 19:06:07

此次灵排中，有多个案例呈现需要安抚的灵魂。老师也提示了大家回去后为他们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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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如：烧纸、做佛事、诵经、记住他们（把他们放在心中）、纪念他们等。我已经行动。

第3484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9-5 22:12:55

一直关注留言，一直想说很多，可是最终，选择静静在旁等待。随着个案增多，各种光

怪陆离的场景将逐渐平淡下来；就如同接触到共振水和老师的灵力医学，起初忙着高调宣布自

己点滴的变化，甚至大吐内心的垃圾和苦水；然后学会慢慢褪去聒噪，充实内在原本还浅薄的

部分。从陌生到熟悉，又从熟悉到理解，还会从理解到探讨，到深入了解。知道自己问题很

多，但却才觉察，目前还有诸多不适的原因，是肾脏（和脾脏）虚衰引起。倘若只盯着某个具

体症状，估计我会让老师累倒。

回复：你想再次做灵力医学排列个案，你选择困扰你时间最长、问题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来排列，先聚焦到一个重点上，然后再处理。 2010-9-6 6:52:31 

第3485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9-5 22:32:13

对问题的梳理逐渐具体了，我大概是个“问题王”，生理和心理的N多，抽象的和具体的

主题时常盘旋脑海。当然，在灵魂层面发生移动时，会带动日常生活的移动；而移动会在时间

的孕育中渐长，改变随之而来。我希望自己，在寻求身心健康的路上，逐一把残缺的部分拼凑

完整，做一个传播爱的使者，引领更多人见证这伟大的爱的和谐。

第3486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6 16:29:52

9月4号下午，慈光中心周年庆。我又见到了深度宁静、慈悲的黄老师和游老师。如见到

亲人。堀尾忠正老师带我第一次走进家族系统排列，就是走进他们的课堂。2010年的第一天，

我体验了什么是家族系统排列，从此重新看自己。很感慨从去年十一月份碰到量子水之后，就

一直不断碰到好人。这种碰到好人的频率和我2006年不断碰到恶人的频率几乎差不多。2006年

感觉没见过一个好人，个个都凶神恶煞，自己也几乎被折磨得从一个高架桥上跳下去。所幸都

过去了。有了共振水的陪伴以后，恐怖事件就从我的生活里逐渐消失了。2010年初还有不和谐

的声音，但总是越走越顺，见到的都是慈眉善目的人。见到了三位在新年一起参加排列的同

学。他们基本上从元月1号之后再没见过我。他们都是看了很久，然后惊呼，不会是你吧。呵

呵，一个同学马上摸我的腰，说是不是还在用共振水，我点点头。她马上说，不行，我明天就

要找堀尾去买共振水。中间隔了9个月间隔的时间。呵呵。一个同学说，奇迹，奇迹。我说，

你们可以去找忠正老师治病。他们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我说我还在继续好下去。现在的状况

还不是我的终点。这次他们都在点头。终于不再是新年忠正老师带着我去黄老师那里做排列说

要宣称治好我的病时，我感觉到很多人投来的只是同情而不是相信。可怜的日子总会过去。黄

老师说，不要放弃一切重新建构自己生命的可能。她说我爬起来的速度又快了很多。我笑着

说，那我隔段时间就过来爬一下。感谢这些生命中的贵人如此关怀鼓励我。感谢在生命源头一

直守候我的忠正老师。我现在逐渐感受到疾病带给我的财富。这个转化是奇迹的，也许自己很

重要，但我没有这么去宣呼的力量。忠正老师如神一般把我的疾病转化成了我敏锐的感觉和敞

开的心灵。他的无为、无所畏惧，以及与道相连时时净化着我的心灵。21世纪是中国人的灵性

世纪。这么多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着，贡献着。谁都是有希望的，黄老师说，我们一起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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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89条留言   留言者：小沈阳   来自：沈阳   时间：2010-9-9 17:11:25

今天中午与王姐姐聊天，她说身体多处病痛。如脚痛一直贴有膏药，腿痛一直走路不爽

快，膝盖痛一直贴有膏药，腰痛，肾虚……她的右膝盖里面已经坏死，痛得尤其厉害，我想了

想，试着对她的右膝盖喷信息水，她的腿、膝盖有三十多年病痛了，当时她贴有膏药，于是隔

着膏药喷，之后她说明显不痛了，再一会，她对周边的人说“刚刚才二三分钟的时间就明显不

痛了，现在完全不痛了，好了。”我听了吓了一跳。接着，旁边的两位也试了试喷信息水在炎

症处或疼痛处。 

回复：60多岁，全身多处疾病，膝盖病痛30多年。 2010-9-10 6:33:45 

第3490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10 10:49:25

这两天通过一些事情惊奇地发现自己几乎没有愧疚感了。以前若是同样的事情，我就会

很容易被纠结进去。现在我居然能控制住自己保持清醒的独立。我越来越能心安理得地活了，

也逐渐能接受自己活得越来越好。回头去看，以前就是不能接受自己活得好，仿佛自己活得好

就是一种背叛，一种罪恶。然后想出各种办法折磨自己。这种愿意受苦的动力让我似乎成为最

弱小的个体，成为一个动力的漩涡。现在我站稳了，并时时警醒自己与道相连。我允许自己过

得好。这个允许得来得太不容易了。人们通常会用理智或头脑去强制自己改变。这根本是不可

能的。灵力是要被处理的，才会慢慢浮现出自己。善待自己不是头脑能做到的。

第3491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9-10 21:42:41

仿若感到，自己一直歪歪扭扭的人生之路，已然开始了坦途。在30岁之前，我的人生看

不到希望，即便对未来还有憧憬，异常的流血和病痛却连绵不绝；然而终究有幸，遇见老师，

神迹降临。或者，迟来的幸运也会一直伴着我，让我在充满幸福和荣耀的路上，越走越宽。那

样艰辛的过去，曾面目可憎或丑陋，但时间将悄悄抹去残败的不和谐，为它们披上美丽的白

羽。

第3500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9-15 10:23:41

梦到外公和奶奶，这两人在世时几乎不相往来，因为父母各自亲家的关系很恶劣。梦里

我身边黏着五六个人，想摆脱却徒劳，想的力量也不强烈。（我的排列似乎还没有彻底解决过

所呈现的，想来也是因为自己的心念所致）。使用共振水后，母亲的视力比以前明显好了些，

但她还会抑制不住对灵力医学和共振水的怀疑（大概是自负的作用，她私心要证明自己的医术

很好）。当身边有人说这书本上写得这么神奇估计太夸张了，她往往随声附和。如果我在场，

免不了又是一番诚恳说明。当然，我恨她的这种漫不经心，恨这种不愿客观看待事物的态度。

这种恨和不满经年累月了，只要她表露，我的情绪就会被牵引出来。我觉得自己归宿的群体，

不是身边的，应该在远方。

第3509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17 7:06:47

我于1993—1996年，在广州暨南大学医学院读药理研究生期间，学校规定，研究生必须

至少有半年以上时间带本科生教学，我承担了半年本科生的药理学实验课，学生主要来自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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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他们上课或者下课时称呼我为老师，我从来没有做回应，因为我觉得照本宣科、上课不能

讲我自己创造性的东西、只做二道贩子，不配做为人师表、传道授业的老师，我觉得老师的称

呼受之有愧。自从我创立了灵力医学，利用灵力医学排列和量子共振信息水，把一个个被医院

判为不治之症的病人治好后，那些人自然而然地称呼我为老师，很多是70多岁、80多岁的人称

呼我为老师，还有很多来自国外的称呼我老师，我觉得非常高兴，觉得受之无愧。因为这是我

自己研究的成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回复：这个世界就是需要不断的创造，才能进步，然后把自己创造的东西传授给学生，

世界才有可能继续进步。我非常欣赏老师创造的灵力医学和量子共振信息水，觉得这可能是发

挥我才智的地方，希望老师能收下我这个弟子吧。每次老师回复我的消息，我看见了都非常激

动，这次老师又对我说出了这么多心里话，真是感激。我和老师都是水瓶座的人，有很多共同

的地方，老师肯定会发现我善良、温柔、乐于助人的一面的。 自走自路（广州中医药大学硕

士毕业，博士未读完） 2010-9-17 7:30:07 

回复：我对灵对四维空间对一切未知的都非常感兴趣，心里也有很多想法和创意，我觉

得灵界不会仅仅那么简单，也有他自己的规则和限制，我们研究四维空间和灵，必须有很多思

路。 2010-9-17 7:49:25 

回复：《海奥华预言》能更好的帮助我们了解三维世界，《与神对话》则是了解整个n维

世界的圣经，而丰富的各种灵界信息可以让我们知道更多关于真理的知识，4737882**的空间

就有很多各种灵界来的信息，老师有空可以去看看，说不定能给你带来更多的灵感。 2010-9-

17 7:53:26 

回复：未来几百年绝对是研究灵的热闹年代，老师你要把握时机，开创一个先河，在青

史上留下不朽的名声，就算现在得不了诺贝尔奖，以后对您的赞誉也不会比诺奖小。 2010-9-

17 7:58:35 

回复：是啊！有自已的创见并传授于众，受益于众，不也悦乎！闻道有先后，把发现的

一些客观存在的道理并加于应用，就是发明！传道授业解惑，足于为老师矣！从看了您的大

作，就感到非常受用，也理解了平时碰到的一些自已不能解释的现象，所以一开始我就称您为

老师！所以我觉得从您发现灵力及灵力场的作用及规律，来解决人体健康领域的有关问题而

提出创新性方案和措施，发明共振水，并在实际应用中获得成功，尤感钦佩！（金色之城） 

2010-9-17 9:04:45 

回复：老师我在长辈面前特别像个孩子。我与金钱、工作的关系都大有问题。也不喜

欢与人来往。身体总是绷得紧紧的。追求圆满和谐。人际关系破灭我就要死，尤其是对我重

要的人。不能活在当下。对家人一直心怀深深的恨，极压抑。天使咪（新疆） 2010-9-18 

16:49:00 

第3515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9-18 12:54:01

近来总会梦见搬家，甚至梦到老师搬家。昨天梦到的有点可怕：因为邪灵要报复，而老

师提前预知了（或有人告知老师），便举家搬迁。梦里我是旁观者，一起目睹了诡异楼梯、爆

炸等现象，还有句话是“十字军”什么云云。老师搬家是使唤马车，还顺带捎上了我。 

回复：哦，这几天我在考虑你将来工作的事，但工作没有那么快。工作时，你会类似搬

家。 2010-9-18 17: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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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好期待。谢谢老师。 2010-9-22 16:08:33 

第3519条留言   留言者：自走自路   来自：广州   时间：2010-9-21 16:33:59

老师在吗？送你一首姓名藏头诗：“堀阅浮游两维间，尾首遥望心相连，忠心报国不细

探，正直无私有生年。”浮游堀阅是诗经里的词，我把它颠倒了；借游的意思指老师在三维空

间与四维空间里纵横来往。 第二句是说老师与病人虽然远隔两地，但心是连在一起的。第三

句说老师忠心报国不计较那么多。第四句说老师一直都是正直无私的。

第3520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9-21 21:38:53

周日去了一个教会，听说有英语布道，正好符合我一直向往的环境。其实自2003年起就

对基督有接触，然而心一直飘摇，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牵连把我绑得紧紧的。没有正常日子，

而且当时不会把事件连贯考虑，只麻木地不断遭遇着背运，像随波的无根之草。基督徒、佛教

徒、道教徒、天主教徒……我似乎有心为自己择一信奉的，但那样的信心脆弱得可以随时瓦

解。那天的感觉很好，赞美敬拜时我几度落泪，抑制不住，那种内心深处的感动爆发出来。关

于基督的见证，我应该是有两次体会了。或许，这对菲律宾夫妇就是来指引我的人。 

回复：梦到洗头，但找错了地方，于是只能等待一拨又一拨的人们（干扰）走开，等得

好辛苦，最后终于接了盆清水好好洗了。 2010-9-22 14:47:26 

回复：外婆自幼患眼疾，五六岁时死了母亲，被生父卖到地主家当丫头，换了大烟钱。

外婆是典型的劳模（工作地方是食品厂，她能吃饱，回家只是睡觉），但生活上一团糟（非同

一般的糟糕，几乎从不做饭、不洗澡、不管子女），先后生下3个子女，两个早夭，唯一存活

的母亲排行老二。因为心脏不好去医院挂水，结果死在病床上，时仅52岁。外公也自幼丧母

（4岁左右），后来有个继母。他的父亲一直犯胃病，好打嗝，71岁亡，是从床上摔下来后死

的（据说是脑出血）。外公则是79岁，因心力衰竭（同时腰腿痛多年）和肾脏衰竭逝世。My 

God，光列出这些，我身上对应的某些毛病已经包含在里面了。还有，母系家族这边有过吸毒

致死的，父系这边也有吸毒的。 2010-9-22 15:24:44 

回复：我总觉得心会乱，好想脱离身边环境；其实母亲也是，特别在我童年时，常会听

到她说被身边的人束缚着，以至于不能远走高飞更大发展。母亲也堪称劳模的。真的，似乎她

从来就没能安心，好好享受当下生活。 2010-9-22 15:28:26 

第3523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24 7:59:01

前段时间，我正想着是不是该针对僵硬专门作一次排列。这两天就痛起来，和以前的痛

不同。前两天老公回来得很晚，他在改造设备，搞到很晚，几天没睡觉，回到家时跌跌撞撞倒

头就睡，也没有冲凉。第二天我就开始不舒服。昨晚还居然梦到了很早年就去世的舅奶奶。梦

到和母亲在她们家。手、脖子、肩膀感觉紧紧的微痛。父母大后天到深圳，不知道和这有没有

关系，是不是我感应到他们的什么。从6月10号我参加完排列，三个月安全地过去了。这还是

这么久以来出现过的少有的痛。看来是不是要不断的清理。不过我现在也些许明白。相关的一

次就清理完了。余下的是另一些事和人。僵硬应该不是一个人和一件事造成的，想来这么严重

的疾病是叠加导致的。我想报名参加这次国庆节之后的排列继续清理。阿弥陀佛。也请问忠正

老师帮我分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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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不必用脑袋分析，灵力医学排列，就呈现得一览无余。脑袋分析会出入很大，能

想到的根本不是事情的原因，能想到原因的也几乎自己已经解决了。量子学的特点就是——观

察到就改变了。没有解决的，就是那些隐藏在四维空间中的系列问题，自己没有观察到的。忠

正 2010-9-24 8:31:02 

第352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24 8:09:00

很多疾病来自于前世或前辈古老的欠债，佛经上叫业力。如果现代人能把古老的欠债还

了，疾病就好了。也就是说现代人去还古老的债，也就是说，三维空间中的人要去四维空间去

还债，才能把病治好。这就需要一些能在四维空间开银行的银行家，能在三维空间与四维空间

互换。呵呵，疾病就是这样治的。目前四维空间中我主要是帮人垫资的，在三维空间并没有收

到对应的资。四维空间与三维空间之间通用货币是“爱”。 

回复：说得太棒了！前天看电视，采访一位风湿关节炎患者。十六岁的花季女孩，最初

在控制关节肿胀变形的过程中，不得不以牺牲正常的青春为代价——因为西药治疗没有作用，

而唯一能缓解病情恶化的中药，是雷公藤制剂。但她必须承受闭经等严重后果。所幸后来换了

医生，绞尽脑汁换了药力稍逊的青风藤，辅以其他治疗，终于在漫长的五年多治疗后，令她基

本正常生活。（我们至少可以估计，数年不间断吃药，这女孩的胃不会太好。） 这是令人心

痛的现实。治疗已有疾病的同时，往往不得不以损伤其他方面为交换。这样的潜在损伤就像当

初种植转基因玉米，取得可喜的丰收外看不出任何异常；可是，在时间的流转中，始料未及

的灾难却以无法估计的后果把人们惊醒。然而，被破坏的一切，几乎再无完好如初的可能。 

好在有老师，有共振水和灵排，不必让治病的选择如此无奈凄凉。 祝福所有与此结缘的有缘

人。 2010-9-24 21:59:38 

第352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24 15:44:02

英文书《Soulforce Medicine（灵力医学）》：欢迎全世界各国出版本书：本书是中国

医学硕士堀尾忠正，从灵力、灵力场、四维时空、量子共振信息传递的角度去论述疾病的成因

及治病方法，创立通用的疾病治疗体系，命名为“灵力医学”。“灵力医学”是跨时空的疾病

处理。利用灵力医学，堀尾忠正已经治好了很多不治之症，患者涉及很多国家。堀尾忠正用中

文详细记录下了治疗过程以及用户反馈，以中文出版了。本书是摘选了部分内容，翻译成了英

文，为了便于翻译成其他国家语言，本书部分内容以英汉对照出版，欢迎世界各国出版。期望

灵力医学能传遍世界各地。作者堀尾忠正，同时也是油公核磁共振传递剂的发明者，美国专利

商标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的商标注册号Reg. No.3835275。

第3527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9-25 11:42:58

身体状况遭遇瓶颈一段时日了，脱发加重，发丝也变得更细更软，下颚陆续出现红点。

身体多处紧张酸胀，胸腔常常闷痛。有次梦里隐约看到几个去世的人，原本是要共进午餐的，

有人却在桌子上分了界，似没有完全和解。常常精力不济，上月有中医朋友把脉，说是肾气都

摸不到了。所以想着解决肾的问题。但母亲执意要我解决工作或感情，她拒绝听我的疾病。现

在，只要我要去找任何人，倘若关乎这两件事，她就支持并理解；而我总是会承受过重的压

抑。在她看来我的病是无底洞填不好的，至少目前没有能力再填补。她还苦守天方夜谭般的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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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就快出现那个让她脱离苦海的“女婿”了。但中秋时的相亲又以失败告终。我几乎是享受

这个事实了，因为我早知道结果如何（我的经历和思想对他们来说，99%是异端；除非对方能

超越僵化和刻板）。我的身边环境好像制约了我，心在狂奔，脚在原地。这是怎样的折磨。另

外说点好消息——我的血液循环明显好了很多，以前拔罐，罐印消失需要20多天；现在只需7

天左右了。算是苦难中的安慰。感谢上帝，感谢老师和共振水。 

回复：突然想起一句话“拒绝母亲会令到自己受苦”。我心里是有很多方面排斥母亲。

大概自己的境地也因此吧。而母亲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排斥自己父母的。母亲的成长经历

中，有很多部分打了结，以至于一生操劳受苦。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不知从何时起，当我憋

不住叙述困扰的时候，往往是讲出来就可以解决大半，至少心理上如此。这大概也算成长了。 

2010-9-25 14:21:35 

回复：本来讲出来就是一种宣泄的手段，可以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心理学都有一种治

疗就是光听病人说，自己不用回答的。 2010-9-26 7:27:35 

第3530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9-25 21:33:58

因为感觉自己的问题太多，纠缠不清，顾此失彼。又离老师太远，短时间内在深圳找个

工作安顿的可能微乎其微。所以，当确认昆明本地有老师愿意帮助时，我很是开心了一阵。本

地能解决一些该多好，加上老师的灵力医学（按现状，我再往深圳跑的几率已经极小），就可

以尽快走入正常生活的轨道了。可是，当那位老师第二次给我电话，说自己力量不够需找第三

者共同对我会诊时，我的胸腔兀自紧张起来，等她挂了电话，我心里已被压抑和恐惧充满，心

狂跳，只想听到老师的声音。只有老师的声音能让我安全和安静。心中猛然冒出的那股巨大张

力，让我对自己的期待有所怀疑。或许，我的情况能遇到老师，已经是最大的福分和限度。

第3531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9-25 21:46:41

业力如此巨大的人，能结缘老师和灵力医学，又是怎样的造化了。或许，要提前化解更

多的牵连是我无法承受的。另外提一点，尚在例假中，浑身酸痛的范围扩大到了双手臂，头部

感觉又在拉扯，连同鼻腔到头颅，经咽喉往下，会有一种血液虚空，腔道虚空的感觉，仿佛腔

道里血不够，就有空气来添加一般，更不舒坦。不知是否与肾气衰有关（希望有关）。

第3532条留言   留言者：自走自路   来自：广州   时间：2010-9-26 7:22:21

老师，你愿意让我在你手下工作一起研究灵吗？我经历过那么多事，对一般工作、一般

人的生活早已没有了兴趣，最大目的就是研究好为什么会有精神病及怎么治疗它，如果在你的

帮助下我相信很快就会有进展。另外我对向人们普及灵的观念也有强烈的热情，二十一世纪是

新时代运动的世纪，又称水瓶座运动的世纪，人们将会逐渐由追求社会的、物质的、科技的需

求转而追求心灵的、精神的需求，这正是水瓶座的本性。老师和我都是水瓶座的，我想一定有

很多谈得来的地方，我现在没有工作，靠家里人养着我也很难受，也很想独立出来，可是一般

的工作我不感兴趣，现在看只有老师身边的工作职位吸引我。如果老师不要我，我恐怕也只有

自己看看书，研究灵了。老师就没有想过收弟子把灵力和灵力场的研究发扬光大吗？

第3533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26 8: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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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做了一个超可怕的梦。一栋大楼里好像有位女性在办学，差不多都是中专大的孩

子。我和父母还有两个姨妈、表姐弟不知怎的在里面。到处碰到的都是目无表情的人。后来不

知怎的知道这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死去。只有很少的人是活人。说是只有一年级的新生才是活着

的。我准备带大家逃出去。翻了窗子，也坐了滑板车。有人在搜查我们。我藏在窗帘后面，不

知被谁有意搭救，那伙搜查的人闹了半天没搜到我。我带着爸妈从窗子里翻了下去。两次去拯

救姨妈和表姐，最后也把她们都带了出来。终于走在了路上，发现一个表弟没出来。这时我告

诉她们里面的人其实都死了，要分辨谁是活的谁是死的。说时，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去，我身

体起了极大的反应。我告诉她们这是死了的。这个人回头看了看，走了。大楼里很多人，不知

在干什么。一群一群的。都目无表情。看到那个办学校的女人在演讲，很怕被她看见。好像这

楼里的人都被她控制了。 

回复：微痛了两三天现在又好了。就做了这么一个可怕的梦，但梦里一点都不怕的，带

着大家智慧勇敢地逃跑，还做过好多高难度的动作，比如从很高的楼上顺着窗户翻下去；踩着

滑板车飞速开路等等；哪些是人哪些是鬼心里也清清楚楚。开始不断地产生想做第二次灵力医

学排列的冲动，似乎上一次的排列差不多已全部内化，要处理再一次浮出来的东西了。心情也

罢，身体也罢，还有梦境都跃跃欲试的不安份起来。感觉第一次灵力医学排列是从身上重重扒

掉了一块负担。三个月过得很安全，我也没有想要做什么。有人问我你怎么不做排列啊，我都

说还没想好做什么。的确没觉得要处理什么。这几天才清晰感觉到要做的东西摆上来了，摆在

了我的意识里。我已经感受到，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从另一个角度说可能就是造成僵硬的各种

原因。但我不只是蒙蒙的觉得要解决僵硬。这种感受来自两个维度。一个维是僵硬要继续解

决，一个纬度是有东西要出来，已经有点憋了。原来可能还在里面。如一口井，渗出来的水三

下两下打完了，下面的水又慢慢渗出来，开始不足以用桶去打水，现在似乎又满了一口井，可

以动手干一次了。渗出来的水量足够了我才意识到。要达到这种意识，我才决定做下一次排

列。忠正老师经常让我悟，这个病可真是治得明白明白得过来的。前段时间见老师，我试探性

地问过老师我要不要再做排列，老师说，再看看，你再悟悟。呵呵，可能现在悟到这口井，可

以做第二次排列了吧。而且由这一次，我终于生动地知道了我就是要通过不断排列和用量子水

把这口废井干掉。而每次排列中和解的人是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但我就不明白的是超度冤亲

债主，对佛家道家来讲要诵很多经、诵很长时间，有的也不一定有效果。（我卧床的时候家里

就请了和尚来念经）。那怎么排列一呈现，在导师的引导下就能和解安静了呢？前天和一位学

佛的催眠师聊天，他说要我感谢疾病，让我增长了定慧。他能催眠出前世。我想这些排列当中

呈现出来的是我的祖辈以外就是我生生世世的父母眷属，兄弟姐妹甚或是冤冤相报的有缘众生

了吧。他说唯有真心忏悔业障才有可能得救。上一次战争的排列排完，不自觉地老捻着佛珠念

阿弥陀佛了。感谢上一次的排列做了这么特殊的代表。我想我可能有一世和我代表的这个角色

一样，先是犯了杀业，然后皈依了。生活中也会有线索。我初次接触的佛经都看上去会觉得有

点熟悉、亲切。他说亡灵都锁在我的关节里。这是我听到的最直接的语言。连忠正老师也从来

没说过。不过说了我就明白了。这比说“我的关节里锁了很多能量”让我还能接受，也让我更

清楚。可能有的老师只是怕我害怕没直接说。现在听了也不怕。每个人都有业力。我能在灵力

医学排列里走在前面去探索性的清理自己，也是另一种收获。感谢一切因缘，包括我的僵硬。

谢谢你们一直守护我。看海 2010-9-26 10:44:17 

回复：大楼应该代表你的身体或家庭，你的身体或家庭里有个很强大的女鬼在控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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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小鬼听她命令，你及你家人的灵魂想要自由，不被控制，想尽了办法，现在也有些成

果，你自己已经意识到某些事了，希望再做一次灵排能让你同他们和解。自走自路 2010-9-28 

23:42:00 

第3534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9-26 22:46:27

昨晚梦到神兽！梦里先看到自己病情严重半卧床了，脸色灰败，但唇是红的；然后屋子

中央突然多了一头猛兽，初看如虎，再定睛细看，发现原来是一头圣像威严的狮子王！狮王安

静柔和地看着我，通体闪光，身上还披挂着华丽装饰……美轮美奂啊……只觉得世间无此物，

是从天而降的。然后影像消失，梦里陷入生活琐事。 

回复：神兽应该代表帮你治病的老师，我觉得多半是堀尾老师。自走自路 2010-9-28 

23:44:32 

第3535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9-26 23:04:39

探寻真相的过程，就像潘多拉打开了魔盒。数辈的延续交织，旧的尚且没有灭亡，又有

新的产生，理不清的恩怨和牵连。人的不断觉醒，需要不断清理；每次清理又带来新一轮的成

长。当朝着纯净的本源越来越近，我们就越来越取得自己的完满。 

回复：探寻真相的过程，就像潘多拉打开了魔匣子。浩淼宇宙中，生命的数辈延续交

织。旧的尚且没有灭亡，又有新的产生，理不清的恩怨和牵连。人的不断觉醒，需要不断清

理；每次清理又带来一轮新的成长。本源即纯净。这个终极目的地大约注定了无法抵达；但在

每次朝前跨出一步的时候，我们就离纯净本源更近，就越来越取得自己的完满。除了小我的意

义，更可延伸到整个系统，整个社会，整个生命体世界的大和谐。瑜伽猫yogacat 2010-9-27 

9:52:26 

第353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28 19:07:42

牛顿的机械运动定律不适用于微观世界，因为牛顿没有考虑到场的作用和量子的交换。

西医就是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没有考虑到灵力场。灵力医学充分考虑到了场的作用和量子

的交换。

第353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29 8:42:51

灵力医学排列推广培训初步计划： 1、培训人员名额10人； 2、培训学时：300学时。按

一天8学时计算，共38天。 3、培训时间：周六、周日及节假日，早上8:30至下午6:30。 4、

培训地点：深圳南山区科技园地铁一号线深大站A4出口附近专门场地，在东西方向的深南大道

上公交车站名是“科技园”，在南北方向的科苑中路上的公交车站名为“科苑中”，交通方

便。 5、费用：很多老师的家庭系统排列的工作坊3天收费是4800元至5800元不等，进门即收

费，在那样的工作坊中，也有些学员参加了三天，但做一次代表的机会也没有，也就是无法亲

身体验到。我们这次培训，是体验式，学员有充分的机会做代表来体验。前10人，学费免费。

38天，按市场价学费折合5万元，这些学费全免。食宿自理。 6、培训方式：在每次灵力医学

排列（灵排）中作为代表，充分体验四维空间的规律。穿插理论讲解。 7、学完就业：从先

满300学时的学员中择优选择作为本公司的专职或者兼职员工。并开始支付报酬。 8、外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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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如有去外地、国外的交流灵力医学的机会，从中选择。 

回复：强烈申请做学员！我喜欢探索世界的真相，我喜欢灵性成长的愉悦，我喜欢看世

界上每一个人都能有幸福的人生。希望老师能够给我一个机会，无限感恩！ ——山楂 2010-

9-29 11:18:12 

回复：2010年10月15日起，灵力医学排列固定场地为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兴路十一号

深南花园大厦裙楼B区四层412(B)会议室。地铁一号线深大站A4出口，可以看到面鼎香，其右

侧是老树咖啡，再右侧是裙楼B区入口。离地铁口20米。 2010-9-29 16:06:42 

回复：老师的这个计划，是直接从先满300学时的学员中择优选择呢，还是要在这里报

名？xianjuancm 2010-10-4 22:50:56 

回复：先报名，然后参加，过程中不合适的先淘汰，合适的继续参加，从满300学时的学

员中选择，成为公司专职或者兼职员工。忠正 2010-10-5 8:13:34 

回复：谢谢老师的回答。另外，老师的计划，是每月一次、两次或者是每个周末都进行

呢？xianjuancm 2010-10-5 10:25:36 

第3538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29 15:57:10

父母前天到深圳的，我身体紧绷起来，也许是曾经的经验让我有点紧张。昨天晚上去上

黄老师的成长课程，静下来做了能量操，课程两个小时，收获了刚好对我重要的几句话。想起

《零极限》这本书里的话，要么你活在记忆当中，要么你活在灵性当中。我不断地用各种方式

做着清理，当然包括随时随身携带宝贵的量子水。终于稳稳当当地意识到现在不同了。应该是

父母的到来让我多少条件反射到以前可怕的痛。今天起来，绷紧消失了，放松下来。这几天和

父母的相处是愉快的，虽然第一天身体绷起来。昨天的成长课程结束我感悟到“灵力医学排

列”和海灵格的“家庭系统排列”的理论深度不同。展现出来的都是真相，但因为目标深度不

同，呈现相差甚远。后者和前者相比可以说是“管窥”。忠正老师的思想是根源的，确实对现

代人来说跨越太远。其他身心灵课程中，不同跨度的理论与思想交织在一起，构成不同纬度的

理论，因此我起初试图整合这些东西时觉得混乱。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能把现代科学包

容进去。越近代的东西人们越容易理解和接受。所以传播灵力医学是个由近到远的过程。现在

人们一般能接受较远的是中医。和灵力医学比起来中医实在只是近代产物。但在传播的过程中

为了一般人能听得懂必须穿插不同深度的东西，呵呵，也是别人会给你说各种时代的东西，有

的人大谈中医，有的人大谈现代医学，有的人来些蓬蓬鬼话。现在知道不管百家如何争鸣，灵

力医学坐拥源头。有的人能就一个点深入下去，但忠正老师把这些点连成了面，开启了一扇无

形的门。真是如他所说，排列时一脚在阴，一脚在阳。肉眼岂能轻易分辨这些。现代社会很多

地方还是存在巫术，这些巫术工作者代代相传他们的工作方式，但绝对不是循着这么严谨刻苦

的科学精神探索出来的。因此将灵力医学等同巫术又是贻笑大方。好在现在能分辨出说话的人

在哪个深度上工作，进行了多远，广度又是多少。完整的灵力医学，精彩绝伦的灵力医学，我

申请成为学员，好好请教老师吧！

 

第355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5 7:32:10

（9）1、2010年10月2日，第一例，（20101002A），磨牙和发音不清（被卡脖子）。 

（10）2、2010年10月2日，第二例，（20101002B），从小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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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010年10月2日，第三例，（20101002C），从小不稳定（接纳内在孩童）。 

（12）4、2010年10月2日，第四例，（20101002D），抑郁症（与第二个继父的关系）

（青岛）。 

（13）5、2010年10月3日，第一例，（20101003A），女儿20天前突然下体瘫痪。 

（14）6、2010年10月3日，第二例，（20101003B），颈椎僵硬数十年（被绑住）（海

口）。 

（15）7、2010年10月3日，第三例，（20101003C），事业总是不成功（青岛）。 

（16）8、2010年10月3日，第四例，（20101004D），面神经瘫痪（重庆）。 

（17）9、2010年10月4日，第一例，（20101004A），强迫症、无故发怒，易打人（堕

胎）（浙江）。 

（18）10、2010年10月4日，第二例，（20101004B），肾虚、脱发（人转世成鹰）（昆

明）。 

（19）11、2010年10月4日，第三例，（20101004C），肺癌（监狱内）（东莞）。 

（20）12、2010年10月4日，第四例，（20101004D），社交恐惧症（戏班子）（广

州）。

（9）磨牙和发音不清（被卡脖子）

第3549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5 6:41:53

2010年10月2日，第一例，（20101002A），处理磨牙和说话发音不清晰。案主说从小磨

牙，后来发音也不清，已经严重影响到与客户交流，客户听不清他讲什么话，影响到了事业，

因此急需解决这个问题。排列开始不久，案主代表的脖子被一位代表的双手紧紧卡住了，自始

至终一直把脖子卡住。最后，通过灵力医学排列化解后，那位代表把卡脖子的手放下了。原来

在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四维空间中一直有一个人在卡他脖子。是因为被卡住脖子，才磨牙，而且

说话也不清晰。 

回复：10月4日，有人问案主的妻子磨牙现在怎么样了，妻子回答，昨天夜里只磨牙了2

声。 2010-10-5 6:43:10 

（10）从小无力感

第3420条留言   留言者：美美企鹅   来自：深圳   时间：2010-8-5 0:04:04

经常觉得莫名的孤独，仿佛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是一个课题。第二个课题：脑子

里永远有数不清的明明暗暗的念头在作祟，身边人总爱问我，你又在想什么？你又在发什么

呆？每做一个决定都无比困难。有一个光明的坚定的自己（这个力量比较微弱），有一个怯懦

的患得患失的怀疑一切的自己。两个自己永远在不停地争斗。无论是在面对什么选择，我的力

量首先就大部分耗在了这些争斗上了。还没行动，就已经软弱无力，想放弃了。 

回复：到四维空间中去找找原因，用灵力医学排列给你处理。 2010-8-5 7: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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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38条留言   留言者：美美企鹅   来自：深圳   时间：2010-8-16 17:31:59

总觉得自己和快乐无缘，和自信无缘。表情压抑，心情沉重。想法多变。脑子里成天阴

沉沉地转个不停。对孩子很严肃，很多指责。孩子跟我在一起也会变得闷闷不乐，心事重重。

偶尔的也有雨过天晴轻松的心情，相应的孩子也会开心雀跃，活跃很多。这个跟四维空间关系

大吗？能一起解决吗？

第3476条留言   留言者：美美企鹅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3 11:10:30

我想解决自己对生活提不起兴趣，热情和活力只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问题。我从出

生就一直拉肚子到2—3岁，身体很差。从小就只喜欢木呆呆地坐着。很多女孩子爱做的事，我

都提不起太多兴趣。记得小时候唯一感兴趣的游戏就是捉迷藏。你追我赶。所以从小到现在一

直很孤独。因为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呆着，啥事也没持久的兴趣做。5—6岁的时候，就

因为天天死气沉沉的被别人取了“鸦片鬼”的外号。现在自己一个人带小孩几年了。有时候明

知道要做什么事，总是提不起精神做，就拖延。有时候自己跟孩子两个人呆在房间里，感觉整

个房间静悄悄的，似乎没有人的感觉。有时候会有热情想做什么事，但是很快，热情就消失

了，就反悔了。所以我做的决定总是转瞬即变。我希望自己能有个清晰的方向，有足够的生命

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回复：下次给你灵力医学排列。 2010-9-3 11:14:36 

第3518条留言   留言者：美美企鹅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20 12:39:37

经常会觉得头很闷，象盖了个盖子，头脑混混沌沌的，思路不清晰。这种状态对工作很

不利。很想改善。最近一段时间女儿老是生病，先是鬼节前一天晚上开始发高烧，上一周又开

始红眼病。昨天晚上又开始低烧。上一次我跟女儿玩手指头上画小人的游戏，她给自己手指头

上画了一个死人，又在我的手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死人，然后说，我们都一起玩，不跟死人

玩。它一个人玩。前几天，她告诉我说，她做梦跟一个不认识的小朋友玩，跟它一起看电视。

不知道这些能否关联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跟四维空间的有关。我现在觉得自己做这

份工作，很珍惜。只是头脑不清晰，担心自己做不好。感觉似乎工作的动力有了，只是有力不

从心之感。从小到现在都不太自信，并且几乎没有发自内心地开怀大笑过。大学四年都处于极

度抑郁状态，后来也一直没从抑郁中完全走出来，只是程度变轻了很多。很希望自己心情变得

敞亮，思维也能随之变得清晰开阔。

第355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5 6:44:35

2010年10月2日，第二例，（20101002B），处理从小无力感。 

回复：排列开始后不久，出现一位女代表控制不住不断大笑，感觉嘴也张得很大，并且

不断拍手，感觉是一个疯子。场上的好几个代表感觉无力。排列中，有三次有代表被推出房

间。其中有一位是缺少爱的人，当对他说“我看到你了，我知道你需要关爱”时，那位代表就

安息了，原来是其前辈中有多位没有安息的。 2010-11-17 23:41:44 

回复：排列后不久，案主就能很卖力上班了，此前10年左右因无力没有象样工作过。排

列后再也没有那种无力感了。 2010-11-17 23: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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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从小不稳定（接纳内在孩童）

第3522条留言   留言者：山楂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23 23:38:45

忠正老师好！我这次想解决生活一直“不稳定”这个问题。我想知道造成我生活这么不

稳定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似乎一直在寻找着什么，可事实上，我根本不明白我要找什么，所

以很茫然。回忆这30年来的生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稳定”，我的人生总是处在不停的波

折和动荡之中，无论感情或事业都是如此。小时候，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家里会频繁

的搬家，一直到26岁，都是这样，每次搬家以后，多少都会出一些事情，最近几年稍微好转。

上学也是这样波动不断，我总会有一些别样的经历，认识一些别样的人，所以我的经历比一般

的同龄人都要多。参加工作以后更是如此，我上大学的专业虽然是审计，可是从上学的时候开

始就很不喜欢财务，所以毕业以后做了6个月的审计，就很迅速地转行到文案策划了。我在不

同的行业、不同的工作职位之间频繁地游走，每一个工作的时间少则一个月，多则一年，我就

厌倦了，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一般，如果我不换工作，我就觉得要崩溃，所以换工作

对我来说真的很平常。在很多人眼里，我似乎活得很潇洒，如闲云野鹤一般悠游自在，曾经我

也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而今，我却感到深深的困扰。感情上同样也是如此，我一共有过两

段很刻骨铭心的感情。每次都是对方对我非常好非常好的时候我开始厌倦，开始觉得烦躁，然

后就莫名其妙不停地对别人说要分手，然而当对方的热情渐渐冷却，决心放手的时候，我自己

却又放不开了，然后又觉得很受伤，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平复自己的心情。在没有了解家排之

前，我一直以为是自己没有耐心，心没有静下来，或者好高骛远。接触家排以后，尤其是接触

到忠正老师的灵力医学排列以后，我有天突然发现不仅是我经常换工作，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也

是这样，做过很多种行业，最后也是一事无成，一生蹉跎，虽然他懂得很多东西，也很有才

能。我弟弟也是，似乎总是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一直在尝试，在寻找。想到这里，我意识

到，这可能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我的家族存在什么问题，而我们的不稳定应该是在同一

个灵力场之内的。 衷心希望得到忠正老师的帮助，谢谢！ 

回复：“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一般，如果我不换工作，我就觉得要崩溃”，你

感觉你父亲也如此，你弟弟也如此，那么我们可以利用灵力医学排列，到四维空间去找找原

因，并且去改变这个灵力场。

第3551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5 6:45:23

2010年10月2日，第三例，（20101002C），处理从小不稳定。 

回复：案主从小感觉不稳定，感情、事业也是那样，而且总是搬家。排列中呈现有一个

人总躲起来，后来呈现出那个是案主的“内在小孩”，因案主很挑剔，不接纳，于是“内在小

孩”总把自己封闭起来，后来就报复她，有了男朋友就让她吹了，有了钱就让花了，有了工作

就让辞了，住得舒服了，就让搬家。当排列中对自己的内在小孩说“谢谢你一直陪伴我”，就

开始一步一步走向和解了。 2010-10-9 19:29:50 

（12）抑郁症（与第二个继父的关系）（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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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5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5 6:47:39

2010年10月2日，第四例，（20101002D），处理抑郁症。排列呈现的是案主与第二个继

父的关系纠葛，案主没有接纳其继父为长辈。继而引起抑郁症。排列处理，让其回归序位，就

和解了。本例中，同时处理了其妹妹与继父的关系。一案处理了两人。

（13）女儿二十天前突然下体瘫痪

第3553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5 6:52:08

2010年10月3日，第一例，（20101003A），女儿五岁，20天前在练习跳舞弯腰时突然下

肢麻木，随即瘫痪，深圳的几家医院治疗无法缓解，随即转送广州的医院治疗，一直不见好

转，发现是腰部血管堵塞。10多天前开始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稍有好转，建议用灵力医学排

列处理。排列中，选择了一个母亲的代表和女儿的代表，开始后，不久场上倒下几个人。突然

一个倒下的人突然坐起，猛冲向女儿，动作像一头猛牛，嘴里发出可怕的“哞哞”声，几个人

拦也拦不住，最后把女儿腰部紧紧抱住，说最喜欢案主的女儿了，抱得死死的，女儿下肢也麻

木了。案主一看那个表情，那是去年4月去世的爸爸。当时案主爸爸病重，她没有来得及及时

回家，她爸爸也对她说可以不回家，免得影响工作。后来案主想想不太对头，买了机票回家，

到家前爸爸已经去世了。排列中案主在场上大哭，向爸爸表达了歉意。爸爸说最喜欢孙女了，

就要抱着孙女不放，案主向爸爸表达谢意以后，爸爸才放下孙女，并要案主一家好好活着，她

爸爸安息了。排列中出现了其车祸去世掉的哥哥，又是一个痛哭告别的场面。又出现了一个自

己去世掉的小孩，再一个痛哭的场面。而这三个去世掉的人，他们之间也挨个表达爱与思念，

那个场面哭倒了很多观众。案主说，家中连续三人去世，自己得了抑郁症。今天这些悲伤全部

发泄出去了。排列结束，中午一起吃饭时，案主说，电话了广州的医院，说女儿的屁股开始变

红了，有血色了，原来因为血管堵塞，一直没有血色。快吃完中饭时，说女儿的下肢能稍活动

了，并且开始自己画画了。这是完全在四维空间去处理，西医一维空间的方法，完全无法处

理。

（14）颈椎僵硬数十年（海口）

第355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5 6:52:43

2010年10月3日，第二例，（20101003B），处理颈椎僵硬数十年。一上来，出现了一位

女子A全身被人绑住了，并且脖子歪在一边，很痛苦，而且手也被钉住了。其中一位男子B，别

人均认为绑人钉人这件事是他干的，他不承认，说不是他干的，说别人全冤枉他了。但有一

位阴阳怪气的女子C说是她干的，并且双脚去踩被钉住的那位女子。案主说，那位被冤枉的男

子，像是她去世的爸爸，她爸爸去世时浑身是病。排列呈现那位B被C灵魂附身，C让B干了绑人

这件事，B自己完全不知道，也不承认，但外人均认为是B干的。C一直在偷笑。问题找到了，

是C附身在B身上，但B带着C已经去世，而且发现C也是被另外一个灵附身了，灵魂附身一个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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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一下很难解决。大家一致先要B把A解开，B很委屈地去解，但很不情愿，并且表示不是

他干的。A被解开后，脖子还是歪的，无法活动。于是让案主本人上场，同B在交流（同父亲的

代表交流），趁引开B的注意力的时候，让案主的代表在堀尾忠正的引导下向C去做工作，当C

同意从B身上附体的灵魂离开时，B在另外一个位置惊呼，他看到了一个灵魂离开了身体，飘上

了天空。B恢复正常表情，那个疯疯癫癫的表情没有了，同时A的脖子扭回来了。排列中这个脖

子扭在那边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无法动。这个颈椎僵硬数十年是那样来的。 

回复：B后来向案主（爸爸的代表对女儿）说，他已经灵魂转世了，并且说出了现在转世

的人的姓名。但问他现在转世到哪个地方去了，他把案主的丈夫从观众席上拉下，在案主的丈

夫耳边悄悄告诉了，他说只能悄悄告诉案主的丈夫，不能告诉别人。事后案主说，她的爸爸平

时有事均是交代给她的丈夫的（爸爸的女婿），爸爸有三个儿子，平时最重要的事情不告诉自

己的三个儿子和女儿，但会告诉女婿。下课后，大家打听案主的丈夫，灵魂转世到哪儿了，他

说他已经知道详细的了，但他只愿意透露在山东。 2010-10-5 7:08:52 

回复：这例中，当父亲的代表B被冤枉时，B很气愤，他自己把自己的衬衣也撕烂了，表

明自己的清白。排列结束后，给他买了一件新衬衣。忠正 2010-12-24 23:33:26

第3574条留言   留言者：山楂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14 11:43:40

国庆第二天的个案，处理颈椎疼痛几十年的阿姨昨天晚上和我说，几乎感觉不到疼痛

了，好了很多，恭喜她呀！

（15）事业总是不成功（青岛）

第355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青岛   时间：2010-10-5 6:54:11

2010年10月3日，第三例，（20101003C），处理事业总是不成功。那位女子事业总不成

功，排列中，她找的那位男朋友的妈妈不接纳她，但她死死抓住男朋友A。但男朋友A含泪把她

交给了另外一位男友B，B无动于衷，她也不向B表达爱，她又想靠近A来激发B，但B总是无动

于衷。但当有其他女子靠近B时，案主又去把其他女子拉开，A的妈妈也不断把案主从A旁边拉

开。那个案主忙得如无头苍蝇。这些是前世的纠葛。突然案主她的去世的妈妈生气了，说案主

一直不关心她，不理妈妈。后来案主向妈妈表达爱，妈妈说她很假，总是为了索取爱才假惺惺

地向妈妈表达爱，后来一起来参加灵排的姐姐也去向妈妈表达爱，才把去世的妈妈安息了，案

主迷惑的表情才开始清醒，这是今生的。本例排列中，同时处理了与其一起来的姐姐与母亲的

关系。

（16）面神经瘫痪20年（重庆）

第355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5 7:01:25

2010年10月3日，第四例，（20101003D），处理面神经瘫痪20年。排列中呈现案主一直

在努力把家人拉在一起。但即使把家人拉到一起了，互相之间没有联接。后来呈现的是案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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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严重缺乏爱，于是向案主索取爱，案主本身就没有得到爱，没有爱可以给妈妈。外公也没

有爱给妈妈，是这个家族的爱没有自然从上代向下代流动，是爱的流动凝固住了，面神经也凝

固住了，形成了面瘫。排列时解决方案：把爱从上代一代一代往下代流动。

第3517条留言   留言者：琥珀   来自：重庆   时间：2010-9-19 14:49:14

收到信息水的第二天，女儿从学校放学回到家告诉我，在学校爬杆的时候，从二米高处

摔下来，尾椎处很疼，我试着把信息水放到靠伤痛的地方，之后二三日，再问女儿时，她说好

多了，只有很小一点点疼了。女儿说信息水真管用。女儿患有过敏性鼻炎，喷过几次后明显感

到好多了，早上起来也不打喷嚏了。

（17）强迫症、无故发怒，易打人（堕胎）（浙江）

第354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4 23:11:00

2010年10月4日，第一例，（20101004A），处理强迫症、无故发怒，易打人。排列过程

中很多人出现很冷，出现一个人A怕光，另外出现一个太阳B。A总躲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躲在

人群里，外面总有人找上门去找那个人要那人认错、要他去面对，但那个人不知到底要面对什

么、如何去面对。案主C就去保护家，就去同那些人打架、在发怒。原来那个发怒、易打人，

是因为有在四维空间中的人打到她家门上了，案主C为了保护这个家而在同外人打架、在发

怒。后来发现那个别人要他认错的A，是被堕胎掉的哥哥，同时是由于爸爸误解妈妈，爸爸对

妈妈和家里关心不够引起。这个人因为这些症状已经退学，全国各地不断求治无法解决，才来

求治灵力医学排列。灵排让那个被堕胎的哥哥安息了。强迫症、无故发怒，易打人同前面一个

堕胎的小孩有关。

第356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8 19:08:33

2010年10月4日，第一例，（20101004A），处理强迫症、无故发怒，易打人。今天是10

月8日，其母亲反馈：15:43:11 忠正老师好，4号下午上课时（排列）我女儿临时决定要出去

玩，所以没能跟你告别，我还欠大家一句谢谢呢。真可惜啊，我好想做代表的。我自己感觉精

神状态好多了，四年了我一直为孩子的事沉浸在不快乐中。女儿这几天很贪睡，除了吃饭就是

睡觉。做完排列那天她没来得及洗澡就睡着了。我们的排列中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冷，又那么多

人吐呢？

（18）肾虚、脱发（人转世成鹰）（昆明）

第354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4 23:45:38

2010年10月4日，第二例，（20101004B），处理肾虚、脱发。案主是来自昆明的瑜伽

猫。排列开始，案主的代表不断往下扯自己的头发，又不断感觉要小便。后来出现一个骑马

的，带了一个小狗，骑马拉东西一直很累，也拉金银珠宝。当遇到有来抢珠宝的，狗就会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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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出现了三只鹰，鹰很饿，饿得奄奄一息。后来鹰说，他是案主的爸爸的灵魂转世，因为做

了太多坏事，曾经杀死了18个人，后来转世惩罚变成了鹰。后来那个代表说出了案主瑜伽猫

（yogacat）原来他爸爸给她取的名字，案主承认原来的姓名一个字也没有说错。后来他说出

了发生的事情是1820年，并且说出了珠宝的事，并且说出了是马帮，发生在云南，与实际完

全符合，并且讲了很多事情，与实际完全符合。他反复强调因果报应。当然还有很多神奇的事

情，有待考证。令人十分震惊。 

第3566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9 9:24:23

最后一天早上的第二例，也是最夸张的一个，出现灵魂附体。以前只是道听途说有这么

一回事，现在亲自看到惊讶不已，而自己也自动呈现为附体灵魂的女儿的角色，深深感受到两

者之间的父女连结，就更不得不臣服于这发生的一切。这个灵魂附体的代表前一天就进入角色

很深，来的时候还很想睡觉，说今天不做代表了，就看看。今天第一个个案是治疗一个孩子的

强迫症，乱打人。我们上场的代表多半都觉得发冷。当时他也觉得腿冷，但没有上来。第二个

个案说反应大，老师说代表围成一圈的时候，他就上来了。我上场移动不久感觉到在骑马了。

十分新奇的体验。做代表真是好玩，每次的感觉都不同。一个人还紧紧的跟在我身后，说是我

养的一只狗（自走自路代表）。他说完我也觉得是我养的狗了。其间一个老妇人不断嚷嚷着要

吃狗肉，我不断保护着我的狗。骑着马在转圈圈，时而疾驰时而狂奔时而休息觉得疲惫。那个

骑着马冲的感觉来的时候我仿佛骑马踏开障碍物或者冲散纠缠的人群。场中间有几人倒下，躺

在那里。一个软绵绵的人总是想靠在我身上。她说她没有感觉，只是想靠着我，我们一起经验

到这是货物。我很烦驮着这么重的东西，我告诉老师，不想完成这次任务。但有人似乎要抢，

我也不愿意她被抢走。她进一步体验到自己是金银财宝。有个女人不断地去扯案主代表的头

发，也间或扯自己的头发。案主来解决的就是肾虚和脱发。骑着马走着觉得很不安全，似乎危

险随时发生。案主的代表被人好像扯来扯去。我一圈又一圈的跑着或者走着。场中间躺倒的一

个人慢慢坐起来了，这个就是本不想上来的那个代表。他慢慢开始忽闪翅膀，两个肩膀不停

上下做飞状。此时只能识别是鸟。他站了起来，两手背后，看看这个人瞧瞧那个人。渐渐的

他的手做出了抓的动作，手悬得很高在抓人；嘴也撅起来做出啄的动作，啄躺在地上的人。

有一次过来啄我和我的狗，我就总想踢他，伸脚时就觉得是马扬起了蹄子踢他。他用手抓我

们，很硬很痛，我一下子大叫，是鹰，感觉到是一只大老鹰。大老鹰旁若无人，神气的走来走

去，稍微有人凶他一下，他就噘着嘴喝斥或伸出铁爪，基本再无人敢近前，成了他的天下。他

开始啄食地上的人。我清楚地觉知到这是一个山谷，死一般的沉寂，只有老鹰盘旋在这里吃死

去人的肉。有人护着地上躺的一个人，老鹰靠前，她就挡开叫着，“吃腐肉去，吃腐肉去”。

一片惨不忍睹。我似乎躲在山谷的某一处，看着这一切，终于忍不住悲伤的喊叫“好惨啊，好

惨啊”。大老鹰一会背着手，在身后做出小飞的动作，一会展翅飞两下绕圈子，一个人开始

跟在他身后做同样的动作，他怎么做，这个女孩子就怎么做。现在有了两只鹰。做的动作一模

一样，亦步亦趋。再过了一会，一个男人也加入了，跟在他们后面。三只鹰排成一个小队，

做着同样的动作，绕着地上的人转来转去。这个场景又看上去很好玩。我很气愤，大骂“死老

鹰，死老鹰”。我想让他吃了算了，近前去挨着他。头脑中立刻浮现出来一只鹰把一匹马啄食

掉了。那个坐在一侧的老妇人一直喊着要吃狗肉，我急忙让狗躲在白板下面。老师把案主叫过

来，鹰开始说话了。之前他一直噘着嘴说不出话来，都是在哼哼，或者用眼神、表情和点头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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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表达意思。他给案主说，“我是你爸，干的坏事太多了，转世成鹰了，都报应在你身上了，

因果报应啊！”表情极其痛苦。说是1820年在云南马帮的事情。指着在场的几个人说，你是张

德华，你是汪空。说我是他的坏种女儿，案主是他的好女儿。叫我不要跟狗在一起，说狗是他

杀过的一个坏人转世的，这个坏人曾经强奸了一十八个女人。他说了很多。有人开玩笑问他，

说他说的张德华是刘德华，他说刘德华是谁啊？众人哄笑。他又大摇大摆指着摄影机，说这是

什么东西啊？照什么照，把这个拿开。他给众人展示了很多拳法动作，什么泰山奔月等等。他

也不客气地问老师“你是谁啊？”有人回答是“忠正”，“哦，是老师啊”，他嘿嘿笑。老子

长老子短。我养的那只狗问他，“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啊”，他哈哈大笑说“老子都把你杀

了，你还厉害？”；场中间一个人问他说，“我也被你杀了吗？”他笑着说“老子还没打，你

就跑了”。呵呵，江湖气十足的大佬。说我是他的坏种女儿，我开始很讨厌他，说都是跟他学

的，可后来见他越哭越惨，不禁悲从心来，放声大哭，也确实感知出他就是父亲。他给案主交

待了几件要办的事。其间老妇人坐在一张椅子上不断喊着要吃狗肉，坐姿如同山寨老太，鹰

说，“妈呀，你一辈子就是要吃狗肉”。最后狗自己过去被老太太踩住了，老太太的代表立马

说肚子也不饿了，看来这只狗是进了她的肚子了。鹰还指出，忠正老师是来救人的，不救人会

死。还说了老师收徒的事。说它其实昨天就到了，已经呆了两天了。他叫我们姐妹相认，又爬

到地上躺着的一个人那里去，说是他的老婆。鹰说了很多，最后说我要走了。走到门口不会开

门，我跑去帮他打开，追着他走到楼道里。看见他边走边开始双肩上下飞舞，似看到一只大老

鹰腾空飞去。急速展几下之后猛转圈倒在地上了。我和后面出来的人把这个代表抬到了椅子

上。因为有了前一天的经验，我再没有打搅他。前一天早上他进入角色也很深，下午陪他去吃

饭的时候被折腾得很累。老师说让他自己慢慢休息就好了。我去吃饭下午就接着做代表了。下

午个案的过程中看到他慢慢的坐起开始看场上的排列，慢慢和摄影师说话。我的心也渐渐放下

来。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人说这个代表是通灵大王。我问老师为什么这个代表进入得这么深。

老师说有他自己的问题，也需要清理。 

回复：那位代表说出了案主原来的姓名，一字不差，其中第二个字是“晓”字，他在地

毯上写出了繁体字，案主承认原来爸爸给她起的名字就是那个人说出的名字，后来改了名。另

外，他说出了看海代表的那个坏女儿骑马摔坏了腿。忠正。 2010-10-9 9:42:36 

回复：鹰的代表是我的朋友，他6号晚上到我家来玩。吃饭的时候我说出案主的名字，问

你记不记得某某某。他抬起头说某某某是谁啊。呵呵。他都不记得案主是哪个，至于名字更

不知道。他说那么多人，做代表做的那么累，谁知道是哪个。呵呵，我们又聊了很多，感慨

万千。看海 2010-10-9 10:02:54 

第3542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0-4 22:51:29

飞机突破高空云层的时候，身体开始疼痛，左边胸骨到腋下像是有根绳，从肉里勒到肩

胛下。回家见到母亲，大致告诉她今天排列的时候，头部剧痛好一阵。三维空间的头脑，无论

如何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明白跨时空处理时所呈现的。永远都是出乎意料的真相。当时脑海真是

一片空白，忘了自己，忘了求耶稣，忘了应该怎么做……总是如此震惊地“看”自己的家族和

祖辈们。在“道”里看，同时也被“道”所控制着。马跑、狗追、托运沉重的珠宝（代表开始

是说货物，后来感应到是珠宝，确实父亲祖上的马帮和珠宝有关）；还有我的很多病症——腰

酸腿软、脱发、肩沉等，一一显现。其实代表不算少了，但边上的我总觉得人不够，于是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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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场外的人进场感应作支持。终于，有惨境呈现——居然有鹰在吃人，一口一口啄得鲜血淋淋

惨不忍睹。而开始就往后退，腰腿无力要找支撑的代表（大概是18世纪的祖母，因为我父亲的

代表说了数次1820年），一直嚷嚷着儿子差她一块狗肉让她饿了肚子。后来“狗”伏在她脚下

了才好些。“父亲”确实也说了些我的事情，比如早先的名字。还有表现的也基本是父亲在世

时的负面性格——认命、放弃努力、到后来消极自闭。把很多责任交给母亲扛着（比如养家糊

口的担子）。排列中，“父亲”说是他自己做了错事，结果报应到了我身上。现实中，母亲和

我有时感到他会造成妨碍。例如我从小就一直被他说“别以为你了不起，别痴心妄想，老子说

你该如何就如何。别以为你会有能耐”，他甚至说过假如高考不想考的话，大不了他吃咸菜养

我一辈子（事实上他的工资不够自己开销，常年生病，常拿母亲的钱）。我一直抵触他，这一

点上，我看不惯他。排列中，有一刹那“父亲”来摸我的脸，带着轻佻。我有些厌恶地躲开

了，旁观者还指责说我不孝顺，自己的父亲都要避开；可是我当时清楚地听到一句话，那句话

不正常，“父亲”说“我就是喜欢你，我变鹰变狗变什么都要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以前

听说，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大约如此了。不知怎么就纠结多年。总之，今天“父亲”的

话，不可全盘接受的。代表本人的信息或有混杂在其中，因为“他”说昨天来了一天很累，而

昨天“他”是另一位案主的父亲；还有，假如这也是“上身”，那就和民间“上身”有大区别

了——后者的声音语调都会和亡灵生前的极为相似，易于家人辨认；而今天我的“父亲”有很

多不像的。有其他代表指责我不诚心，磕头敷衍了事，不恭敬；或许他们的指责来得太快了，

应该忍一忍或收敛一下；因为我需要时间，每一位案主遭遇大震惊后都需要时间。 

回复： 这例排列呈现的是1820年那时候的你前世的父亲，同现在这一世的父亲不是同一

人，所以你说“今天我的‘父亲’有很多不像的”。但排列后，你的肾虚、掉头发明显得到改

善，从结果看，这说明还是吻合的。如果将来身体症状什么也没有得到改善，那么就真的完全

不相干了。忠正2010-12-25 10:08:36

第3545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0-4 23:15:36

一路打的狂赶时间到机场，我都没有完全恢复至平常。应该是泪眼未干、眼神涣散罢。

座位正好靠窗，只注意到这次航班的机身宽了很多，然后就看到漫漫云层，好像也看到了自己

脑中的思绪——飘渺而凝固的，一团一团，只有大面积的白色，似乎原本流动的轻盈的东西，

被时空魔法固定住了。到了昆明，气温骤然下降，有些木然地拖着行李进小区时，门卫热情的

问候让我感到莫名的亲切和温暖，更有甚者，一头半大的垂耳狗讨好地贴过身来（并不认识

它，但它就如此信任和喜欢我吗？）黯淡天色下，忍不住蹲下大力摩挲它的头。狗，还在渴望

更近的接触，头都努力搁在我膝盖了；赶紧起身撵它，泪却落下。我本遗憾自己的排列场场不

能完美，老师的话却像熨斗般抚平皱褶——老师说我的排列是立体呈现的。带着舒心查看邮

箱，又是莞尔-Steve说喜欢看我的涂鸦作，要放到诗歌网站所以征求我意见。又欢喜，看来还

是幸运多多的一天。

3562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0-6 9:53:17

梦见外婆的背影。她已去世26年，这是我第一次梦见她。梦里我尾随母亲外出，才知道

外婆已经来了很久，母亲好像一直逃避见她。外婆等母亲等得太久，生病了只能自己孤独地去

看病，日子艰难。母亲哭着跪在外婆面前，挽留无望，只好含泪替她收拾东西。看到我出现在



第四章 灵排记录69例（有录像）

63

门口，母亲告诉我，外婆舍不得花钱，因看病不得不花了两笔（1200多，240多）让她心痛。

只记得梦里的母亲在试图捆绑一袋大米让外婆背去。而外婆仿佛不记得我，又或者这原本和我

关系不大，主要是和母亲有关。 

回复：又记起梦中外婆租住的套间，左右均是空屋，而她一直忍受孤独。终于要离开

了，是意味着这么多年仍旧未能转世吗？碰巧母亲认识了一位叔叔，他有个女儿据说天生特异

功能，可以在入定中端坐莲花下地府上天间。正托她帮忙看看，除了烧纸外，是否能为外婆做

点什么。那位叔叔虔诚信佛，他说我这不是梦，是元神离体所见。外婆的样貌我早已不记得，

但将梦里所见的装束特征一讲，母亲连连点头说外婆正是如此。 2010-10-7 14:27:38 

回复：刚才那位叔叔来电话，说他女儿昨晚入定帮我找外婆。结果耗时近40分钟才看

到，且有三位同姓名的女性；还有找我父亲，看到一个男的，梳分头，白衬衣，身上带血。叔

叔说这是他女儿21年来看到的最阴森恐怖的情景，也是耗时最久才找到的“人”。这四位都处

在地狱深处备受折磨。经他转述的样貌特征，可以确定三位女性中有一位必是外婆；但男的应

该不是我父亲。他说再让女儿找两次，若还找不到，就已经转世了。那叔叔反复强调女儿往常

入定最多十分钟即可找到目标；这次很反常，且情形令人毛骨悚然，四个人都有话在说，但

听不真切，他女儿也不敢多看就出来了。真纳闷——外婆去了26年未能转世，父亲去了不到3

年，就已转世，转成老鹰吗？想到和外公连结较深，请他家继续帮忙查找。另外得准备超度，

看来外婆当时的超度并没有真正起效。 2010-10-7 21:45:26 

第3564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0-7 14:48:15

脱发的数量不那么让人揪心了，腋下似被捆绑的感觉在，甚至我觉得原先这“绳子”隐

藏得太深，现在开始慢慢浮现了。天气较冷，我一回来便下意识地不想喝水，吃饭不要汤，饮

水量极少。昨晚忍不住开始喝共振水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对普通水的排斥又一次开始了。

3月的排列呈现了母亲家族，10月的排列呈现了父亲家族；这两次都是能量极强的场。大概是

扰动了深沉能量，所以身体反应很大。没喝共振水之前我不会感觉到渴，但一整天只两次小便

会令我纠结一阵；再开始喝共振水才发现身体内已经严重缺水了，喝了一点就忍不住接着猛

喝。食欲和食量也有缩水。还有就是，有种说不清的疲乏，像是储存在我体内太深太久了，现

在我感觉到了它，可它却不能很快很好的释放出来。就是说，我的疲乏和兴奋交织在一起，疲

乏是继承了数辈的，而兴奋是目前自己产生的。 

回复：梦到一头小黑狗冲我讨好，拼命舔舐我的右手掌；但旁边突然出现三头像狼的动

物。一头轻咬另一头的尾巴，连成一串。身上皮毛凌乱厚重，脏兮兮的，仿若来自很古老而遥

远之地。 2010-10-8 12:52:36 

回复：父亲于2008年1月3日辞世，此后的大半年，我的梦中陷入一大片阴森冰冷。从未

有过的景象攫住了我，常在午夜心悸醒来，梦中多行走于黯淡诡异之地。当时只以为是思念过

度和阳气虚衰所致，并无多想。但我整个身体的状况，却开始像断了线的风筝般直坠下来。之

前好像只有流血不愈的困扰，之后诸多问题便接踵而来了。 2010-10-8 13:01:03 

第3568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0-9 10:48:50

梦中又见异象——开始看到的是一片漂亮的田野，一些人在欢呼奔走，每人都手拿一本

厚厚的书，仔细一瞅，居然是老师的第二本专著，只是书名变成《灵力医学实践者》；后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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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自己身处的大楼遭遇武装洗劫，听到武力砸门的暴乱，眼看就要破门而入了；惊恐中的我看

到母亲无可忍受自窗子一跃而去，突然就横了心，一把拉开破损不堪的门，直视来人。然后，

脸对脸，近距离，我看到的那个人，那个野蛮的头目，居然依稀辨认出父亲年轻时的影子！他

像是被怔住了，看到我的瞬间，他的眼神让我明白，我可以躲过一劫。他们离开了，我徒劳地

想把破门从里面加以牢固，可是只找到几根细细的铁丝。惊魂未定的我，从破洞口向外张望，

整个大楼都快毁了，被抓，被杀，看到那些“宪兵”般的人都很奇怪——细瘦身材，斑驳脸

孔，深蓝色制服。我处于极度不安全的环境中，相对安全。 

回复：很久前给老师电话，为身边的阿姨（共振水使用者）咨询问题，后来阿姨和老师

交流了几句；昨天阿姨到我家，才说出当时感觉奇妙——她说明明是弯腰接听电话，耳朵在低

处的，可是一听见老师说话，就觉得那声音是从天空高处传下来，似乎老师身形巨大一般。为

她的感应开心。 2010-10-11 20:59:42 

（19）肺癌（监狱内）（东莞）

第354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4 23:52:11

2010年10月4日，第三例，（20101004C），处理晚期肺癌，出现完整的监狱内的故事：

监狱长喊口令、跑步，斗志昂扬。里面有拖着脚镣的人，有各式各样的犯人。故事发生在解

放初期被关押的犯人，到后来有茅房变成高楼那个时间跨度里面，还有《学习雷锋好榜样》

的歌。最后当案主代表要出监狱时，倒下的监狱长含泪说别忘了她。后来用“时代已经不同

了”，达成了和解。

第3571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11 15:08:31

2010年10月4号下午第一个个案，为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人处理肺癌，他的儿子和女儿分

坐在父亲的两旁。照旧案主要先选一个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儿子选了我的先生作他的代表。老

人选了那位在一个个案中做过太阳，在戏班子个案中猛翻跟头的老顽童做自己的代表，女儿也

选了一位。我们十几个人围着他们摆成一个圈开始找感觉。移动开始了。我绕着场转圈子。场

中间有人倒下，有人缓慢的行走。有代表已经开始给老师汇报，她好似拖着沉重的脚链。我一

边绕圈子一边越走越精神，步子如军人般矫健。走着走着跑起来，跑着跑着我突兀的大喊一

声，“立正”。这一声喊完就更专业了，什么“稍息，立正，跑步走，1234”都从我的嘴里一

连串的冒出来。不喊不痛快。想喊什么我就喊什么。好玩的是我喊了1-2-3-4，后面跟着的人

也喊1234，好像我是长官一类的。我告诉老师好像在练兵。场里其他人似乎发生了纠缠，但我

不关心，看不到。我只关心我的操练，还练习了打靶。我带着一种敬意在做这些，我告诉老师

我的觉悟很高，至于什么觉悟不清楚。绕圈走的步伐也从矫健逐渐变为一种居高临下和神气凛

然。看着场中的人仿佛看到高墙内的犯人。好像是带他们出来放风。对看上去有点问题的人就

上去教训一顿，口气和影视剧中表现出来的狱警如出一辙，“说你呢，到这里还不老实”；

“就看你最不顺眼”等等。一位男士靠在一根柱子上，明显的不在我设定的放风范围之内，我

说他几句，起了冲突，他和我们扯打了起来。有人说我是监狱长，后面跟着我的人是刽子手。

这个不老实的人对刽子手用劲很大，激起了我的愤怒，我不知怎么冲上去就和刽子手把他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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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张椅子里。他没再起来，对老师说，他被我们打死了。巡视中还和一个女人起了冲突。她

说我们做了很多坏事，杀了很多人，要把我和刽子手分开。我也不知道后面跟着我的到底是不

是刽子手，但我清楚他一定是个狱卒。这位女士也会让我想起革命干部一类的人，她穿的衣服

和发型都很像。我们又和她扯打了一阵。我觉得竟然有人敢挑衅监狱长，特别气愤。下来这个

代表给我说，看海你的力气好大，我也莫名其妙瘦弱的自己哪来那么大力气。女干部还在指责

我囚禁这么多人。旁边地上坐着一个女孩子拿着话筒在控诉我“你以为你能关住他们吗”，

“你关不住，这只是暂时的”等等。这两个人的话听得我越来越累。我告诉她们是他们把自己

关在这里的，和我没关系。最后我干脆懒得管了，我觉得看着他们一天精神高度紧张，好烦。

我干脆不管了，站在一边去。场上的人慢慢移动开来。拖着脚链的人还在沉重迈步，有人过去

说，都没人管你了，你干嘛还自己绑着自己。她也不理。她前面说拖着脚链，肩胛骨还被钉了

两个钉子。兄妹俩的代表好像在场中间扯来扯去。看不太清楚，眼睛越来越沉，倒在地上睡着

了。躺下似乎感觉场上的人都在地面上，而我睡在地底下。地面上很吵。街道小巷的人都在奔

走呼告“解放了，解放了”。老人家的代表说一直找不到家，说看到的水泥，高架桥，就是找

不到家。我躺着躺着，又听到地面上的人在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一个女孩子还不停地唱着流行歌曲，《好人一生平安》，《小草》等等。听得她唱歌，我好

烦，我几次起来叫她别唱了。本来睡得好好的，她一唱就把我吵得睡不着。还有一个代表说代

表一个肉球球，一直身体蜷缩成一团，不知干嘛的。肉球球和老人家的代表走在了一处。他

说他看到了田野，要找到家了。我听到他找到家了，突然就一片伤感，爬起来坐着对他大喊说

“回去别忘了我，记得我。”这时候他们在场的另一侧，离我有些距离。听得我大叫，他们过

来到我跟前。我紧紧拉着老爷子代表的手，不愿松开，声泪俱下“我知道你儿子来接你了，你

要回家了，我舍不得你走啊，你走了谁来陪我啊，你回去记得我啊，别忘了我啊”。还一点不

愿意他回去。后来那个肉球球靠在我身后了，我觉得有人陪我了，我就可以松手叫他走了。他

安慰我，“会记得你，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苦笑着说，“你有孙子了吧，你那个孙子天天唱

歌，吵得我睡不好。”我正想说，叫你那个孙子不要再一天唱了。旁边一个人又开始唱歌。但

这次听着一点也不烦了。老师叫他给我说“时代不同了”，我一下子哭得更厉害，我说我知道

时代不同了，不一样了，你要回家了。回家去一家人好好唱歌吧。后来我安心让他们走了。老

人家的代表说看到一扇门，找到了家。个案结束，大家在分享。老人家的女儿问父亲，父亲说

觉得我代表的人像妈妈。 

回复：今天早上反馈，肺癌的灵力医学处理后（灵力医学排列加量子共振信息水），胸

腔积水控制住了，没有增加。 2010-10-14 7:41:08 

回复：真是太好了，祝福老伯伯早日康复！——山楂 2010-10-14 11:24:33 

（20）社交恐惧症（戏班子）（广州）

第354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4 23:56:10

2010年10月4日，第四例，（20101004D），社交恐惧症，排列中出现了完整的戏班子的

场景。戏班子的表演想让案主开心，但案主怎么也开心不起来，案主分成了三个人来代表，代

表其不同的侧面。最后与妈妈达成和解。后来又与戏班子的一起跳舞、唱歌、游戏，性格彻底

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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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6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9 10:41:09 

2010年10月4日，第四例，（20101004D），社交恐惧症（戏班子），那例反馈： 

10:30:10 我是觉得妈妈忽然间对我好了很多，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社交恐惧方面我现在知

道方法怎样应对了。 （案主）

回复：恭喜亲爱的妹妹，真的没有什么比看到快乐的情绪在流淌更让人开心了！ 2010-

10-9 11:18:19 

回复：我是觉得妈妈忽然间对我好了很多，不知道为什么——灵力场改变了。 2010-

10-9 11:34:06 

回复：10月4号最后一个案例。一个女孩子处理社交恐惧症。她很瘦，皮肤很白，但清秀

的五官却似乎皱在一起，看上去满脸愁容。她用很小的声音说，社交恐惧症很影响她的生活，

甚至影响到有时候没有钱吃饭。我们上场后开始移动了。不久我的头脑里出现声音，越来越清

晰，“铛里个铛，铛里个铛”，间或有小改变。转了几圈之后，没法再控制，我嘴里发出了这

个铛里个铛的声音，不知道这是要做什么。声音发出来，场上就有动静了。一个老爷子本就在

场上跳得欢了，听到这个声音更是来了精神，随着我的“奏乐”翻腾起来。呵呵，见他随乐起

跳，我也更是来劲。我不停的“铛里个铛”，他也翻跟头，侧翻，前翻，滚来滚去。还有一个

年轻小伙子也对翻。两个人你滚我翻好不热闹。我嘴里的“铛里个铛”似是捣乱一般，唯恐他

们不翻。他们的动作都属于有一定难度的。中间还出现一串人纠在一起，如同舞狮队。铛了半

天，我看到场上乱极了，跳的跳，翻的翻，踩的踩。我有点分不清楚大家是在玩还是在做个案

了。我也不铛了。我怕我再铛下去，把场上的人给累坏了。但他们玩得高兴，丝毫没因为停下

伴奏而受影响。场边上一位女士斜躺着，还在大声叫我奏乐。看见老师也笑得眉飞色舞。我也

懒得想大家在干嘛了。老爷子身手敏捷，时不时一个空翻，他给老师说“可能代表她内心想做

的事吧，我平时可不会在人面前这样”，听得我们哈哈大笑。这个老爷子在一个个案里自动呈

现为太阳的代表。看来他的身体确实很棒。过一会我也开始闹腾了。满脑子一个女子在唱戏。

我开始舞起来，满场子走步子，她唱戏的声音就萦绕在我耳边。我看到她身穿白色戏服，化浓

妆，一直不停的在唱在舞。我唱出来一句“世间好凄凉”，场上的人都觉得又可笑又惨，说能

不能唱歌好听一点的，我说，她唱的就是这个。前面那个老头好像是这个女子的老公。我开始

追着他，可他并不怎么理睬，只是翻自己的跟头。我对老师说，“这是老公，但他不理睬”，

老头说“我就喜欢玩”。不理也无所谓，我似乎并不介意。还是笑吟吟的关注着他，并且很喜

欢这个老公，似以他为荣。那个和老爷子对翻的小伙子老跟着我，我很是烦，场边上那个斜躺

着的女士，此时已是案主的妈妈大声说，你们两个是最好的戏搭子。听得这么说，我也不烦

了，任他跟着我。他们似在比试，我骄傲地说“我老公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这句话可真是

笑翻了场上所有的人，也笑翻了我自己。案主提意见了，拿过话筒说，我们代表的就是平时嘲

笑她的人，指着一个地上现在表情也极其僵硬的女孩子说，这才是她。接着一个不知道是代表

还是观众的人也说，我们都没有投入进去，我们是在表演自己。听完这句话我就泄气了，没感

觉了。大家都坐下来休息。我觉得我对老师很生气。内心很是烦躁。我一点都不想做了，觉得

没劲了，甚至想出门而去，很难受。老师叫我到场中间走几圈，说慢慢感觉就回来了。回到场

中间开始走。但场的气氛完全变了。前面跳来笑去的，现在好似凝注一样，没人翻了也没人笑

了。边上的音响两次发出嘟嘟的声音，似被憋的紧了。继续走动，寻找感觉。接连三个人跪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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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妈妈跟前，包括案主，跟妈妈说话。这个过程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这三个人都是案主的子

人格。一直不够诚心，妈妈不肯接受。妈妈说，“都快被你累死了，看你那副脸，一点笑容都

没有，给你找这么多乐子，你也一点都不笑”。导师不断的引导，终于一一被妈妈接受。我在

旁边一直等得着急。我还在唱戏的场里面呢。她们终于被妈妈接受了走到我身边来。我拉住案

主说，我天天给你唱，给你跳，你都看不见，我还给你教呢。场一边的妈妈听了说给她教几个

让她自己跳。我拉着她走步子。后来下来，别人问我，你是不是学过唱戏啊，看着像有底子

啊，我说我从来也没学过。妈妈的代表过来了，叫案主自己跳。又让我们带着案主跳兔子舞。

案主的表情越来越放松，开始出现笑容。兔子舞跳完，我们又玩了老鹰捉小鸡。结束的时候，

案主已经笑得很开心了，那个起初凝在一起的五官都舒展开了。妈妈的代表那么的爱她，想着

法的让她高兴。下来请教老师，老师说后面的兔子舞和老鹰捉小鸡是游戏疗法，弥补童年的遗

憾。看海 2010-10-9 16:06:10 

回复：最后部分，从跳舞《掀起了你的盖头来》、《纤夫的爱》，是把大家从排列中的

戏班子中带到了现实生活中了，到后来的兔子舞、老鹰抓小鸡，已经融入了游戏疗法、心理剧

疗法了，让案主整合后，走进了社交圈。忠正 2010-10-9 16:43:45 

第3575条留言   留言者：沁心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15 17:20:24

刚才看了上次我们排列的录像——社交恐惧症。这个案例是我参加了那么多次的排列

中，当场结束时就明显的感觉到这次的排列非常的成功，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喜悦。在整个

过程中代表们很是投入，格格刚开始“委屈憋闷的哭脸”，看海的“舞蹈”，她搭档的“跟

斗”，我作为妈妈的“死去活来的笑”……最后案主小姑娘憋了半天才开始主动真心表达对妈

妈的歉意和感恩，看到这里我还忍不住流泪了。再看下去时，我心中悠然升起对看海这个心

理学硕士和堀尾忠正这位灵力医学导师的佩服和敬重之心。在他们的引导下，现场又进入到一

个新的高潮。大家又再次投入现代马戏之快乐中，所有在场的人们都那么善良、那么有爱心，

用尽自己的浑身解数，就为博得案主小姑娘一笑，笑了还不够，还要帮助她彻底打开心扉。大

家蹦啊跳啊，非常努力，几乎做到自己的极限；我记得以前看海照顾自己四岁女儿起居时双脚

都疼痛难忍，可是那天竟然带着案主小姑娘及大家开心的跳“兔子舞”（说实在的我看着有点

心痛）；还有更可笑的是堀尾老师，在现场时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可是在我看录像的时候，

听到堀尾老师给大家的伴唱，我几乎笑翻，五音不怎么全乎，同时唱错的歌词让你想都想不

到，整个过程还时不时的听到堀尾老师近乎孩童率直而又有点傻乎乎的“咯咯……咯咯……”

笑声。看到小姑娘最后索性解开头发不再仇视、憋屈、愤怒的斜视着大家，而是放松的开心的

舞动起来时，我又忍不住对着DVD屏幕拍手鼓掌，为她叫好；“老鹰捉小鸡”时，我发现我好

搞笑，极力挥动着双臂，却也根本拦不住小姑娘这只勇猛的“老鹰”，小鸡孩子们被一只只抓

走……付出、也有可能负伤，辛苦劳累、也有成功的喜悦，爱无不浸满整个过程，每个人都以

自己最好的方式做到最好，每个人都以自己最好的方式释放着爱……我爱“灵力医学排列”，

爱堀尾老师、爱看海、爱山楂、爱格格，爱所有的伙伴们！！！ 

回复：呵呵，本来五音是全的，是新洲酒店的音响设备老化了，所以这次我们在深南花

园自己装修的专门的灵力医学排列场地音响设备也是重点，除了2个无线话筒外，还从天花板

上吊下来2个有线的话筒，另外有专门的调音台，是日本YAMAHA的，现在起不会有五音不全的

嫌疑了。我在为大家伴唱时，悄悄地把灵力医学排列切换到了心理剧和游戏疗法中了，把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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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入了另外一个高潮，大家浑然不知。歌词确实忘了，只好凑合把音对上，否则无法天衣无缝

地切换到心理剧和游戏疗法中。不过这次买的音响设备中专门有练习唱歌的，有空时大家可以

练习唱歌了，可以更好地服务到大家。“堀尾老师近乎孩童率直而又有点傻乎乎的‘咯咯……

咯咯……’笑声”——是因为切换成功，大家随着我的歌声投入到了新一轮的工作中，所以我

忍不住笑出声了。忠正 2010-10-15 23:05:22 

回复：“我记得以前看海照顾自己四岁女儿起居时双脚都疼痛难忍，可是那天竟然带着

案主小姑娘及大家开心的跳‘兔子舞’（说实在的我看着有点心痛）”——你说的疼痛是过去

式了，我于2010年6月10日给看海做灵力医学排列后，一举解决了困扰她数十年的疼痛问题。8

月28、29日我排列的8个个案中，看海参与做了7个排列中的代表，活动自如。10月2、3、4日

的排列中，她除了第二天下午给学员去买衣服外，其他的排列均参与了做代表，你的心痛已

经是多余了，看海她自己说，每次参加灵力医学排列，像过节日一样高兴。她至今，我只给

她6月10日排列过一次。不过今天(10月16日上午)她要排列脖子僵硬的问题。忠正 2010-10-16 

7:58:38 

回复：哈哈，谢谢亲爱的沁心，我们大家也好爱你，你的睿智和热情、敏锐的洞察力，

还有专业的奶奶专业户精神都让我们赞赏不已，嘻嘻！——山楂 2010-10-18 9:03:03 

回复：哈哈，堀尾老师的五音原来是全乎的呀？！原来是麦克风在作祟……其实每和堀

尾老师接触一次，就都能感觉到他的细心、细致、耐心、耐力，有时候真的感觉到像看海说的

那样“我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其实老师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任何事情的任何细

节”。在这里只想对堀尾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沁心 2010-10-19 11:51:36 

回复：呵呵，昨天晚上我去了华强北音响市场又重新换了一套音响，前几天买的音响

我感觉不满意。昨天回来后，自己安装调试好了，并且把无线接收设备放到了高处，以免金

属椅子影响无线信号。又把天花板上吊下的2个有线麦克风放更低一些。忠正。 2010-10-19 

15:49:07 

第3561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5 14:10:10

我的爸爸是老师，我小时候经常会认一些老师不认识的字，或者解一些老师不会解的

题，后来虽然我业余教过别人物理、英语、日语，但我总是找不到做老师的感觉。在广州暨南

大学医学院读研究生期间，按要求，至少要半年时间带本科生的教学，但我还是找不到做老师

的感觉。但在暨南大学期间认识了其他学院的2位精神病的同学，成了好朋友，让她们成功逃

脱了被家长送进精神病院。这几年，我在听别人心理学课时，那些老师说我很单纯，会通灵，

但说我情商只有7、8岁。学了几年后，老师说我的情商只有2、3岁了。后来推广量子共振信息

水后，轻而易举治好了很多身心灵的疾病，大家称我老师，但我还是找不到做老师的感觉。也

没有公开给人讲过课。最近，喜欢我灵力医学排列的越来越多了，我带起了学生——现在我找

到了做老师的感觉——在排列时，统领着三维空间和四维空间的千军万马，很有感觉。原来，

比如我们眼睛能看到的三维空间有10个人，而我们周围眼睛看不见的四维空间也许超过100

人，而我统领这110人时感觉游刃有余——原来我的频率范围更多的在四维空间，所以，我在

三维空间里总很落魄，情商只剩2、3岁了。还好，我意识到评价一个人时，是情商、智商、创

造力、灵商，灵商就是沟通四维空间的能力。在四维空间里我真是呼风唤雨。现在我灵力医学

排列中带领的学员中有精神病者，在课堂上，我随时随地能感应到精神病者的想法，精神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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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非常好处理，就是一些外灵控制了那人，我在，就让那些外灵和谐，难怪我在读研究生时2

个精神病者特别依恋我，只要我在她们就不发病。现在终于找到了做老师的感觉。排列结束，

我请学员吃饭，很有感觉，也很有成就感。这是我最新的感觉。尤其想到那些精神病者、癌症

者，通过灵力医学排列能够轻而易举解决时，同学员谈笑自如，有了那种做老师的感觉了。 

回复：奇妙大千世间，老师的成就感来自于四维空间；荣誉感就在更高次元界了。瑜伽

猫yogacat 2010-10-6 9:56:09 

回复：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老师情商不是低，是很高，高到可以随时控制自己三维的

思想，想它停就停：因为不在意（在乎）三维的事，停的时间多，所以表面上让人感觉就情商

低了，呵呵……——YSY 2010-10-6 15:27:35 

回复：四维空间是比三维空间更高的维次，如果在三维空间里做违背四维空间及其四维

以上维次规律的事情，我一概不愿去做。实际目前我除了与研究治病有关的事情外，其他任何

事不会去做。有时要登记一些管理部门需要的表格，30分钟的工作量，我要花一天时间才能完

成，不但丢三落四，而且心里想这是浪费时间，消耗我极大能量。我每治好一个病人，我感觉

自己如同被充电了一样充满了能量。忠正 2010-10-6 18:51:00 

回复：以后这些琐事老师就交给我们来做吧，老师应该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上。——山

楂 2010-10-6 20:33:39 

第3563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7 11:39:46

国庆三日排列在震撼和晕菜中结束。这种情绪体验对人的冲击只能想到晕菜这个词。也

许不断从三维走向四维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晕菜的过程。可能对一些宗教界人士和高僧大德来

说其实是非常熟悉的，他们向世人不断传达的正是这些。但这么零距离的看到和感受，还是让

人不得不头晕。一个故事比一个故事扣人心弦。看大片也不会如此这般历历在目，而且因为没

有剧本，永远也不晓得下面将要出现什么。特别是做代表。随之而来的一串又一串感觉让人充

满了期待。12个个案，现在只有最后一天的排列记忆是清楚的，也是因为完整或者情节鲜明。

前两天的情节均搅在一起，不知哪个是哪个了。

第3569条留言   留言者：秀水罄竹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9 11:45:12

参加了忠正老师的三天家排，带来很多震撼，也有些许疑惑。但我感觉是我自己的问

题。

第3573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12 21:09:37

今天去老师的公司看了排列的专用场地，周末就可以在这里做排列了。看到老师忙碌的

身影，亲切的笑容，内心无比的温暖和感动。从新年开始的家庭系统排列之旅在我眼前一幕一

幕滑过。记得6月10号老师亲自动手给我排列，才终于让我摆脱了纠缠不休的恐怖的疼痛。很

多人以为我做了多少次排列，其实老师这里就做了一次。然后老师就更忙了，忙灵排。从每

一次的租酒店会议室到现在有了专门的场地。这个100多平米的新场地将承载多少人的幸福安

康，将改变多少人的命运。随着条件的成熟，被病痛折磨的人再不用漫长的等待了。我从新年

到现在历经10个月，灵力医学排列只做了一次，漫长的等待、探索和老师的引导给了我意外的

收获。但我依然希望煎熬中的人能立即解除病痛，过上健康的生活。排列场地的诞生是大家的



70灵排

福祉。我们将在这里看到催人泪下的故事、痛彻心肺的忏悔、缠绵百年的恩恩怨怨和动人的和

解。宇宙的真相被记录在这里。迷误的人在这里觉醒。 

回复：看海，最喜欢看你的文字了，每次看到你的文字就好像来自我的心里一样，真是

你手写我心啊，今天看到这段问题，头顶一阵阵的酥麻，不知道为何，呵呵。——山楂 2010-

10-13 11:01:42 

第357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16 21:42:10

（21）1、2010年10月16日，第一例，（20101016A），全身僵硬（舞娘与量子共振信息

水）。 

（22）2、2010年10月16日，第二例，（20101016B），鼻炎17年（外婆提醒案主尊敬妈

妈）。 

（23）3、2010年10月16日，第三例，（20101016C），婴儿脑瘫（贵阳）。 

（24）4、2010年10月16日，第四例，（20101016D），右眼内有黑影晃（虾和青蛙）。

（21）全身僵硬（舞娘与量子共振信息水）

第3588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0-18 18:06:22

2010年10月16日，有幸做了两次案主代表。上午第一例，处理僵硬。站在案主对面感受

的时候，就只觉得一股冷飕飕的气流，自肩胛中间开始侵入身体，弥漫至四肢关节，关节仿佛

被死死紧锁。围成圈开始移动。有人以匪夷所思的后仰踮脚姿势，吸引了众人目光，我由开始

的好奇，慢慢变成发自内心的关注。那女人倒下躺地，可是却极不自然。我感到她整个都是僵

硬的，腰部悬空；于是非常想帮助她放松，但是没有用；反而她的举止变得轻佻放荡起来。场

上的男代表被她妖娆的手势和眼神扰乱了心。这简直就是个艳舞女郎，不断妩媚地、肆无忌惮

地勾引男人。我在心里骂了很多遍臭不要脸。中途我开始站立不稳，因为两个脚掌，特别是脚

后跟部位好像不能挨地，站着都痛。我很想微微蜷着腿，弓着腰。身体好似分裂开来，正面温

暖，后面寒冷。好想找依靠找温暖。这时有代表贴了上来，我立刻感受到她散发的热度，便不

由自主地拉拢她，后来发现喜欢反手扣着她（背着她）。面对场上的人，我有恨意和愤怒。恨

那舞娘，恨那帮麻木的男人，对这种死寂的状态很不满，觉得应该打醒他们。我想亲自做点什

么改变一下，然而总会虚脱般无力，我不能离开会发热的那位代表，她一离开我就会冷，我很

依赖。而据她描述，她是在靠近我时才会发热的，似乎就是为了温暖我。后来估计她代表了量

子共振信息水。因为我不能说出的念头和不能去做的事，她会帮我说出来，也会帮我去做。她

放大了我的能量。有段时间仿佛移动滞住了，其他人折腾不起来了，只有那舞娘很活跃。老师

问我感受，我说很想让舞娘安息，觉得她折腾得太多太多了。于是对她说我看到你了，我看到

了你的大爱，我爱你。说话时我直视她的眼睛，感到自心底升腾而上的真诚。她一边诘问“爱

在哪里？！”，一边又同意似地点头说OK，可以了。结局很顺利，她很快逐个安抚了那些木偶

似的男人；又很快地躺下，说她可以了。 

回复：这是我第二次做灵力医学排列。瑜伽猫做了我的代表，一个女人在场中间不停地

跳舞，手伴随身体向几个男人做出各种招唤的姿势，前后拉来4个男人围坐在场中间。她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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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过锵锵声，下来这位代表也给我说她好几个姿势是京剧的动作。 10月1号的时候我去催

眠，催眠中呈现出了有唱戏的一次前世。10月4号在解决社交恐惧症的一个个案中，我自动成

为唱戏的代表，当日排列结束时，就有人跑过来说，你不会学过唱戏吧？看起来很有功底。个

案中是被灵力推动的，迷糊的，后来我特意翻出这张牒片来看，的确是走得有点模样。一直喜

欢唱歌。把这些片片断断地连起来，浮现出了一世唱戏人生。排列的就是这一世。我的代表好

几次出声骂这个女人臭不要脸。而女人浑似不知，自顾自做。在催眠中去追溯前世的时候，看

到我这一世身着戏装，京剧扮相，站在一个高高的山上，就跳了下去，被淹进水里，但没有

死，爬了出来。后来恍惚看到剃度出家去了。也许前半生就是那么荒唐的活着吧。出家了也不

愿去接纳这曾经的生活，一直到这一世，我还觉得曾经的自己是臭不要脸的，排斥她。老师

让我的代表看着她的眼睛，说“我看到你了，看到你的大爱，谢谢你一直陪伴着他们”。她

起先问，“爱在哪里？”，看到我的代表眼睛里透出的真诚，就安静下去了。她被接纳了。她

可以安息了。我也觉得有一部分力量回到了我的身体里。宇宙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也许佛

才会知道。生生世世到底都做过什么，也许成了佛才能看到。内在之旅越走越深了。难道老天

是拉开一扇天门，要我看自己的生生世世吗？看到了又如何呢？我治病的心境完全变了。看海 

2010-10-21 11:24:18 

回复：量子共振信息水一直被我用带子绑在腰间，场上两个代表反手扣着的动作和此一

模一样。我的代表对这个发热的女孩的依靠就如同我对量子水。生活中量子水是我最大的支

持。求医的过程一直比较孤单，加上理解灵力医学又极具挑战性，甚至近乎高难度学术探索，

在家里就更像是孤军奋战。陪着我的就是这些量子水。在事情不明朗的时候更觉得是和量子水

相依为命。排列中我的代表在量子水这里获得了能量，就跑去忙活一番。觉得不行了又赶紧回

来扣住量子水。这都活像了我的状态。坚持赢得支持。随着我的身体越来越不一样，亲人也几

乎不再用各种方式反对，包括以前隐蔽性非常强的那种排斥，不出声，传来的各种信息却一味

的消极对抗。或者我的力量强了，感受不到这些负面；或者我的场得到一次又一次清理，四处

而来的投射们纷纷散去。电影《阿凡达》里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看到你了”。如果内在里

没有与之共有的部分，何以看到有些部分那么刺眼甚至为其所伤。心理学的各种理论都会强调

这些来自于投射，但重点并不在于明白，因为明白了也不可能轻易解脱。理性往往有时候是给

艰难的自己再套上一层枷锁。走进四维，就清晰地看到灵力了。解除灵力才是问题的关键。灵

力解除后，会看到人们创造出来的各种名词术语代表的状态都改善了。消极的投射也没有了；

恐怖的意象也消失了；内在共有的消极部分也看不到了。总之，都变好了。当然躯体症状也趋

于正常了。所以走得越深，效果越好。每走一步，都满怀感恩之心，敬畏之情。看海 2010-

10-21 12:27:06 

回复：10月16排列，看海是第一例，解决的僵硬问题。在场上，我惊奇地发现案主代表

只要一靠近我，我就浑身发热，她一离开我，我就很迅速的恢复到常温，似乎就是为了温暖她

的，那种热量似乎以心脏为圆心，像波浪一样向四周一波一波的蔓延，我热得都快出汗了，在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我本人是寒性体质，经常会觉得冷的那种，这样的发热很明显不

是我本身的，而是代表的那个角色具备的特质。当时在排列现场的时候，我好像能读懂案主代

表的意思，她想做什么的时候，还没动，我就先去帮她做了，开始只是模糊的猜想我可能是量

子共振信息水，并不完全确定，到排列结束，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讨论起个案里的种种，我

突然想起看海的三个信息水袋是被她用绳子串珠绑在腰间的，和排列里呈现的一模一样，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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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确定我确实是三生有幸，代表了量子信息水。在忠正老师的排列个案里，量子信息水真实

的呈现在场里面，是第一次，在我，有代表过人，代表过动物，而代表这样一个特殊的角色，

也是第一次。故，一定要记录在此。由此也可看出量子信息水的作用确实是不同凡响。——山

楂 2010-10-21 22:34:41 

（22）鼻炎17年（外婆提醒案主尊敬妈妈）

第3579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16 22:28:03

2010年10月16日，第二例，（20101016B），处理鼻炎。鼻炎17年多，而且手术过，但总

好不了。排列进行中，有一位代表正确说出了鼻炎手术过的位置，并且用布把其中一位代表盖

起来，那位代表代表的是伤口。其中有2个代表的是鼻涕等，另外有代表纸巾。随着排列的进

行，鼻涕是代表的外祖母。原来自己的妈妈有一位生母，一位养母。生母（即案主的亲外祖

母）几年前去世了，她舍不得案主，就来一直打扰案主，想让案主要尊敬其自己的母亲。案主

承认对其母亲不是太尊敬。案主答应会尊敬母亲，外祖母才安息下了。 

回复：我是绿子，也是这次第三例排列个案宝宝的母亲。作为代表第一次上场，将信将

疑的我慢慢地进入了状态，也许在潜意识里，《水知道答案》这本书进入了我的身体，武志

红的《家会伤人》等让我感觉到一些东西。知道家排，但从来没去做过。上场以后，脑海里

充斥了很多思想，心理学的，思考的，感觉的。很多很多，想得最多的是“现在的我是真的

吗？”，我的感受是我的，还是灵赋予我的？慢慢的，我内心升起一股力量，想要把场中正在

跳舞的代表拽下来，我感觉她是妖娆的，无耻的，但我不想自己去做，希望有人帮我去做这件

事，老师对我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克制着自己想去拉她的冲动，这时另一个代表想来

帮我，顿时觉得有股力量了，把那个跳舞的拉下来了，躺在角落里的代表引起了我的注意，我

觉得她应该在场中央，我和另一个代表（现在知道她是丽丽，很喜欢她），结果角落里的代表

不愿意。她就想安静地躺着，而我却不断地在场中安排每个人的位置，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我

想去安排，嘴巴里还不停地想说，总算场子的每个人的位置和状态如我所愿，清静了。而我突

然看到有两个人不服从我的安排，背靠背直直的站着场子的边上，我觉得她们像极了鼻涕，直

直的，讨厌的鼻涕。而且就在案主的鼻子右边站着，很固执地存在着。刚才跳舞的代表不停的

在扎马步，我也感觉她想在案主的鼻子里站下来，但似乎是有些滑，站不稳。不知不觉，有两

个代表坐在了椅子上，我在旁边看着，突然悲从内心升腾起来，难言的悲痛，有种悲哀。那个

坐在椅子上的代表像极了案主的外婆，他的亲外婆，他的外婆想他了，也担心自己的孩子，

也就是案主的母亲，她想要呆在案主的鼻子里，让他记住她，让他多陪陪母亲。我不知觉的

做了案主的母亲，与其他代表外婆的代表抱头痛哭。那种委屈，那种渺小，那种不被孩子惦记

的悲哀，那种无助萦绕在脑海里，我忍不住大哭：孩子，你要记得常陪陪你妈妈，你妈妈很想

你在身边多和他说说话……我的角色已经模糊了，案主就象我的孩子，我抱住他，说了很多。 

2010-10-20 10:24:22 

回复：昨天案主说，排列后，鼻涕少了一半。 2010-10-26 19:05:48 

第3602条留言   留言者：baolin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23 19:52:41

10月16号做了个案后异常情况有所缓和。休息一两天后感觉心脏位置有鼓气，并有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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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悸的感觉。连续几天后感觉依然存在，感觉不妥，于是找堀尾老师，他说是一个人的灵力场

调整后会改变原有的一些平衡，与此同时有可能会带出一些其他问题，这都是正常的。于是我

又问老师这是不是我做代表时有一些别人的信息没排完，老师答曰有这种可能，不过别人的信

息一般不用很久就会排走的。老师建议我不妨等待调整一个月，原因是在做个案后自身需要约

一个月时间来整合；若是一个月后仍有不适，就要再另做处理了。 

回复：这例是2010年10月16日，第二例，（20101016B），处理鼻炎。当时是说鼻炎7

年，并动过手术，昨天案主想起来是鼻炎17年。做个案后，鼻涕等症状少了一半。现在感觉心

脏位置有鼓气，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排列后，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原来隐藏的一些问题显

露出来了，此时感觉一下，当感觉到心脏位置有鼓气时，同时能感觉到什么。另外一种可能是

做代表时，是别人的信息没有走完，但一般很快走完，即使当时没有走完，也很快会走完。一

般做完个案后，自身的灵力场会有一个大调整，基本上是一个月时间。观察这一个月时间的变

化。有时做个案时，通过共振作用，意外发现了一些自身的以前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隐蔽的

问题，浮现了出来。忠正 2010-10-24 6:21:11 

第3603条留言   留言者：baolin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25 20:29:50

在今年9月30日到10月6日的胡茵梦占星工作坊的一次聚餐中，我把袋装的信息水拿给胡

茵梦老师看，我还没来得及介绍这袋东西是什么的时候，胡茵梦老师似乎就知道大概是什么

了，就把信息水拿了过去，把水靠近身体一会后，随即胡茵梦老师就用她的功力来测试信息水

的能量状况，一会后她对我说，这袋水的能量并不是发散式的能量，比较向内，且是人体靠近

它并与其发生共振。而课后我也把这袋水赠送给了胡茵梦老师。

（23）婴儿脑瘫（贵阳）

第357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16 22:19:45

2010年10月16日，第三例，（20101016C），处理婴儿脑瘫。婴儿现在7个月半，生下来

就是脑瘫，治疗一直无法改善。由父母过来参加灵力医学排列。排列中，地上躺满了人，代表

死去的人很多。排列进行中，有一个人，代表的是她妈妈不喜欢的小孩。妈妈承认当时以为肚

子里的是女孩，很不喜欢。另外一个代表不发育的脑袋。在一个角落，案主的代表被一个躺着

的人死死拽住，并声称是她的小孩，经案主的辨认，是她老公的祖母。她老公的祖母拉着那个

脑瘫的婴儿不放，说是她的小孩。后来由婴儿的代表向太祖母道谢，并且告诉太祖母，太祖母

早已经去世了。经过和解，终于太祖母放开了婴儿，太祖母还很不放心，要他们好好照顾好小

孩。这个婴儿、妈妈不喜欢的小孩、脑袋不发育的这三者整合到一起。这里也让丈夫好好地拥

抱小孩，终于和解了。 

回复：事后听案主讲，小孩刚生下来，表情、神态像极了婆婆，但第二天宝宝就脑瘫

了，而婆婆是领养的。 2010-10-18 7:08:44 

回复：刚才（2010年10月18日8:45）接到脑瘫的妈妈打来的电话，昨天（8月17日）早上

8点多，她的宝宝醒到中午12点多，昨天晚上宝宝夜里8点多醒到夜里12点多，而且嘴巴里能有

说话声了。今天早上6点多宝宝又醒了，直到刚才打来电话时一直醒着，而且嘴巴里一直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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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声。原来宝宝出生到现在7个多月基本一直睡着，也不会讲话。昨天夜里案主梦见一个人站

了起来，不知是车祸的女孩还是自己家那位脑瘫的小孩。 2010-10-18 8:54:13 

回复：2010年10月16日下午为脑瘫的宝宝做了堀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次日，早上8点多

宝宝醒到中午12点多。晚上宝宝夜里8点多醒到夜里12点多，而且嘴巴里能有说话声了。此前

宝宝基本一直在睡觉，而且不会说话。17日夜里妈妈梦见一个人站了起来，不知是另外一个个

案车祸的女孩还是自己家那位脑瘫的小孩。 2010-10-18 9:20:37 

回复：站起来的那个，我直觉是车祸的那个女孩。而且现场我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车

祸女孩会非常快的好起来，当时我脑袋里甚至出现了她蹒跚学步，开始走路的模糊影像。——

山楂 2010-10-18 10:04:41 

回复：绿子10:55:32 我早上接到爸爸的电话，说亮亮（我家宝宝的小名）嘴巴里就

叽里咕噜的说话，不知道说什么。而且他醒的时间很长，这在以前很少出现。 2010-10-18 

11:29:43 

回复：绿子11:01:31 我刚刚接到代表我宝宝脑发育不好的姐姐电话，我真的忍不住想

哭。我一直认为我宝宝是有希望的，所以一直在努力，从宝宝出生以后，我是挤奶给他喝，

因为宝宝腭裂的原因吸力弱，不能直接喂他，我就一直挤奶，直到4个月带他全国各地治疗才

断。我体会到很多，我觉得宝宝是无辜的，他是在替我们在做他根本做不了的事情。我爱你

们！ 2010-10-18 11:34:34 

回复：我是脑瘫宝宝的妈妈，昨天晚上宝宝吃的很好，眼睛睁的大大的，在电话里我听

到宝宝“呼哧呼哧”的声音，我在电话里叫他，他中间还发出一声长叹，呵呵，我父亲说这个

小孩真是有意思，我心里充满了希望和感动，宝宝的爸爸虽然经历了灵力医学排列的全程，但

他仍然将信将疑。昨晚我躺在床上看《爱的传递》，看到臭脚的治疗，我赶紧一骨碌翻下床，

给宝宝爸爸打了洗脚水喷了一点点信息水（平时是没有这个待遇的，呵呵），1分钟不到那股

恶臭淡了很多，我使劲闻了闻，还有一点点味道。还有宝宝爸爸的胃这几天晚上也痛，昨天晚

上洗完脚他自己拿了一袋信息水和一个瓶子装信息水，过了一会，胃不痛了。很神奇。宝宝

目前还在千里之外的石家庄中医按摩针灸治疗，还没用上量子共振信息水，我想马上把宝宝

接回来。我妈妈明天从贵阳出发把量子共振信息水先带过去（石家庄）。晚上和宝爸商量，宝

爸要过去接宝宝回来，给宝宝一个温暖的拥抱。作为宝宝的代表也说了想要爸爸的温暖。我

们全家都会呵护上天带给我们的天使。特别是爸爸的。刚刚接到我爸爸的电话，宝宝凌晨4点

就醒了，嘴巴里“哇”“乌”的说。呵呵，我内心很激动，疑惑的同时相信着。 2010-10-19 

10:46:24 

回复：早上妈妈把量子共振信息水带过去了，在此谢谢妈妈非常辛劳的坐火车过去。喝

了第一口信息水，宝宝一逗一个笑。这几天的欣喜已经让我的神经处于不断的兴奋状态，感谢

大家，感谢你们的付出，感谢酷酷的忠正老师！ 2010-10-21 16:19:18 

回复：2010-10-21 20:09:53 老师，我再详细说说宝宝的情况，我怕漏了，老天没看

见。所患疾病：小儿痉挛，脑瘫，2度腭裂。病情描述（发病时间、主要症状、就诊医院

等）：患者男，目前7个月，出生窒息3分钟，抢救后有哭声，后在保温箱呆3个小时，第二天

发现拥抱反射异常，转入贵阳妇幼保健院重症监护室，惊厥，保温箱住19天，输脑活素，胞二

磷胆碱。3月能抬头，不能竖头，不能逗笑，不追物追声。4个半月有点头现象。宝宝现在临床

表现：7个月零7天，15斤左右，身长68公分。头围40cm。有腭裂。吃喝正常。大便正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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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物追声，偶尔能抬头，不能竖头，叫他没反应。身体软。嗜睡，无力、没精神。眼睛喜欢眯

眼，每天几乎睡18—20个小时以上。 曾经治疗情况和效果： 出生第二天开始治疗，吸氧，输

脑活素，胞二磷胆碱。42天到重庆儿童医院，蔡教授诊断为小儿生理性肌痉挛。开了一个补钙

的，叫我们观察，随时复诊。4个半月发现有点头现象。没挂到蔡教授的号，赶去河北一家按

摩医院治疗。在河北儿童医院复查脑电图异常，7月31日吃妥泰，8月15日控制住，9月9日北京

大学妇幼医院检查诊断小儿痉挛、脑瘫。排除代谢病。目前仍是不追物追声，不竖头，嗜睡。

身体软。目前妥泰每天70小粒，早晚35小粒。9月9日在北京大学妇幼医院诊断小儿痉挛、脑

瘫，医生劝我们放弃治疗。核磁结果：我宝宝核磁的描述：聠胝体薄，侧脑室扩大，中央白质

量少。TIW聠胝体压部未完全表现为正常的高信号，双侧大脑半球脑实质未见异常信号影，双

侧小脑半球及脑干内未见异常信号，DWI未见异常高信号。脑室系统未见明显扩张，中线结构

居中。核磁印象：符合HIE后遗表现，脑发育落后，白质髓鞘化落后，相当于3个月水平。脑电

图表现：异常脑电图，小儿痉挛。医生诊断：小儿痉挛，脑性瘫痪。目前治疗方法：每天妥泰

70粒。扎浮针，用鼠神经。按摩。现状：已有两个月没发作。头围增长较快，没有明显变化。 

2010-10-21 22:36:38 

回复：刚才接亮亮妈妈的电话，亮亮昨天夜里已经由亮亮的爸爸从石家庄的医院接回到

贵阳了。由于飞机晚点，回到贵阳已经凌晨2点多钟了。夜里宝宝没有睡多少时间。早上，妈

妈对宝宝说“妈妈要上班去了”，宝宝一下子就睁开了眼睛。现在把量子共振信息水放宝宝头

边、颈边，也喝。忠正 2010-10-22 9:33:09 

回复：回家后，用亲密育儿背巾经常背着宝宝，把妈妈的共振信息传递给宝宝。灵力医

学排列、量子共振信息水、亲密育儿背巾，三管齐下。忠正 2010-10-22 10:04:14 

回复：总结：10月16日下午给父母在深圳做灵力医学排列（宝宝并没带来深圳），17日

早上8点宝宝在石家庄医院醒了，有说话声了。 21日在石家庄喝上了量子共振信息水，笑了，

一逗一个笑。21日石家庄出院。 22日早上2点多（飞机晚点），从石家庄医院回到贵阳父母身

边。忠正 2010-10-22 10:12:49 

回复：再补充一下早上的情况，因为飞机晚点，昨晚亮亮睡了不足一个小时，早上7点半

喝完奶他就呼呼沉睡，我8点半上班之前先亲了亲他，他似乎不愿意有人打扰他睡觉，小嘴巴

撇了撇，我就说：“妈妈上班去了，等下就回来啊。你乖乖的。”他一下就睁开了眼睛，到处

看。（可惜暂时还不看我，呵呵），我觉得真神了，昨晚几乎没怎么睡觉的我感觉又来精神

了。刚刚接到妈妈电话，现在宝宝居然还在玩，这个小家伙，呵呵，精力比我们都还好阿，我

都呵欠连天了。我爱我的宝宝。绿子 2010-10-22 10:24:10 

回复：这个就是被异常的灵力场控制住了，把异常的灵力场纠正了，人马上就恢复正常

了。每个宝宝本来均是天使。忠正 2010-10-22 16:07:12 

回复：亮亮昨晚又笑了一次，我觉得人在做，天在看。老师是在挑战人类传统的思维

方式，我们读了20多年的书，没有一样是和你的研究沾上边，所以…… 绿子 2010-10-23 

11:24:20 

回复：刚刚喂亮亮去了，他喝了150多毫升，呵呵，一会功夫就吧嗒吧嗒下去了，更好笑

的是喂他水的时候，他憋着脸在用劲，我猜肯定干坏事了：拉粑粑了，嘿嘿，赶紧一看，果然

是。还发出：嗯，嗯的声音。现在睡的好香。下午和我妈妈和宝爸，带宝宝去游泳，晒太阳

去。我爱他们。绿子 2010-10-23 12:45:38 



76灵排

回复：宝宝这两天痰比较多，我把两瓶信息水放在宝宝的肺部，现在还没有明显的改

善，咨询老师后说是异常的频率造成有痰，我好心急，希望宝宝能有新的变化，现在宝宝头还

不能竖立，叫他没有明显的反应，也还不会追物追声，醒的时候逗他不会大笑，偶尔会很腼腆

的笑，这样的腼腆的笑也很少。宝爸和我妈妈也不是很相信，但他们是很爱亮亮的。在此留

言，我会记录用信息水点滴的变化。不管怎么说，老师带给我了希望。我祈祷。绿子 2010-

10-25 16:40:58 

回复：从以上留言可以看出，你今天描述的状况不如前几天，你的心急（焦虑）、宝爸

和你妈妈的不信任这样的情绪传递给了宝宝。你可以看一下书《爱的传递》中有关《亲密育

儿》相关的章节。忠正 2010-10-26 7:01:04 

回复：我宝宝刚才又笑了，我给他换尿布摸他肥肥的大腿的时候，还是不断地腼腆的

笑，呵呵，好爱他。而且我发现他的腿好像比以前灵活些，躺着的时候移动的范围明显比以前

宽了。头感觉有一点点进步，我给他洗脚的时候他的头靠在我胸前，感觉他左右移了很小很小

的距离。呵呵，这也算是天大的进步了。痰也少了，几乎没有了，前几天喝奶的时候还喉喉

的，今天晚上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上次向老师反馈后，这两天我用共振水涂他的喉咙处，

除了喝共振水，也不间断的往嘴里喷量子水，这也是老师教的，今天居然就没了，再一次感觉

到量子共振水的神奇。绿子 2010-10-26 21:57:04 

回复：北京大学妇产儿童医院，也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010-10-26 22:41:48 

回复：我们看的还是林庆，全国神经学会的主席。有70多岁了。也是泰斗级了。 2010-

10-26 22:42:37 

回复：在重庆看的也是西南片区的权威。 2010-10-26 22:47:35 

回复：当时说放弃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没多大反应了，因为宝宝从出生去医院，几乎每

家医院都劝放弃。所以我们就想去最好的医院看，想是否有奇迹，但是没有。然后我们就寄托

河北的中医，结果3个月也没看到明显的疗效。我绝望的时候我知道了您的信息。所以周三知

道，我周五就赶过来了。我现在心里真是充满希望，这是我7个月以来最好的状态。你不知道

我简直是要崩溃了。 绿子 2010-10-26 23:02:51 

回复：22:07:01 刚刚宝宝睡了。之前给他洗脚的时候他又笑了。 2010-10-28 6:28:50 

回复：昨天开始，我们不打算用鼠神经了。下午的时候，宝宝没怎么醒，老公就说没醒

是因为没打鼠神经的缘故，我就说我们再观察观察。晚上，我再一次和老公说到信息水的事

情，他总算承认一点这信息水的神奇了，原因是因为宝宝喉咙的痰，前几天宝宝的痰呼噜呼噜

的，向老师咨询后，就不间断地把信息水喷到颈部，一天半的时间喉咙居然就没声音了。我们

曾经为这个痰费了很多周折，在河北治疗的时候去医院输了大概半个月的液，当时拍片是支

气管肺炎，先在儿童医院每天输液，输了9天，没住院。好了一点，但没痊愈，我就在家吃中

药，吃了一个星期。也是缓解症状。因为喉咙有痰，西医判断是有炎症，也会影响中医针灸的

治疗。就决定去大医院住院治疗，当时用了比较好的消炎药，加上雾化和吸痰，住了8天总算

是好转了出院。这次老公也准备联系医院去做雾化和吸痰的。呵呵，现在不用了，因为吸痰要

用管子插进喉咙里，宝宝是非常难受的。这几天宝宝痰没了，但喝奶和喝水的时候有种“呼

呼”的声音，和老师沟通后，用傻瓜式治疗：拿量子水用用看。我发现我又开始着急了，虽然

才短短两个星期，宝宝起初每天都会带给我们惊喜，我现在好希望好盼望宝宝能把头竖得稳稳

的，然后叫他的时候他会朝我们看，呵呵，我就开心得不知道姓什么了。如果再朝我们开心的



第四章 灵排记录69例（有录像）

77

笑，我就要飞上天了。盼望。绿子 2010-10-29 10:06:25 

回复：老师这两天在排列，细心看了留言，心里又是一阵激动，很可惜没有机会来参加

排列。错过那么精彩的人生。昨晚，接到云南一脑瘫妈妈的电话，她对排列很不理解，没有任

何感觉。但她相信共振水，询问了我用共振水的情况，我如实说以后，她决定买些共振水回去

试试。她的宝宝也是很可爱的，为了这个孩子，云南妈妈跑遍了全国各大有名的医院，云南，

成都，上海……我听了心里沉甸甸的，也有些感慨，突然明白老师说的话，即使是口口相传，

灵力医学也是不易传播的。因为毕竟是看不见的东西，大部分人也只相信眼睛看得见的东西。

就像我老公已经承认这共振水的神奇，但他仍然没有任何信任的感觉，所以也只是等待观察。

现在也只有用宝宝逐渐健康起来的事实说话。宝宝得的病是现在医学的难题，要想好是奇迹，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既是充满希望，又是焦急忧郁。这几天我已感觉到自己的焦急，远不如刚

用共振水的那段时间，我很渴望宝宝每天就有新变化，然后赶上同龄的孩子。让我享受做妈妈

的幸福感受。从出生到现在，给我寄予希望的一是河北的中医，因为看到过她治愈过的宝宝，

现在和健康孩子无异。然而我宝宝治疗3个月，没有大的变化，所以在绝望之中遇到了忠正老

师。忠正老师是我第二个希望。尽管西医、中医在宝宝身上没有体现出效果，但我始终没有想

过我的亮亮会不好，从来没有，即使是梦中我也是梦到亮亮大些能翻上翻下的情形。我相信，

曾经我的QQ上的签名是：老天看见我了吗。现在我相信老天看见我了。老天，让我创造一个奇

迹好吗？心佑苍天。绿子 2010-10-31 17:28:53 

回复：再补充一点：喜事：我姨妈前天做梦梦到亮亮好了，很聪明，雄赳赳的朝她走过

去，我在梦中说让我姨妈抱亮亮，姨妈说她很久没抱孩子了，不知道还会不会抱，结果一抱着

亮亮，亮亮的鞋子就弄丢了，怎么找也找不着，我姨妈还找人开车到处找也没找着。正在找鞋

子的时候，就接到我妈的电话了，把姨妈吵醒了，巧的是我妈就是让姨妈给亮亮打几双毛线

袜，因为以前打的袜子怎么找都找不着了。梦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我妈就想让姨妈打毛线

袜，姨妈梦中就梦到亮亮鞋子不见了。呵呵。我也相信梦能与四维空间相连。姨妈的梦也给了

我一点信心。忧事：再报告一下亮子这两天的情况，这几天亮子睡觉睡的很熟，经常在梦中

笑，而且还笑出声音来，持续的时间也长，也经常哭，哭的时候我在一旁看着难受，就想叫醒

他，但怎么叫怎么摇也摇不醒。我真害怕他是在梦中和梦中人玩的开心，又舍不得梦中人，不

回来了，我立刻想到当时排列我怎么喊亮亮，亮亮都不理我的情形。老师，是亮亮和梦中人在

交流吗，我这个做妈妈的可以做些什么呢？还有我的情绪已经明显焦虑起来，我怕会影响到亮

亮，怎么办呢？ 绿子2010-10-31 17:43:54 

回复：一天中婴儿的睡眠时间本来是很长的，这不用担心。在睡梦中，就是同四维空间

在沟通，没有必要惊扰宝宝。除非年龄大一些，宝宝有了自己的明确的思维意识，遇到噩梦时

才叫醒。忠正 2010-11-1 7:34:09 

回复：这几天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没有更多的精力来这里留言。知道大家都很关

心宝宝，我心里很感激。谢谢你们！有那么多人的关心，我相信宝宝会更好更快的好起来。前

天晚上，宝宝从8点多喝完奶一直玩到凌晨3点，因为宝爸单位上的事情晚上没有回家，宝宝也

一直睁着大大的眼睛到处看，我搂着他，我感觉到他的脚比以前有力了，他的脚不停的蹬我的

腿，象青蛙一样，活动范围明显的大了，不知道是不是在等他爸爸回来，呵呵，我就对他说：

不要担心爸爸，你赶紧睡吧。后来又喂了他一点奶，他才慢慢睡着。小家伙，还会操心了，呵

呵，我爱他。 昨天公公婆婆过来，晚上也一直和亮亮说话，亮亮很精神，婆婆抱着他，他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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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会看一眼，估计有半秒钟，亮亮还有一个小变化，就是拉屎。每次他要准备拉的时候，他会

全身用力，小脸憋得，小嘴也撇着。这时候你要抽他粑粑，他就会很安静，很享受。靠在我胸

前。如果你不知道，他会嘴巴里叽里咕噜的，昨天还叫起来，当时我准备给他做按摩，他就

叫，后来反应过来是要拉粑粑了，才赶紧抽他，一抽他，他立刻没声音了，马上老实。呵呵。

笑得我们。我还发现每次晚上给他脱衣服以后，他很开心，他似乎喜欢穿很少的衣服，昨天睡

觉前给他脱衣服，还剩一件棉毛衣裤，我就抚摸他，他笑哦，开心哦。感觉宝宝现在醒的时间

越来越多了。晚上回家除了吃饭就要陪他玩，直到12点，还要看他心情，心情好12点喂完他都

还精神，昨天就这样。比我的精力都还好。 我现在就希望他的头能更稳一些，眼睛多看看我

们就好了。绿子 2010-11-3 11:27:57 

回复：另一件事情，我昨天和婆婆交流，才知道婆婆养母的兄弟的曾孙女也是脑瘫，现

在已经10岁，智力相当于5岁，婆婆还说这个孙女无精打采的，还学了学她的样子，我当时心

里一惊。亮亮也是无精打采的，样子很像。我想这就是家族的力量吧，是不是要我的亮亮去

纪念某个人，或者要我的亮亮去偿还什么，我想继续再了解情况。问了问兄弟对养母好不好

等，但婆婆似乎不愿意再说，也就没细说这件事。 晚上，我在担心在亮亮的身上会不会还会

有家族的力量，因为当时排列倒下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老师，您觉得呢？ 绿子2010-11-3 

11:30:30 

回复：上班期间，本来是准备静下心努力奋斗的，结果内心的喜悦让我又忍不住来到这

里。这里似乎已成为亮亮成长的一个平台。也是我作为妈妈面对自己内心的一个窗口。中午，

我用软皮尺子量了亮亮的头围，发现长了，41cm。囟门也还有一个小小坑。这是个巨大的喜

悦。我很感激大家。我怕有误差，特意找了以前专门量的尺子，量了很多次，如果没记错的

话，亮亮回来的时候我量过，40cm。因为亮亮头围停留在这个40cm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初

在石家庄头围增长很快，3个月的时间长了4cm。但后来就没怎么长了。都说年龄越大就长得越

慢。我也曾经担心过这个问题。现在，呵呵。那么多天，不知不觉我已忽略了西医的这些很多

评价指标，这些指标是没有感情的。我也知道这些指标来说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不用测我

就知道是打击。重要的是我现在在亮亮身边，我想得最多的是怎么和他多说说话，怎么让他得

到更多的关爱。其实过程中我已经慢慢体会到当妈妈的幸福。曾经接触过心理学，知道接纳的

重要性，但我也明白接纳真的很难，但现在我就觉得亮亮宝贝就是我的孩子，我爱他，谁也抢

不走。希望也是在接纳的基础上出现的。排列对我的影响不是一时的，是慢慢渗入到我心里

的，短短20天，我内心的安定给了我答案，因为这几天发生了一些事情，如果是以前，我是不

会有这个状态的，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我真的很感谢老师，感谢参加排列的大家。绿子 

2010-11-5 16:59:13 

回复：再说说具体的，昨天亮亮又是从下午4点吃了奶以后玩到晚上11点多，喂他的时候

他总算是玩累了，睡了，我才得以坐在电脑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还得加加班。1点半，我

突然感觉要为老辈再烧烧纸，我便在凉台上很虔诚的磕头烧纸。已经很夜深了，我一个人在凉

台上作这样的事情，我真感觉还有点害怕。但做完以后我心更稳了。我又亲了亲熟睡的亮亮，

他眨巴眨巴眼睛居然醒了，我心想：这下老火了，我可是明天还要上班啊。我就叫他，他看了

我一眼，再一眼，再一眼。而且朝我喊他的方向扭了扭头。呵呵，我真的很兴奋，我感觉他能

明白我说的话。然后一直很精神，我又喂他，2点多他又叽里咕噜说话，一声接一声。他又拉

粑粑……接近3点，我实在太困了。我握着他的手，睡着了，灯也没关，也不知道亮子什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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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睡着的。今天中午回去他倒好，喊都喊不醒。另外，昨天晚上我抱他的时候发现他的头能稳

住3—4秒了，但喜欢往左边偏。3—4秒过后头就往后仰，他向下弯腰的时候，自己想抬起来，

但还是没有力气，我试着没有帮他抬头，起来的时候他的脸都憋红了。对了，老师，亮亮的粑

粑比较干，每次都是鹌鹑蛋大小，很硬，蔬菜和益生菌，清火的每天都在喂的。而且很明显这

几天数量增多了，尿液比较臭。有点药的味道，说不好，又象医院输液的味道。这个说明什

么？绿子 2010-11-5 17:01:03 

回复：经常接到这样的反馈，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一段时间后，曾经使用过的药味从小

便、大便、皮肤中排出来了，这样排出后才能完全恢复共振频率。西药本来就是一个紊乱频率

的载体，会干扰人体的共振频率。忠正 2010-11-5 17:15:10 

回复：根据你提供的反馈，我利用数字给你分析一下——“最初在石家庄头围增长很

快，3个月的时间长了4cm。但后来就没怎么长了。”，3个月就是90天，长了4厘米，折合每

天长0.044444厘米。经过灵力医学治疗后，20天时间长了1厘米，那么每天长0.05厘米，后者

0.05厘米已经超过了前者0.044444厘米。而且是在“年龄越大就长得越慢”的基础上，这也提

示，异常的灵力场确实得到了解除。忠正 2010-11-6 7:05:05 

回复：绿子：你接受了灵力医学排列、量子共振信息水、亲密育儿背巾，并且一直反馈

宝宝的成长过程，让我们能看到整个过程，方便我们指导你每一个有效的后续处理方法。功夫

不负有心人，现在你宝宝一天比一天好转。祝贺你。 2010-11-6 7:37:22 

第3589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0-18 18:07:08

下午第一例，新妈妈为宝宝处理脑部问题。案主很干脆地挑选我做宝宝的代表。刚站到

她对面，我就止不住地向后移动。随着其他代表上场，我开始把头仰着或歪垂着，浑身没劲摇

摇晃晃，好几次在场上原地踉跄打着圈。躺下很多人，我一直觉得找不到地方可以休息，很

累，头晕晕，好多次快要跌倒，总算旁边会有人过来搀扶。甚至，还感到咽喉至颅腔内，似有

一股气，发凉。后来知道那是空荡荡的，缺少了什么的感觉。尝试着想数数倒下的人，可是竟

然数不清。脑子里混乱一片，就对老师说我面前的人太多太多，多到不计其数，我很想安抚他

们，可我明显做不到，我太过弱小。然后我移到墙角，那里睡倒的人我很关注。她斜扯着身

体，我试图搬动她让她舒服些，但遭拒绝，于是只好以手相握。她开始反应不太大，后来却死

死拽住我，说我是她的孩子，不会撒手。（后来知道那是孩子的姥姥）我慢慢也喜欢上了缠着

她的感觉。随着时间推移，案主夫妇开始进场，奇怪的是我对妈妈的呼唤和话语找不到任何感

觉，一丝一毫都没有；如果爸爸开口会好些。终于姥姥觉得应该放开我了，姥姥在确认了夫妇

俩能够给我足够的关爱和保护之后，让我自己选择是否离开。生离死别的情绪一瞬间充斥了整

个脑海，泪水和哀嚎汹涌而出。我知道自己该回归到新的家庭里了。这个个案中，总是感受不

到来自父亲的声音和力量，而我最需要的就是它。最后我对父亲说要关注我，多给我爱。 

回复：在这个个案里，我是宝宝妈妈的代表。第一次做代表睡着了。以往别人都说我是

很少躺下的那个。这个不但躺下了，还睡着了。一直在睡。无力，看不清场上在做什么，根本

无法清醒。也对宝宝的爸爸没感觉，都忘记哪个代表是宝爸的代表。感觉睡了好久，迷糊中一

个人说她代表什么脑部发育。她一说话我立马清醒，爬起来去看她。她说她代表脑部发育。真

是神奇，代表什么的都有。中间我没什么感觉，觉得模糊不清，但也不想躺下睡觉。后来墙角

里有老奶奶拉住了宝宝，说是她的孩子，不肯放手。还没搞清楚，一个女的又摇摇晃晃的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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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都挤在一起。宝宝的妈妈，爸爸，我和宝宝爸的代表都跪在了这两个人面前。老奶奶一

直不肯放手。宝宝也对老奶奶感情很深，不愿离去。我想对那个凑过来的女人说对不起，老师

递给我话筒，我看着她的眼睛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爸爸妈妈也跟着我一起说对不起。

这个代表离开了，躺在一侧睡去了。老奶奶在流眼泪，手还是不肯放开。抓得紧紧的。我跟她

说了好多，我说你放心，指着妈妈说，她会照顾好宝宝的。老奶奶问凭什么这么说。我说，她

给了宝宝生命，是她生下宝宝的。这辈子她是宝宝的妈妈。老奶奶似乎在想什么，但还是不放

手。她说她想听爸爸说话。此时我也意识到爸爸没有从里面迸发出力量。爸爸的说话浮在面

上。但我一直想不起来哪个代表是爸爸的代表。爸爸一直跪着在说话，给老奶奶承诺会照顾好

孩子……最后老奶奶心软了，说让孩子自己决定。孩子的泪水一下子流下来，伤心不止。我轻

轻扶着孩子的肩膀，这次老奶奶和孩子都没有抗议。好半天，孩子慢慢松开了老奶奶的手，回

到了妈妈身边。我们都大哭起来，一起跪下给老奶奶磕头。看海 2010-10-20 15:46:49 

第3585条留言   留言者：绿子   来自：贵阳   时间：2010-10-18 11:43:31

我婆婆的确是一年没给他妈妈烧香了，就是宝宝的太祖母，婆婆说和她的生母没有感

情。婆婆还有一个养母，我和我婆婆说她给予了你生命，她其实很想你的。所以抱着宝宝不

放。婆婆的养母后来也舍不得宝宝，也抱着宝宝。她们是想念你。我婆婆说今天就烧纸给生母

和养母，让她们放心。我们也要在心里想着你们的。让他们放心，我和老公会孝敬父母，疼爱

宝宝。自己注意身体。 

回复：绿子，在这里我想和你分享我近半年来对“孝”的理解。我以前以为，孝就是孝

敬在世的父母，不在世的父母中的那一位好像心中自然就少了点牵挂。而近半年开始了对佛法

的学习，同时参加了堀尾老师的排列，并频频上场做代表。发现，“孝”好重要。老古人说

“百善孝为先”，真实不虚啊。首先，要孝敬在世的父母。他们辛苦一辈子就是为了我们长

大，且幸福快乐；无论父母以什么形式去表达，宗旨始终不变，那就是对我们的爱。孝敬父母

有几个方面，孝其养、孝其心、孝其志、孝其慧。其次，要孝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父母、以

及父母的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也就是我们的祖辈祖先们了。因为一个好简单的

道理。我们的父母是他们父母的孩子，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他们也一样，哪一个孩子不开

心了，他的父母就不开心了，不知谁就要挨惩罚了。有一代的父母没有被关爱好，他们回来找

我们帮忙——也就是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包括一些疾病——为的是提醒我们有事要做了。所

以，孝父母敬祖先很重要。还有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健康搞好，生活好，工作好，子女教育好等

等，都是孝敬父母。这个话题太大，慢慢领悟，有机会慢慢交流吧。祝宝宝早日康复！沁心 

2010-10-19 11:24:36 

回复：你是在我个案里代表祖母的姐姐吗？你说的很对，要孝其心。这几天我也领悟很

多，包括对长辈的尊敬，每年对祖宗的祭拜，这些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是中国的文明。我以

前很懵懂，现在觉得生命是父母给的，我们要充满感激，充满感恩。对我们的周围也要充满关

爱。老师的排列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我会努力。我会坚持。 2010-10-19 19:26:26 

第3629条留言   留言者：绿子   来自：贵阳   时间：2010-11-6 11:30:39

我是绿子，是宝宝妈妈。因为留言往前面找太难找，我开个新帖方便留言。老师，不好

意思，我是昨天中午亮亮睡着躺在床上的时候量的，左量右量是增长了1cm，我昨天晚上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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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量了一次，这次是亮亮醒的时候，抱着头立着的时候。这次重复量了几次，是长了0.5cm，

20天应该是长0.5cm。更正一下。宝宝一直在进步，昨晚回家听到公公婆婆说亮亮下午能跟着

声音找方向了，他们在左边捏小鸭子，他就朝左边看，朝右边，亮子就朝右边，鼓掌，亮子也

能朝着看，我简直太激动了。呵呵。我赶紧捏小鸭子，可以这次没看。我问公公婆婆是看了几

次，说看了很多次，我想亮子应该是有这个意识了，因为前天晚上他是的确看我了的。继续努

力！ 谢谢老师，谢谢你们！ 

回复：我太激动了，先留个言。绿子 2010-11-7 0:55:16 

回复：其实，前几个月，你家宝宝头围是有水分的，不太真实的，因为那时在打头皮

针，不断水往里面灌，加上药物残留，由于渗透压的作用药物会滞留水分。现在停止头皮针注

射后，现在的头围是真实的。而且前几天在停药、且排出残留药物后，应该头围略缩小（回复

到正常状态），以前的数据，只能供参考。西医的治疗有时是很不科学的。忠正 2010-11-7 

8:11:00 

回复：老师，最近打的头皮针并没有用药，是2厘米左右的针斜刺在头皮上，每次会扎

3—6针，每次保留24小时以内取针，每次扎完以后感觉头皮会松一些。因为宝宝4个多月去

的，正常长的话也是速度会比较快。这个针最初是也是用来除病痛的。其实我也很感谢石家庄

的中医，因为当时她带给了我希望。 昨天听我公公说亮子脖子能竖立20秒了。加油！感谢老

师，谢谢大家。绿子 2010-11-7 17:47:31 

回复：另外，昨天晚上我爸在家乡找了一个很懂易经的大师给亮亮算，说完生辰八字。

我爸什么都没说，这位大师就说亮亮脑部有问题。然后需要做佛法。我爸就说我去过深圳，说

是可以看到前辈的人，说已经放手了。并用了量子共振信息水。这位师傅就说你女儿找对人

了，找到根本了，那就不用做法事了。这个法事做起来还比较麻烦。我当时很激动，赶紧给忠

正老师打了电话。我告诉他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师傅说的和老师排列的一样，太神奇了。老师

说宇宙的信息都在我们身边的，只是每个人还原的方法不一样。 老师，从信佛的角度说，您

做的都是解救痛苦，普济众生的善事。加上现在的吃素，跟佛书上说的一样。佛法在人间，

老师，一定不要放弃您的事业，不管遇到什么不理解，一有机会我就会争取来深圳的。 绿子

2010-11-7 17:53:06 

回复：老师，就是亮亮的大便比较干，每天有3—4块，鹌鹑蛋大小，很硬，黄绿色。我

加的有蔬菜粉，今天也喂了点香蕉。可能也给他最近换了奶粉有关，唉，每次他大便的时候全

身都在使劲，我用信息水喷了屁股，现在打听到宝宝这样可以用开塞露。我在犹豫，是在等

等看还是有其他办法？他的尿味道今天我闻了，没有以前那么浓烈了，但还是有臭味。绿子 

2010-11-7 20:52:37 

回复：老师，亮亮大便很干，今天差点要脱肛了，我用了一点开塞露。唉，怎么办才

好？绿子 2010-11-8 19:59:59 

回复：多喝普通水。另外使用共振水。忠正 2010-11-8 21:52:49 

回复：修炼和悟道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修练的境界低，而悟道的层次高，“高功贵

悟”，悟其实包含了炼的过程。修道可分为灵修与傻炼两种类型：傻练，指常人的修炼方式，

常人因为不具备那种较强的思维，跳跃能力和领悟能力，所以只能靠练，借助于某种具体方法

来进行刻苦锻炼，以达到入定，慢慢挖掘自身潜在能力，这些能力即所谓的智慧。灵修则是指

那种先天禀赋极高、天生就具有广阔胸怀、气吞天地的气质和仁慈宽宏的心地的人。这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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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属于思索型、幻想型和灵悟型，他们善于分析每一个生活境遇，但不留恋于任何一个生活

境遇。他们喜欢看清每一种世态，但不投入任何世态，只是看清本质，找到规律。他们的修练

是对世俗对人生的修练，是全方位的修练，他们常常是靠对问题的苦思冥想来入定，在灵感中

应付世事，所以他们常获得圣人、至人的称谓。这种类型的人很少，他们在自身不断彻悟中，

获得智慧，并且不断的用这些智慧来度化世人，这就是他们的修练途径。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师

父使用不同方法度化世人，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悟到了许多人生的真理，另一方面，世

人因为不具备那种先天禀赋，所以需要一步步地随着修炼方法提高而循序渐进，从而通过身体

的质变来达到心理的变化。人，一方面自已练，重要的还是给别人带，人生能有时空点上遇到

这么几个点化你的人，为终生有幸。绿子 2010-11-9 21:36:55 

回复：今天我郑重向宇宙下了订单，希望亮亮能在2010年11月30日以前头能竖立得稳稳

当当的，眼睛能随时追物，我叫他他能朝我笑。让宇宙的能量为我的愿望服务吧，谢谢浩瀚的

宇宙，谢谢您！绿子 2010-11-12 14:57:44 

回复：亮亮的大便还是依旧很干，已经用了两瓶开塞露了，继续用老师教的方法：加大

喝水和喝信息水的量，用瓶子按摩肚子。我的心情这两天也不是特别好，忽上忽下的，此刻脑

袋里一团麻，肚子也不舒服。也许是前段时间情绪太好的缘故，现在在低潮期了。接受情绪

吧。遗憾离深圳太远，目前只有暂时关注留言看排列的情况了。绿子 2010-11-12 15:07:22 

第3630条留言   留言者：绿子   来自：贵阳   时间：2010-11-6 11:36:04

还有，老师，放在亮亮头上周围的信息水4个袋子，今天早上起来全是水，亮亮头上也是

水，后来我把睡热的放在颈部的信息水袋子搁在头下面，我刚去看，一摸也是细密的汗水。记

得有天早上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袋子里的水我怎么观察有没有

变化？ 

回复：这是你宝宝整体情况好转，新陈代谢旺盛了，出的汗水，加上现在温差大，出的

汗蒸发后，再遇水袋，冷凝到水袋上形成水珠。温差大时水珠明显。忠正 2010-11-7 8:05:28 

第3665条留言   留言者：绿子   来自：贵阳   时间：2010-11-14 23:35:39

刚刚接到妈妈的电话，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见亮亮头竖立得很稳了，梦

中是我抱着亮亮，头竖得很稳当，左右看。我很激动，赶紧让妈妈看，妈妈看了就说这就和正

常小孩一样了，妈妈也是激动得不行，高兴得不行。我刚刚接到电话，电话里妈妈的声音都还

是很兴奋的，这是我妈妈，亮亮的外婆第一次梦到亮亮的情况，一个星期前我也做梦梦到亮亮

会走了，摇晃着，还穿着那件黄色的毛衣。我告诉妈妈我的梦境，四维空间是和梦相连的。呵

呵，我知道梦与四维空间相连，也许是四维空间提前让我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是这

样。昨天晚上给亮亮洗脚的时候亮亮自发的笑了，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大笑，张开嘴巴大笑，

我，阿姨，还有公公都看见了，都被亮亮的可爱逗笑了。写到这里，我又想哭了，真的很不

容易，从最开始的绝望到希望，到现在的慢慢期待，亮亮在变化，我也在变化，全家人都在变

化，昨天我报了一个吸引力的函授学习班，我刚向宇宙下了亮亮“头竖立”的订单，昨晚妈妈

就梦见了。我不相信这是巧合，这是一种感应，一种来自亲情的感应。感谢所有我遇见的人，

我感谢老师，感谢你们。真的，内心充满了感激，也充满了难以表达的情感。我相信佛家的因

果，我相信四维空间的灵性，我相信周围善良的人，我刚学会一点点，也才了解一点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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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谢谢EYE对亮亮大便干的留言，我刚刚就喂了点亮亮苹果泥。呆会再打点苹果汁。我的内

心同样也会有浮躁，也会有对比，上前天淘宝网上打折，当我看见母婴用品的时候，我意识到

内心有一丝难过，潜意识里对孩子的病还有排斥，在内心深处我希望亮亮一直都是很健康的，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有不甘。这是这两天感觉到的，我不希望自己这样，然而念头依

旧存在。所幸的是内心坚信的力量更是无穷大的，既然上天让我遇到我遇到的一切，那么就让

我痛苦而有痛快的接受。遗憾的是近期不能参加排列。我空落落的。力量也在减弱，呵呵，老

师，再多给我点力量！ 

回复：祝福绿子，真为你开心！！！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身在各个地方，但我们都是

有福有缘的，亮亮会越来越好的！青岛雪莲 2010-11-14 23:50:40 

回复：绿子，你真坚强！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我很佩服你理解你！与道相连，会获得天

地间的力量！祝福你！我们在深圳，确实太幸运了，可以每周参加排列。每次排列作代表都在

清理自己。看海 2010-11-15 8:22:15 

回复：是啊，很羡慕深圳的同学可以常常回去排列，我也会尽可能的回去！亲爱的绿

子，还有要跟你说的：对于孩子的生病，一定要全然的接纳，他考验的是你的无条件的爱，抗

拒是一种负面能量，会强化你所排斥的信息，就如吸引力法则量你心念里想的最多的信息就会

被我们吸引来，像排列中，我们说我尊重你的命运，其实也就是一种接纳。绿子加油，我们爱

你爱亮亮！排友们加油！我自己加油！感恩忠正老师，所有的生命中路过的人。青岛雪莲。 

2010-11-15 9:13:10 

回复：谢谢雪莲，谢谢看海。有那么多人关注亮亮，我相信亮亮会更快的健康起来，每

天来这里已经成了习惯，也是我慢慢成长的过程，雪莲，全然的接纳是最神奇的力量，呵呵，

我正在感知感悟，谢谢你的关心。也很欣喜看到你的留言。看海，参加排列好似一个窗口，把

我的人生都打开了，道家，佛家，灵性，殊途同归。感悟吧。绿子 2010-11-15 12:07:18 

回复：绿子恭喜你！恭喜亮亮！愿早日见到你们出现在深圳！ 沁心 2010-11-16 

10:40:30 

回复：祝福绿子！我们等着抱宝宝！ 丽丽/放下爱 2010-11-16 12:14:13 

（24）右眼内有黑影晃（虾和青蛙）（广州）

第357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16 22:03:32

2010年10月16日，第四例，（20101016D），灵力医学排列处理右眼内有黑影晃（虾和青

蛙）。案主讲，她的右眼内有黑影晃很多年了，她的妈妈也是眼睛内有黑影晃很多年了。黑影

有2个，如“7”字，或者如“厂”字，不过是直角拐弯的。排列中场地上出现2个人躺地上，

腿直角向上伸，案主说，她眼睛里晃的黑影就是那样的。后来他们躺着的2人说是“虾”，一

对虾。排列中又出现了2个青蛙，但不大能肯定是青蛙。随着排列的进行，出现案主的父母关

系不好，父亲也不关注案主，母亲也不关注案主。父亲也不关注这个家。后来父母和好了，但

母亲感觉没有力量。随着排列进行，出现的那个“虾”变成了外公了。案主突然说，外公养了

2个侄子，但外公后来被2个侄子打倒在水田里死掉了，当时案主的母亲是6岁。排列中外公、

外婆变成了“虾”了，而那个疑似青蛙的，确实是青蛙，是2个外甥变成了青蛙。最后让青蛙

向虾道歉。排列结束，案主还没有离开座位，就说眼睛里晃的黑影当场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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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在这个个案里，我代表的是其中的一只小青蛙，开始的时候还是蒙蒙的，只是跟

随灵力场的作用一直在移动，但是对自己的身份始终无法感知。一直到后来，两个代表躺倒在

地上，尤其是沁心代表的那个，一直把两只脚高高的翘起，乐人突然说“看到”她是一只虾，

而且有着很长的触须，他话音刚落，大家一片哄堂大笑，我下意识的冲出一句话“她是虾，你

就是青蛙”，大家又是一阵大笑，因为乐人的体型有点圆润，小肚肚有点微凸的感觉确实和青

蛙有点相似之处。然后我就发现，在场上，我总是跟随他行动，老是和他挨得很近，大家都说

他是大青蛙，我是小青蛙，哈哈哈。忠正老师的排列真是太新奇刺激了，各种角色都在这里汇

集，每次做代表，都能体验到不同的感受，事后回味起来，总是不自觉的笑出声来，想到排

列，心情就十分的畅快。——山楂 2010-10-18 9:21:23 

回复：再补充一点就是，有一个时段里，现场我们除了两只虾以外，其他的代表都自动

呈现出半圆形的形状圈住了两只虾在的区域，老师当时问我们像不像一张网，我现在突然想起

来，也可能是池塘，而不是网。虾和青蛙的关系应该是案主外公和其侄子之前某一世的化身，

这和佛经上讲的因果轮回完全一致。——山楂 2010-10-18 9:39:34 

第358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17 21:47:45

（25）1、2010年10月17日，第一例，（20101017A），高血压20年（前辈饿死）。 

（26）2、2010年10月17日，第二例，（20101017B），在美国发生车祸后全身瘫痪。 

（27）3、2010年10月17日，第三例，（20101017C），头痛、浑身痛十多年（北京）。 

（28）4、2010年10月17日，第四例，（20101017D），心脏三尖瓣关闭不全（三妻一妾

一丫鬟）。

（25）高血压20多年（前辈饿死）

第358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17 22:52:28

2010年10月17日，第一例，（20101017A），处理高血压。排列开始，有人在场地上不断

转圈，似乎在寻找什么人，问案主是否家里有失踪的，案主回答，父亲是别人放田地里，被别

人捡到收养大的，其后父亲不断寻找亲生父母。案主的代表的背后总是躲着一个人，左腰部

位，即肾脏部位，被那个人压着，而他一直那个部位腰痛（而且血压也是由肾脏调节的）。有

人不断在一位躺倒的人身边转圈，那人感觉一股血冲向头部，头痛欲裂。案主说他的症状就是

那样。案主的代表躺倒时，有一个人压着他的腰部，另外一个人压着他的腿部，案主说，他躺

倒时就腰痛和腿疼，坐起时，那两个人就没法压腰部和腿部，就不疼。随着排列的进行，好几

个人说肚子饿，并且感觉吃了东西后一直吐，感觉是吃了供庙里的、已经腐败变质的长了很多

虫子的食物，不断吐。几位饿得奄奄一息。案主说他的养父母就是曾经讨饭的，饥饿难忍。那

些代表说饿，要吃有红薯叶的稀饭，希望案主带给他们，原来是饥荒年代，饿死了不少前辈，

前辈还希望他们能带一些如被子能盖的东西，原来这是在饥寒交迫中死去的。后来案主向一直

躲在案主背后的压着腰的前辈说“你好可怜啊，我看到了你艰苦的生活，我会常来看你”，并

且答应她会带上一些红薯叶粥去看她，于是她安息了，不再压在他的腰部了。 

回复：刚才从看海电话中得到消息，今天早上看海电话给17日我排列的那个高血压的案

主，排列后，案主腰痛、腿痛完全消失了。但血压还没有去量。忠正 2010-10-26 1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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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案主自己反馈：玩童(1339036**) 12:14:11 我今早测血压：130/90，很正常啦！ 

2010-11-3 12:18:59 

第3590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0-18 18:08:07

2010年10月17日上午第一例：处理二十多年的高血压。饥荒年代的祖辈，惦记着简单的

红薯叶粥（白粥、苹果、鸡蛋、衣服、被子）。我代表的是胃部。感觉与祖辈代表的同步。听

到说饿，肚中马上饥肠辘辘；听到说供奉的东西脏，马上也感到胃里油腻污浊，急需清爽的水

果或蔬菜。 

第3596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20 9:36:37

周日排列结束。在一个个案里做了一位案主的长辈，想吃红薯叶子粥，苹果，还问案主

要了白粥、衣服和被子。下场来逐渐我又意识到这位长辈还想吃鸡蛋。于是一直记得要给案主

说再带上鸡蛋。谁料最后一场排列让人大跌眼镜，一位老实巴交的男人解决心脏病，竟然排出

来一个大家族三妻四妾的故事。几个老婆搞得案主代表哭笑不得，我自动呈现为老太太，教训

了一大堆光宗耀祖的话。这场下来之后就把鸡蛋的事情给忘了。然后结束去吃饭，大家还在七

嘴八舌的讨论三妻四妾的故事。待得我想起来去找鸡蛋的案主时，他已经回家了。老师也当时

没有联系方式。思忖改日传达也无碍。当晚回去肩膀沉起来，躺到床上时已是钻心的痛，一直

连到耳背。痛得我几乎昏过去。给老师发短信，老师问我与以前疼痛有何异同，是不是我一世

排完另一世又浮现出来。我也搞不清楚。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夜里一直疼痛。第二天起来感觉

肩膀被粘住了，不敢动，甚至不动也生生作痛。肚子也痛。奇怪的是还想把舌头伸出来。老师

问我想到什么。能想到什么呢？吐舌头，不是狗就是被吊死的人了。我开始忏悔自己这辈子也

吃过狗肉。我不断的对狗说对不起。无精打采的熬了一个上午，下午找老师去了。老师说了我

身上的一些秘密。放了共振水在肚子上，没那么痛了。满脑子还惦记着鸡蛋。此时我都没有把

鸡蛋和突发疼痛联系起来。终于联系到了那位案主。可笔迹潦草，第一次电话打错了。奇怪的

是接电话的人都能应上我的话。我说“你好，是彭先生吗？我是周末作排列你个案里压在你腿

上的那个代表”，他说“哦，你好”。这样，我肯定以为是案主了。我接着说“当时我给你说

了要带上红薯叶子粥，白粥，苹果，衣服和被子，对吧？”对方说“剧情我记不清楚了”。我

心想，难道这个人懵的把什么都忘了吗？想想他可能初次接触这个太激动了，确实可能忘掉

了。我接着说，“哦，你记得还要给她带上鸡蛋，鸡蛋”，他说“我想不起来了。”我心想这

个人也太夸张了吧。居然忘得一干二净。我回头对老师说，他都想不起来了。哈哈，这个人居

然还在电话那头等着。不知道打错的这个人周末干什么去了。老师提醒我可能打错了。我说了

不好意思，挂断了。赶紧查电话，老师又去找以前的记录，果然是最后一个数字拨错了。这会

终于联系到了真正的案主。我说要记得带上鸡蛋。他又反复核实了所有要带的东西。对我连说

感谢。电话放下好不舒服，觉得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奇妙的是肩膀立马不痛了，能伸开了。我

恍然大悟，对老师说，原来是鸡蛋的问题，是我没有把代表的事情做完。晚上回家上厕所，拉

肚子。也明明白白的知道是做代表的时候吃了那腐烂变质的食物了。看来没有把鸡蛋传达到

位，肩膀和肚子都不得安生。我又想吐舌头是怎么回事啊？嘴里冒出来“鸡蛋、鸡蛋”的发

音。原来是案主的长辈可能在拼命给我说“鸡蛋”这个词，她用我的嘴猛说鸡蛋，说久了我的

舌头酸困啊，就伸出来休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此记录下这次做代表的心得。要记得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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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定要把该说的话说完。

回复：德国海灵格的家庭系统排列中，是不允许代表主动说话的。记得2010年1月14日，

在香港海灵格的排列中，黄老师因为说话，被海灵格和索菲亚拉了出去，不得继续参与排列，

因为那些场景是海灵格、索菲亚设置的，说话会破坏其场景。我的灵力医学排列完全是应用的

宇宙的第五个力和第五个场——灵力和灵力场，所以，要把那些宇宙中储存的信息全部传达出

来，然后让爱流淌起来。因此，我每次排列完，一定会问谁身上还有不舒服的吗。如果有不舒

服，就是还有信息没有走完，我一定要让其把信息走完。因为本例排列高血压中，安抚那四个

饿死的前辈花了很长时间，后面还有三例要排列，如心脏病三尖瓣关闭不全等，怕时间不够，

待排列完一起分享。由于最后一例三妻四妾把大家吸引住了，吃饭时大家很少说悲惨的饿死四

个人的事，所以把那些信息遗漏了。我在排列后，安排了分享，并且写成了流程图喷绘出来，

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信息走完。这次再次证明了我设计的流程很重要，不能缺少，更不能代表中

途提前退场。忠正 2010-10-20 10:33:13 

回复：连续两晚梦见外公，周身酸痛。不知和参加排列有无联系。瑜伽猫 2010-10-20 

11:44:28 

第3597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20 14:16:16

10月17日星期天早上第一个个案，案主治疗二十年的高血压。这位案主还要特别交待一

下，他是在国庆节最后一场排列[（20）2010年10月4日，第四例，（20101004），社交恐惧

症（戏班子）]中猛翻跟头的老顽童，我呈现为“他的老婆”，在排列中说，“我老公十八般

武艺样样俱全”，笑翻了全场的人。上一次他来看排列，这一次他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上场

不久，我对着案主的代表前进，他后退。不断转圈前进后退，越来越快。终于速度太快了，

他后退倒在地上。我慢慢也倒地压在他腿上。不远处一个人在躲什么，跑过来躲在案主代表

背后，她说躲在我们后面很舒服，逐渐的她把头顶在了案主靠左边的腰上。老师说血压主要

靠肾来调节，这样顶着肾脏血压肯定高。还让大家注意压的也是左腿，都在左边，案主说是。

一个女人在场中如同跳舞，我觉得她长得很漂亮，一直关注她，很喜欢她。案主的代表被压得

难受，跑了，那个顶在后腰的人紧跟了过去。我本也以为会粘着案主。但看到他走了并无心去

追。此时之前一个满场子转来转去的男人坐在了场的一侧。老师说这是在找人。问案主，家里

有没有人失踪。案主说，父亲被遗弃，由养父母带大。案主父亲前四十多年一直在寻找亲生父

母。那个漂亮的女人也过去靠着转圈子的人坐下来了。我看来看去，更想去这边，就坐着挪了

过去。这样墙角边上坐了我们三个，紧靠在一起。案主的代表在另一边。顶着腰的人还不时敲

敲他的腰。一个人要拉案主代表起来，一拉，后面的人就猛敲腰。此时案主说，她一敲案主代

表的腰，他就痛得厉害（敲在案主代表身上，但案主本人那时也同样痛）。那个人好像也不敢

拉了。我坐在墙边看那里，清楚地感知到我们三个是长辈，场里面纠结的都是我们的晚辈。

我觉得我们高高在上，好像是被供起来。但他们很久没有孝敬过我们了。如同牌位一般，供得

很高，但无人理会。我告诉老师，说他们该过来孝敬孝敬我们了。我旁边之前找人的男人马

上接着说，早都该孝敬了。喊了半天，也不知他们在干什么，不见人。我们三个都觉得饿。觉

得他们该拿点东西过来我们好好吃一顿。我们好酒好菜的叫着。老师问案主是否外公有两个

老婆，案主回答说他外公确实有两个老婆。此时案主已经辨认出我们是他外公和外公的两个老

婆。有人叫案主的代表端点东西过来，代表还是初次接触灵力医学排列，说没有东西啊，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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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手空空的动作。被催得不行，说是干脆去场外搞点面包过来。我一听面包就大叫“我才不吃

面包”。好像旁边的人也说不吃面包。最后不知被谁点化了一下，案主的代表终于做出姿势捧

着东西过来了。他恭敬的走到我旁边，两手奉上。立马就觉得一堆东西从我喉咙里灌了下去。

啊，好恶心的一堆东西啊！我无法形容有多恶心。拼命开始呕吐。脑袋里看到爬了苍蝇的供

品，还有粘糊糊的什么糕，都是放了很久的东西。那个顶在案主代表腰后面的人恶作剧般地跟

上说，还有蛆，还有虫。我简直要晕过去，吐了个一塌糊涂。我大叫，不干净啊！卫生都不讲

啊！好笑的是我旁边的两位并不介意，他们似乎吃饱了，漂亮的大老婆还在不停的打嗝，一直

在打嗝，真正如饱餐过。前面站了一位代表，好像代表我的胃。她说要吃蔬菜。此时老师已经

带着案主亲自过来跪在我面前。我说我要吃红薯叶子。满脑袋红薯叶子。案主的代表诚心敬意

的端了一碗红薯叶子粥过来。我完全看到了那碗粥。我连要了三碗。老师让案主对我说，“我

看到你了，看到你艰辛的生活，我会带上红薯叶子粥来看你”。我说“我还要吃苹果”，他

说，“好，还有苹果”。听完我想睡觉了，躺下了闭上眼睛。听到案主在安抚我旁边的长辈，

我都安心的躺着，大老婆在喊饿，说胃很不舒服。最后一个是去安慰顶在案主代表腰上的长

辈。我听见她说要白粥，案主跟着老师对她说，我会带上白粥去看你。我立马又起来说“我也

想吃白粥”，于是老师又带着案主过来给我也说一遍，“我会带上白粥来看你”。我继续躺下

去。案主转回去听那位长辈要衣服，听得衣服两个字，我立马察觉到自己衣不遮体。我举手说

我也要衣服。案主过来问我还要什么，我说衣服、被子。闭上了眼睛。有人给我盖了一条纱

巾，我觉得如同被子般温暖，心想终于有人管我们了，从此不用再挨饿受冻。顶腰的长辈好像

不愿意把白粥分给漂亮的大老婆，说我要点还行，大的要吃就不乐意。她们两个之间有些纠

葛。我已经安息了。迷迷糊糊的只听到顶腰的那位在呼呼呼的吃白粥。都安静了。老师问还有

没有人身上不舒服。没应答。老师说感谢各位，排列到这里结束。下场后我继续觉知到自己代

表的长辈还想吃鸡蛋。但没有及时去传达。转来转去忘了。于是发生了我记载在上面的事情。

最后我打电话告诉案主，长辈所有需要的是红薯叶子粥、白粥、苹果、鸡蛋、衣服和被子。我

们认认真真确认了一番。写到这里，个案结束了，但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阵心酸。中华民族是

个苦难的民族，尤其是近代这一百年，我们的祖辈经历战乱，杀戮，饥饿、贫穷，有逃荒远走

他乡的，有死不瞑目含冤逝去的，一代代，一辈辈，多少个伤痛的心灵等待我们去温暖去被看

到。活着的这一代责任重大。传承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就是传承我们的生命。生命透过祖祖辈

辈来到我们这里，他们过得好，我们也才能过得好。十月一，送寒衣。天冷了，要给家人置办

冬衣了。活着的，死了的，都需要。 

回复：当时是我问案主他的外公是否有两个老婆，案主回答说他的外公确实有两个老

婆。当时大家震惊了一下，后来大家笑了一下。忠正 2010-10-20 14:33:16 

回复：案主的代表躺倒以后，我就躺在他的腿上，头枕在他的左腿上。但他坐起来以

后，我也坐起来，不再压他的腿。老师问案主是不是血压躺着严重些，坐起来就轻。案主

说是。当时问的时候我还在想，他要是再躺倒，我就再躺上去多舒服。看海 2010-10-20 

15:50:33 

（26）在美国发生车祸后全身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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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7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9-5 7:47:45

前天一位看海介绍来的，去美国留学遇车祸全身瘫痪的，女儿由父母陪同一起来到我这

儿，女儿坐在轮椅上。母亲说女儿已经经过美国最先进的医疗治疗了，但还是瘫痪。我给她女

儿做量子共振信息水饮料变味试验，饮料是她们自己带来的橙汁和王老吉。先试橙汁，女儿马

上说味道变了，母亲、父亲均感到变味了，王老吉就不试了。然后做拉力试验，因为女儿瘫痪

后手无法握住东西，无法做拉力试验，但父母的拉力试验均很明显。母亲大拇指有腱鞘炎，一

直无法把大拇指伸直，于是我让其母亲把量子共振信息水袋子放在腱鞘炎的部位，三分钟后，

其女儿惊呼，其母亲的手指伸直了，因为女儿知道其母亲大拇指从来没有能伸直过，但三分钟

的量子共振信息水袋隔空放置，就把手指伸直了，拿开袋子，手指还是同样能伸直。其父亲，

手指也有痛，三分钟疼痛也消失了。我说，对于女儿的全身瘫痪，到底是先改善什么，我说暂

时不清楚，但一定能改善。于是他们一家每人分配了买了量子共振信息水，女儿说想先解决尿

失禁的问题。美国西医一维空间的治疗方法，同我的四维空间的灵力医学比起来，还是差了很

多距离。 

回复：看到这个消息，我几乎快流泪了。我太高兴了。谢谢×老师对我的信任，不断地

来了解灵力医学。祝福你们！看海 2010-9-6 9:42:30 

第3583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17 22:29:01

2010年10月17日，第二例，（20101017B），处理在美国发生车祸后全身瘫痪。排列开

始，场面非常激烈，有一个人不断踢案主的代表，另外一人在保护。案主的代表被父母搀扶

着，案主的代表无法站立。在案主的背后，还有一个医生模样的一直在治疗，这边有四个人。

而在其对面，有一个人也搀扶着四个人，那个担任搀扶的人说要支撑不住了，后来一个人倒

地。那个倒地的是案主的一个前辈。不久那个踢案主的女人也躺倒在那个倒下的人身边。案

主代表的父母不断努力想让案主站起来，周围有代表说，案主被父母管束太多了。不久有一

个代表对案主的代表说：“你要相信灵性力量，这个灵性的力量你要相信它，这样你就会站起

来”。案主的父母向那个倒地的前辈和踢人的前辈表示道歉和爱意，那两位前辈安息了。在场

地另外一侧，地上躺着一对夫妇，是美国发生过车祸的夫妇，也是用爱意化解，并且用了很长

时间的英语沟通和解。 

回复：我就是在案主代表背后站着的医生代表，总是用两只手帮案主背后腰椎部位做手

术，并说案主肯定会好的，有人在旁边说要勇敢点，鼓励案主代表往前走一步，并急功近利的

语气说，多走几步，已经好了，“医生”讲了一句，没那么简单就好起来，是要时间的。广州

本杰明 2010-10-21 18:18:20 

第3591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0-18 18:09:07

上午第二例：美国留学女孩，不幸因车祸导致截瘫；现今世界最先进的治疗只能到此为

止。他们家一家三口都来了，抱着模糊的一线希望。上场后有三个姿势相同的人，我是其一，

都往后倾，都去找人依靠。那个被依靠的已经不堪重负了，终于放倒一个，这时我身上多了点

劲儿；后来我发现自己心里惦记着案主代表的背部，总希望能贴着她，亲密的贴着她，甚至还

可能有时能支持到她；可是无法走近，因为案主身边围绕了太多关爱的人，尽管几乎不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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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但人们七嘴八舌的指导听得我心里烦。特别对“爸爸”很不满，他每次一开口，我心里就

开始别扭，连他说着鼓励案主的话语，我都不愿听。我尝试着去贴案主的背，假如“爸爸”来

拉我让开，我就会起愤恨；但“妈妈”来触摸我，我不反对。即便是把我隔开，我还是在边上

想着案主的背，我感觉那里对我的吸引太大了。后来案主的妈妈进场，伏地恸哭，我突然感到

随着这哭声起伏，心里对案主的背部惦念不再强烈，我很享受地听着，只觉得这哭声很有水

准，如同一支悠扬的歌，在山谷中婉转流淌开来，真是莫大的享受。身边的人突然开口说了句

“我好像是外国人，我想喝热朱古力。”我不禁开口回答“但我想的是拿铁。”因为案主一家

还在那边做安抚，我和身边的就聊了一会。我心里有些嫌弃他品味不高，只知道上麦当劳；我

脑海里浮现的却是高雅咖啡厅的情景，而且是在下午四点，正是美国下午茶时间，舒适一隅，

靠窗，有热拿铁、奶酪、点心和杂志、音乐，身边还要有触手可及的花花草草；而那只是再平

常不过的小小休息和享受。我是多么热爱着我的生活。后来老师问我是否需要他们过来，我态

度很肯定。当他们开始说看到我、爱我的时候，我感觉不太对劲，似乎表达太累赘；后来终

于忍不住开口告诉案主我想听她说英文（英语情景更合适）。案主楞了一下，问了句是真的

吗。低头想了想，然后便拿着话筒急速说了起来，“I love you guys/ I really love you/

I love you so much/I never hate you…/I love you so deeply”。语速较快，我最想听的

是“I love you”，且告诉她我需听“more, many times”；而她不间断的表达中夹杂着好几

次“I never hate you”，说实在话我不喜欢“hate”这个词，哪怕是“never hate”也不喜

欢。我更希望她能说慢一点，好让我能像享受一首歌儿那样享受地听着。但看到白净的女孩激

动地说着，就不太忍心打断或再要求她。“Yes, I believe you never hate me”, “I love 

you too/ good luck to you/ remember me” 这时强烈感到自己很孤独，很需要被爱，需要

很多的爱。后来对她说“Ok , you can go”，又想听听母亲动人的哭声。母亲很投入地过来

抚摩我的头、脸和手臂。我其实不太舒服，想说“Don’t touch me” 但看到她发自内心，

也就忍下了。就想听她哭，但后来她的哭声简直变成号啕，我又张口说“Don’t cry, don’t 

cry, you should smile”；后来父亲也过来，我用右手紧紧握了他的手一下，感到轻松多

了。我让他们走“You are a kind of family/ Yes/I love you/Thank you/ I need your 

love, thank you/ good luck to you”，并叮嘱说“Remember me , and l love flower, 

fresh flower （还没来得及说的意思是白色或红色，最好带着清晨的露珠）。” 综合起来，

我当时心中的话语如下：“I want to be loved/ I need your love/ Don’t forget me/ 

Remember me/ Remember that I love flower of red and white/ I do love you/ please 

miss me” 这个个案结尾时突显了爱的重要。我更是喜欢上了l-o-v-e这简单的字母组合，非

常非常喜欢。还告诉同学和老师好几次，说自己还不过瘾，love的发音是那么美妙，超好听

啊。爱是如此动人的乐章，心中有爱又是多么的幸福呵。我要找很多语言的版本学习“爱”的

发音。 

回复：瑜伽猫yogacat: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I love you ! 我爱你，宝贝！我爱你们，宝贝们！！ 201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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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17 

（27）头痛、浑身痛十多年（北京）

第358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17 22:12:15

2010年10月17日，第三例，（20101017C），处理头痛。其实案主说除了头痛外，还有颈

椎痛等，全身有很多痛。排列开始，一个人一直拽着案主代表的头部，并且敲击头。案主的代

表倒地，一直有气无力。有几个拿了土枪、长矛的折磨案主的代表，有一个人一直护着案主的

代表。有几个人想让案主的代表站起来，他就是不起来。一个女的，就向案主的眉心开枪，把

头颅骨打裂了。感觉用的是土枪，年代大概在太平天国那个年代。案主代表身上被折磨的位

置，就是案主身上疼痛的位置。现在案主身上的疼痛，就是前世转世带来的。

第3592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0-18 18:10:30

下午第一例：头痛，浑身痛。排列中呈现出了一个战场，是阵亡的情景。倒下很多人，

死一般静寂。我本来是快睡着的，结果被几个人的推搡吵醒了。随后我感觉自己眉心处中过

枪，头骨开裂了，所以会引发好几个人的头痛。场上一个代表死不争气，死猪不怕滚水烫的样

子。被我好一阵拳打脚踢，居然连基本的应激反应都散失了，只一味忍让着逃避。我心里那个

气啊，仿佛他不堂堂正正站着的话，我那一枪就白挨了，太不值得。最后我跑到椅子上打盘腿

端坐，要他对我叩拜。要求他以后仪表堂堂地站着，像模像样地活着。看到他终于把耸拉的腰

板挺直了，心里就像乐开了花，那叫一个美滋滋。 

回复：哈哈，那个可怜的案主代表，也被我打惨了，我开始是爱怜的提醒，看到他一动

不动，我也挺生气的，从开始的踢他的脚心，到后来恨不得去踩他的胸和腰，还去踩他的手

腕，不过也不是很用力，就是恨铁不成钢，后来看着实在没有希望，就和一个男代表靠在一

起睡觉了，嘿嘿，在个案当中，我和那位男代表是很亲密的关系，感觉是案主的双亲，感情

非常的好，需要我们出现的时候，就一起配合，感觉无能为力的时候，就靠在一起，挺舒服

的。——山楂 2010-10-18 20:33:10 

回复：排列一周后，案主反馈头痛等症状消失了。连几十年的脚气也好了。计划带她妈

妈过来排列腰椎滑脱。 2010-12-25 16:15:36

（28）心脏三尖瓣关闭不全（三妻一妾一丫鬟）

第3581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17 22:03:19

2010年10月17日，第四例，（20101017D），处理心脏三尖瓣关闭不全。排列开始，在案

主的代表周围围了5个人，案主代表说被压得心脏痛。不断外围还有多个人向案主代表冲撞过

去。随着排列的进行，案主的背后、左边、右边，各靠了一个女人。背后是大老婆，左边是二

老婆，右边是三老婆。远处还有一个妾，那个妾文化素养很高。另外家里还有一个丫鬟。三个

老婆互相争斗，最后母亲出来收拾，要案主把二老婆、三老婆打发走。后来把二老婆打发了。

二老婆的脸上有刀伤，不断流血，案主的代表安慰二老婆后，二老婆提了一些要求就离开了。

三老婆很漂亮，案主的代表也很喜欢。但在安慰二老婆时，三老婆自己生气地离开了。后来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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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把妾和丫鬟留下了。母亲要案主向列祖列宗保证，把心收回来，奋发努力，光宗耀祖。经过

排列，一切和谐了。案主除了身上有心脏疾病外，还有很多地方的疼痛，而且也不愿找女朋友

结婚，原来是其前世的这档子事引起的。 

回复：我是山楂，嘻嘻。这个个案很有意思，因为和案主比较熟悉，排列没开始之前，

我以为会揭开一段沉重的家族历史什么的，因为案主今生疾病有好几种，而且性格比较内向，

谁知道却排列出来一段娱乐性这么强的男女关系，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哈哈哈哈。表面看起

来，这是一段暧昧纠缠的男女关系，可实际上对我个人而言，我从中领悟到了很多关于男女关

系的定位，关于得失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理解到了其他角色的辛苦和不易，能够完全站到

别人的立场，慈悲似乎更上一层，收获真的很大。在这例个案里，我代表的是案主的一个红

颜知己，也就是老师形容的妾的那个代表。我感觉是在他结婚之前我们就认识的，和他靠在

一起也很舒服，但是我有一些自己的独立性，不像其他的二老婆和三老婆一样对他的依赖性

非常的强，一步也不能离开，我可以自己站在他旁边，也可以靠着。当他的大太太出现，并靠

近他的时候，我自动的默默的离开了他，好像感觉自己是没有名分的，离开是理所当然的，心

里也没有怨恨和期盼，在这里，我第一次发现我代表的那个女子应该是一个道德标准和涵养都

非常高的人。倒在地上睡了一小会儿之后醒来，又不由自主的去关注案主，发现他被三个女人

缠着脱身不得，一副痛苦难堪，却又脱身不得的尴尬境地，我又站了起来，去拉着他的双手，

想帮他挣脱这样的羁绊，我感觉他也是很愿意被我带走的，可是无论我带他走到哪里，那三个

女人总是形影不离的粘着他，渐渐的我也就觉得那是他的家务事，我不应该再插手，应该让他

自己去处理，然后我又到旁边安静的坐下了。开始是坐着的，然后觉得很累，又躺下了，但是

会一直去关注案主的代表，关心他快乐不快乐。期间，案主有自己挣脱跑出来过，他一个人坐

在一个角落，谁也没有要，但是眼光一直看着我，并三番两次示意我到他身边去陪伴他，我心

里是有冲动去的，但是似乎又有伦理道德之类的制约了我的行为，我再次端坐起来，这个时候

我突然有一种恍惚的感觉，感觉自己的是云鬓高耸，温婉大方的女子，似乎是青楼的当红头

牌，而且是卖艺不卖身的那种，非常的洁身自好，在诗词歌赋方面造诣颇深，是一个重精神交

流的人。为人处世非常懂得分寸，没有半点去争抢男人的欲望，对他没有期待，对其他的老婆

也没有嫉恨之心。可是，当最后的最后，老太太发话，要他处理好和外面的女人关系的时候，

他走近我，我才发现我的心底还是潜藏着委屈的，当他抱着我的刹那，我开始贪恋那种温暖，

竟然也开始想着能长相厮守也不错，但很快我就冷静了，还是想让他回归他的家庭，去承担他

的责任，只需要在心里把我放在一个精神伴侣的位置就好。而我自己，还是喜欢自由多一点，

一旦跟他回家，就会受到封建大家庭的束缚，我心里还有一些不情愿。可是当老太太发话说收

下我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就跟着他一起回归家庭了，开始正式成了他的一个妻子。也就是

妾。其实我今生的性格也是这样的，在男女关系上非常的看重道德标准，如果我知道一个人他

心里有我，一直放我在心上，我也不会计较他是否人在我身边，我也不会要求他为我做任何的

事情，恪守住我自己的本分。这和此次排列的角色完全一样，搞得我现在都在想，会不会我前

世曾经做过青楼的头牌啊，哈哈哈，可能现在有的一些对文字的把握能力也是那世的积累，排

列之后越想就越有趣，感谢案主，感谢老师，感谢所有的代表。让我的感悟又有了新的提高，

给了我这么好玩新奇的体验，谢谢大家。另外，我平时是非常讨厌那种封建制的家长的，尤

其是老太太，可是在这次的个案里，看海代表的那个老太太有礼有节，处理圆融大方，甚至细

节都考虑得很周到，感情和理智之间的那个度把握得非常的好，让我对封建老太太的那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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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有些改观了，甚至我都在反思我以前讨厌的某些家长，好像能体谅一些他们的做法了。也有

可能是因为看海平时和我比较熟悉的缘故吧，所以在此补充上这一些。——山楂 2010-10-18 

11:40:26 

回复：我做案主的上一辈人，全力保护案主的一个代表，其中有一个被案主抢了老婆的

或者是希望案主不要娶那么多老婆的人，要冲散围在案主代表周围的几个女人，我就极力阻

挡。广州本杰明. 2010-10-22 21:45:49 

第3593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0-18 18:11:43

下午第二例：处理心脏病，排出了一个男人被三个女人死死纠缠，心中却还想着未能到

手的第四个女人。我感觉自己对他付出最多，爱他最多，掏出了整颗心来爱他，默默为他做了

很多事，甚至脸上挨了长长的一刀，鲜血从伤口渗出，顺着右脸颊一滴一滴往下流，却连他的

一句真切关爱都换不回来。我一再请求最微小卑微的关爱，他竟置若罔闻。尽管后来他终于按

要求将我抱住，可躺在他怀里的我，内心苦涩无比，长长叹息。他的心中早已没有我的影子。

曾经爱过，到头来了却无痕……无限伤痛的我只能选择祝福他，最后黯然离开。 

回复：案主反馈：16:43:41 心脏比以前感觉好了。 2010-10-24 16:46:16 

第3658条留言   留言者：智光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3 15:54:02

老师给我做了灵排，我的心脏有了明显的好转，我现在想为什么做出是我的前世，可能

我的这个是先天性的，所以是前世。对于先天性的心脏病有好转，有时候可能用医学的观点难

以接受。但是我深深地感觉到一个人的健康是心灵的健康。灵排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更解决

了因果病，但是要让你自己永远健康，更重要是你自己在以后的日子怎么修心的问题。因为

“因果”病，就是有因果规律。因是果，果也是因。灵排做完之后，我们还会种什么因，长什

么果，就看你自己。

第3586条留言   留言者：山楂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18 12:09:53

前一段时间，一直纠结在复杂冗长的梦境当中，早晨起来，觉得很累，和没睡觉一个感

觉。前天，参加灵排的时候，因为右脚大拇指甲沟炎发作，已经化脓，老师给了我一个20ml的

量子共振信息水小喷瓶，16号晚上我回家喷了些在脚上，然后就放在枕头下睡觉了，早晨起来

觉得好像没做梦，睡得挺好的。但当我早晨在公车上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在梦里梦到了好

多好多美丽的彩虹，横跨天际的，横亘在小小的一隅的，宽的，窄的，算起来至少应该有10多

条。我走到哪里都是彩虹。我特别喜欢彩虹，所以能梦到我也是非常的开心。 脚的疼痛也缓

解了不少，原来需要忍受住剧痛，去手工挤压发炎化脓的部位，喷了共振水以后，那些脓血会

自动的溢出，避免了挤压的痛苦。而且止痛效果非常明显。现在已经在渐渐好转了，相信再过

两天就可以完全恢复正常了。谢谢老师的信息水，感恩！

第358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18 17:07:02

昨天我给了学员智光一个20毫升的信息水喷瓶，他睡时放胸前。刚才智光过来，说他昨

天夜里梦见量子共振信息水闪闪发光。梦境与四维空间相连，量子共振信息水也是与四维空间

相连，发生共振。他好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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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0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30 21:29:26

（29）1、2010年10月30日，第一例，（20101030A），事业总做不起来（前世女方富瞧

不起男方穷）。 

（30）2、2010年10月30日，第二例，（20101030B），想自杀、胆小（国共战争）。 

（31）3、2010年10月30日，第三例，（20101030C），后颈痛二十多年（音乐团经营纠

葛）（西安）。 

（32）4、2010年10月30日，第四例，（20101030D），胸闷二十年（捏死小鸡和杀兔

子）。

（29）事业总做不起来（前世女方富瞧不起男方穷）

第361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30 22:38:48

2010年10月30日，第一例，（20101030A），事业总做不起来。排列开始，好几个代表说

往后退会舒服一些，或者蹲下会舒服一些。后来发现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一个长辈没有人去

照顾，女案主的顽皮小孩的那部分去照顾了。后来是呈现，案主女方家比较有钱，男方家没有

钱，虽然结婚了，女方看不起男方，女方的妈妈也看不起男方的长辈，这样的矛盾纠葛。女方

的精力根本不在事业上，在折腾那些。最后，让女案主顽皮小孩的那部分不要去照顾很早的前

辈，应该由那位长辈的子女去照顾，序位回归了，矛盾逐步解决了。后来女方的妈妈尊重了男

方，才开始好转。把重点放到事业上了。本来呈现案主前世带来的问题。 

回复：这个个案我做案主家长角色，在一旁很欣赏看到家族后辈们在你吵我闹中生活，

很宽容。而我的夫人是一个管教很多、很过份的角色。其实这个个案在大家族里的生活场景是

常见的。本杰明 2010-10-31 0:15:35 

回复：这两天看到一句话：仅仅心地好但嘴巴不好不是真的善良；心口合一才是真正的

善良。对我的触动很深。我这人从上大学时就人缘不好、主要原因是自视甚高、埋藏的很深的

自卑和不会说话，容易得罪人（但我一直自认为不是个坏人）。直到2000年接触安利和看了

《人性的弱点》等书，才有了自信和懂得了说话的艺术。现在自认为在工作范围内（客户、同

事、部下，甚至打扫卫生的、修理工，总之每天见面的、同一栋大楼的人）人缘还不错，有了

很大进步；但是我发现我还是脾气大、性子急、没耐心、生气时口无遮拦，尤其对日常不打交

道的人就更是，对家人也是挺大脾气。另外：有的时候太直。还有就是觉得跟别人相比，不是

一个好儿女，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感觉自己缺乏爱心。跟另一半相处时也会很粗暴，怪不

得算命先生说我个性太强、不适于结婚呢。老师您看这些都跟事业有关吧？要排哪项？案主 

2010-12-16 15:42:01 

回复：排列事业是我某一个前世的母亲的妈妈看不起我的父亲家里，今生我的外公家条

件确实比较好。而2010年11月20日排列肥胖是我另一个前世的婆婆把好吃的给儿子吃，儿子吃

得撑死了都不给妈妈吃；今生我在小时候也是经常吃饱了、撑得不行了还吃，也不顾别人感

受。两个案例都在今世有一点影子，但在排列中好像都不是我本人的错。这是咋回事呀？ 案

主2010-12-16 18:01:53 

回复：我觉得我口才虽然不错，然而很多时候说话不让人接受，这真是硬伤啊。虽然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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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对客户和员工不错，不过业务成功率很低，应该是这个原因。虽然有价格的原因，但如果能

让客户接受你，价格应该不是问题。案主 2010-12-16 19:40:50 

回复：认识我的人应该都知道我是很顽固、自我意识很强的人。案主 2010-12-16 

20:11:19 

回复：你没有及时文字记录下反馈信息，是在我的催促下，你才第一次文字记录下了以

上这些。你曾经电话反馈说排列完说一下子接到了很多业务，全是一些不需要投标的小业务。

业务做了，但没有把钱收到。投标的业务你没有中标，投标的过程很复杂的，所以，不一定能

中标。排列只是把你的曾经的一些纠缠因素解决掉，但成功与否，还同很多因素有关，如你自

己所说，纠缠因素解决掉后，你成功的概率会大大提高。忠正 2010-12-17 0:38:57 

回复：当时事业排列完后没过多久，一下子来了好几单业务，好忙啊，但几乎全是一些

不正规的没有签约（口头约定）的小业务，而一般政府的业务肯定是正规的。但这些小业务不

但现在没收到钱，将来也不一定能收到钱。很可能白做。还有一单投标项目但没中标。案主 

2010-12-17 14:11:46 

回复：做好事业的要素主要有4方面：1、做好事业的愿景和动力；2、创新能力或专业素

质；3、市场开拓能力；4、管理能力。关于市场开拓能力：我很容易和新认识的人打成一片，

但是再深入下去跟单则不行。所以这也是现在老接不上单的原因之一。我担心我的脾气大、性

子急没耐心、生气时口无遮拦、有时说话欠思考这些因素会深层次地影响到我的业务。案主 

2010-12-17 14:23:56 

第3628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3 17:12:19

10月30日早上第一个案例，一位女性，三十多岁，处理事业总是不成功。十几个人围成

一个圈，不久各个人都开始移动。奇怪的是我对圈内的事丝毫不关注，转头去看坐在案主座位

上的案主。离案主最近立着一个男人，眼睛微闭。我慢慢挪向他们，挨到男人的时候觉得可以

了，只要紧紧贴着他就好。场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个跳得很活跃的男人。我双手反扣着紧挨的男

人走来走去，觉得这是我的依靠。有几次想离开他能自由的到处去走走，但念头一起恐惧马上

随之袭来，似乎天下之大也只有这里才是安身之处。场边上坐着一个穿白色衣服的人，她说冷

得厉害，感觉是个冻死的婆婆。但婆婆说她没有冻死，好得很。跳来跳去的男人和这个婆婆关

系不错。婆婆很疼爱他。跳一阵就去婆婆旁边坐一会，婆婆爱怜的抚摸他，说这是个好孩子，

喝斥那些阻止他的人。孩子休息会又继续去抓案主的代表，一个女人死死护着案主的代表，推

开这个孩子。一个男人也在旁边扯来扯去，但女人似乎不愿这个男人接近，总是把男人推一边

去。渐渐的呈现出女人是案主的妈妈，男人是案主的爸爸。妈妈一个人控制着案主的代表。爸

爸见妈妈扯着案主的代表走到场一边去，累的瘫坐在了地上，说很伤心。我和先前反贴住的男

人已经紧挨着坐在了场前的椅子上，看场下面的人都是晚辈，闹成一团。没有人去关心场边上

的冻婆婆，婆婆代表的白衣服俨然冰天雪地，一片白茫茫，似乎她就住在雪地里，连个房子都

没有，寒冷扑面而来。我告诉老师，“婆婆要得到晚辈们的尊敬”。 我想把那个婆婆叫过来

坐在我们旁边，她摆摆手拒绝了。老师问知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我说好像是亲家母。我们的生

活和亲家母完全是两个世界，深宅大院，锦衣玉食。一度想叫人去给亲家母那边送点东西。我

对旁边坐着的老爷子说，“都闹成这样了，你也不管管”。老爷子一直闭着眼睛，听得我问，

居然只是抬了抬眼皮说，“要闹就让他们闹吧”，然后又把眼睛闭上了。对他的反应并不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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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看着下面乱七八糟的也觉得没什么办法可想，只能看着。那个孩子玩得更野了。婆婆说

脚冷拿一条丝巾裹住了脚。孩子三把两把揪下来使劲的扯，兴致盎然，看起来又像有点发狂。

我在想这个孩子是谁家的呀，怎么没人管？实在忍不住了，我大声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

你爸你妈呢？”话音刚落，墙角里的冻婆婆就不高兴，说我管得多，苛刻。那孩子听我问他，

先去找妈，墙角里躺着的一个女人被他揪住，一看这女人就是不管事的，他又去找爸。看着场

下的人一团乱糟，我不由得着急，想着家大业大，没一个有出息的儿孙来继承，这可是要闹到

什么时候啊？亲家母对我很是不满，一直埋怨我高高在上，管的事多。老爷子也劝我少管。亲

家母的雪地里，起初就近坐着一个女人，亲家母说冷的时候，她说热。后来女人坐近了我们这

边，看样子是我们这家的。她看那孩子撒野一般的玩，说了一句“没修养”。没想到这句话

触怒了亲家母。我又说看着她可怜。她恼羞成怒，教训我们。大意就是我们才没修养，才可

怜，对这个孩子要求太高，漠不关心。说孩子心眼好，善良，就只是做事毛糙一些。爸爸和

妈妈还是闹得很凶。孩子跑到亲家母旁边坐着去了。好像他们都过去给亲家母跪着磕头。我看

着，对老师说，觉得也有点欠这个亲家母的。老师让我和老爷子都过去。走到近前我自然地弯

下腰对婆婆说，“对不起，我欠你的，我们全家都欠你的”。老师让老爷子跟着说同样的话。

亲家母并不领情，还在说我，我也心里一阵一阵的不舒服，坐了下来。但渐渐的一种不仁不义

的感觉浮上了心头，感觉到我们应该是在该帮别人的时候没有帮，却袖手旁观了。老师让我给

亲家母跪下，亲家母马上说，“别跪，我可受不起”。问我，虽然有愧疚，可跪下我也不愿

意。爸爸妈妈在给亲家母和那个依偎在旁边的孩子道歉。矛盾最后集中在亲家母、我们、爸爸

妈妈和撒野的孩子四方之间。我们是外公外婆，妈妈是我们家的女儿；亲家母是奶奶，爸爸是

她家的儿子；撒野的孩子是案主的另一面。亲家母埋怨我们苛刻孩子，稍一解释说为了他好为

了他成才，亲家母就立即不高兴，说我们找理由。爸爸妈妈对孩子道歉，说“对不起，你只是

个孩子”。我也对孩子说，“以前不懂你……”。这些话亲家母说还能接受，说“对了，你们

以前……”。想坐到亲家母旁边去了。她说也能接受。我坐过去，老爷子也跟了过去。我把那

个说“没修养”的女人也叫到老爷子的另一边坐下了，不知道这是不是老爷子的另一个老婆还

是什么，她和我们是一辈的。左边的远处坐着不少人，最前坐的感觉是亲家丈人。我向他招了

招手，邀请他过来坐在亲家母的身前。他一过来，亲家母马上在我心里不再那么孤索了，这个

家庭一下子稳了不少。当然和我们的家大业大比起来差远了。但至少让我感到已经踏实。先前

紧挨着丈人的三个女人，我也希望她们都过来，站在女儿女婿的身后，她们以为要跪，有的已

跪下去，我连连阻止，差点过去给她们还跪回去，觉得只要站着就好了。定是一个家里的人，

也要找她们回来。面前跪着女儿和女婿，向我们两家老人道歉。我关心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希望他们能看到彼此。和亲家母之间的争斗已经烟消云散，我们觉得岁数都大了，唯一牵挂的

就是看到女儿和女婿能过好日子。老师让女儿看着女婿。感觉女婿力量不够。亲家母先坐在儿

子的后面给儿子撑腰。女儿的眼睛变得亮亮的，开始充满感情，她看到了丈夫；女婿还是有

点迷茫。为了女儿，我也靠在了女婿的身后，说要给他力量。实在是太期待这个男人迸发出力

量，照顾好我的女儿。女儿还有点高高在上，说看不起女婿。老师在旁边给她说，你们家的条

件好，有钱。我渐渐的对女儿升起一种愧疚之情。我说也要支持女儿。女儿柔软了一些。想到

她刚才在场子里和丈夫孩子扯来扯去，毫无幸福可言，我落泪了。我觉得她的不幸福是我造成

的。是我看不起女婿影响了她，是我在心里根本就没有给女婿给一个位置，我根本就没有承认

过这个女婿。我对女儿说，“妈妈对不起你，妈妈现在支持你，妈妈错了，你选的人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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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我们家的继承人”。女儿已经哭成了泪人。我也无比懊悔。亲家母连连说这一切就是我

干的。我拥抱住女儿泣不成声，向女儿道歉。越来越觉得家业的重担就落在了女婿的身上，感

到他也能担当得起来。我拍拍他，亲家母要我支持他。我赶紧说，“妈妈一定好好支持你们，

一定支持你！” 案主的事业总是做不起来，原来是上一代两家人的纠缠。那个起初撒野般的

孩子是案主的另一面。整个过程中，我都牵挂着下一代中谁能继承家业。看到他们乱闹，老是

着急这还怎么做事业？老爷子宽厚待人，不怎么干涉晚辈。最后我觉得老爷子还是对的。我管

来管去把谁都没管好。亲家母时不时地说我两句，说我是个爱管事的老太婆。最近排列时总是

做老太太，呵呵，还总是有钱的老太太。祝案主的事业成功！ 

回复： 16:54:54 排列完，这两天腰好像没那么疼了。案主 2010-11-3 17:27:39 

（30）想自杀、胆小（国共战争）

第3609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30 22:29:21

2010年10月30日，第二例，（20101030B），处理想自杀、胆小。案主说她总想自杀，而

且胆小，平时打扮、长相更像男的。排列中出现了八路军，出现国民党军统，出现了跟踪，出

现了国民党保密局，出现了开枪，出现了报仇，出现了共产党攻打小城市。较量的双方无论国

民党还是共产党的级别有高有低，但高职位的职位还是很高的。共产党的代表后来完成了任

务，做了很大努力和牺牲，最后牺牲者，还在说“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牺牲者最后要求活

着的要送花圈，并且要活着的领导说“我们会记得你们”，很久他们才安息。期间一个胆小鬼

就自动退走了。原来是前世灵魂转世而来。案主前世对案主代表说，“你要好好活着，千万不

要自杀”，并且说要案主“打扮漂亮一些，成为一个漂亮的女人”。 

回复：这例排列结束，即吃中饭。期间突然案主说，她刚才打了一个电话给他年龄大六

岁的哥哥，问自己家前辈是否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高官？哥哥回答是“是”。案主她自己记得

多年前曾经记得哥哥说过这事，但当时没有听进去，今天午后电话了哥哥，哥哥证实了这些，

并说更详细的，要问父亲才知道。后来电话父亲，说家族中有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共产党高级将

领，当时共产党的将领还派了郭沫若来劝国民党的将领来投降，但由于如排列中呈现的一样，

国民党的将领十分忠诚于国民党军统，郭沫若的劝降没有成功，并且具体说到了家族中国民党

和共产党的官职和姓名。这些具体姓名我没有记得，只有当事人来补充了。忠正 2010-10-30 

22:56:25 

回复：21:23，接到案主发来的短信：今天的工作完成了吗？累坏了吧！今天你真的震撼

全场了。我的个案超过我的想像。我以为和我母亲有关，没想到是父亲和母亲的上一代长辈和

自己的前世。原来我的前世纠结在国共两党之间，今世在父亲和母亲之间，人际关系中，当两

边立场不同或两人说法不同我马上迷茫不知所措。案主 2010-10-30 23:03:13 

回复：案主本人有人格分裂，其姐是精神分裂，她妈妈也是精神分裂。本来这次案主是

替她姐来治精神分裂，我建议她先解决她自己的问题，最后案主选择了处理自己的“想自杀、

胆小”，最后排列出来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纠结。其实，由于家族中既有国民党高官，又有共

产党高官，不知应该忠于于哪边，或者应该怎么办，最后就形成了人格分裂和精神分裂，我推

测，案主及其家族中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分裂来源于此。 2010-10-30 23:09:14 

回复：这个案很震憾，案主做完后立即打手机去求证家中长辈，现场就证实这种场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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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再现性（在江苏以及安徽泗县一带活动的国共两党的历史)。我做案主方国民党中统高

官，手下一开始有一个人给对方杀害，就对对方的女头领非常愤恨。“我”是一个非常忠诚于

党国事业的一方领导人，对部下很好，但对其中一个部下或对方秘密卧底过来的亲自开枪杀

死。希望本案案主在多方求证上一辈人后，写出有总结性的文字，好让大家讨论这段尘封历

史，好让双方纪念，因为国共两党经过半个多世纪，现在已在和解过程中，可以提供更多史

料给历史，有可能写出洋洋数十万言的记实历史小说，呵呵，有点意思。本杰明 2010-10-31 

0:33:58 

回复：10月30日早上第二个个案，案主三、四十岁，女性，解决胆小，想自杀的问题。

案主选了一个女孩子做她的代表，这位代表围着一条橙色的围巾，颜色醒目。十几个代表围着

这个女孩子开始移动。不久听得一个女人在哭泣，她哭得很伤心，走来走去，头上戴着一顶浅

蓝色的帽子。我好奇怪怎么这么快就有人哭了，盯着她看。越看那顶帽子越鲜明，在视线里格

外抢眼，突然察觉出这是八路军的帽子，这是一个八路军的女战士。女战士还在哭。识别出她

的身份，我对她没兴趣了，去看其他的人。这会场上穿着一个深咖啡色衣服的男子又引起了我

的注意。这位男子神色诡异，衣服领子高高竖起，感觉冷酷。难道他是传说中的中统特务？疑

惑是疑惑，但已经越看越像，终于忍不住告诉了老师（一般我都是再三确认后告诉老师）。现

在有了八路军，也有了中统的人，不自然的觉得局势很复杂。一个黑衣服的女人老是去抓案主

的代表，案主代表缩在我的身后。她眼神迷离，朝案主代表缓步挪动，不管我怎么护着，她都

定位准确，伸手来抓。还有一个瘦高男子，更是冷峻，在黑衣女人和深咖啡色男人附近活动。

感觉他们是一伙的，这个男人是他们的最高长官。深咖啡色男子次级，黑衣女人级别最低，并

且觉得她已经在执行某项任务中死去。黑衣女人抓住了一次案主代表，案主代表大叫救命。感

觉案主代表是我下面的人。我冲上去使劲把黑衣女人拉开，案主代表趁机逃走。但女人一直不

依不饶的盯着我们。最高长官站在了面前，对我说，“人是你们杀的”。他的做派怎么看怎

么像中统的高官。但我也不怕他。我对视着他的眼睛说“是你杀的，是你害了她”。我们对

峙着，告诉老师我们各为其主。后来我慢慢累了，挪到墙角边坐下。视线一直盯着这个长官。

他走来走去，我不断的大声说，“他对党国无限忠诚”。他几次走到我面前，要我起来。我

说我累了，不想和你斗了，但我会盯住你。黑衣女人躺下了，说牵挂案主的代表，案主代表

坐在她旁边被她拉着手。远远看去，案主代表的发型和围巾都俨然一位女共产党员的形象。女

共党说还要去做点什么，被她拉住了，但敌意已经不再存在。感觉到了最后的较量，其他人都

逃走了，中统高官还在我面前晃悠。我问他“难道你还想潜伏下来吗？告诉你，你别想，这辈

子我都会盯住你，我奉陪到底。不过我还是敬佩你，你是个人才”。那阵子涌出来的情绪就是

和这个人是干上了，乐此不疲。我和他是死对头，但我的目光中带着欣赏，我们一直在斗智斗

勇，少了他我就没有对手了。心里清楚他们没有多长时间了。他们的人已经陆续躺下。我们的

大部队就在城外了。我大声地说，“我们赢了！你们输了！”长官终于倒下。深咖啡的中统和

哭泣的八路军女战士躺在一起，再旁边是黑衣女人。躺着的人里面还感觉一位来自游击队，裤

脚卷起，短装打扮。我觉得我也该躺下了，思量再三，还是愿意去找我的死对头。躺在他旁边

还觉得不够舒服，最后头枕在他的肚子上，脚搭在八路军女战士的腿上才算安稳。老师说，

“开战双方死了以后不是分开躺的，是交叉躺在一起的，他们已经自行和解了”。感觉到使命

已经完成。死难者的队伍尽头坐着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看上去是政委或指导员之类的人

物。我又挪了过去，告诉老师这个人应该说点什么。此时我极度梦幻，似睡非睡。案主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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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身边抱着我，我对她说“任务终于完成了”。我确认案主的代表经常是来跟我接头的女地

下党，我们都是地下党。我对她说“我们每天处在极其复杂的环境里，整日里提心吊胆”。都

开始伤心流泪。案主也过来了。我对她说“你已经不是个女人了”，她的眼泪刷地流下来。我

还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们的大部队进城了，我们完成了任务”。我要那个政委告诉我，

“我们完成了任务，我们的部队已经进城了”。他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大部队

已经进城了，谢谢你们”。说完这句话后，我们大哭起来，我哭得更是伤心，我大叫“我们和

战争中死去的人不一样啊，你们要记得我们啊”。女地下党要求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和全国人

民谢谢你们”。政委又说了一句“全国人民会记得你们”，但这句话让我感到不满，我觉得不

用全国人民记住我们，需要记住我们的是你们。我强调“是你们，不是全国人民”。政委又改

过来说“我们会记住你们的”。这句话才听得我舒服了，我要记住我们的就是他们。我又问他

要花圈，他做出献花圈的姿势，我头脑里看到烈士纪念碑前很多人在献花圈。终于注意力不再

揪着这位政委了，放下了他。感觉我们一直在他的领导下执行任务，但在他们进城后，就把我

们忘了。案主过来和我们说话。我左边躺着案主的代表——女地下党，右边也躺着一位我们的

女同志。案主泪眼婆娑。原来女地下党是案主的前世。前世对案主说“好好活下去，开心的活

下去，不要自杀”，案主哭着点头。我对案主说，“我们是战友，我们曾经一起战斗过，这

辈子要好好做女人”，前世哭着说，“要把上辈子没做女人的都补回来”，案主泪流满面，说

“好，一定好好做女人，把没做的补回来”。右边躺着的女人也对案主说，要打扮漂亮，记

住，一定要漂亮。左边躺着的前世惦记的是要案主开心的活下去，右边的惦记的是要案主漂亮

的活下去。我对案主说“你开心就是我们开心，你漂亮就是我们漂亮”。案主说，“好，我一

定开心，漂亮，我的好姐妹、好战友，我不自杀，我把你们都活出来。” 场面极其动容。最

后我们都安息了。事后午饭时间，案主和兄长、父亲通了电话。身为家中老小的她甚为震惊得

知的一切。原来案主的家族里既有国民党的高官，也有共产党的高官。国民党高官就是机要部

的部长，并且誓死不归顺共产党。这位长辈曾经和郭沫若是同学，郭沫若也未能劝降。今天时

空回溯，当年的一幕被完整再现。我们如同回到那复杂岁月去亲历国共谍战。这两年拍了很多

此类题材的电视剧，经常打开电视看到的就是谍战片。电视剧“潜伏”是这类片子的经典。为

何近年如此流行，这个个案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排列中那句“我们和战争中死去的人不一

样”，也许是这些亡灵委屈的呐喊。有多少人还记得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曾经有他们的付出，尤

其是那些进了城的他们。大部队奋勇向前，也不能忘记地下党员们的坚忍和默默牺牲。银幕上

火爆的流行，正是这些亡灵要我们看到——他们。看海 2010-11-4 11:29:00 

回复：上文记录的第一位女人在哭泣，是一位戴帽子的八路军战士。排列接近最后结束

的时候，那位代表自己说代表的是一位胆小鬼，就从躺在案主代表的附近退走了，到了一个墙

角边躺下就安息了。原来也是一个跟着案主的没有安息的亡灵，胆小是来自于那个，排列中得

到安慰后，胆小的代表终于退走了。忠正 2010-11-4 12:51:00 

回复：我是山楂，在这个个案里我是案主的代表，我的收益一点也不比案主少，甚至可

能更多。故一定要记录在此。排列的最后，案主被其他在场的代表强调一定要补充回在战争中

遗忘的女人本色，要好好做女人。这点和我本身引起了极大的共振，回来这么几天，我都在淘

宝上不停的搜集漂亮衣服，这在以前是不会出现的。我本身也是个比较男孩子化的人，不爱打

扮，穿衣风格都是中性为主，几乎不穿裙子。在这次排列之前，我做的个案[（11）2010年10

月2日，（20101002C），第三例）]是找到了自己的内在小孩，懂得了好好爱自己。这次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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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让我更进一步，女性的柔美和温顺更多的体现在了我的身上，真的是巨大的意外收获。感

恩，感恩，无限感恩！——山楂 2010-11-6 0:27:52 

回复：9:54:49 告诉你，你帮我排列后，我觉得内心 

第3669条留言   留言者：美丽女人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6 9:36:41

2010年10月30日，我在忠正老师处做了灵排。我要解决的问题是：想自杀。头脑中一片

空白地走上前台，坐在忠正老师身边时心里有一股安全。他让我选一个人代表我，并鼓励我自

己走到前面去，凭自己的直觉和感觉选一个人代表我。我慢慢地走到前面，在一群陌生的面孔

里一下子就找到一个象极了我二十岁时的女孩，当我指向她，她突然笑了，说“我就知道会选

到我”。接着十几个人走到场上，很快，一个人崩溃地大哭起来，嘴里喊着“我很压抑，我心

里很难受”，坐在一旁的我突然间和她很共鸣，心里也很难受，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当时我看

到的那个哭得很厉害、一直想躲起来的女生就是我，就是内在的那个脆弱的我。排列在继续，

一个女人指向另一个人“他是国民党”，并且是忠诚的国民党，是共产党的死对头，一个年老

的女人追着“我”，“我”吓得一直躲，旁边一个人告诉那个追“我”的女人“你找错人了，

不是她害的你，是你的上级”，后来她躺下了，就是安息了。胆小的“我”哭着躲着突然走到

这个安息的女人身边也躺下了，说觉得那样舒服。接着出现两个忠诚的女八路，是“我”的

好战友和亲密朋友，她说是和“我”接头的，是“我”给她情报。两党在一场攻城战斗中，

两个好朋友战友牺牲了，在“我”身边躺下。那个脆弱的我突然站起来说“我走了，没我的事

了”，忠正说那个胆小的你走了。国民党那边也牺牲了很多“我”卧底时的朋友。八路军战友

不能安息，上级领导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你们安息吧，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党和国家

会永远记住你们”，随后她们对我说“你要好好活着，活着象个女人，好好活着，替我们活

着”，“我”看着她们一点点死去，痛哭不已，“我”和领导献了花圈，在她们面前跪拜。我

和“我”相拥跪拜，直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死了的人都安息了。坐在案主位置上的我，直觉到那

个胆小脆弱哭着躲着的人是内在的一个我，感觉到那个勇敢地战斗在第一线的我是有责任的是

另一个我。案例结束后午饭期间我一直联系远在安徽的父亲，家里电话没人接，我联系到在山

东部队里的大我六岁的哥哥，他说我舅舅是八路军，我父亲的姑父是国民党，但细节他说不清

楚。下午上课前十分钟，我接通了父亲电话。父亲亲口证实：他的姑父是国民党要员，名叫王

天如，是个忠诚的国民党员，郭沫若曾经劝他投共，但他宁死不从，父亲的姑姑也是国民党。

我的外公是陈毅的部下，是老八路，而且我的三个舅舅都是八路军，三舅（在世）是团级政

委，二舅的官更大（死在朝鲜战场），父亲十来岁的时候八路军攻打泗洲城（就是我现在的老

家安徽省泗县），我外公和大舅二舅三舅参与了攻城战斗，八路军取得了胜利。 当时我说给

全场人听，震撼！

第3670条留言   留言者：美丽女人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6 10:24:40

排列之后我象其他人一样回到了现世，回到了现实生活。11月2号我出差去江苏常州讲

课，是合同期的最后一次课程。两天里对方女老板不回短信、不接电话、不露面、不陪吃饭，

这样的情况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如果她忙她会短信或电话说她在哪里，抱歉不能陪我吃饭什

么的。两天里我自己内心并没有受到一点影响，反而平静地享受一个人的晚餐，平静地享受一

个人在酒店房间里躺着听音乐，享受看电脑到深夜，享受在房间里和女儿视频。我的这样的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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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状态以前也是没有的，以前，她的这个行为会引起我内心极大的恐慌和焦虑，不管在干什

么，不管外表怎么掩饰，都会不停地在想“她为什么这样？她怎么能这样？是不是我哪儿做错

了？肯定是我做错了，肯定是我不好，一定是我不够好，又被我搞砸了，我真没用，我怎么什

么事也搞不好？活着还有什么用？死了算了”。然而，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可以这样地平

静，这样地坦然，内心一直在想的是“她一定是遇到什么事了，她这样做一定有她的道理，也

许这个道理在别人看来是不对的，但对她来说是有道理的，和我没有关系”。我内心平静地坦

然地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得很漂亮，离开的时候也没有一丝不悦。回到深圳把这些告诉了老

公，老公很奇怪我会这么厉害，如果在以前，会打电话跟他一遍遍地说，一遍遍地哭，他得不

厌其烦地哄，可能无法正常上课呢，如果他稍有表现出不耐烦，我就会说或会想“连你也这

样，一定是我不好，我消失会对大家都好”。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一点点的焦虑。后来从另一

个朋友那里得知常州那个朋友的确遇到了对她来说很重大的事。 

回复：祝贺你，美丽的女人！祝贺你重生！ 丽丽/放下爱 2010-11-16 12:08:25 

回复：美丽女人有个非常好的伴侣！ 2010-11-16 12:41:47 

第3671条留言   留言者：美丽女人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6 15:13:26

在我三十六年的人生历程里，无数次地陷入内心痛苦的纠结，每次纠结都让我无法自

拔、痛不欲生。当我的两个好朋友观点不一样，需要我选择的时候我便陷入纠结不能抽离，选

择哪一个对另一个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伤害，而且我会把这个伤害夸大到是我对她的背叛。他

们的关系越紧张我就越纠结，最后就到要自杀的地步，认为我消失了就天下太平了。小时候纠

结在父母亲之间，他们两个斗了一辈子、吵了一辈子，父亲一辈子都在做对不起母亲的事，母

亲一辈子都是最苦最累的人，母亲去世十年了，她活着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上辈子我欠

你们姓陈的，什么时候还完了我就走了”，结果果然是这样。2008年一个集团公司年薪六十万

请我当集团总经理，每周工作五天，周末我飞回来陪老公和女儿。于是每周日夜里飞去、每周

五下午飞回，我以为自己可以辛苦点没关系，只要不辜负朋友的期望，同时不会冷落到家庭能

照顾到家庭。哪知半年下来，我的身体全身报警，胆囊结石每时每刻都在疼，而且我都以为是

胃疼，不停地吃大量的胃药，生女儿时得的痔疮也到了大量便血的地步，每次大便时整个马桶

都是血，腿疼，肩周炎，颈椎炎，脚气，总之从头到脚都亮起了红灯。老公心疼地很多次劝我

回来吧，休息吧，不要这么拼了吧。老板说公司太需要我了，没有我不行啊，很多事情做到一

半了，我走了会功亏一篑的。一边是老公和女儿，他们需要我，一边是老板和团队，他们也需

要我。选择哪一个都对不起另一边，选择哪一方都是对另一方的背叛和不忠。于是我崩溃了，

整夜整夜失眠，总希望在我身上出点意外，让我从这个世上消失，消失了就不需要选择了。这

个念头最强烈的时候我骑到了五楼的窗户上，想着怎么往下跳。是远处一声孩子的哭声把我拉

了回来，我有女儿，女儿不能没有妈妈，老板可以另请总经理，老公可以再找老婆，但女儿的

妈妈只有我一个。尽管还是纠结着，但是活了下来。排列以后，我知道为什么我会纠结，因为

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与反目、抗日和争权是纠结的，我的前世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

活动于两党之间，胆小脆弱的我和国民党成了朋友，甚至对他们产生了依赖和信任，而勇敢的

我一直忠诚于共产党。责任让我要么背叛国民党里的朋友，要么背叛共产党里的朋友，不管怎

么做都是背叛。我的朋友被我的朋友杀害，我看着她们在我面前倒下死去。纠结，无奈！但是

我活了下来，我的活着被我认定是对两边朋友的背叛。她们没有安息，我也没有放下。几世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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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这种纠结一直在我生活中出现，每次纠结都会想到自杀，而关键时刻又都是责任把我拉回

来。我也说不清，真的说不清，但细细回想我能用大脑记住的事，和排列里呈现出来的，惊人

的相似。 

回复：9:58:28 我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变化，还会有什么事情，总之我觉得自己有力量

了，是内在的力量。 2010-11-19 10:37:08 

（31）后颈痛二十多年（音乐团经营纠葛）（西安）

第360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30 22:18:38

2010年10月30日，第三例，（20101030C），处理后颈痛。案主来自西安，后颈部疼二十

多年。排列开始不久，出现了有人跳芭蕾舞，有人弹钢琴，有人唱，另外很多乐器，还有指

挥。有莫扎特的，有小天鹅，有竖琴等。大家很投入，沉浸在音乐的享受中。弹的、唱的、跳

的、指挥等全能对应上完全一致的动作场景。但由于音乐团太高雅，观众很少，亏钱，无法支

撑，投资方和团长产生了矛盾。音乐团台柱人物出走，矛盾进一步激化，年纪大的又退休了，

音乐团垮了。最后多次重组、改造、改革，均没有成功，有几个出国了，还到过非洲、尼罗

河，还到了马六甲海峡。去国外漂泊的日子也不好受。后来场景又倒回到1872年，投资方被骗

走12万8千大洋，无人还。12万8千大洋被骗后，投资者很落魄，住在山上的小房，屋顶也没有

了，最后死了，狼在左肩边转，老鼠在右肩边转。后来案主答应了还钱，还钱的收款人是叫

“汪坤”，后来那位向案主要苹果，白酒，黄酒，水，馒头，塑料纸，韭菜等等，记录下来了

一大堆。要案主回去会认真办。 

回复：我做了钢琴艺术家，弹得一手好钢琴的正统歌舞团的团长，醉心艺术，不善管

理，导致亏本，然后又送二个心爱的台柱子出国……嘻嘻，真有意思，要是录像放给钢琴家

看，没准还能还原我弹的什么曲子……本杰明 2010-10-31 0:39:41 

回复：今天案主为了联系排列她儿子的肥胖，反馈了她排列后的情况。在排列中她答应

初一时会带着前辈需要的东西去纪念那些前辈，但她后来忘了日子，初一那天去了杭州，夜里

后颈部硬得如钢板，不能动了，而且痛。后来才想起来，是食言了，答应回去后十五时再去纪

念。回到西安，去找排列中前辈提到需要的杯子和壶，到处找不到，案主想，那个东西是古董

可能要好几百元或者好几千元，但一定得找，没有找到。回到家，她同老公说了，老公说给她

一起找，老公想起来有一个地方有卖，去了那个地方，真的找到了，杯子正好就是排列中提到

的需要两个，那边也只有两个，壶正好有一个，卖家说，那些东西积压了很多年了，没有人

要，于是杯子每个五毛钱一个，壶十元钱一个卖给了她，感觉就是为她准备的一样。纪念完，

三天内，她的后颈部非常痛，比以前还痛，她老公说，说不定可能前辈现在正在走呢。三天

后，完全不痛了，至今也没有痛过，后来完全好了。忠正 2010-12-16 11:15:58

回复：2010年12月19日，案主再次来深圳，为儿子排列肥胖200多斤，她说她的母亲姓

“汪”，上文提到的前辈收件人是“汪坤”，同我们灵排中呈现的一致。忠正 2010-12-20 

1: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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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胸闷二十年（捏死小鸡和杀兔子）（广州）

第360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30 21:51:37

2010年10月30日，第四例，（20101030D），处理胸闷二十年。案主说在二十年前打篮球

时胸部被撞伤，其后一直胸闷。排列开始，不久出现一只鸡，出现很多垃圾，后来有人扫地，

后来全场臭，是鸡腐烂臭，臭得大家无法呼吸。怎么打扫也不行，后来又出现兔子，肚子剖开

被杀了。全场臭，臭得无法呼吸，胸闷住了。后向鸡道歉，鸡妈妈一直守着那死鸡。后玉兔妈

妈出现，要案主向兔子道歉。兔子要求案主把兔子肚子缝起来，并且道歉后，玉兔妈妈不断类

似打嗝，才把胸闷解决。 

回复：结束后，案主说，二十多年前，他觉得好玩，就弄死了小鸡，就丢了。另外他家

的鸡笼里养了兔子，后来兔子被狗咬死了，兔子肚子里有三个兔子宝宝，案主的父母就把三个

兔子宝宝从兔子肚子里挖出来了，让案主吃掉了。后来就出现了胸闷，其后一直消瘦至今，直

到今天才解决了这个胸闷。 2010-10-30 21:56:47 

回复：在排列过程中，当案主向鸡和兔子道歉时，当说到“你也是一条生命”时，玉兔

妈妈才哭了。 2010-10-30 21:58:30 

回复：我是这个案主的代表，其实案主本人小时候根据大人的意愿吃了那几只小兔子。

对兔子妈妈还是非常有爱心的。所以解决案主的问题还是由案主本人的爱心达到了。就是我在

代表这个角色过程中一个场景，是由这个角色协助鸡的灵找到杀死鸡及剖开兔子妈妈肚子的案

主的父亲这个角色，也就是说由案主代表找到那只死鸡的灵追查到那个一直对死鸡的臭味熏得

极难受，又嘴上恶骂案主本人小时候到处乱寻找什么而到处转来转去没出息什么的。呵呵，没

到现场真不知里头好玩。本杰明 2010-10-31 0:08:56 

回复：11:50:01 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件事情是这样的：读书时有位师姐拿回来几只

做实验刚死去的兔子，想搞来吃，后由我来处理，拨皮开肚，煮来给大家吃，有可能与这个有

关啊。案主 2010-11-1 11:53:29 

回复：灵排结束后，一星期内他胸闷的问题就消失了。他又预约了11月14日为他妈妈排

列结肠癌伴肝肠系膜转移。他妈妈85岁了。忠正 2010-11-13 8:12:23 

第3611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31 22:08:10

（33）1、2010年10月31日，第一例，（20101031A），罕见的遗传代谢病（堕胎）（北

京）。 

（34）2、2010年10月31日，第二例，（20101031B），多年的心里压抑（军队挖矿被水

淹）（昆明）。 

（35）3、2010年10月31日，第三例，（20101031C），右手指皮肤病（讲佛法）。

（33）罕见的遗传代谢病（堕胎）（北京）

第3605条留言   留言者：S   来自：北京     时间：2010-10-28 22:43:00

忠正老师，您好！我是刚才打您电话的，已订好明天飞深圳的机票。我家宝宝是罕见的

遗传代谢病，身体里会产生有害的有机酸侵害神经和各脏器（以前用了近五个月抗生素，肝、



第四章 灵排记录69例（有录像）

103

肾、心肌都有些受损），现在已经13个多月了，还坐得不好，也不会爬，智力发育相当于八个

月的，痰多且易咳，恳请您帮帮这个可爱的孩子。 

回复：解决方案：1、灵力医学排列；2、量子共振信息水；3、亲密育儿背巾。 2010-

10-28 22:59:50 

第361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31 22:41:00

2010年10月31日，第一例，（20101031A），罕见的遗传代谢病，身体里会产生有害的有

机酸侵害神经和各脏器，现在已经13个多月了，还坐得不好，也不会爬，智力发育相当于八个

月的。排列时，刚开始只有宝宝妈妈在场。宝宝没有带来。宝宝的爸爸刚开始没有在现场。排

列中，案主宝宝的周围很多人，有很多人纠缠，有掐宝宝的，有去捏宝宝的。宝宝站不住，很

多人闻到了宝宝代表身上有奶香，也有药味。随着排列进行，出现宝宝妈妈曾经堕胎2个。再

进行，宝宝的爸爸曾经有与其他女人有事实婚姻，并且同那女人打胎两人，后来把那女人抛弃

了。但现在的老婆对此一无所知。但宝宝爸爸的父母还是很喜欢那个前面的女子（事实婚姻的

老婆）。当排列到宝宝爸爸向前面那个女子忏悔时，因为当事人（宝宝的爸爸不在场），由代

表道歉力度不够，于是联系了宝宝爸爸到场。当宝宝爸爸到场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的情况下

就跪下向前老婆道歉。但向曾堕胎的宝宝道歉时，其中一个不接受，质问爸爸“为什么现在的

弟弟有奶喝，我为什么没有？”道歉安慰花了很长时间，终于被堕胎的宝宝哭着说：“现在我

终于有爸爸了”，这句话太辛酸了，所有人流下了眼泪，包括专业公司的摄像师也流下了眼

泪。我作为排列师，经常有很感人的场面，但我作为总指挥不能卷进排列中人物的情绪中，我

每次能成功压抑下去，但这次，没法压抑住，眼泪不断流。当被堕胎的小孩要爸爸取名“菁

菁”，并且要求爸爸喊“我是菁菁的爸爸，我是菁菁的爸爸”时，再次让全场流泪。一个被堕

胎的小孩要得到爸爸的承认这一要求多么艰难。宝宝爸爸的父母看着自己的儿子总是不像个男

子汉时急得直哭。宝宝爸爸的母亲在她50多岁时肝癌去世，但一直没有安息，担心自己的儿子

担当不起他自己的责任。当他大声喊出“我是一个好儿子，我是一个好丈夫，我是一个好爸

爸，我会承担起我的责任”时，母亲才安息，父亲才放心。宝宝也一步一步变得有力了，周围

的纠缠也解除了。宝宝他同被堕胎的前面那个姐姐有很深的联接。这里方方面面做了处理，从

上午9点到中午12点半才完成，花了3个多小时。上午只完成了这一例。 

回复：这个个案我做宝宝父亲的角色，这个角色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情人/儿子/丈夫/爸

爸，在这人跟现在这个老婆结婚前，有过女人，并且跟这个女人连着堕胎两个。他父母过份操

心的那类人，使作为儿子没有人生动力做事，而母亲去世得早，也非常担心这个儿子有没有出

息。现实是当时这对夫妻从北京30日直飞到深圳，一直不太相信或有忧虑这次排列，就在要排

列的前几分钟，这个丈夫也跑开不参加。我在排列中的感觉是这人不太关心妻子小孩，对别的

事物也不太在意。是心中没有力量或目标的一类人。在排列过程中呈现出其中另有女人，并有

两次堕胎史，跟现在这个妻子也有两次堕胎史，在这些呈现出来后，我作为代表是无能为力

替代其本人解决问题的，由其妻子打电话找回现场，整个和解过程花了很长时间，反反复复

地许诺对已堕胎的小孩子做些事纪念，发誓要如何做好自已的角色……其现在的小孩患这种

极其罕见的疾病，是与其前面的女人其中一个被堕胎小女孩叫菁菁的有关。本杰明 2010-11-3 

16:29:20 

回复：补充一点，当时排列一开始几分钟，我作为宝宝父亲这个角色，就闻到宝宝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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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发的人奶味道，三米远的地方都闻到，越靠近味道越浓，真不习惯，而宝宝角色是由一个

四十多岁的老男人代表的，排列完后就没有这奶味道了。呵呵，现在想起来还胃口有点不习

惯。本杰明 2010-11-3 19:01:50 

回复：解决方案：1、灵力医学排列；2、量子共振信息水；3、亲密育儿背巾。当事人家

族一定要对被堕胎者做忏悔、纪念、安慰等工作。并且要随时文字反馈病情进展，以便前后对

照。忠正 2010-11-4 22:57:37 

回复：我是山楂，在这个个案里，我代表的是良知和正义。我一直在关注着案主代表的

一举一动，不停的纠正他的错误，要求他向被堕胎的孩子，之前的妻子还有父母忏悔，我觉得

我似乎是来自灵界的，到案主爸爸本人终于超级大声的喊出他是菁菁的爸爸的时候，我心里突

然有一句感叹：人间还是有真爱的。我对案主爸爸是又爱又恨，觉得他让我很累，而且他没有

力量，我必须得牢牢看住他才行。这个个案持续的时间很长，之间那个堕胎的女宝宝撕心裂肺

的倾诉，渴望得到爱的倾诉，让在场很多人都为之动容，连摄影师都哭湿了纸巾。可能很少有

人注意这个堕胎宝宝的很多诉说，比如她说她尽了很大很大的努力才来到父母身边，这和佛法

里说的“人身难得”是非常吻合的。期间我有几次脱离了良知和正义这个代表的角色，回到了

我自身，幸好我及时发现，迅速回归。——山楂 2010-11-6 0:22:10 

回复：关于本例的反馈：2010年10月31日20:08，排列的当天晚上，接到小孩妈妈的手机

短信“忠（正）老师，今天的排列与事实完全不符，到现在为止，孩子各方面没有任何改变。

为什么？”，我短信问她哪儿与事实不符？20:16收到短信“非常不符”，总共四个字。电话

问她在哪儿不符。她说她问了老公，老公答复他曾经没有女朋友。我反问她，如果与事实不

符，为什么你老公在现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为什么他自己后来自发向前老婆忏悔？另外，这

么严重的疾病，还不愿接纳事实的情况下，要在8小时内见到孩子的改变，孩子的妈妈太天真

了。次日，下午，小孩的妈妈在这边看到案例记录后，打来电话，要求删帖，但还是强调与事

实不符，但改口“老公曾经有女友，但前女友没有生育能力。”我问她，你老公的前女友没有

生育能力，你是怎么求证的。答复，是老公的姐姐说的。另外关于要删帖的事，我告诉她，我

们的工作方式就是通过网络，收集各个代表的信息，和案主其后的不断反馈记录。后来她说，

如果不删帖，她将会来告我。我说，如果有与事实不符的，请她老公来说，她答复，她老公很

忙，没有时间来管这事，我说让她老公打电话来说，她后来又说老公出差了。不过，对方是很

清楚我们这样的工作方式的。她在来深圳的前夜，曾经短信上说，“我正在看你们的网页上的

记录。”并且现场签到本上有关于网上文字记录的说明。几天后案主又请贵阳的绿子来说要删

帖。我告诉绿子，我们的工作方式就是那样，因为绿子详细记录了她家宝宝的整个过程，于是

我们可以一步步知道如何指导家长使宝宝更快更好康复，因此绿子家宝宝康复进展很快。其后

未再接到案主反馈。不过11月6日晚上，看到一个留言，来骂说“骗子，你们良心何在？”，

地址写的是“海口”，但IP是“221.123.175.23*”，一查IP地址是来自“北京”。关于海

口，我们从今年8月至今只有2个客户，一位是我们8月30、31日给他们夫妇俩分别排列腿肿30

年和腰痛，腰痛的在排列进行一半时，腰就不痛了，腿肿的回去后反馈就不肿了，回去后他们

文字反馈，排列治疗好疾病后，写下了《爱的姻缘》这篇文章，男案主是英文教授，免费给我

翻译《爱的传递》、《回归本源》、《灵力医学排列》这3本书的部分内容为英文。连《爱的

姻缘》这边文章也翻译成了英语。10月2日，他们再次从海口来深圳排列另外一个疾病，颈椎

痛，排列完又治好了。另外一位海口的客户是肺癌，来深圳，由于耳聋，听不清排列现场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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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所以没有排列，但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后，次日就说明显好转，事后还多次从海口电话来

表示感恩，现在怎么写了来自海口这样的反馈？一查反馈的IP地址，是来自北京的，胡说八道

的，也只有北京的这一位了。 2010-11-7 7:55:20 

第3613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0-31 22:43:17

今天上午的个案时间很久，足足三小时。大概因为之前做过一次宝宝的代表，今天我总

感觉自己和小孩子有关。开始上场搞不清自己角色，满场人不断拉扯，似乎与我不相干；后来

发现自己就是对一个人心有不满（后来知道那是爸爸的代表）。起初他总会靠近我，我躲开，

他紧跟过来；反复多次，好似我身上有吸力会吸住他。再推进，我就开始不满了，一定要把他

弄走，远远推离；其实很累，多次想休息了，但不愿放过他。然后又有人加入进来，场面完整

了。这个个案本身颇为复杂，妈妈这边有堕胎（2个），爸爸那边有过（2个）。我是爸爸曾经

草率杀死的一个。听到有人说宝宝身上奶香很浓的时候，我忍不住就凑过去，果然香气扑鼻；

我很喜欢宝宝的样子，很想跟他玩，但会把爸爸推离宝宝代表。好像全场没有人喜欢爸爸。我

一直觉得自己离他们太远了，被孤零零地抛弃在没有亲人的空间缝隙里，得不到温暖和关心。

所以在我面前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情绪被凝固，感动到来很艰难。但终于开始流泪和呐喊

的时候，自己都诧异如此巨量的泪水是怎么来的。我感到深深的悲哀和绝望，仿佛历尽了千辛

万苦，才带着欢喜来到他们身边，结果却被扼杀了，他们堕胎就像随手扔掉鼻涕纸那样简单。

我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呵，居然就这样失去机会了，我是多么希望能够留在世上，像那个存活的

宝宝，浑身散发奶香，享受父母家人的爱和照顾，牙牙学语、蹒跚成长……可是我无限向往的

世间，只能换成盼不到头的无限哀怨。心不甘，心不甘……最后，大家都聚拢过来，要给我关

爱；我最享受宝宝让我分享他的奶瓶，还亲密地紧搂我。当我喊着：“我有爸爸了”的时候，

心底第一次升上了喜悦。随后我开始撒娇，终于有人爱我了。尽管那样的形式短暂，可是我已

经感动和知足，我离开了。这个个案让我真切体会了弃婴（灵）的孤独，上帝保佑，还好自己

没有前科。 

第3620条留言   留言者：深圳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 12:55:29

昨天上午，处理罕见的遗传代谢病，我上去没一会，我就倒下来了，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竟当场做梦，梦到我是案主的小孩，在二个月左右就被打掉，他呆在一个非常冰冷的地方，

小孩在梦中让案主对小孩道歉，我醒来手脚非常冰冷，手一直出冷汗，案主直向我道歉了好几

遍我的手掌才不出汗，人才慢慢暖和过来。

第3621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1-1 16:11:50

更正一点，堕胎宝宝喜欢的名字应该是“菁菁（jing）”，当时混乱有人说这字念

“qing”，读音错了，但应该是这个字。 

回复：和很多症状相比，我发现自己更注重“心”，这是前所未有的关注转移。我想

解决的问题，其实可以罗列出一大串{母女关系、金钱（好像自己不能赚钱，却一直散败出

去）、焦虑（对生活的后续保障没有信心，还有房贷压力）、爱情（很难遇到喜欢的，总有

些阴差阳错）、疾病（胃肠系统、甲状腺）等}；但是，现在却非常渴求“正常、祥和”的

“心”。昨晚梦境中似有阳光了，睡眠时间多了些，今天还很困倦。 2010-11-1 21: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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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10月14号抵达深圳，到31号排列，中间这半个月没有一天睡安稳觉。夜夜梦亡

人，其中有父亲，但外公最多，几乎夜夜梦见；甚至还有噩梦（房间里几个黑影，其中轮廓梳

旧式发髻的来卡脖子，恐怖到自己不敢回忆细节，浑身冷汗吓醒的时候瑟瑟发抖），还有梦

中做排列，总是自己给别人做，又总是自己代表了辞世的人。每夜睡眠分为三四段（隔壁很

吵），睡了醒，醒了睡，然而不断给自己打气，或告诉朋友自己的害怕听取安慰，或短信老师

以得到勇气。排列后的两天，睡眠好了些，固定在半夜2点的动静还没听到过，梦境柔和。瑜

伽猫yogacat 2010-11-3 10:29:20 

第3656条留言   留言者：莫名   来自：孝感   时间：2010-11-12 20:48:31

赚钱的把式太卑劣 

回复：这个留言的IP地址是“221.123.175.23*”来自北京。这次写的是来自“孝感”。

同样这个IP地址“221.123.175.23*”，11月6日晚上留言，写的地址“海口”，那次的留言

“骗子，你们良心何在？”，写的是海口，但IP是“221.123.175.23*”，一查IP地址是来自

“北京”。地址明明是北京的，写的却是“孝感”、“海口”，一看就知是谁在骗了。 2010-

11-13 5:22:31 

回复：这例，离宝宝的康复只一步之遥，如果宝宝的爸爸真正接纳曾经堕胎的2个小孩，

接纳曾经事实婚姻的妻子；而后来的妻子明白曾经前面妻子的序位在她之前，那么那位宝宝就

解放了，宝宝的父母不接纳这样的事实，那么那位宝宝就在为他们承担这些，就无法从疾病中

解放出来。学习过家庭系统排列的，均明白这些道理。如果宝宝的父母学习一下海灵格的《爱

的序位》、《谁在我家》，就知道“爱的序位”——后来的老婆是排在前面那段婚姻的老婆后

面，“谁在我家”，还包括那些堕胎、流产的小孩。其实这例是非常生动的一例。以后想做个

案的，先好好学习《爱的序位》、《谁在我家》，在心理学课堂扫盲后再来最好。不过这例的

关键人物是宝宝的父亲，排列中呈现出就是一位不负责人的父亲，排列结束了，还在美化、否

认自己的历史，在误导自己的老婆。忠正 2010-11-13 6:08:48 

回复：人可以欺骗人，但欺骗不了这个“万物有灵”的世界。自己干过的事情全部记忆

在宇宙中，曾经干过的事情，可以通过时光倒流的方式，把四维空间的全部可以呈现在三维空

间中。很多的疾病，就是“因果病”、“灵魂病”，而“因果病”、“灵魂病”西医无药物可

以医治，目前只有通过灵力医学排列的方式找到原因，并做现场处理，而更多的功夫要当时人

在现实生活中去化解掉“因”，才能产生新的“果”。这位当事人的宝宝不知还想在医院内呆

多久。忠正 2010-11-13 6:15:56 

回复：灵力医学排列中，疾病的原因，自动呈现出的有前代的、前辈的、前世的、有重

大社会事件的、有历史事件等等，而本例呈现的是“现世”的，当真相呈现出来后，“现世”

的就要现世的当事人自己去化解，旁人很难替代了去化解。我们的灵排，最主要的是把真相呈

现，然后当事人去化解。其实，当灵排结束后，夫妇两位离开前各自单独找我问过话，已经再

次印证了事实真相，男方悄悄问我“拍的录像是否能不对外公开？”，我答复“不公开，只供

现场的代表把事件来龙去脉事后进一步搞清楚，但可以提供给当事人本人”，老婆则跟我进入

了里面的房间问我“他真的有前老婆？”我答复：“不要问我，问你老公去”。老公没有对事

件提出任何异议，只问录像是否对外公开。老婆关心的是老公是否有前老婆。我说以上这些，

既然老婆已经两次来留言不相信是事实真相，在此也间接把细节告诉她，让她自己判断。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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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宝宝的命运就掌握在这对父母手上，而不是掌握在西医医生身上。要想来做灵排的，要做

好面对现实的心理准备。忠正 2010-11-13 7:39:11 

回复：很意外在交流的专区看到这样的留言。接触过佛学的、看过《西游记》的，不少

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孽障”。对于现世，这样的人——不信“因果”、不懂“报应”、毫无感

恩之心者，不知“尊重”为何物，以致经常出言不逊、甚至恩将仇报，就是人间孽障。现世报

都在眼前，他们依然“任我行”，继续作恶，不惜为害他人、乃至家人。可悲可叹，可恨可

鄙！ eye 2010-11-13 20:14:56 

回复：《西游记》还告诉我们：魔怪都有佛性。只要痛改前非，就能立地成佛。留言者

“莫名”唯一要做的事，只有真诚道歉、立意悔改，而不是骂人。eye 2010-11-13 20:18:41 

回复：佛经上有一个词“他心通”，实际体现的同我的灵力医学排列中体现的是相同

的。我们在另外两例排列中，曾经排列出了案主的前辈（前世）1842年发生的事，1872年发生

的事，连年代也能明确说出，更不用说现世了。本来找出这些线索，案主就按照呈现的就可以

去化解了，如果当事人不接纳、不去化解，或者加剧排斥，那么很难康复。忠正 2010-11-14 

7:10:52 

回复：西医研究的是叶子，中医研究的是树木，灵力医学研究的是森林、阳光、土壤、

气候等宇宙环境。忠正 2010-11-14 7:22:08 

回复：这例还在这瞎扯，同期参加的2010年10月30日，第四例，（20101030D），处理胸

闷二十年的那例，排列完，胸闷就消失，他今天带着他85岁的母亲来排列处理结肠癌伴肝肠系

膜转移（2010年11月14日，第一例，（20101114A））。 2010-11-14 23:46:49 

回复： 本人接触忠正老师的排列也才一个半月，您的案例是我第一次撕心裂肺，当时您

的案例结束后，我还特意走上去，对您说：“你真勇敢！”没想到后续工作如此不得力。要知

道您这个情况，去找心理咨询师，老师不给你拆个几年，才能拆得开！老师已经把你家的情

况，给拆得这么透彻了，如何更紧密，是要你拿出勇气和诚意的。我也理解男人的说谎需要，

但是既然自己做了，那么勇于面对才是最根本的，两个人走到一起是很大的缘分，逃避会让你

们走得更远！好好承担吧！不要辜负了我们的努力和老师的心血！ 2010-11-15 14:57:46 

（34）心理压抑多年（军队挖矿被水淹）（昆明）

第3614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0-31 22:50:45

下午时，突然问老师何时帮我做个案。话出口了觉得自己有些贪心（但我真的困扰巨

多），担心遭拒。老师说如果想好就应允。前几次要开始前我都会犹豫好久，如同面对多重答

案的单项选择，左右犯难摇摆不定。这一次猛然很清晰，在老师说话的几分钟时间里，我的胸

腔中压抑无比，这种无比清楚的感觉已经蠢蠢欲动，我一定要解决“压抑”。是的，压抑，我

以前没有想到过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压抑，压抑了很多年！ 

回复：九月我还在昆明，拜访了一位老师，那天我只是想先去看看她是否能帮助我（我

的问题很多，能在当地解决一部分更符合实际生活状况），很随意聊了一会儿，但在谈话过程

中她的姿势像入定。她是个能让我倾诉的对象，我对她有很多话来不及讲；但，已经让她感受

到不一般的沉重了。我看不到自己的生命力，感到被一片厚厚的白茫茫覆盖了，密不透光。而

她则说看到了我的心，被厚厚的一块东西压着，压了很多年，外围的白色我可以触碰，可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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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这一大块，坚硬无比，除了海灵格大概无人能让我移开。那天她的语气和眼神，让我感到自

己是她从业多年来看到的最棘手的案子。她说不知谁能解决，我背后那个黑洞（家族的）太过

巨大；而我的活力不能散发原因就在此。我一直很注意生活的某些细节，表面几乎是自恋级别

吧，可是内心对自己爱不起来。这情况也很久前就感觉到，也知道自己的整合度不够。现实中

我的思想和行动有时脱节很厉害；脑子里早已万马驰骋了，脚还在原地没有前进。其实我一直

很会、而且很擅长、很习惯压抑自己。这种自我限制或设限，我尝试很多，没有办法突破。最

困扰的就是我会接触到自己向往的生活，接触到代表那样生活的人，我从心底渴慕成为他们中

的一员，非常渴慕；人家会有机会垂青我，如果其他人有那样的宝贵机会，早应该一跃而起，

甚至光宗耀祖了；可是我却不行，我会过于控制，进而限制自己，一直限制到机会终于白白溜

掉；我自虐式地嘲弄自己，让自己没有改变，不知我的不爱自己和压抑关联有多大。 2010-

10-31 23:38:57 

第361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31 22:58:10

2010年10月31日，第二例，（20101031B），处理多年的心理压抑。排列开始，不久就出

现军队哨兵站岗，换岗，敬礼，换岗，正步走，持枪等各种场景。还有被罚站的三个士兵，只

要其中一个做错事，会三个人一起被罚。士兵对长官很怨恨。不久就出现了挖矿，后来山洪爆

发，矿井被淹，大家均在抱怨长官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挖矿，现在被困无法逃生。其中一个人

在矿里拼命跑，寻找出口，终于他找到了出口，首先把长官救出，然后把所有人员救出。后来

出现了山神、矿石等代表。其中的代表山神，为了保护矿不被糟蹋，才稍使了一点颜色给那些

人看一下。这个排列让我们看到了“万物有灵”，让我们再次对这个大自然产生了“敬畏”。 

回复：当有人说到挖的是黄金时，我心里一阵反感，是那种对渴求大量财宝的反感。只

觉得这样会带来巨大灾难。其实现实中，有人会说我描述的梦想生活一定是有钱人的生活，我

不敢苟同。我理解的品质，不是追求奢华张扬，真正的锦衣玉食香车宝马，我觉得无福消受，

也不愿消受；应该说我一直强调一种观念和行为习惯，这样的意识是要经过打磨的，需要物质

根基，但只是钱多远远不够的。钱，到一定程度就足够带来幸福生活。瑜伽猫yogacat 2010-

10-31 23:55:01 

回复：这个个案我负责训练部队的军官，训练非常严格，老想立正，齐步走的呼喊词，

当时我可能是自已的原因，没有大声的喊出来，只喊了三二次，呵呵。其中有多个人在练习我

的尖刀班，反复进行立正齐步走，同时又在处罚几个偷懒的人，处罚那几个偷懒的人的方法是

要他们的腰站直，并矫枉过正，把他们靠在墙边，往反向弯腰，看他们痛苦极了，有人说要放

了他们，我就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后来部队给人带走，好象是去挖矿，可能是黄

金部队。我就在象征痛苦的女环境代表旁边休息，并睡着了。突然产生山洪爆发，面临山体塌

方，我由一个平时比较关心他的一个优秀战士救出，那个战士同时救出所有人，后来代表黄金

矿藏或其它玉石矿藏的代表出现，由案主代表向前道歉，案主的问题找到并初步得到解决。还

有一个插曲，黄金矿藏代表竟化成佛教的观音娘娘，给众人膜拜。这个个案说明山川江河都有

灵，我们要尊重大自然，搞不好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本杰明 2010-11-2 21:00:01 

回复：这个个案我一定要记录，因为我在这里代表了观音菩萨，天啊，我后来真的是激

动得要晕过去了。开始的开始，我就是一圈一圈的在巡视现场，看到那些当兵的在那里搞七搞

八的，我也不烦，只是说：你们闹吧，闹完了还得我来给你们收场。然后我就靠在一个穿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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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的男代表身上休息了。当山洪暴发，所有人脱离险境以后，有人意识到我们是矿山和羊脂

玉的代表，他们忏悔说因为自己太贪心了，所以招致了灾祸。然后在老师的引导下，他们就来

向我们三个代表了矿山的人道歉。说起来真是奇怪，本来我只是很随意的坐姿，可是当他们过

来向我磕头的时候，我突然不自觉的要端身正坐，而且还要把腿盘好，腰也挺得很直，就如同

观音菩萨那样。当案主跪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突然对她说：孩子，你要转运了。然后情不自禁

的去抚摸她的头。而看海跪拜的时候，我就对她说：孩子，你受苦了，你好辛苦啊。她哭着问

了我一句话：观音菩萨，我是不是你派来的？我回答她说：时候到了你自然就知道了。还不停

的去抚摸她的背部和双手，似乎想帮她驱走病痛。云深当时也问了一句话，他说想知道菩萨有

啥指示，我回答他的是四个字：不要着相。然后还拍了拍他的手背，好像在表达的意思是你已

经做得很好了，顺其自然走下去，不要太执着于表象就好。那个在观音菩萨生日出生的代表

跪拜的时候，我全身一阵阵发热。老师作揖的时候，我浑身冒汗，似乎无法接受老师的跪拜

似的。再次感恩观音菩萨，能让我有此殊荣代表她，感恩，阿弥陀佛！——山楂 2010-11-6 

0:14:02 

第3619条留言   留言者：深圳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 12:43:20

昨天下午，处理多年的心里压抑。排列开始，我的双手开始不停的摆动，好像在训练，

我刚开始手脚都是左手左脚，不一会我的动作不由自主准确正步起来，走了好多圈，与另一位

代表换岗，双手也非常标准做拿枪的姿势，站了一会，又有代表与我换岗，然后我又正步走，

走了几圈我站与我换岗的对面，双手非常标准的站立，中指贴到裤缝，抬头挺胸站岗，一直笔

挺地站立，过了好久，匍匐前进到对面，爬到洞里躺了下来，躺下来发现身下好像有一阵阵水

的波浪，感到快被淹没了，好难受，后来一个人把我救出洞了，难受的感觉也消失了。

（35）右手指皮肤病（讲佛法）

第361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0-31 23:23:29

2010年10月31日，第三例，（20101031C），处理右手指皮肤病。为了尝试能否自己给自

己举行灵力医学排列，做一个探索，于是我就自己给我自己灵排右手一块小小的皮肤病。排列

开始不久，有三位手臂前伸，而且跳得很高，看到那个场面，我很不安，后悔了自己给自己排

风险太大。随着灵排的进行，我不知不觉自己也进入了灵排中，左腿痛了，右耳有点聋了。我

越来越后悔我自己给自己排，担心万一失控无现场总指挥。后来我被人带到一张座椅上坐下

（观众席上），奇怪，我的腿就自动盘了起来，方向是正面对着案主座位对面的椅子上。我的

对面也有一位盘腿坐在椅子上，我突然说，那个是我的大师父，我自己的地位就在那个人下

面。有人向我下跪。对面的大师父开始讲佛法，不断说佛法无边，说他是佛，说我也是佛，而

且不断考验我，求证后，后来大师父请人帮我剃度，帮我披上袈裟。后来那位说这是我这一千

年内的我的前世。后来切换到现实，还是说我是佛，我回答师父问题时，我突然说话很慢很

慢。而师父说话时，感觉声音从天上而下。摄影师被大师父赶出了门，一位不信佛的，也被大

师父赶出了门。最后那位大师父说我是来给人治病救人的，并且说到了量子共振信息水，而且

说还应该把量子共振信息水改一个佛名。师父说，他是佛，时辰到了，他要走了。临走前说出

了我的大弟子、二弟子、三弟子、四弟子。大师父离开角色后，他很多已经不记得了，再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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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讲刚才灵排时的讲佛的语气语调。还不断多次问我真的看到了吗？就是灵排中出现的场景。

事后，晚饭时，好几个人说当时看到我有佛光，有一个人说我当时坐的姿势同她们曾经图片上

看到的药师佛很像。为了担心别人误解，说这个灵排出的内容就对外不要说了。我想还是乘着

现在还记得，赶紧记录下来。 

回复：云深（1211285**） 16:44:14 忠正老师剃度那一下，看得很清楚！老师身边到处

佛光普照！ 2010-11-1 16:52:14 

回复：说到“剃度”时，我想头发剪了，明天我怎么出门？我想就戴一个帽子吧。还

想，智光会不会迷迷糊糊，把我头上划一刀。又不能阻止，我想听天由命吧。忠正 2010-11-1 

17:09:53 

回复：云深（1211285**） 17:04:05 智光：我可以告诉你的，我真的一闭上眼睛就看到

了老师穿着袈裟，坐在莲花盆上，被佛光普照得金碧辉煌！！！ 2010-11-1 17:12:15 

回复：今天想起来，昨天在场上右耳聋，是我初中一年级时，右耳得过中耳炎，当时有

点聋。另外吃晚饭时，格格说在排列时她的右手大拇指不断弹右手中指，因为我那边一块皮肤

毛糙，我经常弹。丽丽说她当时右手中指尖下一些疼，我说皮肤病在食指，不在中指，但她说

中指疼，我仔细检查，原来我右手中指那边有一个伤疤，我想起来了，那个是去年我在玻璃上

磕伤的。另外在排列中，丽丽说右手中指侧面疼，那边是我初中二年级暑假时我用刀砍木料，

磨伤了手指，里面后来化脓，后来在卫生所用手术刀划开了，把脓清了出来。这是我唯一的一

次手术。忠正 2010-11-1 17:31:38 

回复：排列中，大师父说时辰要到了，临走前说出了我的大弟子、二弟子、三弟子、四

弟子。说大弟子姓谢，二弟子姓赵，三弟子姓王，在东北方，现在还没有出现，四弟子姓郭。

大、二、四我知道，是我曾经治好病的，现在我在带他们作为学生，三弟子还没有对上号。忠

正 2010-11-1 21:02:41 

回复：排列完的当天晚上学员大家一起吃素。第二天我吃有肉同煮的豆芽，豆芽味道怪

怪的，再也没有吃。看到煮好的鱼黑乎乎的，好恶心，旁边还有鱼眼珠子瞪着。中午只吃了三

口纯青菜。晚上也没有怎么吃东西。今天早上，那盘鱼还在，还是黑乎乎，瞪着眼珠子，我就

走开了。吃素原来是这样来的。忠正 2010-11-2 9:12:39 

回复：是的，吃素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最后感觉到肉的味道好腥，闻起来也好臭，最

后不得不彻底吃素了。刚开始和家人在一起看着他们吃肉，我还会有恶心的感觉，包括葱蒜

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后来自我强调“平常心”“平常心”，现在才好些了。 2010-11-2 

11:13:54 

回复：我吃素的感应在老师之前，呵呵；这种身体自然而发的选择，应该比用意念控制

的吃素幸福许多。严格的素食要求我们或许还达不到，但只要是在家自己做饭，我不自觉就戒

了一切荤腥（包括动物油甚至小五腥），而且吃着青菜豆腐，觉得分外香甜，心底溢满简单的

快乐。瑜伽猫yogacat 2010-11-2 11:52:06 

回复：在忠正老师的排列中，我有幸做忠正老师的代表。才开始在场内走过几圈后，与

一个女代表双手拉手并很安祥很喜悦地摆动、拉着双手，然后在女代表后面双手轻轻扶着女代

表的双肩绕场走来走去，心中充满安祥平和的情绪。呵呵，可能是老师最近十多年与师母共同

走过的时光吧。后角色转换，特别是入场的老师认到自已大师父后，“我”就打坐在老师的大

师傅右边一角，见证整个老师被大佛加持成佛过程。由于大佛要求老师要入静，方能看到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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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师加持过程有一些干扰，特别是办公室门已经关上，还有人影晃动之类。整个加持过程持

续了近一个小时，大佛认为自已一定要完成这个愿，于是一次又一次呼唤伽叶（参与加持的大

佛的弟子）上去给老师加持，中间大佛又穿插讲解佛法道理，并故意拮问老师是否能够看到其

上二辈的父母，老师是真佛，不为所动，只回答自已真的看到的。（其实大佛是故意误导老

师，如果老师不是真佛，就会曝露出不诚实的伪相，加持就会中止。）最后加持成功，老师

成佛，端坐莲花，佛光照耀。最后我不由自主地拜倒在老师面前。我可能是老师的王姓三弟子

（我爷爷本是王姓人家出生，可能是爷爷亲生父亲去世，我爷爷三岁被抱到张姓人家养育，我

小时经常跟着爷爷回王姓人家探亲，最近二年时间，我经常想找回我爷爷的亲生父母的遗骨，

多加纪念），可能还有别的未了缘份，还在等待时间。（还有，我爷爷是1993年冬日去世，年

79岁，我家乡有二次殡葬习俗，三年后起遗骨时，头骨上分明有排列整齐的和尚受戒点。）本

杰明 2010-11-2 21:31:36 

回复：原来右手食指有痒，很痒时抓，就会掉下很多白面粉样的东西。排列完后，现在

白色屑抓不下来了，手摸皮肤也柔软了。不过，皮肤颜色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忠正 2010-

11-3 9:18:41 

回复：刚才瑜伽猫yogacat过来。她说那天在我的排列中，她是第三个开始跳的，她感觉

跳得很轻盈、愉悦，那种跳简直想飞起来，但她看到我的表情开始害怕了，就控制住了没有继

续跳。她还做了一下当时跳的动作，但现在跳不起来了。刚才她刚说完，我大脑中接收到一个

信息，那个三个代表的跳不是代表僵尸，而是代表跨越了很多年，即跨越了数千年，而且我的

这个排列中没有躺地上的（代表死去的人）。忠正 2010-11-3 16:04:25 

回复：昨天与多位参加排列的代表交流，说他们在我的排列中的“狂跳”是喜悦的，而

且有一位从来不笑的代表在排列中也开怀大笑。由于我当时自己给自己排列，不方便像给别人

排列时满场跑去收集各位代表的感受，所以把他们“愉悦的跳”误判成了“僵尸”跳，所以我

怔住了。另外一个我当时左腿痛，右脚上钩状，瑜伽猫yogacat说她很想来踩我上钩状的脚，

今晨我想起来了，那个腿痛和那个形状，是我上小学时，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路过的拖拉机，我

学其他学生爬拖拉机，就从行驶中的后车厢爬了进去，乘了几百米，我又从后车厢下来，但因

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下车时不知道应该跟着拖拉机快跑几下，所以重重地摔下，腿和脚就

摔成了排列中呈现的那样。我是好学生，我是这辈子就这么一次爬拖拉机，几分钟后就重重摔

下。经常爬拖拉机的人下车知道快跑几下，不会摔倒。那时我不知道这里的奥秘，就摔成了那

样。忠正 2010-11-4 9:19:49 

回复：我是山楂，在老师的个案里。我体会到了多重角色的转变，由开始的可能是师

母，到后来的保护神的角色，再到后来老师的前世的母亲的身份，再到最后我也被要求坐下入

定，大概有四个角色的转变。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拉着案主代表一起走来走去，我感觉到他

没有力量，好像很需要我的支持。那时候，我应该代表的是师母。后来，我一直把老师本人，

代表老师的，还有另外一个一直转来转去的，三个人拉在一起，把老师排列在他们的中间，那

时候我感觉我是老师的一个保护神，把老师的身心灵三部分归纳到一起，凑成一个整体。后来

到佛祖出现，让迦叶帮老师做加持以后，我就变成了老师的前世母亲，一直站在老师的右边，

拉着他的手。到后来佛祖让我们给他跪下，我跪下抬头的时候，突然觉得老师的耳垂变大了，

脑海里出现了药师佛的形象。再到最后，佛祖让大家都入定，我看到了很多宇宙中才有的那种

大而开阔的景象，无法描述，但是很壮观，很美丽，有彩虹，还有很多绿色的光，当佛祖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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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的时候，迦叶开始流泪，我也止不住的开始哭，佛祖让我不要哭，说我将来必定成佛。听

到那句话以后，我真的止住了眼泪，开始安心打坐。——山楂 2010-11-5 23:56:47 

第3618条留言   留言者：深圳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 12:04:19

2010年10月31日，处理右手指皮肤病。我一上场，大拇指情不自禁弹食指，后来老师说

他平常他的手经常做我这个动作，然后我又在墙壁上不停抹擦食指，中途被大师父赶出了门，

派我出去守大门，摄影师比我早被赶出门，我在门外与摄影师聊天中，他告诉我说，下次老师

开排列，他派另一个摄影师过来拍摄，他也要参加排列，他说，堀尾老师的排列实在太神奇

了。

第364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9 4:27:25

2010年10月31日，我自己给自己排列，排列中很意外出现了佛，当天晚上起我再也无法

吃荤了，完全吃素了，而这个吃素不是我头脑控制了吃素，即使没有一个素菜的情况下，我也

不会去吃荤素搭配的菜，就只吃白米饭。昨天晚上有人劝我吃荤，还用营养等来教育我，我突

然就发火了。无法再接受那些荤菜了。 

回复：其实现在就有一本书完全证明人类是素食的，就是《中国健康调查报告》，这本

书是中美两国通过国家层面进行的，从中美两国及各自本国内不同地区内的膳食与疾病发生的

统计学角度进行对比，完全证明我们三维世界的人类是素食的，吃动物性食物（包括牛奶）会

得病，只是每人个体情况不同，或者说是造化不同，时间差异，得的疾病也不同罢了。但是，

这本书毕竟是三维情况下人们所能理解的角度去写，很多说法并没有完全说透，但其中的本意

已经揭示。大家可以从网上购书或在土豆网下载其中电子版，要证实有此书同时可下载央视二

台孙小梅主持的节目《健康之路•中国式膳食与健康》，也可以在土豆网下载。当然我们从老

师的灵力场角度，更能了解人吃了动物性食物后是怎样患上疾病的，可以理解为灵的报复，或

与动物性食物对人的共振频率产生紊乱导致。书中的统计结论完全证实了女性乳腺癌与食用动

物脂肪导致（女性乳房组织有大量脂肪，食用动物脂肪后不同共振频率错位或冲突导致乳腺组

织细胞DNA突变向癌症方向发展）。而其它中西医都无法治疗的自身免疫疾病和各种癌症，就

更不用说了。本杰明 2010-11-9 12:34:17 

回复：素食其实只要量多，杂，如蔬菜，水果，坚果要每天都吃，并注意不要单一长期

食用一二种，多吃蛋白质丰富的豆类及其制品，在我们三维世界的身体就可以从物质（营养）

层面保持健康。支持老师素食，我也在努力尽量做到素食。本杰明 2010-11-9 12:42:46 

第364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9 5:22:17

2010年10月31日，我自己给自己排列，排列中很意外自动出现了佛，智光成了佛的代

表，中途摄影师被佛的代表赶出了排列现场，此后一个半小时没有拍摄到。后面的情节是：

佛的代表说案主（我）也是佛，案主带有几个弟子：大弟子姓谢，二弟子姓赵，三弟子“姓

王，东北方的，现在还没有出现”，四弟子姓郭。一、二、四弟子全对上了（就是我此前治好

病的，后来带他们作为学员学习灵力医学），但三弟子不知是谁，于是好几个学员开始对号

入座，说自己的爷爷姓王，或者说他（她）所在的地理方位在深圳东北，或者“黄”与“王”

发音不准，应该是“黄”。11月8日20:54，突然接看海电话，说三弟子今天出现了，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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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王，东北的，是长春的”，看海打完电话，马上又打来电话，说，看海的老公还提醒看

海，那人“不但姓王，而且名也是王字旁”的。情况是这样，今天看海带了小孩让小孩去学跳

舞，在外面有一个家长的小孩也学跳舞，大家闲聊，那人问看海，你们是否搞心理咨询的，看

海回答说“很难用语言讲清楚，但不是搞语言类的心理咨询”，对方说“是否搞灵魂层面的工

作？”，看海说“是”。后来交流了，看海说那人问的问题十分专业，那人正在找这方面的想

学习，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现在要找功力高深的学习。看海对那人说你可以过来看排列，那人

说一定要看，于是互留联系方式，于是那人说：“姓王，东北的，是长春的”。这样就完全符

合了当时“还没有出现”，主要是还没有学习过类似课程，但问的问题十分专业。于是看海给

我打来了电话。事后我电话看海，让看海赶紧文字写下来，否则延误了变成事后诸葛亮了就大

家不信。但昨天晚上我没有看到看海的文字记录，于是我先写个大概，也许细节有出入，让看

海自己写完整。我的记录只是为了表明确有其事。 

回复：“摄影师被佛的代表赶出了排列现场”的情况是这样的——摄像机前面有一个红

色的电源指示灯，在古代佛没有见过摄像机，佛不知那是何物，于是佛说“你照什么照？你给

我出去”，就被赶了出去。出去后，那个摄影师不甘心，在毛玻璃门口想进来，于是佛的代表

把另外一位不信佛的也赶了出去，让那位守门去了。忠正 2010-11-9 5:53:33 

回复：昨天下午5点多带孩子去学跳舞，孩子们在里面跳，我们家长就在外面坐着边看边

闲聊。因为幼儿园这两天组织孩子们参加大运宝宝比赛，家长们相互交流交流。我说参赛很麻

烦，要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忙乎这个事情，觉得有点烦。一个家长问我，说你要上班吗？我说周

末要上班，平时还要写东西，再加上早晚接送孩子，感觉没时间忙乎这个事情。这个家长问我

周末上班做什么。我说做心理治疗。她听是心理治疗就来了兴趣。我们的话题就从大运宝宝直

接转到心理治疗上了。她问是不是要听人家倾诉。说本来很想去学，看到一个咨询师接受采访

时说还要定期花钱去请更厉害的咨询师做咨询，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就用海灵格的话说，不

需要案主说话，不是咨询，是治疗。她说不说话怎么交流啊。一直以来我觉得语言说不清楚排

列，就很少和人聊这个事情，免得总是对方要跟我辩论，问我原理让我甚感无聊，除非确实此

人的问题很麻烦，需要出手，我才告知他这个方法。上次那个美国出车祸的女孩子的情况就属

于此类。她说她一个朋友去学心理学，她也很想去学，但有点害怕，问我是不是面对的都是有

问题的人。我说这肯定，因为有问题才来求助。但我们很安全。我说咨询去接受别人的垃圾，

垃圾多了就自然就把人毒倒了。她很好奇，问怎么做。我只好尽可能的去跟她讲怎么做。以往

我很少讲。我从看话剧说起。呵呵。我说刚开始去看，有点像看话剧。十几个人搭一个场，由

导师带领，每个人放空，因为得到案主的允许，这十几个人就进入了案主的家族系统或者更深

更远的能量系统，于是自动被分配角色感知到某个人的感受。举了一两个例子。她马上就听懂

了。说你们这是进行到灵魂层面了吧，我说是。问我如此神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我说

因为这个代表和所代表的人之间内在有共有的部分，被共振出来，就成为了这个人的代表。看

似代表放声大哭，实际这种情绪可能对代表的人或者代表来说，都可能是存在的。“哦，我明

白了”，她说，“是不是说处理完了我的情绪也就被处理了”。我说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她真

是一点就通。她接着问“那你们走得这么深，导师是不是有信仰。”我说我们这里好几个都是

信佛的。信其他的也有，不排斥任何宗教，但主要都是信佛的。她说我就想你们一定有宗教信

仰。迟疑了半天，我看她终于问出了最想问的问题。她说你们这是心理治疗，是科学的名词，

但实际上有点像那个灵魂附体。我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可以这么理解。我说家族系统排列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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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现在台湾做得比较成熟，大陆才开始。她接着说，国外传进来的是不是在中国要结合一

下当地的情况才好。我听了很高兴，马上说，我们的导师不是照猫画虎，做的就是这样的事

情。她问导师多大，是男是女，能不能和导师聊聊，说很想学习。我说可以啊，我们那里个案

才收费，去看去学习去做代表都是免费的。她好开心。平时孩子在里面跳舞，我们家长都是在

外面目不转睛的看孩子，今天我们聊得高兴，根本没管里面跳什么。最后她问我，说附上了怎

么让灵魂离开啊。呵呵，我说，你舒服就行了。如同放电，最后的一点不舒服就如同还有一点

电，如果你还看某个人不顺眼，想要他给你道歉，就让这个人过来向你说对不起，他说完你就

舒服了，这点电就走完了。这个灵走了，代表与之共有的部分也随之散去了，所以说代表也搭

顺风车得到了处理。她啧啧赞叹。说今天真是又知道了这么新的好东西。说下次排列一定要我

告诉她，她要去看，并且已经开始计划以后周末就把孩子放在爷爷奶奶家，方便她出来学习。

呵呵。我感受到她的兴奋。当然我也很开心。居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一个人就基本明白了

灵力医学排列的要点。我觉得她真是太好沟通了。她说她很敏感，说和我说话的时候头皮发

麻。她说没关系。我也说没关系，可能是因为碰触了她内在比较深的地方。我说可以买张德芬

的书看看，因为启蒙的时候也许更易接受。没想到她说不用看吧，把自己放空就好了，学这个

没有底子也可以吧。我说是，是，知识的积累有时候反而是一种累赘，悟到才是自己的。其实

她一口的东北话我早就知道她是东北人了。没想到她拿出电话就说，我姓王，叫王璐。我问她

是东北人吧，她说是东北的，老家在长春。 “姓王，东北的”这个信息最近对我们来说都是

敏感得不能再敏感的事儿。呵呵，我赶紧电话给老师，说三弟子可能出现了。回家给老公说，

老公说人家不光姓王，名里面还有一个王，两个王。其实我们交流的时间并不长。但我觉得

最重要的东西完全搞明白了。对方如同我们的人，一点就通。还聊了一些关键的问题，限于篇

幅不再细细记录。老师说免得事后诸葛亮，叫我赶紧记下来。回到家里，父亲已经休息了，他

就睡在有电脑的房间里，不好打扰，今天才来补充。老公说到今天为止，也就这么一个姓王，

来自东北的。问我对方如何。我说应该很敏感，交流的时候说到灵魂，她就说头皮发麻。看海 

2010-11-9 9:48:30 

回复：我们的排列是跨时空的，过去、现在、将来均可能出现，这例排列中不但出现了

佛，还出现了现在和将来。忠正 2010-11-9 11:01:20 

回复：关于三弟子的事，现在感觉非常扑朔迷离了。今天下午，17:50，曾经（27）2010

年10月17日第三例，（20101017C）的案主（曾排列处理头痛，排列出其前世在太平天国那个

年代，头部被土枪打中的那位，排列回到北京头痛就消失了）打来电话，他说，他上次个案结

束回到北京后，曾经电话我说，北京有一位搞了心理学十多年，也在搞排列，而且跟海灵格也

学过，说她想跟我学灵力医学排列，并且决定本周末从武汉直接来深圳学习。刚才看到这边的

留言，他突然想起来，那位“也姓王，也是东北的，也是长春的”，问能否让她电话我，我说

可以，就暂时结束了第三次通话。忠正 2010-11-9 20:27:29 

回复：19:37，接到北京短信，说是刚才那位头痛案主的朋友，问我是否方便接电话，我

答复方便，于是对方电话打来，说，“姓王，是吉林人，曾经在长春读过书”。她说她在今年

1月参加过海灵格香港的系统排列训练营（我也参加了，那么我们是同学了），她说她在香港

时，她同海灵格的英德文翻译聊天时，那位翻译说她“今年一位师父会找她”，而且她说一直

对我很有感觉，一直想联系我想跟我学，并且说本周末过来参加11月14日深圳我的排列，还有

很多奇妙的同我有关的事说见面了再说。因为香港那次有500多人，我没有关注到她，但她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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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关注到我的，她说关注我很久了，一直很想联系我，但一直没有联系，但本周末真的要过来

了，并且要了我的地址。忠正 2010-11-9 20:29:43 

第361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 0:24:34

傍晚，排列结束时已经完全天黑了，摄影师突然说了一句，“下次我请其他同事来拍

摄”，我当时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另外一位学员说，“刚才摄影师说下次他也想做

个案（也不知是想做代表还是做个案），说下次拍摄请其他摄影师拍摄，他也可以参加排列

了。今天他拍摄时在现场他哭了很多次。”是因为上午的那个喊“我也有爸爸了”的那个排列

场面。

第3623条留言   留言者：沁心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 12:17:58

遗憾这两天有事情，没有完整的参加老师的排列。刚才看完了整个相关留言，真是为之

心动，那么多奇异的场面，感觉到在其内的感动和震撼！老师，您要记得这次排列的录像一定

要给我再留一份（前面几次排列的录像我都有，这次的更少不了！），太想感受那份奇妙和神

奇了！我作为第一个个案的案主代表，整场下来，意想不到的场面，令我们在场的所有的人都

深感震撼，而且清楚地记得一些场面案主都不清楚，而老师非常肯定的说了一句话“这上面出

现的都是真实的”，结果后来的进一步演绎也证实了老师的话是对的。老师，您太厉害了，您

太神奇了！我们还在关注脑瘫宝宝的近况，请老师随时发布相关信息，让我们知道进展。谢

谢！

第3624条留言   留言者：智光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 18:36:17

感谢这么多留言者，今天得重感冒在家，看了留言，留言者都是大功德。特别感谢看

海，一个人经历了疾病折磨，从身体的不健康折磨到心灵的不健康，再从身体健康到心灵的健

康，是一种脱胎换骨，是一种血泪成长的记录史。看着每个情节的变化，每点心灵的启迪，让

人激动，流泪。她用细腻的笔法，连贯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点滴细腻的感受，把忠

正老师的排列，体现得淋漓尽致，就是一个没有参加过排列的人看了也知道发生什么故事。看

来如何整理记录排列很重要。并且记录到每个重要人物的性格、心理感觉和不同时间的不同表

现，最后在处理中的感情释放，得出的人性修养的规律。 

回复：谢谢智光的夸奖！我很感动你的看到。真感情才能写出好文章。实在是排列排出

真实人生，激发出了我内在的情感，不由得要写下来。这些故事和感情丰富着我的心灵，给了

我无限的滋养。每次写这些故事，都是一种享受。此种生活让人亲身体验别样人生，和所代表

的人物真正同呼吸共命运。自己的生命可以活出这么多的角色和故事，真是一种荣幸！看海 

2010-11-3 20:00:11 

第3625条留言   留言者：智光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 21:21:03

我觉得每个代表都是不容易，不断的敲碎自己，在组合自己，不断在认识自己，突破自

己，每个代表就是在做每个个案中，不断被大浪冲击，清洗，清洗完后，再来认识自己，回归

自己，然后，才能做到一个高尚的人，纯净的人，人人喜欢、尊敬的人，人格完美的人，为社

会做出很大贡献的人，没被历史遗忘的人。我想就是一个世间的佛也就是这种人格吧，当然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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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用不同的化身来说法。所以说每个代表，不但为别人解除身心的健康问题，也成长自

己。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其它宗教都是要一个圣人为代表，这个圣人不但有人格方面一个

高尚的人，纯净的人，人人喜欢，尊敬的人，人格完美的人，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人，没被

历史遗忘的人，还有自己对社会、自然认识当中规律总结。不管是哪个学派，哪个宗教都是对

认识的层次不同，怎么去研究宇宙规律才是大学问，但是宇宙很多东西的认识上还没达到完全

量化、现化的认识上。佛教、灵排是对宇宙起认识的更高层次的认识。人是社会的动物，想要

被这个社会认可，就得有一个完美的人格，大众认可的、尊敬的人格。但是这样的人格就是自

己去修才行的，怎么去修，先得有几个心，爱心，热爱一切生命，每个生命都有爱心的。用你

的爱心度化另一个本来存在还没有激发的爱心，同时也包括爱自己的敌人。这是第一个心。第

二个心是包容心，你的心要像宇宙一样有包容心。第三个心是有敬畏心，只有你敬畏了你就有

珍惜感、庄严感，才能是自以为的魔心驱掉。才能不断地学习，才能不断地认识，才能没有娇

心。第四个就要有静心，无我之心。这样才能不断的精进。才会认识宇宙的本心。

第3626条留言   留言者：智光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 21:44:00

现在学科，越来越细，细当然是需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要把所有学科联系起来认识

起来才是重要的，不要形成学科之间的断层，新哲学的观点来看，因为事物是联系的，要用联

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学科细是发展了，但没有联系好，这样的话不是用整体、全面的分析问

题，西医就是这样的，中医是全面看，但是两个学科都没有从更高的层次的宇宙规律和人的联

结信息去看问题。只能是我的认识。

第3627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1-3 10:10:54

昨夜梦到原本已经失散的亲人，经历了很久找寻又再次团聚了；还有个场景，似乎父亲

死过两次，然后带着些许无奈和遗憾，对我说他要离开了，他终于要走了。已认识到父亲是自

己的业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母亲的业；特别在上一次排列里，“父亲”说自己转世了，还有句

让我心惊肉跳的话“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变老鹰变什么我都喜欢你”。说实话我对此如鲠

在喉，原来以为他辞世了就不会再妨碍到我，没想到连转世了也不放过。现在好了，他终于放

下了。阿弥陀佛！感恩老师，感恩佛法无边！

第3631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6 20:57:24

（36）1、2010年11月6日，第一例，（20101106A），恐惧、害怕（流产两小孩）。

（37）2、2010年11月6日，第二例，（20101106B），牛皮癣（被抓伤）。 

（38）3、2010年11月6日，第三例，（20101106C），儿子近视（母亲管得太多了）（香

港）。 

（39）4、2010年11月6日，第四例，（20101106D），处理面瘫（土匪训练，共产党收

编，吃面条）（江苏）。

（36）恐惧、害怕（流产两小孩）

第363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6 21: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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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6日，第一例，（20101106A），处理恐惧、害怕。一位老太，恐惧、害怕很

多年。排列中出现了她的2个自然流产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2位流产的很孤单。其后出生

的现在活着的女儿总是抓着妈妈，要妈妈的爱，不能分享给她人，后来才发现，她不想妈妈把

爱分享给流产的2个小孩。而这2个流产的小孩，是被其前辈中的一个长辈带走了，被她保管

着。当活着的女儿向流产掉的2位表示感谢，感谢他们让出了生命给她后，就和解了。 

回复：事后案主分享，现实生活中的女儿同排列中一样，跟母亲很紧，年龄不小了，至

今未出嫁。 2010-11-6 21:11:50 

回复：这个排列开始时我只想休息，不理会一大堆人的吵闹；听到有个声音好像在指

挥，心想老婆子就是唠叨些，也需要有个管事的人。我躺倒在一个角落，假寐状态；后来却突

然对场上的一个小孩代表有强烈感觉，忍不住上前拉她离开。这时候突然觉得她之前一直保

持的位置特别阴冷，而她站错地方了。吵闹一直持续，双方意见不合（场上自动分出两家界

限），总是为谁该过来谁该过去争论不休。后来我觉出自己是代表了一位男士，应该是唠叨

老婆子的丈夫。当我移动到她身边坐下，感觉这样很舒服，还想拿出男子汉的风度，劝她少操

心，不要太苛求儿孙了。代表了男性角色对我是个新奇的体验，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当年近

七十岁的案主来到面前，我居然对她说：“你好漂亮，出落得真好”，内心看她是个年轻俊美

的姑娘，有种多年不见，女大十八变的感慨。事后案主说我是她的外公，她小孩子时去拜过外

公外婆的坟，后来多年一直再没回老家。难怪因此关系不是很亲近，我觉得不是特别想关注，

没有很大的情绪起伏。这次体验到老师以前说过的，在排列中，性别和时空一样，互相转换。

瑜伽猫yogacat 2010-11-6 22:20:56 

回复：这个排列中又做了一次老祖宗，和瑜伽猫是一对老夫妻，最后确定是案主的外公

外婆。案主已经七十多岁，可过来拜我们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个大姑娘，忍不住对我的老伴

（瑜伽猫）说，“好多年没见，你看她都长大了，出落成大姑娘了，我们见她的时候，她才

五六岁啊！现在都这么大了”。觉得她很漂亮，很喜欢她，拉住她的手不愿意放开。问她过得

好不好？不愿意听见她说任何的不好，她要什么都好才放心。开始她说就是身体不太好，这一

句听了我感觉很疼她很牵挂。我老伴瑜伽猫说你要说什么都好，我们才放心。案主说什么都

好，我又问是真的好吗？她说真的很好。听了这话，才觉得能放得下了。我就告诉她，没什么

事，就是顺便过来看看她，然后就放心地躺下了。看海 2010-11-8 9:20:54 

回复：场中间闹得厉害，几个人缩在角落里。我们几个人和他们离得远，唯恐他们不

乱。他们自己闹，我们就很安静，开心地看着，他们静下来了，我们就开始闹，还派一个人过

去搅和他们，看到她们被整得不得安宁，开心极了，还拍手鼓掌，如看到精彩的节目。那边家

里一个女孩子说我们，我们都指责她是最小的，什么时候轮到她说话。进行到这个场景的时

候，一位观看排列的男士很是为这个女孩子担心，在场下大声喝斥女孩子离开。我想他可能以

为我们是在欺负这个女孩子，实际上场上人均是代表，早已进入案主家族，被各自自动分配了

角色。男士后来还是冲上场去强拉女孩子离开，女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我们纷纷告诉这个男

士在排列当中，能量正在流动，他这样做对谁都不好。男士很生气，我们也被打断，几个代表

也觉得生气。后来男士愤愤离开，我们慢慢又接回来继续排列。对于初次接触排列的人来说，

确实难以理解。尤其是灵力医学排列是走得很深入很彻底的排列，表面上看起来乱七八糟，因

为已接近无为状态，对习惯用脑的现代人来说实在有些距离。但不管怎么说，至少要尊重别

人。这么多的人在场上移动开，被这么一打乱，是一件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事情。还有，案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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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该在排列之前被知晓一些排列的基本的东西。排列出来的都是超乎案主的想像。有的案

主在当时，就说“不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每次听到类似的语句，就想发火，一次甚至想

走掉。看排列的人越来越多了，但不是每一个人之前都有过接触排列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么深

入的排列。进场的人是不是之前都先读读排列有关注意事项，可能好一点吧。看海 2010-11-8 

10:17:34 

（37）牛皮癣（被抓伤）

第3633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6 21:19:47

2010年11月6日，第二例，（20101106B），处理牛皮癣。排列中，全场很多人身上痒得

难忍。排列中，有一位代表被5、6个人死死抓住，被捏、被掐，或者被打。后来感觉那位是案

主的爷爷，案主的爷爷已经去世，但爷爷是一位吊儿郎当的人。爷爷的父母也一直担心他，无

法安息。当案主向爷爷表示尊敬和接纳时，爷爷安静下来了，爷爷的父母也开始安静了。当再

次向爷爷表示尊敬时，就和谐了，再也没有人捏、掐、打她的爷爷了。原来案主身上的牛皮癣

实际是来自四维空间的她的爷爷被很多人掐出来的伤疤，反应在了案主身上，根本不是什么癣

的事。 

回复：这个排列我做的还是老祖宗。吊儿郎当的爷爷起初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不肖子孙。

嬉皮笑脸，没个正经，我训斥他门风从他这一辈就被带坏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后面的晚辈们

可怎么办。但爷爷在跪拜如此严肃的时候，还在忍不住偷笑。排列中的爸爸很是喜欢管闲事。

动不动过来拉我，让我很是讨厌。爸爸根本就没有把爷爷放在眼里。对比之下，爷爷没个正

经，爸爸却义正言辞，管来管去。后来让案主跪下向爷爷表示尊敬，爷爷就越来越正经了，转

过头来拜我的时候，也跪得很直，再不东倒西歪。我不再教训，有疼爱的感觉出来，在他去面

对晚辈的时候，愿意在背后支持他，给他力量。看海 2010-11-9 10:03:50 

回复：这个排列中有一个细节，当时我问案主牛皮癣主要在哪个部位，她说全身有，被

衣服遮住了，说其他能看到的地方没有。但我看到她的左脸靠近下侧有一块蚕豆大比较新鲜的

类似抓伤的痕迹，也就是牛皮癣。她自己没有强调，我也没有吱声，只是感觉她漂亮的脸上有

这么一块看了不自在，眼光会忍不住被吸引到那块癣上。排列中，有一个片段特别令我记忆犹

新，50多天过去了那一幕还历历在目——那时拉拉扯扯，案主代表被四五个人拉扯到墙边上

了，那些人全抓她，她两手保护着自己，头缩着，两手向外推别人的手，我预感到要抓到脸上

了，突然案主代表一声尖叫，左侧脸的下侧被一个人抓了一下，抓的人连忙说“对不起”，案

主代表停顿了一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感觉没有出血，说“没有事”，排列继续进行。我

看到这一幕，知道脸那个地方被人手指抓到是必然的，因为案主本人脸上有一块像被抓的痕迹

（癣），那个被抓的症状一定会在案主代表身上体现，如果没有体现，反而是不正常了，这进

一步证实了我的推测：如果哪个人身上产生莫名其妙的被抓伤（现实生活中没有人抓的话），

一定在四维空间有人抓伤他了，要通过排列，寻找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然后化解掉。忠

正。 2010-12-30 17:19:05

（38）儿子近视（母亲管得太多了）（香港）

第363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6 21: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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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6日，第三例，（20101106C），处理儿子近视。 儿子近视400度，排列中，

母亲把14岁的儿子管得太多、太严了。管得没有生命力了。当儿子的代表把这样的感觉表达出

来后，他就感觉有力了。案主的前辈中有一位去了南洋的，儿子的眼睛中总能看到那一位的影

像。那一位也一直在召唤着儿子，那位对儿子说，他曾经也是被母亲管得太严才离家出走去了

南洋，希望他跟去。排列中出现外婆和儿子很亲热，外婆把奶奶挡了出去。中间穿插了心理剧

手段，让案主自己摆放家庭成员的位置。把这些搞和谐后，再去安慰去世的很多前辈。这是一

个很大的家族，光安慰去世的前辈就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儿子向前辈表达自己有力量，可以

以自己的成功来荣耀前辈时，前辈最后一个个全部安息了。 

回复：21:46:31 谢谢我的代表、我儿子的代表，你们都辛苦了！谢谢现身显灵的各位，

你们也辛苦了！ (196705**) 21:48:38 儿子代表5点半对我说，我儿子可能会打电话给我，我

还疑虑：会不会是概率问题。回家的路上查手机，发现儿子6点给我打过电话。我复机，他对

我说：妈妈，我跟仔仔（弟弟）都很好，冰箱里还有很多水饺（我这几天做的），你要是太

累，就在深圳休息吧，明天再回来香港。eye 2010-11-6 21:56:48 

回复：这个案中我先代表了案主的小儿子，一直黏着哥哥，很奇怪只想亲密地靠着他睡

觉，一直困。后来案主说实际情况是小儿子白天活泼独立，夜晚却一定要与哥哥在一起才能睡

着；后来角色转换，我又代表了案主家族的先人，等她过来说看到我，记住我，当和她对视的

时候，心里只感觉她是个小姑娘，模样俊俏，煞讨人喜欢。这个个案参加的人很多，本身案主

家族很大，场上一大排祖辈，很有意思。 瑜伽猫yogacat 2010-11-6 22:00:06 

回复：我是案主，大儿子近14岁。关于我的家族，我目前所能知道的，已经太庞大了。

简单说：我奶奶家，过去是望族，出过不少名人，10余年前家族前辈整理的家谱里，我跟我先

生、我大儿子的名字，都罗列在上；我爷爷家的，反倒简单点，姓氏的传人，男性的居然只有

我哥家唯一的儿子——我祖辈的，总的说来是“阴盛阳衰”。我母亲的家族，那就更难统计

了，太复杂……经过颠沛流离，先人的复杂性，也许真就体现在我儿子的身上。我先生家，家

族也不简单。他家的姓氏传承，也唯一体现在我儿子上。eye 2010-11-6 22:13:40 

回复：排列中案主儿子的代表说看到钢琴键和可乐罐。案主说，钢琴是她让儿子学的，

儿子不喜欢；可乐是儿子喜欢的，但她不给儿子喝。忠正 2010-11-9 22:58:21 

回复：呵呵，钢琴，是他父亲要他学的，我对此不置可否。但我的态度是：既然学了，

最好能坚持下来。但儿子做不到，我也不会逼他去练琴。据他自述：现在虽然没练琴，但功夫

还没废。至于可乐等软饮料，儿子的身体并不适应，只要放任他随便买来喝，最多2个月，他

的身体一定会出问题，又需要去调理。最后一次调理，就在十月下旬。他也清楚饮料对他不

好，但总是忍不住要去喝。目前他刚进入青春期，愿他的体质彻底健壮起来，打好一生的基

础。在养育儿子的过程中，我不断梳理我跟母亲的关系，她的育儿方式留给我们的经验及教

训。母亲的封闭态度，也许促成我的接纳能力。我与儿子密集的沟通，反过来帮助我跟母亲的

正向沟通。太多感触了，没法写。排列中也呈现了这个过程。排列2小时，对我却是半生，这

些点滴，构成了我的“忙与累”。 eye 2010-11-13 0:31:58 

回复：这次排列，呈现我的生活形态和场景的密度很高，也印证了我的很多过去的想

法、感觉、意识到的东西。令我特别欣慰的是，排列显示，我之前所作的一切努力，都走在通

往正确的道路上。排列还显示：我有一点需要去纠正——我自结婚后，与娘家的母系家族、父

系家族之联系，变得淡漠了，甚至淡忘。这是不对的，会给我的“灵魂序列号”带来噪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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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令我重视我的出身，不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忘祖。感谢！ eye 2010-11-13 0:40:28 

回复：距离排列已有一周了。此时忽然想起一件事，赶紧记下来。出差过程中，我见到

了很多业界的首首脑脑，但因场合特殊，几乎没有深谈，唯有一个例外。现在回忆起：此人正

是我祖家的，行业坐镇的。记得当时还跟他攀了半个老乡、探讨了下合作的可能性，也许促成

我接下来调研的成行。傍晚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我父亲，报告了一下此行的大慨，也提到这半

个老乡。老父显然很高兴，抢着反向我汇报他的所知所见。就在刚才，我忽然想起，这会不会

是我排列后的收获？这趟“回家”如果成行，正好能经过我的祖宅。不知现在还在不在。去年

老父回去过，说要拆迁了。无论它在不在，我都要凭吊一下，20多年前，作为长孙女，我曾经

答应过我奶奶，我会回去看看。没想到，一诺经年，而我依然在客乡做无根的飘荡。很感慨！

eye 2010-11-13 19:40:43 

（39）面瘫十四个月（土匪训练，共产党收编，吃面汤）（江苏）

第363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6 21:44:34

2010年11月6日，第四例，（20101106D），处理面瘫十四个月。排列不久，场上出现急

行军训练，有各式各样的指挥官在训练他们，把那些人累得半死，但感觉是土匪的杂牌军。也

有国民党派去的人远远看着。也有共产党打入内部的代表，还有共产党打入内部的医生，医生

帮了土匪很多人治好了病，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后来共产党派人要求他们归降。经过反复考虑

和考验，最后这批土匪归顺了共产党部队。最后愿意跟着共产党的就跟着走，不愿走的，就

派发了遣返费就回乡。其中一位一直感觉面部不舒服、面部绷紧的代表脸部舒服了。全部的

人结束解散后，还有一位躺在角落的代表就是不愿走，问她需要什么时，她说要吃“面汤，面

条”。当案主自己上去问她她究竟是谁时，那位躺着的代表勃然大怒，说“不孝之子，我是你

妈妈，我要吃面条，要吃面汤。”后来让案主给妈妈说“对不起”，并且做了给面条吃的动作

后，那位妈妈就说“不怪你，是你不知道我要吃面条。”给了面条，并且说了对不起后，那位

母亲就安息了。 

回复：排列结束后，案主突然说了一句话，是案主的妈妈因为中风，临终前，由案主的

女儿照顾，案主的妈妈要吃面条（面汤），但担心吃面条噎着呛着，孙女就没有给面条吃，而

是改了营养更好的藕粉吃了。但案主的妈妈因为惦记着面条，以“面瘫”的形式，来提醒儿子

要给她吃“面汤（面条）”。“面瘫”和“面汤”是谐音，这是来自四维空间的信息，难怪面

瘫后治疗了十四个月了一直治疗无进展，原来是来自四维空间的信息，原来一直没有读懂，通

过灵力医学排列，终于读懂了这一个信息了。忠正 2010-11-6 21:53:23 

回复：本来做完排列后，我已经比较放松。但走进会场后，这例排列已经开始，我马上

感到头疼，不太舒服，最后只能离开场中，到场外休息，但居然不舒服到躺下来，还睡着了。

醒来一看，排列正在总结。我不舒服有所缓解，但头疼依旧。慢慢地走进地铁，坐下，快到终

点时，头疼才好了。 eye 2010-11-6 22:17:21 

回复：eye：你实际会注意到，在排列过程中，我会提醒那些没有上场的，如果身上有不

舒服感觉的，或者有异样感觉的，请进入排列中来。其实这例你是排列中的一分子，如果你进

入排列中，表达了应该传递的信息，结束后什么不舒服的事也没有了。如果有不舒服，我也会

给每一位代表处理到没有任何不舒服为止。你悄悄走了，不但自己不舒服，而且会带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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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观众，也不要提前退场。 忠正 2010-11-6 22:40:05 

回复：前天早上，我母亲说，在现场看到那一堆的人在忙碌，但排列的那些情节同疾病

一点不相干，“要不是自己儿子在给排列，否则我中途就退场了”。到了最后结束前2分钟，

才出现了能显而易见判断的相关情节。前面呈现的是前世，最后呈现的是今生。忠正。 2010-

11-9 5:48:16 

回复：这位妈妈的接纳能力，都算不错了。看到她后来说的话，想退场、最后也没退，

因为是儿子在做的。要是换成我给我妈妈排列，我妈妈当场可能就闹起来了，她可不管什么场

合问题。 2010-11-13 0:12:35 

第3636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1-6 21:47:17

持续有排列让我心中很喜悦，更开心的是好几个人说我开始变柔和了，排列后整个人的

气质较之前和谐许多，似乎眉宇额头间也发生了好的转变。自己也感到明显的进步——周围环

境对我的影响慢慢少了，夜里能睡得很熟。内心的平静和幸福感逐渐递增。阿弥陀佛！无限感

恩我遇到的一切！这一切是我拥有的，也是我应该珍惜的。 

回复：昨晚梦中听见有人说“观音菩萨”，至少听到3次。今天排列中刚好也说到“观

音”，真是微妙。瑜伽猫yogacat 2010-11-7 22:20:18 

第363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6 23:38:30

今天灵力医学排列后一起晚饭时，有一个人让我猜她是谁，我实在猜不出。她提醒我她

的长相是否同智光很像，我一看很像。她说她是智光的亲妹妹。她说最近看到智光每周末神秘

兮兮，不知去哪儿，问他去哪儿了，回答说参加排列去了。今天她也跟着来了。她说，她哥哥

智光最近有很多很大的变化，比如，以前，智光自己不洗衣服，不洗袜子，全是妹妹给他洗

的。最近发现哥哥完全不同了，衣服等均很勤快自己洗掉了。原来他是参加了排列，妹妹发现

了哥哥太多的变化了。

第363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7 8:00:05

一位孙姓排列学员，原来从来没有语言，只有动作。但昨天排列中终于说话了。在上次

排列中，他有笑容了。看到这些变化，我很为他高兴。

第364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7 23:04:37

（40）1、2010年11月7日，第一例，（20101107A），解决健康问题（葬礼）。 

（41）2、2010年11月7日，第二例，（20101107B），处理恐惧和不幸事件（儿子溺水身

亡）（青岛）。 

（42）3、2010年11月7日，第三例，（20101107C），处理左脚溃疡十六年（江苏）。

（40）解决健康问题（葬礼）

第3641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7 23:33:49

2010年11月7日，第一例，（20101107A），解决健康问题。排列不久，出现的场景是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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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吵吵嚷嚷的。一个人躺在那边，另外一个喊冤枉，感觉一个是肉体，一个是灵魂，那2个

应该是同一个。后来又出现3个小孩，其中2个到处躲，感觉没有地方躲。后来与案主确认，这

3个小孩，是案主流产的小孩，场地上有一位前辈，把这3个带走了。而3个小孩中的一个，又

把前面躺地上的那位带走了。经与案主确认，躺地上的那位是案主的哥哥，在几年前车祸去

世。但排列中丝毫看不出是车祸，只是那位身亡者的灵魂一直喊冤枉。后来出现了警察破案，

有低、中、高级别的警察。期间还出现了测字，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背上写字，被写的人能说

得出字，而躺地上的那位的灵魂居然均能知道测字被写的那个人到底写的是什么字。警察破

案一直无进展，一位警察感觉很无能就辞职不干了，另外2位当官的警察拿了躺地上的那位的

钱，后来警察只好退还钱。3个流产的小孩，一位安慰后升天了，一位要求念地藏经后也升天

了。排列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事后经与案主确认，案主的哥哥生前，别人欠了她哥

哥很多钱，后来感觉被人谋害了。虽然现实生活中哥哥车祸去世，但排列中，死亡与车祸感觉

没有关系，感觉是被第一个流产的小孩带走的，而3个小孩，又被另外一个前辈带走了。 

回复：个案开始的时候，一位代表的衣服在我眼里格外刺眼。她的衣服黑色白边，还围

着一条白花花的围巾，犹如葬礼上的挽联横幅。一位代表也穿着黑色的衣服，感觉是妈妈在答

谢前来吊唁的人，整个场面充满了悲伤和压抑。逐渐地意识到自己是个警察，来破案。怀疑妈

妈怀疑爸爸，爸爸又指证案主哥哥的女朋友。测了字。但还是扑朔迷离，搞不清楚。后来意识

到只有自己在孤军作战，其他的警察包括同级的和长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混饭吃。看着自己

的同僚如此不屑，失去了做警察的信心。向地上躺着的人道歉，告诉家属和亡灵自己很无能，

就是个窝囊废。然后就辞职决定再也不做警察了。走的时候，对地上的人不知如何告慰，只好

不断地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低头默默离去。看海 2010-11-12 

9:28:10 

（41）恐惧和不幸事件（儿子溺水身亡）（青岛）

第364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7 23:40:51

2010年11月7日，第二例，（20101107B），案主说要处理恐惧和不幸事件。排列不久，

出现一个什么动物在驼很多东西，感觉很累很累，不太愿意驼了。后来一个人骑在那个驼东西

的人身上，感觉不断往下沉，还看到黄水，后来就淹死了。后来那个淹死的人，又把案主的儿

子拉走了。儿子就很高兴地跟着走了，没有痛苦和害怕。后来呈现出很多去世的前辈无人看

望，感觉把儿子淹死带走了。后来与案主确认，儿子前不久，在加拿大留学17岁时莫名其妙淹

死了，排列呈现出被前面没有安息的前辈带走了案主的儿子。 

回复：这个个案中还是做了一个老祖宗。开始一个人在地上爬，因为她穿着黑色的衣

服，头发是黄色的，感觉非常怕她，觉得这个人太古老了，死了很久很久。她爬过来就吓得要

命。后来是看到案主的儿子跟着她安静地走了。最后案主一一去跪拜前辈们，我老是找不到自

己的位置，在哪里都头晕。终于看到前方案主和老师坐的椅子，一骨碌爬起来就坐了过去，十

分舒服，头也不晕了，看着下面觉得自己只要高才行。后来干脆睡在了椅子上。案主过来我告

诉她，“你们要祭拜老祖宗，你们这些孩子总要有人管的，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就是你们

不拜祖宗，所以没人保护你们”。案主说记住了，才觉得舒服。后来悟到，做人做事正气足，

也不会有不好的趁虚而入。明白了什么样的气场吸引什么样的物质。想到以前看的一本书上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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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愉悦之地神来，生气之地鬼来”。看海 2010-11-11 18:59:28 

回复：我差点回不来了！当时清晰地感觉到脚下有水！我是案主的代表！ 2010-11-15 

15:04:36 

第3674条留言   留言者：深圳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9 10:19:53

我本来腰经常痛，每个月来月经腰还有点点痛，有时候还要放信息水，11月7日做溺水的

个案，我当时当代表在地上爬，一直不停地爬，后来有个代表坐落在我的腰上，时间好久，好

久，那代表很肥，按照我的体形如果是平时她坐在我的腰上我肯定是承受不起，但那天我感觉

好舒服，也一直希望她继续坐在我的腰上，而且自从那次做完个案一直到现在我的腰一直没痛

过，感觉好轻松和舒服，我现在知道是那天在磁场代表坐在我的腰上是在帮我治病，其实老师

在帮他人治好别人的同时，我们做代表的也能清理我们自己的一些毛病，我以后不会放过做代

表的机会。

（42）左脚溃疡十六年（江苏）

第3643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8 0:02:58

2010年11月7日，第三例，（20101107C），处理左脚溃疡十六年。这例是我给我母亲排

列。这是继10月31日我给我自己排列手指皮肤病，昨天11月6日我给我父亲排列后，今天给我

母亲排列。排列不久，感觉场上一瘸一拐的人很多，后来大家悟到，那些代表需要救助的病

人。其中有几个人感觉左脚底痛。突然一位代表说她出国了，问我“你家谁出国了”，我想那

应该是我了，那时是1995年。我马上向妈妈确认，我妈妈左脚溃疡至今16年，我出国也是16

年前，感觉妈妈是用那个溃疡来吸引住我不要出国。不久我自己左脚底痛，感觉我也进入排

列了。感觉不便拿了话筒去采集信息了。突然来了4个人来到我前面跪下，我反复确认是向我

跪，我也感觉应该还跪，我背后有一位代表说我不能下跪的，赶紧把我拉起。后来有代表说感

觉跪下的，就是10月31日第三例排列中，没有向我下跪过的弟子，已经跪过的，今天就没有再

跪。期间场地上出现挖药材、磨药、抱着容器，或者向人借制作草药的器具，感觉是向我们展

现一个中药史。不久，妈妈的代表面对一人，后来有人感觉那个是弥勒佛，佛光四照。妈妈的

左右和身后面场地上人出现三组人，出现对称的图案，感觉集中能量向弥勒佛求助，后来弥勒

佛派了千手观音为我母亲治病。这是在同我家相关的排列中，第二次出现了佛，感觉佛治病的

力量是最大的。 

回复：今晨我妈妈说双膝不痛了，原来每夜上半夜双膝痛，无法入睡。今晨我妈妈面色

白了很多。忠正 2010-11-8 7:33:49 

回复：真是有幸参加这几次排列，几乎最震憾的场面我都经历了。这次还做了弥勒佛的

代表给老师妈妈治病，继上次目睹老师经大佛加持成药师王佛，又一次体验更深的历程。个案

开始时我加入作为代表，好象并没有以住做代表时的感觉是案主一个什么亲人，而是一个另外

的相关的人在场上转悠，看到世人疾病痛苦，有种想解救的想法，其间还对一个弯腰背驼的人

要解除他的痛苦。突然要走到对面一个中间靠墙位置盘腿打座并口中念念有词，并开口要众人

安静，“我”要给案主（老师的妈妈）治病，然后众人在我前面排坐成令人惊奇的对称的图

案，其中坐我对面的是观音菩萨，她身后左右各有三人背对坐开，脚往外伸，对开个方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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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人的伸过来的脚掌并对合上，左右二个方向连接各有二人的伸过来的脚掌并对上，然后接

上由“我”发出的宇宙能量，最后传一人，并由这个人走到老师妈妈跟前，双手做出千手观音

的姿势给老师妈妈治病。这时我满脑出现图案，好象用光给老师妈妈一遍一遍地刷白她的皮

肤，并给腰椎部位及脚掌部位注入一种光。愿老师妈妈疾病祛除，长寿福如。本杰明 2010-

11-9 13:25:32 

第3639跳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1-7 21:09:47

老师的妈妈处理十六年的脚溃疡。刚上场我就紧跟案主代表，像她的随从，她做什么我

照做什么。随着移动进行，有人说满场绕圈并伸着手掌的两个，是乞丐沿路乞讨，兵荒马乱的

年代。但我对此没有丝毫感觉，放眼望去，也没有觉得任何凄凉。总之我满脑子里就是案主代

表，亦步亦趋跟随就好。后来绕圈的女生说她总是不断寻找人，找来找去就到老师跟前了，而

另一个绕圈的男生随即双膝跪倒在老师面前。老师表情有些吃惊，也跟着还跪回去。然后案

主代表也被吸引力拉着跪了过去，就在绕圈男生旁边，还对他说“你不起来我也只能陪着跪

了”，我自然也效仿她下跪。这样的情景反复了好多遍，起来兜兜圈，就又被吸引过去并排跪

着了。中间还有代表瘸着腿满场跑的，双手还呈环形，说抱着个东西。有人说是抱西瓜，但我

总觉得那是个空空的容器。还有代表忍不住拿起饮料瓶子说要地上挖什么东西，并向前挖了

好几米。场中间一部分人开始说自己患了病，需要救治。案主代表便会挨个上前摸捏一阵。

看着看着觉得有些累了，我便暂时离开案主代表歇在一旁，这时听到有代表熟睡打呼噜。接

下来有些出乎意料，案主代表来到另一名代表面前，自然盘腿手印与他相对。她告诉老师手上

有很大能量。我不觉也跟上去，先分开腿坐在她背后环抱她，可是不对路，她也说我让她的能

量断了。随后我转身背靠着她，一名代表马上过来和我脚掌对脚掌。几乎是同一秒，案主代表

说能量又开始传递了，而我们两人的脚心一直发热，甚至有一瞬我觉得脚掌如同融合为一体，

分开不得。这时右边有代表靠了过来，就这么慢慢地，以案主代表为中心，我正靠着她的背，

我的左右两边分别有两个代表紧靠着，而我们又分别和其他的代表脚掌相对，只是我对面仅有

一位代表，而她们两位的对面有人，对面人的背后还分别靠着一个人。案主代表充满了愉悦，

她说面对的是弥勒佛，金光闪闪的弥勒佛，而她本人也被笼罩在金光里。这是老师家的第二次

排列，上一次也出现了佛祖，所以今天大伙不是特别激动了。我整个人较平和，但心里有丝遗

憾，因为自己“看不到”金光闪耀和佛像，只能凭借身心的感觉来判断这个气场。人是轻松平

静的，确定是好气场无疑。突然案主代表开心地告诉老师，说佛祖给老师的妈妈治病来了。上

次被称作“迦叶”的代表，今天照例充当了传递使者的角色。只见她握拳来到案主面前，拉着

她的手给东西，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不断打嗝，她每次一出声，场上先前的“病人”就感

觉症状减轻一点。终于打嗝结束了，又见她做起了奇怪的动作，基本都是手臂或手掌的动作，

重复几次托掌（左手下右手上）——张开双臂——高举头顶——再张开双臂——托掌，循环好

几次。这时候有代表说看到那是观音菩萨，正捧着一束光，洒向案主，洒向案主旁的这些人。

于是我们几个都双手合十，接受这神圣光芒（可惜自己看不到）。最后个案结束，案主代表说

她代表的是千手千眼观音。联想到最初她双手不断上举的动作和其他线索，我推测这个案例不

同一般。因为整场排列中并没有出现祖辈纠缠等常规的疾病原因，反而更像是一个完整的治病

过程：治病需要用药，但药没有现成的，于是有人忙着采药（中医讲究配药的君臣佐使）、讨

药、拿器皿、搅拌（成药）、请医生（向佛祖借力）。而且奇妙的是快结束前，案主代表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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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案主揉脚，就闻到一阵阵药味。这个案例又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第一次看到排列中自动呈

现出几何图案（有人说是曼陀罗什么），有待考证。 

回复：是十六年左脚的溃疡。 2010-11-9 5:29:06 

回复：我妈妈平时住江苏，我住深圳，很多年没有见面了，而且电话中很少聊，只是知

道妈妈有些病，因为我很忙，妈妈有病很少同我讲，她自己找当地医生治疗，花了很多钱了。

我姐在江苏，经常看这里的留言，并且看了一些排列的DVD，告诉了父母，尤其姐看到我10月

31日我自己给自己排列的留言，告诉了父母。父母获悉我使用灵力医学排列的方法治好了很多

病，并且获悉11月6、7日我有排列，于是父母乘了5日夜里从上海来深圳的飞机要来排列。我

很忙，没有来得及邀请，是父母自己决定要过来的。于是6日下午最后一例排列父亲，7日下午

最后一例排列了母亲。本来我想我自己给自己排列，如果可行，那么就给父母排列，但担心父

母不信，我就想等明年我自己用代表来给父母排列，没有想到，父母就自己来了。排列完，第

二天早上，母亲说昨夜双腿不酸痛了，原来酸痛上半夜无法入睡。忠正 2010-11-9 5:40:32 

回复：“而且奇妙的是快结束前，案主代表上前替案主揉脚，就闻到一阵阵药

味。”——昨天晚上我问母亲，排列前脚上是否在用药，母亲说排列时脚上并没有药，药是去

年用的。那么判断这个药味是来自排列中的四维空间，不是来自现场三维空间的当时的脚上。

忠正 2010-11-9 5:44:16 

第3652条留言   留言者：若水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0 16:17:48

开始我并不知道排列的是老师妈妈16年的左脚痛，洗手间回来已开始一会了，也不想参

加了，因为早上的个案我感到的那股悲伤挥之不去，很沉重，下午的第一个个案也让人沉闷。

每一个案所呈现出来的几乎都与生死有关，死去的人一样需要被看到和被尊重，很沉重！刚坐

下，左手拿起右手握拳放在心口按一下然后向前伸出展开双掌，左掌托起右掌，我吃了一惊，

这是我10月初从厦门课程回来后身体能量自动疗愈其中的一个动作，想不到居然在此出现，同

时，身体开始移动，那一刻知道我将找到一些一直在寻找的答案。排列中，有人以头脑有限的

经验去看待头脑没法理解的东西，嘻笑，乞丐，要饭的……大家看不见、开始也看不见手到

了老师爸爸面前取到东西后握拳放在心轮位，也就是中脉七轮中第四脉轮点——心轮，爱与

慈悲。然后找人，满眼是慌乱、病痛、呻吟，有种焦急，此时一弯着腰的病患找到我，共同

寻找一个人。人影乱窜，走出场外有种突出重围的感觉，就是她了！带着两人，又找人，感

到沉重，绕了一圈，灵魂认出这个人了，就是忠正老师，两人跪下。老师说：我知道是来找

我的。这位现在佛仍要主持他的排列，老天却要他坐着看清被病痛折磨和困顿的大众……再次

找人，两个似是而非面对面盘腿的人，到底是哪个？站立好一会身体明显偏向一男方，确定是

他，我来接受东西了，伸出右手接受后高举头顶，重复动作，握紧拳头回身走到这位伟大的母

亲面前，把右手东西放在她掌心后伸展，左手放在她的手背，给予了，后两手合于老师母亲的

手掌，不由自主地打嗝，这时大家发现，每打一下嗝身体上的痛感就减少一些。其实打嗝有两

种，一种是饱饭后胃部打出，另一种是从丹田处打出的浊气，人的身体堆积了许多精神垃圾和

压抑，通过这样的方式释放某些东西，身体会得到放松，人也轻松。在这两天里看到几位已开

始有呕吐和打嗝，我暗自为他们高兴。我不呕吐是因为已吐了大半年，要吐的早就吐完了，祝

福打嗝的几位，将很快找到那份轻松！之后大家看到不明所以的手移动动作，其实是身体能量

自动疗愈的动作，我只要是处在安静时候常常这样挥动，只是没想到这次在自愈的同时也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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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人，这是我们每个人身上具有的自愈能量！我们的身体就是能量体，灵体。只要愿意和自

己的身体连结，倾听它，会有许多头脑所不能理解的美妙体验，每个人皆如此！感谢老师的工

作坊，让我再次体会到另一世界对我的爱护，更是证明了肉眼所看不到的世界时刻都在照顾照

看着地球上每一个生灵。感谢一切！谢谢你！（以上文字大家看了若心里不舒服，请原谅！我

只想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谢谢！）若水

第364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9 6:00:57

经过这么几次的连续参与排列，学员们终于悟到了，《西游记》完全是真实的，《聊

斋》也是完全真实的，只不过是把三维空间的和四维空间的揉合在一起写下了。我们的灵力医

学排列也是三维空间、四维空间同时呈现在同一场地上，然后寻找疾病的线索。意外发现是，

出现了佛，而其描述的形象，同书上图片描述的一样。我们的学员，基本没有什么强烈的宗教

信仰，只不过在排列的呈现中，自然看到了、悟到了、接受了。接受了“如是”的世界。 

回复：你认可“有形世界”的存在，你想过得好，你就会寻找在这个世界里你如何能过

得好的方法，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方法，也就是要寻找到相应的规律去遵循

它，你就能获得支持。“无形世界”一样存在，你承认它的存在，你就会去了解“无形世界”

到底是怎样的，当你了解了“无形世界”如实的样子，你就有可能了解到无形世界的规律，

遵循了它你也同样能获得支持。而我们世界完整的样子原本就包含“有形世界”和“无形世

界”。就如同我们完整的人，包含“肉身的自己”和“意识的自己”一样，当他们密不可分的

时候，人才是正常的。假如分离它们，无论分离程度轻重，都成为有问题人。同样，我们生存

的世界，你不承认“无形世界”，就如同你硬要把两个世界分离，你的生存世界一定有问题。

而我们多数人的生存世界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生活环境是存在这样那样问题的，故而我们多数

人过得是不幸福的，工作不顺利，家庭不和睦，人际关系不良，身体不健康，思维紊乱等等。

试试“有形世界”“无形世界”你都关照到，看看你想要的美好生活能否来到？！想要获得幸

福生活，首先要过上正常的生活，后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要想过正常生活，那第一步要离

苦，第二步才是得乐。多次堀尾老师的“灵力医学排列”的观看及参与，得到的结果就是：堀

尾老师的“灵力医学排列”就是离苦的最好最彻底最简单易行的方法。2010-11-9 10:17:17 

第3647条留言   留言者：沁心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9 9:38:08

老师，我看了近期留言，您现在的排列真是越来越神奇了，可谓是“要到病除”，这里

的“要到”是指一定要来到堀尾老师的灵力医学排列现场来，无论是案主还是代表还是在现场

的观众，案主或其家中相关人员会“病除”，就是在场的代表或是观众，假如有和案主同样或

是类似的情形的，可能也会“病除”或是“好转”。我说的这些情况在过去我们做的排列中都

有得到证实。愿更多的人被得到解救，愿更多的人受益于堀尾忠正老师的灵力医学排列！！！

第3648条留言   留言者：猪猪   来自：广州   时间：2010-11-9 12:30:26

老师，看到你的留言，非常高兴。近两年，一直在把佛学带到你身边，而现在，你已经

通过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研究，自然的与佛学联结上了。——随喜你！赞叹你！——利人，即

是利己。——终于看到你说出来，准备处理自己的问题了。你的健康、和谐将会让你更接受圆

满，将会令更多人受益于你的支持与帮助。——阿弥陀佛！——愿世界人们安康、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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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53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1-10 22:36:31

凌晨又被梦境吓醒，但忍住没发短信呼喊求助。这应该也是进步了，而且后来继续能睡

着。阴森的梦和三个人有关，先看到外公，癫疯一般重复说“每天都是年三十儿”，要烧纸祭

祖。昏黑逼仄的老宅里我却找不到火柴，等终于点了火，外公却不烧纸了，只拼命把元宝纸钱

往自己的贴身的兜里塞。梦中的我对无法沟通感到无力和无奈；另一个情景是两个女孩子劝诱

我，半逼迫我剪开一个塑料娃娃的腹腔。可是剪开后我感到那是自己的身体，不然那小小的塑

料娃娃怎么会有温热弹性的触感，而且会流热乎乎的血呢？而且娃娃的另一半被她们拿走了；

这大概是我灵力场紊乱的一个显现。真是10月排列的那句话了——“只有老师能救我”。 

回复：梦中两个家的大门相对，在一条长长的马路的两头。家是儿时的，另一头则是外

公居住过的老宅。震撼恐怖的对冲。又梦见父亲，每次梦里看见他都是很年轻，穿干净的白衬

衫，他指示几个人下客车，我在里面，似乎他不让我穿着鞋子。瑜伽猫yogacat 2010-11-14 

21:48:23 

回复：抱抱亲，会好的，会越来越好的。青岛雪莲 2010-11-15 14:07:29 

第365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1 7:18:45

我们在探索宇宙奥秘，在探索四维空间规律。2010年11月7日，我在给我妈妈排列十六年

的左脚溃疡时（20101107C），在场的代表十多位代表自动出现了一个规则的图形，有人也称

之为“曼陀罗”。经在场代表的描述感受，是能量在传输。我在2010年5月15日曾经作为一个

案主的代表（11月7日那天那位案主也在现场）时，我自动在场地上旋转，旋转时既有公转，

又有自转，最后经大家确认，转出了一个漂亮的图案，而且还规则反转，正转、反转组合，形

成了一个漂亮图案。5月15日当时，我就联想到了“麦田怪圈”，“麦田怪圈”也是自动出现

的漂亮图案。对这些亲身经历和这些素材的综合推理，可以推理出麦田怪圈就是宇宙能量的一

种沟通，而此图案是自动出现的。我们可以做更进一步的推理，埃及“金字塔”也是一个规则

图案，也是一个宇宙能量的传输通道，也是如代表一样自动形成的，是通过灵力、灵力场自动

形成的，因此才那么多石头天衣无缝地形成了漂亮图案。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用一维空间的

计算方法，计算出了要使用多少石材、使用多少奴隶、要经过多少年才能建成，计算出的太天

文数字了，于是他们就推测用了什么简易的工具，最后夸奖古代建金字塔的埃及人太伟大了。

其实这不是埃及人建成的，是在灵力、灵力场的作用下，石头自己堆砌形成的，如同我们排列

中的十多个代表自动形成了漂亮图案，或者如我自己转出了一个漂亮图案，如同“麦田怪圈”

的图案。 如果用心观察，在我们的排列中可以破解开很多宇宙之谜。目前世人最多的未知，

就是在四维空间的规律。 

回复：最近计划排列金字塔。 2010-11-11 8:18:37 

回复：来自天堂的问候（上）说到无常，我想人最难面对的恐怕是至亲的过世。有时候

碰到周边的人发生了这样的不幸，你会不会觉得都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只能在心里想着：

“让时间疗愈一切吧！”当我阅读过接下来要介绍的这本书，我觉得找到救星了！！诚如《前

世今生》作者布莱恩·魏斯博士所说：“这是一本神奇又振奋人心的书；它会让你流下幸福的

眼泪，也会让你起鸡皮疙瘩。我强力推荐给大家。”《失亲杂志》的总编辑安德烈亚·甘比尔

也说：“这是我读过最振奋人心、最能提升心灵的书籍之一！有这么多明确的证词指出，已故

的亲人过得平安又幸福，我们怎么可能不感到欣慰？书中这些见证者带来我们渴望听到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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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他们既平安又快乐。爱，是不死的！”你相信死后就什么都没有吗？你是否渴望知道挚爱

的人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不好？你认为已故的亲友还能不能跟我们沟通呢？让我们先保持中

立，但也愿意开放胸襟，看看本书作者花了七年时间，搜集美国、加拿大各地约三千三百个案

例，精选出本书中两百多个与已故亲友接触的故事。不论是感觉到、听到、闻到、看到或摸

到，有过这类经验的人，有人因为过世者现身而走出伤痛，有人因过世者的提点而找到重要的

东西，有人因为过世者的鼓励而放弃自杀的念头，也有过世者只是来跟在世的亲友说声感谢和

再见，并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很好。中国人说死亡是“往生”，其实是很值得玩

味的。这本书提供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带来疗愈、安慰与希望，让我们知道“死后生命”

的存在，而且在彼岸的亲人也还在时时关心着我们，对我们的爱永不间断。我要跟大家介绍的

这本书，书名叫做《来自天堂的问候》，是台湾的“方智出版社”出版，我查了一下当当网和

亚玛逊，发现内地好像还没有出版，但没关系，因为我会把这本书一些精彩的部分精选在文章

中，让大家也能先睹为快，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发现国外已经有人在研究这种已故亲人回来

接触在世者的“灵讯”现象，并且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在生死无常中似乎真的能够感受到亲人

对我们的一种永恒的爱。 2010-11-11 11:32:34 

回复：死亡，也就是从三维空间去了四维空间，灵魂仍然存在的。在灵力医学排列中全

部会呈现出来。当然也不是所有在四维空间里均过得很安宁，关键看他们曾经在三维空间时的

德行，德行不好的，在四维空间里日子就难过了。这同在三维空间中挣的钱多钱少一点关系也

没有。忠正 2010-11-11 20:13:42 

回复：计划找一个时间排列“金字塔的成因”，用比较多的代表来呈现。忠正 2010-11-

13 6:17:12 

第3657条留言   留言者：智光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3 15:44:12

其实三维空间关系和谐是真诚相处。我们做了那么多的排列，还是看出来，四维空间的

人只要三维空间的人用真诚的人说一句，“我看到你了，我爱你”，或者“我尊重你的命运”

就是这么简单。当然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四维空间人就可满足安然了。但是我们三维空间的

人的确做不好，就是做到了也是敷衍。假像。或许是上世的业我们不知道，可是对于当世的

业，我们还是那么敷衍。一个个案主为了自己，为了亲人都来做个案。但是个案做了案主的心

不是变得真诚而是更加虚伪。就是对于一个四维空间的人说一句真诚的话都办不到。他们的要

求那么简单，那么的直接，只要你诚实，就可以使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相比我们，三维空间

的人，只要说一句：“我爱你”就可以化解了吗？远比四维空间的复杂。我们来时带着多大的

期望，通过排列解除我们自己，或许亲人的痛苦，但是排列不是老好人，是揭示事物形成原因

的本质。既然找出本质的东西，就没什么情面，没什么照顾别人更多的隐私，是一个不为人知

的天大的秘密形成的果，这个秘密是让你的人格，让你尊严在三维空间一下扫地。面对这种情

况只有真诚地去面对，从排列中知道是我们自己造的业，已经清楚了，只有去真诚地面对，真

诚地忏悔，真诚地去补救，那么你来做排列解决的问题如你心愿。但是我们不去更好的真诚忏

悔，就是再好的排列也解决不了你的什么，那可能使你自己的人生更加糟糕。因为宇宙的语

言就是“爱”，错了就是忏悔，任何一个世界都会接受一个悔过自新的人。因为人人都会犯错

误。有的自己知道，有的自己根本不知道，因为人类对于宇宙规律了解太少。任何事物的正确

从实践来，我们只是读了点书，或者只是个人经验，自己没去实践对于别人实践的结果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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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四，这个我们毛主席做的好。伟人的成功，有他成功的经验，对于一个新事物没有搞清

楚之前不要盲目否定，也不要盲目的肯定，只有实践了才知道。所以我们排列叫做，你先来

体验，有了体验就有发言权，因为排列的观点可能打破我们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所以

去实践，去体验才能更好去发言。没有正面了解在那里说三道四，可以看出你的轻浮，你的修

为，你肯定总是对别人说三道四，总是自以为是。这就是你自己眼光。当初邓小平先生怎么面

对新事物，先搞特区引进实践看看，总不要僵化。我们国家当时也处于姓资、姓社的时期的。

如果我们还用那种僵化眼光看这个世界，我们会有现在的今天吗？任何事物存在于这个世间，

都有它存在的道理，都不是一个偶然，是一个必然。不要为任何存在事物大惊小怪。你那么大

惊小怪说明你只注重你的存在，不在乎别人由来。 

回复：佛经上讲的与四维空间的规律很多是吻合的，佛经讲的实际就是四维空间的规

律。忠正 2010-11-13 20:05:53 

第3659条留言   留言者：雪莲   来自：青岛   时间：2010-11-14 10:31:42

我是青岛的雪莲。10月2日3日排列了我的抑郁症[（12）2010年10月2日，第四例，

（20101002D），抑郁症（与第二个继父的关系）（青岛）。 ]

。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问题现在已好了很多，且忠正老师的指点和恩惠仍在帮助着我，

一点点开悟关于生命的真相，感恩老师，感恩亲爱的同学们！！ 深深感激！！早就想上来分

享，但很多场面要我自己去面对，因为生命的真相有时真的很残酷。但面对了，痛一点点平

复，生命才会有新的好的开端。每天都会上来看看，今天本来要出门了，看到关于北京的“先

天性代谢障碍”留言，忍不住上来分享，抽能静下来的时间，再慢慢梳理关于这个历程。人各

有命，各有福报和业力，在现场，已经是触目惊心。有福缘的，能有幸到现场，看清实相。只

是，明白忠正老师救人之心。但这次我带一个朋友去治疗她的问题，发现有时候一片热心苦心

不见得会有好的结果，所幸我的助人的结果还不错，但过程很不舒服也很纠结，所以建议老师

今后治人也要有标准，先面谈，如果机缘还未到，就先待到机缘成熟再来治疗吧。佛祖也只能

度有缘之人。但无论如何，孩子是无辜的，祝福并爱这些孩子们！爱所有有情有缘众生！无论

如何，这家所有的人是可以更多的爱和慈悲给到他们的，让我们所有参与到这个个案、没参与

到这个个案，所有看到这个留言的有缘众生，都把爱给到他们吧！！化解所有的恨，所有的痛

苦，所有的恐惧，惟有爱，惟有爱！！

回复：化解所有的恨，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恐惧，惟有爱，惟有爱！！雪莲：我是丽

丽，我是你的代表，回青岛，我请你吃糖炒栗子！最近我的抑郁也好了很多！之前，我知道我

该接受我的爸爸妈妈，但是我做不到，现在我在尽力去做，虽然我做得还不是很好！去做去努

力！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们！ 2010-11-15 15:16:11 

回复：太好了丽丽！！真为你高兴，是的，上次11月6、7日在深圳见你就和10月2、3日

的时候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了！！等着吃你的糖炒栗子哦。我去深圳吃也一样！！爱你！！雪

莲 2010-11-15 16:03:54 

第366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4 21:54:26

（43）1、2010年11月14日，第一例，（20101114A），结肠癌伴肝肠系膜转移（把前夫

忘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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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010年11月14日，第二例，（20101114B），白血病，严重肌萎缩（股票操盘

手）（广州）。 

（45）3、2010年11月14日，第三例，（20101114C），先天性耳聋（聋子——偷鸟笼

子）（北京）。

（46）4、2010年11月14日，第四例，（20101114D），甲状腺癌（杀驴子，狗死）。 

回复：因为周六（13日），我在外听课，本次排列只有周日一天（14日），但报名的远

远超额，本次同大家协商后优先处理癌症患者和外地乘飞机已经来到深圳的，疾病比癌症轻

微的、深圳本地的，就放在下周六、周日排列（20、21日），需要排列的，尽早预约。忠正 

2010-11-14 22:00:35 

回复：今天排列很顺利，虽然案情复杂，难度较大，但案主全是信佛的，所以推进非常

顺利，尤其是要求忏悔，案主没有人不接受。而且昨天（13日），我们的排列学员还专程去东

莞放生了。忠正 2010-11-14 23:38:33 

回复：我周六也去放生了。我和老公、表弟去的。两条小鱼， 放生的时候想着它们找一

个好人家投胎，两条生命免去了被扼杀的命运，希望它们在我们的南明河里痛快畅游。 2010-

11-15 9:26:33 

回复：忏悔，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就算无信仰，也知道“日三省吾身”。省，反

省，即勘误、辨错，然后最快地去纠正。这个过程，包含了忏悔。eye 2010-11-15 10:24:52 

回复：亲爱的，忏悔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西方基督教不是总去跟牧师忏悔吗？而我们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毁掉了宗教信仰，毁了传统文化，人们没有了敬畏心，因此如今的社会道

德沦丧，毒奶粉、毒食品、杀小孩、李刚事件等等，都不是偶然的啊！而在排列课堂里，一幕

幕，无不让自己警醒，所以进到这里都是有福报的啊，而那些为了个人利益什么都敢做的人，

无异于刀口舔蜜，太可怕了啊！愿放下屠刀勇发忏悔心和菩提心，一念之转，地狱即是天堂。

而现在信息化时代，业报来的越来越快了啊！雪莲 2010-11-15 14:02:03 

回复：雪莲：根据史料记载，《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中国的战国时代指公元前475

年～公元前221年，而实际上具体时间应该是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开始算起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

为止，即公元前403 年～公元前221年。——早于基督教几百年。又，中国毁中国文化不是只

有文革才有，历代历朝分别有之，文革跟“焚书坑儒”齐名。因为秦的焚书坑儒，《论语》

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日三省吾身”句即在其中。

我不谈国际流派、只讲中国文化传承，只是想触及一些国人的基础记忆。谢谢你的探讨。eye 

2010-11-15 15:15:56 

回复：可能有鉴于当时语言文字的记载条件受限，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佛一样，当年都

没有留下什么亲书亲录，这道工作，由他们的弟子分别完成。孔子的弟子记录《论语》，老子

的弟子录《道德经》，佛陀的几千弟子录佛教典籍，如《金刚经》。我们知道，孔子曾问教于

老子，他大约比老子少20岁，都是公元前500年的人物。而佛陀，他在生时拒绝师位之尊，强

调修行在于个人、而不在于师，此崇高无为的言行打动弟子，在他圆寂后尊他为师、为教之

主——这虽有违佛陀之本意，但却是众望之所归。嗯，你们懂的。2010-11-15 15:33:10 

回复：不好意思，卖弄了…… eye 2010-11-15 15:33:58 

回复：哪里，亲爱的eye，我想表达的只是无论中国、国外，一心向善，勇发忏悔心都很

重要，都是一样的。谢谢你的更多资训。雪莲 2010-11-15 16: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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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结肠癌伴肝肠系膜转移（把前夫忘了）（广州）

第3661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4 22:27:50

2010年11月14日，第一例，（20101114A），结肠癌伴肝肠系膜转移，案主85岁。其儿子

曾经（32）2010年10月30日，第四例，（20101030D），处理胸闷二十年，灵排处理，后来排

列出与捏死小鸡和杀兔子有关，排列后，一周内胸闷消失了，于是本次他带他85岁的妈妈来排

列结肠癌。排列开始后，有一位代表腹部被压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位代表说她想把手插进另外

一个代表的肚子内（肝脏部位），不久，又说她的头想钻进那个代表的腹内，后来说已经钻进

了体内，这就形成了癌块。随着排列的进行，场上的代表的身份逐渐明晰，有四个子女，但场

上无论怎么核对人物，总多出来一人，那个人身份不明朗，感觉比案主的辈份高，但又不至于

高出一代人的辈份，感觉是同辈但稍高。后来案主的儿子提醒，她妈妈（案主）曾经结过一次

婚，后来带着两个小孩，又结了一次婚，现场的儿子是后来结婚后生的，但后来前夫去世了，

后夫也莫名其妙突然去世了。原来是前夫很生她的气，但她把前夫忘了。当案主向前夫道歉，

请求前夫原谅后，前夫说希望看到她笑，希望看到她笑容，希望她过得好。随着老太太不断向

前夫道歉，癌症的代表就自己离开了案主的代表的身体，躺倒在旁边地上。期间，案主和案主

后夫生的儿子、女儿一起向前夫道歉，不断道歉，才把矛盾化解开。他们三人很勇敢，面对前

夫，道歉后，矛盾就化解开了。

（44）白血病，严重肌萎缩（股票操盘手）（广州）

第366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4 22:47:02

2010年11月14日，第二例，（20101114B），白血病，严重肌萎缩。30多岁。去年8月发

烧，9月检查诊断为粒细胞性白血病，全身疼痛，肌肉萎缩到皮肤贴骨头，但思维敏捷。当事

人没有来，是其父母过来排列。排列中，那人躺在地上，感觉很多虫子蛀他，身体几乎烂空，

很多人打他、踩他，有代表全身站在他身上，他疼痛不止，身上有很多淤血块，并且有人不断

一段一段砍他，并且有人剐他，说千刀万剐。随着排列的进行，呈现出他是“股票操盘手”，

让很多人损失好几百万元。并且经常出入夜总会，吃喝嫖赌。他父母、在场的他的朋友也证实

了确实如此。最后真心忏悔，那些千刀万剐他的人才住手。其中一人不断为他念阿弥陀佛（可

能是女朋友的代表），才逐渐好受一些。他最后委托父母经常做一些好事，那么他就能逐渐康

复。最后他同夜总会老板告别，不再干那行。 

回复：没能参加昨天的排列真遗憾。昨晚把这段复制给我老公看，他看了深信不疑。民

间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说吃喝嫖赌、声色场所这些，是造业，常去的话，运气会变衰等等，翻

译成现代语言，就是连接到负面能量、被其影响。我老公家一直有这个说法，说“脏”，所以

他兄弟虽经商，但不会去“玩”这些。又让我联想到：还未找对象的少男少女们，最好留意下

贮备对象们（及其家教）是否信因果。如有最好，不管社会风气如何变迁，家庭稳定和睦的内

因较能得到保障。祝福你们婚姻如意！eye 2010-11-15 10:08:01 

回复：这个案主是由其父母替代从广州过来做排列，案主是本人朋友，是前年本人不想

做传统生意后，想开户炒股票而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当时朋友介绍他是股市弄潮儿，大起大落

之人。从生病到现在我一直都比较了解，一开始医院的诊断是粒细胞白血病，因其父原是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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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医院教授医生，后任广州一个区卫生局长，其母也是医生。在广州各大医院都有熟络的医疗

资源，一开始确实让各大医院的名医们忙了一阵的。不过，其父目睹现代西式医疗手段的科学

迷信化，对慢性病是无能为力的，硬要治，肯定死路一条，人财两空，就用保守疗法，不化疗

不用西药，用各种自然疗法，熬到现在也算是造化（与案主母亲长年累月悉心照顾有关，在此

说句可怜天下父母心，真是现实极端版本）。去年8月开始发低热，越是治疗，病情越重，二

个月后出现全身关节疼痛，生活已不能自理。三个月后，从脚开始肌肉萎缩，伴全身肌肉左

右交替疼痛，时痒时痛，但头脑清晰，能吃能睡，但醒来就疼，到现在除了头部外，整个人

已成皮包裹一副骨架子，皮肤也萎缩成斑块一块一块的。奇难杂症的极端化也就是这种情况

了。排列过程我也上场，但很奇怪我没有进入到角色，只当一个看客在旁观察。热衷于炒股赚

钱的朋友可注意了，如果您是这样过来还没有得怪病，那就是您祖上积了几百年的阴德罩住

您。排列过程重现了案主本人在深圳做操盘手的经历，每天几百万的赢输，晚上在东莞夜总会

吃喝嫖吹。案主代表倒地后全身跟案主发病一模一样，奇痛无比，排列过程几个女人用刀割棍

打，挖心割肉的动作，旁边看的代表说案主半边上半身给虫子咬空，黑压压的一个窟窿，触目

惊心，案主代表本人也经受极痛苦过程，阿弥陀佛……明天有时间再写。本杰明 2010-11-15 

15:27:55 

回复：11月14日第二个个案。来者是一对年迈的夫妻，他们的儿子得了白血病，严重肌

萎缩。我在个案当中呈现为夜总会老板的财务人员，可能也是夜总会老板的情人。为了彻底过

自由舒心的生活，最后去投案自首了。感觉摄影师就是警察，走到他那里算是完成了改过自新

的过程。劝夜总会老板一起去，他不为所动，说要救地上躺着的案主代表。夜总会的保安人

员也不愿干了，一片树倒猢狲散，老板说还要给我们钱，我们拒绝了。夜总会老板守着地上

躺着的人，说要给他能量。突然觉得是父母没有给到孩子爱，这个孩子就跟着夜总会老板走

了。这个场面让我想起周鼎文老师曾经讲过的一个案例：“说一个孩子叫小胖，偷车被送进

了管教所。排列当中，爸爸妈妈都没有看着孩子”，周鼎文老师就加进去了一个人物“偷车

团伙的头目”。结果这个头目在看着小胖，小胖也看着头目。其实是这个头目在看护孩子，给

到孩子爱。周鼎文老师说，“在排列当中要让父母感谢这个头目，谢谢他爱护孩子，孩子才可

以从这里脱身出来”。又讲到“如果小胖没有加入这个团伙，就会得重大疾病，所以要感谢这

个头目”。海灵格的著作里对此类问题多有论述。此处看到真是清清楚楚地感受到隐藏在案主

跟着夜总会老板吃喝嫖赌这些行为背后的深层动力。小胖的排列中，父母均没有看孩子，也是

父母各自为自己的家族动力所牵引，并不是他们不爱孩子，而是他们的爱可能给了自己家族

中被遗忘、排斥的某一个前辈或事件。所以重大疾病背后的追根溯源是多么深啊。有一本书说

“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问题都从孩子的身上折射了出来。当时地上躺着的儿子代表说感

觉爸爸妈妈不怎么关心他，老父亲说妈妈关心的多，都是妈妈在管孩子。这种现象其实更为普

遍。通常妈妈都是为了家忙忙碌碌，从早到晚，为孩子为家都是心力憔悴。事实是很多妈妈在

排列当中并没有看着孩子，这种测试非常简单，一测便知。忠正老师给我看过海灵格香港训练

营的碟片。当时一位女性解决她和孩子的相处困难问题。海灵格问了才知道这个孩子并不是她

亲生的，而是她的先生和前妻的孩子。海灵格把这个女士，先生、前妻和儿子都排了上去。发

现所有的人都是躺倒的，死寂沉沉。海灵格问大家看到了什么，说，“他们全都想死”。当时

海灵格从女士的母亲这里入手解决了女士这一部分的问题，即案主原生家庭的问题。因为其他

人并不在场，不能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进入先生的家族去解决问题。但海灵格说看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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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有救没。测试了一下。父母都不愿意救孩子。海灵格说这个孩子只有靠自己。海灵格让孩

子的代表站起来走到台前去想像前方有一束光，越来越亮，和那束光融为一体。雷鸣般的掌声

在台下响起，500个前来向海灵格学习排列的学员们看着儿子的代表焕发出崭新的光彩，激动

不已。忠正老师最后让父母都感谢夜总会的老板照顾儿子，让儿子的代表感谢夜总会老板的

栽培。儿子在夜总会老板的扶助下站了起来。这个个案之前触目惊心，几位女代表手一直做刀

状，割的割，剐的剐，剐的代表形象地称自己的动作为类似于片皮鸭的切法。如此惨状，令人

骇然。非常明显的“现世报”。深层动力也就是灵力是多么深远的影响着我们世人的命运。忠

正老师在《回归本源》一书中说，一代一代，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自然命运更为复杂。这

也是为什么现代怪病越来越多的原因。《弟子规》教化世人，可这深远的灵力如何去解除？多

少年前人们就感叹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确实没有可能了，没有宁静的灵魂和心灵，还

如何容得下圣贤的教诲。那《弟子规》课堂上的琅琅读书声或许是一片更为深沉的海洋吧，表

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暗涛汹涌。看海 2010-11-16 10:59:20 

回复：2010年8月6日，网上有一位广州的先生向我咨询，他的三弟得了肺癌，到处求

医，但他的弟弟不信量子共振信息水能治病，但那位先生坚信西医以外总能找到癌症的治疗手

段。我给他快递了书。8月10日，他把《爱的传递》和《回归本源》给了广州市某区卫生局前

局长看，说他的儿子得了一个奇怪的病，全身肌肉在萎缩，全身痛，尤其关节痛，很恐怖。后

来又说那个患者不仅仅是白血病，而且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因为前面的治疗无效，现在他什

么均不信。8月15日，周日，那位先生带着那位前卫生局长来到深圳，了解情况，他的名片上

医学的头衔一大堆。不久，那位老先生又实地来看8月28日的灵力医学排列。此后就没有消息

了。但带他来的那位先生，即后来确定自己网名叫本杰明的，每次排列均从广州赶来深圳参

加，没有想到，11月14日，那位卫生局局长夫妇俩替代他儿子来参加排列，就出现了以上那么

惊心动魄的一幕。忠正 2010-11-16 11:44:00 

回复：刚才白血病患者的父亲打来电话，说他儿子这次信了，并问他父亲现在冤鬼赶走

了没有。以前他儿子什么也不信，这次信了，也开始用量子共振信息水了，并且催问DVD什么

时候能出来，要自己看。他现在明白做了坏事会受到报应。忠正 2010-11-16 11:48:49 

回复：我在这里补充一些我当时的感受，我是这个夜总会老板的代表，在案主代表的父

母感谢我之后，我是把看护他儿子的力量交还给了他们，这是一份不可缺少的力量，所以我的

感觉是要他的父母多陪他的儿子！ 2010-11-16 11:50:46 

回复：在排列中很多女人宣泄了憎恨、接受忏悔，和解之后，并没有看见案主代表有力

量起来，他自己的精神信仰是在夜总会老板这里的，渊源很深的，我在外面，是这么感受的。

丽丽 2010-11-16 11:52:36 

回复：我发现，当时有个女孩子总是特爱案主，对案主特包庇，虽然被他伤得那么深，

但还是那么去宽恕、去原谅。不禁感叹：女人啊，太多情了！丽丽 2010-11-16 11:54:06 

回复：昨天有时间到案主那边看了一下，听他另一个了解他多一点的人讲的情况，又多

了点了解真相。原来案主在海南呆过一段时间，跟一个要好的老板在海口开过赌场，案主是老

板最信任的朋友，把很多事都交给他办。案主负责人事方面较多，期间可能仗此小小权力做了

一些伤害别人（特别是女人）的事，在排列中出现的情景由于案主本人没有直接解释，可能我

们外人或其父母更不了解，更别谈何以化解这些疾病根由了。现在案主本人这二天出现不吃食

物，包括饮水。我建议其父母要案主本人多说些忏悔对不起之类的话，但其父母从19日收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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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到现在仍不给他看，其实他们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已的疾病是如何得的，还不懂得

因果报应。本杰明 2010-11-23 13:05:24 

回复：曾经接到过白血病的那位父亲的电话，说他儿子第一次喝量子共振信息水时，感

觉身体里冒气泡，并且在咽喉部位呛着了，于是就不敢再喝了。实际以上的描述同灵力医学排

列中呈现的完全吻合，排列中呈现：他儿子的身体被蛀空了。如果把水接触到被蛀空的地方，

水流进小洞洞里，空气排出时，就会有气泡产生，包括喉咙部位。这正好也反过来证明了量子

共振信息水也是按照四维空间的规律设计的。而普通三维空间的水喝入身体内没有出现冒泡泡

的情况。这说明三维对三维、四维对四维，三维的普通水与四维的共振水是不同的。可惜这医

学教授夫妇俩，按照一位空间的理解，怎样也理解不了，后来共振水也不再让儿子使用了，只

靠近身体放。忠正 2010-12-27 17:06:31 

第3667条留言   留言者：深圳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5 17:32:00

第二例白血病，严重肌萎缩。我刚上去，就在案主的代表身边，我的双脚不停地在他的

脚上踩，然后踩他的背、他的身上，我眼前出现白血病人脚到脖子下的斑块一块一块的，有些

小块，有些大块，淡淡的红色血块，我的双脚一直不停地在他的脚、背、身体踩，连续踩了很

久，我的手象刀一样，双手不停地切他的肉，一直到最后案主的代表不停地道歉，我的手才慢

慢地停止切他的肉，然后离开案主代表倒下。

（45）先天性耳聋（聋子——偷鸟笼子）（北京）

第3663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4 23:09:15

2010年11月14日，第三例，（20101114C），先天性耳聋。当事人三岁，本人没有来，只

父、母替代了来灵排。排列中，有一个代表一直沿着四周墙走，有人像猫叫。后来排列呈现出

是一个猫被关了，没人陪猫玩，猫叫也不想听。后来又排列出一个鹦鹉，被关在笼子里。一个

笼子，还有插销。感觉排列已经结束了，但那个笼子的代表就是不愿离开，还跟着一个人，感

觉还没有完。我突然脑中传来一个信息：“聋子——笼子”，“耳聋”同“笼子”有关，我问

在场的那位三岁耳聋的父母，家里是否有笼子，于是他们说感觉家里有一个金属的笼子，但是

否现在还在家里，不记得了，于是电话回家，让家人找一找那个笼子，一找，那个笼子还在。

父亲承认，那个笼子是偷来的，是几年前一次开车去河北承德玩时，感觉那个笼子很不错，就

偷了。事后母亲讲了细节，当时偷了那个笼子，里面还有一个鸟，先把那个笼子用东西盖了起

来，确认没有人看到后，才搬到车中，后来鸟在车中拉了很多大便，第二天鸟就去世了。原来

不愿离开的是丢笼子的那人的代表和笼子。真是惊心动魄，解决方案，赶紧让当事人把偷来的

鸟笼子还回去，并且要道歉。我们很佩服那位当事人，当明白追踪这个笼子时，他们马上承认

是偷的，没有用任何美化、掩盖的词汇，直接说“我偷的”。今天正好是儿子三岁生日，祝福

他们一家。 

回复：这个个案一上场我就犯困，直接睡着了。耳朵边一直听得是在七嘴八舌的解决问

题。有人叫了很大的声音，声嘶力竭，如同站在大山里那么叫。但我还是想睡觉。睡梦里听得

明白是案主的儿子把猫和狗关在笼子里了。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一觉醒来，看到场上已经

很安静了，似乎问题解决完了。但我很烦，烦场上的每一个人。极度烦躁还肚子痛。老师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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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转几圈，说墙边上坐着的一排人是笼子。但不管怎样我都很烦躁。老师说我可能是笼子上

最关键的那个部位，想了一会说我和瑜伽猫可能是插销，让案主儿子的代表感谢我。这下才高

兴了。我一下子觉得我们和案主的儿子如同小伙伴，把很多小动物关在笼子里，一起恶作剧。

我们仨个人手拉手在一起，感觉又回到童年时代，真是快乐极了。有一个人说是做鸟笼子的

人，说要让我们跟着这人回去，我可一点不愿意去，还给“销”说，去了没吃没喝，她也觉得

走街串巷的，没前途。我们就想呆在这个家里，跟着案主的儿子。后来案主回忆说是家里有个

笼子，去承德的时候拿回家了。这下才搞清楚，那个不是做鸟笼子的人，是丢鸟笼子的人。案

主向丢鸟笼的人道歉，把鸟笼子还给了这个人，我又觉得那个原来的主人可亲了，愿意跟着他

回去了。看海 2010-11-15 9:16:54 

回复：巧合的是，这里再一次出现了谐音，上次排列中的“面瘫”其实是“面汤”，这

次排列的“聋子”其实是“笼子”，天地间的事物都是相连的，无时无刻存在在我们周围，

看来我们随时都要保持一颗敬畏的心。绿子（参加不了排列，只能笔上谈兵了） 2010-11-15 

9:31:41 

回复：排列开始不久，瑜伽猫yogacat不断把一个人用幕布盖起来不让露面，盖了很多

次，后来那个被盖的代表的是丢笼子的人。而案主后来电话说，他当时确实用旅行袋把笼子罩

了起来，这样让叫声也挡住了。进一步阻隔了声音。忠正 2010-11-15 10:17:15 

回复：10:10:47 是前世杀生的因果，他说他鬼使神差的就拿了那个笼子回家了。 2010-

11-15 10:19:45 

回复：看到了两个案例，病人本人都没有来，都是父母来的。看来，当事人不来，父母

来了也一样可以解决问题。看到这个信息真高兴。还有，我也看到排列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疾

病，也可以排列心理上的疾病。从这些资料里感觉到，无论是心理疾病还是生理疾病，都是一

个生命的现象。而这个现象的出现，都有可能与系统动力有关系。所以，作为生命现象的生理

疾病或者心理疾病，都是一样的病根，都是一样可以用排列来解决。再往下推理，我接触到的

很多学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学习上、行为表现上或者心理上的，那这些也一样是生命现

象，也一样背后有着心理上、心灵上的因素，心理、心灵因素导致了外在表现，心理、心灵因

素的根又很可能是系统动力。也看到过一些台湾的资料，台湾的学校就组织排列工作坊给有问

题的学生做排列。我想问一下忠正老师：有一位学生上课总分神，懒惰，对很多周围的问题爱

钻牛角尖，学习无法专注，易受干扰，有计划但总实现不了，想做好但总做不到，成绩下降。

这样的问题，可以来做排列吗？父母来孩子不来，行吗？ 2010-11-15 10:33:40 

回复：父母来孩子不来是可以的，但首先当事人父母要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愿，如果他

们没有意愿，只你有这样的想法是不行的。忠正 2010-11-15 10:37:14 

回复：忠正老师的回答，太迅速了。真高兴。这位妈妈早上我打电话给她时正在超市，

就在超市就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对孩子无奈到都不知道再可以做什么了，双腿发软都不能

走路了，说晚上都没睡好，想死了算了。所有的心血都化在儿子身上了。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啊！我去和她说说，介绍一下排列。看看她是否会决定来做排列。希望上天能帮助她，使她能

够决定来。 2010-11-15 10:46:00 

回复：真希望这个孩子的父母能来参加周末的排列。也很希望能有更多的父母和孩子能

得到排列的帮助。很希望我将来能有机会，专门组织关于学生问题的排列。让排列走进学校、

家庭和孩子们中间。 2010-11-15 10: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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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你没有写留言者，不知你是谁。忠正 2010-11-15 11:05:05 

回复：和我的想法一样，愿老师的排列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家长以及包括那些不太懂

得育人的老师（这样说个别老师是有原因的）。堀尾老师的排列很独特很到位，解决问题彻

底。所以，一直积极参加老师的排列，努力向老师学习，好读懂排列，可以更好的和老师配

合。愿更多的受苦受难的人们得到老师的帮助。 2010-11-16 10:54:24 

回复：刚才听力障碍的小孩的爸爸打来电话，说已经把笼子还回去了，送给了那边的老

人了，老人很高兴。小孩变得活跃了，说话也多了，大家的信心也增强了。并说他们家里几代

人感谢我们。忠正 2010-11-18 13:44:57 

（46）甲状腺癌（杀驴子，狗死）

第366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4 23:24:34

2010年11月14日，第四例，（20101114D），甲状腺癌。排列不久，出现了驴子叫，有赶

驴子的人，驴子干活简直要累死了。驴子旁边有一个小狗。还有牛，还有骡子，还有很多动

物，还有动物的交易市场，还有宰动物的。有一头驴被杀了，还被扒了皮。感觉是八十年代的

农村。随着排列的进行，案主说，今年3月份，她出差了，她的儿子同狗玩，不小心把一个小

狗淹死了，虽然还做了人工呼吸，但是没有起死回生。今年7月，检查她得了甲状腺癌。西医

一直催她手术，她坚信一定有手术以外的治疗手段，没有去手术。排列继续进行，驴子要案主

忏悔，要为干活病倒的牛治病。排列感觉可以结束了，但还有一个代表不走，感受是栏杆，要

求全部擦干净。后来出现小狗、鸟等也要洗干净。最后让一个一直在拉磨的驴子休息，并且帮

磨破的脚底按摩，那个驴子的代表才下了场。这里涉及到前世和今生。案主前世开农庄杀了驴

子，杀驴子时，一刀割在驴子脖子处，加上淹死了小狗，今生就报应到自己身上了，自己的脖

子同样的位置出了问题了。 

回复：后来同前世的小狗告别，同时又同今生的小狗一起拥抱。 2010-11-15 0:46:45 

回复：上周排列几个人穿了黑衣服，排出来一场葬礼，这次排列我特意穿了红衣服，看

会出来什么。结果这个个案驴被杀的时候，感觉自己成了地上的一滩血。四周是个牲畜交易市

场，血，毛，到处都很脏，很多牲畜被关在这里等待交易。有驴、牛、骡子、鸡和鹅。一头驴

鞠躬尽瘁，最后被主人卸磨杀驴，连驴皮都卖掉了。案主向驴道歉的时候，我又成了关牲畜的

栏杆，要求案主打扫场地，把牲畜都洗干净，改善牲畜的环境。甚至看见鸡舍，都要求里外擦

净。一只鸟起先被几桶水冲得淋湿了羽毛，说没力气。老师觉察到她是被水打湿了，让她起来

忽闪几下翅膀，把水抖掉，她站起来扑腾了几下，说好多了。如此活灵活现的呈现让人感觉造

物主是多么深的爱着我们这个世界！看海 2010-11-15 9:00:07 

第3668条留言   留言者：晴天   来自：三明   时间：2010-11-16 3:02:57

排列呈现了常人肉眼看不见的另种空间的存在，很神奇，相信对不曾接触和了解的人来

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疑问连连。接触和了解忠正老师的灵排已有半年时间，虽然没有亲身参与

过排列，但阅读帖子看到每个参与者的反馈，自己切身的感受是很震撼很认同很感悟，相信会

对自己有正面影响和给自己带来力量的感悟的背后一定是真实的存在的，感谢有此机缘可以结

识老师的排列，也同时认识到佛学的内在真理，感谢可以拥有这份感悟，受此福报！虽没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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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到老师的本人，看过老师的著作《爱的传递》和《回归本源》，字里行间都可以透露老师的

慈悲心怀，善良正直大义，老师创办灵力医学排列，这里不会是为仅满足个人来从事这份事

业，而是希望苦难中的众生受此恩惠，但愿有缘结识的每个人都可以体会，最起码可以认可和

尊重老师和其中所有参与者真心的不辞辛劳的付出，感激这份善举，获益的人更应该感恩这份

福报，来给这些无为慈悲的施恩者带来些抚慰和鼓励，让更多的世人可以从中悟得！感谢老师

的灵排，感谢老师用文字的演绎，感谢所有付出的参与者，你们辛苦了！祝福你们！晴天上！ 

回复：我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冰山，有水上和水下部分，水上部分只占10%，而水下部分

占90%，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只是水上部分，而大部分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水下部分是真实存在

的。我们的灵力医学排列就是把看不见的部分也显露出来。水上部分如三维空间，水下部分如

四维空间。我们使用一些手段，让水上、水下的连成一体，全部显示出来，看到全貌，全面看

到问题所在，进而进行解决。前面例子中的白血病、肌萎缩那例，患者只感觉痛、肌肉萎缩

（冰山上），但看不到四维空间中有人踩他、打他、千刀万剐他（冰山下），但他躺在那边的

形态、表情同现实生活中的一模一样（冰山上），在场的父母、朋友真切看到了这一幕，而无

可否认的是，冰山下的那方面与冰山上的那部分是完全能对接吻合的。排列中自动出现的这

个千刀万剐的动作，同佛经上描述的完全一致。同描述地狱的也完全一致。忠正 2010-11-16 

8:53:21 

回复：冰山水上部分的表面我们人眼没有看到鱼在旁边游，在冰山水下部分表面有鱼在

游，你信吗？在三维空间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到鬼、没有看到灵魂，在四维空间存在鬼、存在灵

魂，你信吗？忠正 2010-11-16 10:14:21 

回复：在我们福建这里小时候是经常可以听到民间存在鬼神之说，特别是乡下山林的农

村里，经常会有人身附鬼的事件，或者是有人看见离世的人还在眼前，所以当地人对离世的亲

人做祭祀还是很隆重，逢祭祀日时点香烧纸同样很普遍，只是在科学推理上没法说清这种事

情，所以变成迷信的说法，其实有经历过的人和听闻多的人都会知道有这样的鬼神游走人间，

只是从文化上没有公开的评论事实的确凿，所以演变成信则才有的结论，现在看到排列的演

绎，老师说这是三维和四维空间的联接，这个诠释很能说通灵魂存在人间这个事实的结论！很

多时候大部分人都不容易接受自己想像和理解的事物，老师的灵力医学排列，我想就是建立这

个了解和认同这个事实的平台，让更多对此不知和困惑的人们识破和解脱，谢谢老师！ 2010-

11-16 17:55:00 

（A46）鼻炎三年（创业励志）

第367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6 22:42:03

受一家公司邀请，今天（2010年11月16日，周二）下午去一家公司进行灵力医学排列演

示，这是我第二次去这家公司演示，上次的演示应该是8月份，我一个人去的。由于后来校对

英文书，就没有空继续为那家公司排列演示了。几个月过去了，前几天同这家公司负责人一起

听课时，对方又说起演示的事，说我“放鸽子”，不好意思了，我只好答应了今天下午我去演

示，带了12人的熟手队伍过去。因为那家公司搬了新地方，对方告诉我现在公司租的是整层

楼，而且对方和我一起听过课，应该知道排列场地的要求，到了那边一看，地面为瓷砖，使用

的那间场地也不大，我顿时傻眼了，没有地毯，排列时地上太凉很难躺下，也无法脱鞋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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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这次排列就困难了。排列前，我只给他们的员工训练了三轮，没有多大激情，我就开始了。

要处理的是该公司负责人鼻炎三年，一个眼睛有问题三年，颈部手术后三年，问症状出现的先

后顺序，说差不多时间出现的，考虑到部位很接近，时间也差不多，估计这三个症状是同一件

事引起的。排列开始，感觉是看到一个舞台，排列出的是在舞台上发生的事情。开始时，主要

成员是我们带去的熟练成员，对方公司的员工三人参与进去，随着排列的进行，对方公司的员

工好几个被灵力场自动拖入进去了，好几个哭着进入了排列，最后该公司现场所有员工进入了

这个排列。排列呈现出的是案主近三年为了自己的公司生存和发展在拼搏。更详细的，请其他

学员补充了。 

回复：我上场后除了左侧手臂麻木和头皮发麻而外，基本没有情绪起伏，一直冷眼旁

观；等终于觉得有人孤单而可怜，忍不住走过去扶着她转身，让她坐下；中途肚子很痛，又

困，倒在椅子上迷糊，反正不愿理睬那个吵嚷的场。后来突然一激灵来了精神，加入后发现还

是我先前照顾过的那个人，我对她有慈爱。过程结束前她哭得很让我心痛，我又去找她，感觉

像我的孩子；而她也在我拥抱她的瞬间，对我哭喊着“妈妈你要相信我”，是啊，我该让她依

赖。后来她在我怀里说了几次“妈妈对我好好”。然后听到案主对躺倒的说“我看见你对我的

支持”，这句话很受用，我的肚子立刻感受到舒适的清凉。整个排列下来，快结束时我的泪才

瞬间掉落，同时心里觉得安然了。瑜伽猫yogacat 2010-11-17 19:55:06 

回复：排列中两次出现了《真心英雄》的合唱，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边，一次是舞台快要

开幕了，在老手不愿上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新手克服重重困难，自发歌声响起：“在我

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

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

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

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la la la la……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

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

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合唱时，6个人排列两排，每排3人，背对背，其中一人是我带去的

代表，5人是该公司的职员。第二次时，经过拼搏，成功后，再次响起了大家的合唱，那次是

她们的所有员工，全员进入了排列，那个场面真是感动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那个排列，看上

去简直像经过专门训练过一样的一个舞台剧。忠正 2010-11-17 20:32:38 

回复：我在舞台跳舞，好陶醉。格格 2010-11-17 20:34:48 

回复：排列开始我退到场边，躲在一块宣传牌背后偷偷往外看。场里面围着案主有几个

人，感觉是一个舞台，沁心排在几个人的最前面。我站在幕布后面叫沁心下来，说宝贝，玩够

了就下来，把位子让给年轻人，觉得她演得不怎么的，就是出钱让她上去随便玩玩。但她不愿

意下来。场上有几个人是公司的员工，一位说很讨厌我说话，我也觉得她目无尊长，懒得和她

计较。这个咄咄逼人的女孩子叫一个围围巾的女孩子下去，我说“围巾”不能下去，很重要。

“围巾”号啕大哭。咄咄逼人的女孩子也哭，边哭边喊为什么不让她演。有人把她拉在了舞台

的中间，她不哭了。我们的人，智光、格格都在跳舞。还有一个人在练功。沁心是前辈演员。

她说累了，没个靠的地方，我说靠我，就跑上台去。咄咄逼人的女孩子一看很厌烦地说讨厌我

上去。我只好离开，并且出门去。里面有好几个人在哭，让人也不想呆。一会进去看到老演员

都累倒躺下了。年轻的女孩子们不停地去拉，但老的不愿意起来，新手们只好自发的排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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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她们合唱了一曲《真心英雄》。挺感人，但我明显的觉得很稚嫩，也就是哄哄他们自己还

行，只有热情没有功力，想打击他们一下，告诉他们这样是不行的。但沁心老前辈演员先说

话了，说他们是值得骄傲的团队，我也就不忍心打击了。自始至终我觉得他们不够尊敬前辈演

员，才落得这样下场。他们演完挺开心都下场了。只有我们这几个老学员还觉得身上不舒服。

我肚子痛、恶心。写到这里我又恶心了。躺下的老前辈演员还都说无力起来。老师让案主过去

给沁心说话，说“我尊敬你是我的前辈”，“你辛苦了，我看到你的付出，谢谢你支持我”。

我也过去躺倒沁心旁边了。她哈哈大笑，说“老东西，你也来了”。轮到案主和我说话了，起

初不知道喜欢听她说什么，突然感觉到要听她说“我很想站在这个舞台上，我渴望站在这个舞

台上，我一直在默默努力，我卧薪尝胆”，说到这里，案主流下了眼泪，说“卧薪尝胆一点也

不为过，忍辱负重”，我说，“是是是，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我都知道”，此时好几个代表

开始说舒服，也一起流泪。原来是案主憋了很多在心里，她说出来就好了。我们要她把自己想

说的都说出来，我要她说“我知道我会有这么一天的；我知道我一定会成功的；我为了这一天

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坚持”，这些话说得我们号啕大哭。我想看到案主带领大家一起合唱《真

心英雄》，她的员工都过来，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眼含热泪，唱起这首歌。围巾女孩哭倒在地

上，原来她代表案主这几年所经历的磨难和痛苦。案主对她说“我看到你了，你已经成功了，

你可以休息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围巾女孩慢慢平静下来。有几个人一直很关注案主的身

体，要她对自己好。场上的山楂说自己一直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她也代表了案主的另一面。她

说肩膀很重，要案主答应只承担自己的事情，善待自己，关心自己，大家都要求案主对待自己

的身体就要像曾经对待自己的事业一样重视起来，身体力行。我和前辈演员也讲和了，我向她

道歉，说误会她，现在终于理解她的付出了。我还说，“别看现在小年轻上去了，我还是喜欢

看你演的节目，你比她们都漂亮”。瑜伽猫似乎代表我曾经也想捧的一个演员，但还是选择了

去捧红沁心，心里对瑜伽猫有点愧欠，后来吃饭的时候我要瑜伽猫对我说“我过得很好，我现

在过得非常好”，这一点愧欠才没有了。沁心说看到我跑到瑜伽猫那里去，她就不高兴，哈

哈，我只好吃饭的时候坐在她们中间晚餐，吃完饭，大家就都没有不舒服了。排列在和谐和一

种向上的力量中结束。很奇怪，案主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她这一天都是安排店长培训，灵力

医学排列是整个环节中的一个环节。但这个排列呈现的内容就真如励志剧一般，生动而感人，

比培训还培训。起先看到他们递过来的日程表，都是其他老师给店长讲课，我们还笑，说灵力

医学排列有什么好讲的？老师也说不知道。谁知道排列的内容深深打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老

演员的支持付出，新演员的热情眼泪和相互打气，新旧两次《真心英雄》的含泪合唱，都让我

们看到了案主艰苦奋斗永不言败的创业历程。如此深入心灵的撼动，有什么培训能达到呢？其

他的培训都是讲知识，如同打仗，如若没有斗志昂扬，装备再好，也会被打得抱头鼠窜。我们

的演示和案主的店长培训完美结合，天衣无缝，让人不禁触摸到“道无处不在”。老天怎么就

安排得如此之周到呢？随上了道，就不用去操闲心了。看来老师经常无所谓，有时候搞得我们

在三维里着急，是我们离道太远了。想起一本书里看过的，天底下只有三件事，我的事、他的

事和老天爷的事。老天爷的事情就让老天爷自己去忙乎吧。看海 2010-11-18 10:42:44 

回复：这次灵力医学排列既是疾病治疗，也是企业培训，也是励志教育。其中穿插有心

理剧。忠正 2010-11-18 17:49:29 

回复：看海的记录真有功夫。我虽然也作观望，却常稀里糊涂，更别说下场后总结。大

家要多努力学习，不然连流水账都记不清楚，看懂全局就更不能提了。 2010-11-19 8: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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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7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0 20:40:21

（47）1、2010年11月20日，第一例，（20101120A）：肥胖（女）。

（48）2、2010年11月20日，第二例，（20101120B）：父亲34年的胸闷、偏头痛、失

眠、胃痛、腰痛（杀鱼）（江苏）。

（49）3、2010年11月20日，第三例，（20101120C）：在英国的妹妹20多年的偏头痛

（南宁）。

（47）肥胖

第3679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0 21:12:09

2010年11月20日，第一例，（20101120A）：处理肥胖（女）。排列开始，有一个人吃得

很撑，但另外一个人饿得没有东西吃。场地上很多人感觉很饿，另外一个很苗条的女性代表突

然开始肚子不断鼓起，鼓到裤子扣子也扣不住了，只好放开裤子扣子，然后肚子上围上一个围

巾遮挡肚子，感觉肚子也要撑破了。排列呈现出，母亲曾经偷偷教小孩在家偷吃东西，长大了

小孩一直护着自己吃东西，不给母亲吃东西。孩子吃撑着，母亲饿得晕。后来，下一代也是如

此，婆婆饿得头晕，没有东西吃。随着排列的进行，不断和解，肚子鼓的那个代表不断放屁，

肚子瘪了下去。案主不但是吃多了肥胖，还有生气鼓了很多气。婆婆后来吐了很多，说吃得太

油腻了，吃入的无法消化。随着排列进行，进行到拉着横幅呈现“丰衣足食”时，不知是谁的

手机响起，铃声就是欢天喜地“恭喜大家过新年”，此时婆婆也不吐了，也不感觉油腻了。排

列中呈现出家族中男的均很虚弱，当男代表说“这样的状况到我们这一代就结束了”，此后说

话也有力量了，下一代男子汉的力量就出来了。这个代表一定会减肥成功，因为场地上很多人

感觉到饥饿，而且鼓肚子有好几位，后来不断放屁，肚子瘪下了。我曾经在今年五月份，亲眼

目睹了其他老师用普通家庭系统排列法（家排）给她排列肥胖，场地上的代表没有一个喊肚子

饿，也没有一例肚子鼓，也没有一例放屁。我用灵力医学排列（灵排）的方法，就排到真正的

源头上了。 

回复：刚上场，我就认定自己今天穿的亮紫色衣服和同色系围巾会在结尾起到重大作

用。放眼全场，最重要的一抹色彩缺失了，而我强烈感到正是自己亮紫色的围巾。这个减肥的

案例中，我代表的是“丰衣足食”。开始很多人饿，想办法找东西吃的时候，有人过来拉我，

说我这里有东西；但直觉时机未到，我心想让他们先自己折腾吧，就退到边上打盹儿了。等临

近尾声，当我亲手把自己的围巾拉开铺开盖在案主代表及其他代表身上时，他们都感到舒服。

总之，这片铺展的明亮的紫色，给了大家信心和福禄。瑜伽猫yogacat 2010-11-20 22:01:51 

回复：今天她到我这来做理疗，我感觉她的腹部比以前松了好多，应该排列已经有效果

了。九妹 2010-11-24 14:40:19 

回复：是腹腔里面松还是表面脂肪松？ 2010-11-24 15:03:32 

回复：是表面脂肪松。九妹 2010-11-24 15:04:19 

回复：12月12日，案主来参加排列，她自己说她已经开始变瘦了，其他人也说她变瘦

了。我看到她脸白净了很多。忠正 2010-12-14 8:35:26

回复：23:32:50 俺又比上周变得更瘦了，他们说码数小了一号。 2010-12-20 23:34:16

第3681条留言   留言者：深圳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0 2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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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第一例，处理肥胖，我一进磁场感觉很饿，脚在四周走动，走着走着，我突

然感觉我上身的气不断鼓起，越来越鼓，气不停地从我肛门涌入，一直延伸到胸部，鼓到裤子

扣子也扣不住了，我只好放开裤子扣子，当时感觉鼓到我的肚子象撑破，怀孕七、八个月的样

子，有个躺在地上的代表一喊肚子饿，我的肚子就更加鼓起，鼓得很难受，她不喊，我的肚子

稍微舒服些，这种的感觉迟缓了一段时间，经过和解，我开始想放屁，刚开始屁一直放不出，

但鼓起的肚子没那么难受了，随着排列的进行，不断和解，我放了好多屁，随着放屁我的肚子

里的气没那么多了，慢慢地肚子瘪了下去，当排列快结束时，我感觉自己要上厕所，我进去后

我一直放屁，在排气，对了，排列过程中，案主说她身上有很多气，堀尾老师的排列真的太神

奇了。

回复：呜呜呜呜，说好了等我去的时候排肥胖我做代表的嘛。雪莲 2010-11-21 0:32:10

第3684条留言   留言者：深圳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0 22:46:05

今天做完肥胖的个案，我整天都在放屁，现在还在放屁，可能在帮她排气，呵呵呵，也

许是她身体上的气太多了，或者是她上次压我帮治好我的腰痛，今天轮到我帮她处理肥胖了。

（48）父亲胸闷、偏头痛、失眠、胃痛、腰痛34年（杀鱼）（江苏）

第368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0 21:31:28

2010年11月20日，第二例，（20101120B）：一位女士代替父亲来灵排，处理父亲34年的

胸闷、偏头痛、失眠、胃痛、腰痛。排列中，选了一位父亲的代表，一位自己的代表，排列中

出现了父亲胸闷、偏头痛、失眠、胃痛、腰痛，那些症状是1976年开始的。排列中2次出现了

母亲的腿痛，并且撑着拐杖，案主说，母亲撑着拐杖是2004年和2007年各一次，持续了几个

月。案主代表自己身上腰痛等症状也一一在排列中出现了。随着排列的进行，出现了渔网、小

船、出现了鱼和大乌龟，一条鱼被砍了三刀，一条鱼被砍了一刀，还有乌龟，全部被热水煮

了，而且出现了很多被杀的鱼。案主说全家均爱吃鱼，最后，只好向鱼忏悔，表示道歉，并且

感恩它们提供了食物，但还是很难安抚住那些被杀死的鱼。最后把那些放生了，那些头痛或者

不舒服的才好转。最后麻烦的是看海代表的那个角色，就是怎么安抚也不舒服，最后让那些放

生的鱼回到她那边（鱼妈妈），才好转。最后答应从今以后吃素，才和解了。 

回复：案主是我表妹，说昨天晚上还亲手杀了鱼，杀了鸟，说这个鱼就不吃了，鸟还没

有想好怎么处理。忠正 2010-11-20 21:31:51 

回复：刚才我表妹来，说起了上次排列出很多鱼的事，说想来想去，不知道哪里来的鱼

网。今天同我母亲一起回忆，想起来，是我外祖父的弟弟（住后宅，同父异母的）喜欢抓鱼，

有鱼网，他1975年12月去世，次年，1976年，表妹的爸爸（即我的舅舅，我母亲的弟弟），就

得了失眠等毛病，这样就完全对上了。但因为后宅的经常同我舅舅吵架，其后代基本不来往

了，就把那边的事情、那边的人遗忘了。表妹说，当时我舅舅是胸闷、胃痛、失眠，医院怎么

治，也治不好。这次排列终于把来龙去脉搞明白了。现在，终于把这34年的毛病原因找到了。

忠正 2010-11-24 13:10:05 

回复：那个小船也找到了，是再上一辈有小船。也就是我妈妈和舅舅的爷爷有小船。忠

正 2010-11-25 15:37:42

回复：在场中，我闭上眼，脑海中出现一张网，四方的，很黑，很沉，很重！这个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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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两次！ 丽丽 2010-12-6 15:52:43

（49）偏头痛20多年（在英国的妹妹）

第368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0 22:08:40

2010年11月20日，第三例，（20101120C）：处理在英国的妹妹20多年的偏头痛。因为妹

妹在英国，一直没有机会回来做灵力医学排列，但在今年6月27日曾经在广州和一英国商人亲

自经历了在广州我的灵力医学排列，于是妹妹觉得很神奇，就请姐姐代排列偏头痛20年。排列

中只选择了一位妹妹的代表，现场当事人的代表没有选。排列刚开始，有人唱歌“村里有个姑

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你和

我来到小河旁，从没流过的泪水，随着小河淌。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

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衷心祝福你善良的姑娘，多

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你站在小河旁……”歌声刚响起，当事人马上说，她的妹妹小名

就是叫“小芳”，但大家此前谁也不知道她的妹妹小名叫小芳。后来出现了文革的斗批，公宣

队把母亲批斗成了精神病，于是场上的代表总想逃离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想去资本主义国

家。期间出现了策划偷渡国外，好几位一起偷渡，一位被捉了回来，后来在场的那位当事人承

认她曾经一度策划自己如何偷渡去国外，后来终于找到了机会去了国外很多年。排列中一位偷

渡国外被捉回来，被一个医生模样的治疗了，但实际是在想收买那个人，想让那个人去抓偷渡

者。排列中出现了母亲成为小商小贩，当事人说，母亲精神病好转后，摆过一阵摊。后来有四

位代表跑到了后排的观众座位上坐下，她们说感觉是在乘飞机，后来她们说到了英国了，并且

在唱歌。当事人说，她妹妹去英国时是同时去了很多人。她的妹妹喜欢唱歌，在英国华人区唱

歌比赛还得了奖金，奖金是英镑。场地上当事人自己早就在下面地毯上坐着，一直在妹妹的代

表旁边，紧挨着她的，是一位香港过来的代表，香港的那位和她的长相、辫子长短、身材、气

质像极了。在前面的椅子上，一直坐着一位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双手放在前面，感觉像是在

念经的，看那个表情，就像当事人的母亲的代表，她说她感觉眼睛睁不开，感觉眼前的观音被

搞得很脏，当事人承认，因为她母亲信佛，在家一直烧香、念经、拜观音，她把母亲的观音丢

到垃圾桶丢了好几个。后来当事人的三姐妹向母亲道歉，并且告诉母亲她们现在生活得很好

了，但母亲还是无法睁开眼睛。最后告诉母亲说自己在努力学习、努力成长，但母亲的代表说

只是好转了一点点，当最后我带来她们“三姐妹”说“做一个开悟的人”，母亲的代表马上眼

睛睁开了，母亲的代表说“我就只想等那句话！”全场欢呼，大家在拥抱中结束了排列。 

回复：20日下午，处理我妹妹的偏头痛，我妹妹六月份回国参加了忠正老师灵力医学排

列，因她工作忙，让我代排列偏头痛20年，排列刚开始，就有一代表唱歌曲，村里有个姑娘叫

小芳，太神奇了，我妹妹的小名就叫小芳……然后出现了文革，出现所有的一切与我家很吻

合，我妈妈在文革中被批斗，后来我妈妈因受不了打击，患上了精神病，我妈妈病好以后，吃

素念佛，另外几个代表走到场外，说是到了英国，又唱起了歌，我感觉唱歌的代表就是我妹

妹，我妹妹非常喜欢唱歌，曾经获奖，场上的一名代表一直坐在凳子上不停的念经，那场景跟

我妈妈念经一模一样，一点没走差，她一直不愿意睁开眼，直到我不停地承认我以前不准她烧

香、不准她念经是错误的，并保证以后不再阻止她念经拜佛，才结束我妹妹的个案，老师的排

列真的太神奇了，我期待我妹妹的偏头痛快点好，并谢谢参加排列的代表……深圳格格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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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0:38:29

第3683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0 22:10:56

今天的案例让我充分体验到色彩的重要。第一例时我很喜欢让自己身上铺张着大片紫

色；但第二例时很奇怪，我不喜欢出门穿的那身浅浅深深的紫了，我找了个帅哥的白色外衣，

觉得穿那颜色才合适。本来最后案主一直得不到原谅，看海总是不愿见她，总是希望她消失才

干净。我忍不住让案主换衣服，脱去她原来的黑色厚重大风衣，换了老师的浅色外套；后来又

让她换上我身上穿的白色外衣。在换衣过程中看海也越来越舒服。这个掌控颜色的经历又给了

我新的惊喜——看来自己的灵敏又进一步，万物都有其频率，这次我对颜色的频率敏感了。猫

的审美应该也会得到提高，呵呵。瑜伽猫yogacat 

回复：心理剧的主要道具就是各种颜色的布。我在灵力医学排列中融入了心理剧，在逐

渐给大家引导，大家悟到了色彩的重要性，今天我就把12种颜色的布道具拿出来正式使用，为

排列增添色彩。每块布长2.4米，宽1.5米。忠正 2010-11-21 7:31:01 

第368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1 20:55:34

（50）1、2010年11月21日，第一例，（20101121A）：睡眠不好、胸闷、注意力不集中

20年（天蓬元帅）。

（51）2、2010年11月21日，第二例，（20101121B）：妻子与女儿不和（堕胎）。

（52）3、2010年11月21日，第三例，（20101121C）：处理不想结婚（前世留洋神

学）。

（53）4、2010年11月21日，第四例，（20101121D）：破解金字塔之谜（外星人建）。

（50）睡眠不好、胸闷、注意力不集中20年（天蓬元帅）

第368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1 21:20:22

2010年11月21日，第一例，（20101121A）：处理睡眠不好、胸闷、注意力不集中20年。

排列开始，让案主选择了一位代表，并且让选择一块布，代表他的心情，他选中了深灰色布。

感觉出现了舞台上在唱戏，出现了孙悟空 、唐僧、二郎神、太白金星、红孩儿、哪吒。案主

代表成了天蓬元帅。舞台背后一位女代表在打很快的节奏，舞台上跟着快节奏在表演，突然那

位女代表感觉脖子被别人勒了，勒死了，舞台后台发生了命案，后来那个被冤屈的人一直在嚎

叫，那嚎叫让一些代表无论跑哪儿均无法睡着。而且有一位代表胸部被人一直踩着。那个被勒

死的女代表，后来成为了九尾狐，一直嚎叫，让人无法入睡。排列中出现了很多神仙的纠缠。

因为我很少看那些神话故事，我没有办法能详细记录下来。期间有一位一直坐在正席上，说是

太白金星。我也过去坐了，那位太白金星连忙不敢坐了，说我是玉皇大帝。但太白金星向我

（玉皇大帝）说那边秩序太乱了，让我好好处理一下，我想也应该给他们排序（如家庭系统排

列一样应该有序位），如二郎神在云上走时，目空一切，应该给他一个规矩。后来我排列了序

位——众生皆平等。我拉着长音自动在说“众生均平等”，两臂向两侧平举，全场大家均两臂

向两侧平举，一起说“众生均平等”。一切的纠缠均解决了，一位一直找不到安静能睡觉的地

方的，就睡着了。排列结束，让案主再选一块布，他选中了一块洁白的布，心情由排列前深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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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变成了洁白的颜色。 

回复：排列开始不久，看海就唱起了“白龙马蹄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

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画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陷阱诡计，

都挡不住火眼金睛如意棒，护送师徒朝西去，白龙马脖铃儿系，颠簸唐玄奘小跑仨兄弟，西天

取经不容易，容易干不成大业绩，什么魔法狠毒，自有招数神奇，八十一难拦路，七十二变制

敌，师徒四个斩妖，斗魔同心合力，邪恶打不过正义……”那时我也好想唱，就是不知道歌

词。排列中，那个孙悟空的代表拿着充气棒，那个就是金箍棒了，而这个充气棒是昨天才第一

次买来开始使用。忠正 2010-11-22 9:37:19 

回复：我出门时穿了件红衣服，这个案例中我就只感到自己的全身应该都是红色，还忍

不住把黑裤子用红布盖住，又恨不得把全场看得到的红色统统收集过来。个人没有感到神话故

事，就是结尾时我又自动把大片红色收起来了。（现实生活中我的衣橱里没有红色，穿的红衣

服还是不久前刚买的。）还有一点很奇怪，我的状态一直恹恹的，这个排列中，有几次突然打

激灵清醒过来，但马上又开始昏昏欲睡。听到老师拉长声音说“众生皆平等”时，有一瞬间神

清气爽。瑜伽猫yogacat 2010-11-22 20:49:32 

回复：我是格格，在排列睡眠不好的个案中，刚开始我在跳舞，在表演京剧，手拿鞭子

不停地在场上表演，不停地表演着，跳得好累好困，我想找个地方躺下睡觉，刚一躺下，一个

被冤屈的人一直在嚎叫，好吵好烦躁，我根本没办法睡着，我又换到另一角落躺下，那冤屈的

人又在嚎叫，我实在没办法能安睡，换了几处地方发现都是好吵，人根本不能平静下来睡觉，

人非常非常的困，我的眼睛好难受，不停流眼泪水，一直到最后一切的纠缠均解决了，我后来

才闭上眼睛终于睡眠了 2010-11-22 23:48:24 

（51）妻子与女儿不和（堕胎）

第368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1 21:41:47

2010年11月21日，第二例，（20101121B）：处理家庭关系，妻子与女儿不和。案主说，

他妻子一直与女儿争吵，让他做丈夫的痛苦不堪。排列开始，出现了三个人踢毽子，一男对两

女，男是案主，两女是一位妻子和一位女儿，后来毽子躺在了他们中间，后来毽子变成了鸟。

出现了一位女代表在啃猪脚爪，还舔手指头，经案主辨认是案主的祖父，男的代表祖母，女的

代表祖父，是夫妻俩。有一个代表不断抓住妻子代表的头，撮她头，说在给她洗脑，另外有一

位代表，变成了一只鸟，翅膀也断了一边，现在的小儿子就一直抓住那只鸟不放。女儿一直同

小儿子争妈妈，但妈妈对儿子好，疏远女儿，女儿哭着说是坏妈妈。经案主辨认，那位在给妻

子洗脑的，是堕胎的第一个小孩，那个鸟代表的是第二个堕胎的小孩，另外还有第三个堕胎的

小孩躺在那边。案主回忆，他家是经常有鸟到达他家窗口，小儿子是经常感觉被莫名其妙的东

西吸引，尤其夜里梦中，经常感觉很异常，更离谱的是她妻子行为很异常，排列中，原来一直

被一位在洗脑，原来是被自己堕胎的第一个小孩抓住了洗脑。向堕胎的小孩道歉、忏悔后，才

和解，那个洗脑的自动退走了，儿子也放开了那个鸟。于是进入到了女儿与小儿子的争吵。案

主说，女儿代表的语言、动作、用词，完全是同现实生活一模一样，是现实生活的翻版。排列

中呈现出，活人、死人纠缠在一起，要让去世的安息了，活人才安宁下来。家庭关系应该是那

样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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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今天第二例处理家庭关系，妻子和女儿不和，我上场不久，就一直追打个案代表

的腰，一直不停地追打腰，我不断抓案主妻子的头，给她洗脑，让她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偶

尔也到他女孩那，也帮他洗脑，我感觉我是他们家一个亡灵，阴魂不散，在缠绕着他老婆和女

儿，是我造成他们家庭的不和，直到案主一一与他/她们忏悔，道歉和解，我最后才慢慢的自

动退走，退走前我的手还不由自主地拉着案主和他老婆代表的手，让他俩握住手，我才慢慢退

走……深圳格格 2010-11-21 22:55:24 

回复：这例是被堕胎的第一个小孩来纠缠父亲、母亲、女儿，对父亲，是折腾让腰痛，

对母亲和女儿是洗脑，让其产生不可思议的行为，让母亲和女儿之间争吵不休。第二个被堕胎

的小孩，则变成了鸟，纠缠上了儿子。爷爷奶奶也偶尔吸引了女儿、儿子过去。女儿和儿子则

争夺妈妈的爱。这例在四维空间、三维空间一体时考察，看到的整体矛盾是那样。解决方案，

带着爱，让去世的安息，再解决女儿和儿子争夺母亲的爱。忠正 2010-11-22 7:53:53 

回复：在这个个案中自动呈现为案主的女儿。起初弟弟靠着妈妈，挡住姐姐，根本无法

靠近妈妈。对妈妈也毫无感觉。很独立，想离家出走，几次跑到吃猪蹄的夫妻那里去寻求温

暖，还被给了几块饼干，但刚吃进嘴里，觉得此地似乎可以久留，那弟弟又过来争地方，遂气

愤离开。妈妈看上去没有任何温暖，也不知道哪里去，满场子乱转。弟弟看我走后也离开回到

妈妈身边，眼神时不时瞅瞅我，似乎提防我回去抢妈妈，但我已经对此很不屑，我冷淡地对

他说，“你放心，我不稀罕你们那个地方”。后来又在外流浪了一阵，渐渐觉得爸爸脚下可

以坐一坐，就跑过去坐在了案主脚下，感到了一点点温暖。一位女子一直抓着妈妈的头发说

在洗脑，感觉她很可怕。妈妈被她控制住，任她洗来洗去并不反抗，乖乖被洗；我看见妈妈

被人欺负还有点开心，幸灾乐祸说“活该”。弟弟坐在旁边毫无反应，我说风凉话，说“你妈

妈被人欺负，这儿子真是白养了哦”，妈妈听了也说，“这儿子真是白养了”。弟弟听了过一

会也去阻挡一下那女人的手，但那女人不依不饶，一点都挡不住。女人还过来抓住我的头发也

一阵洗脑，我很不舒服，想跑掉，但又觉得没有足够的力气，就任她拨弄几下。不过这女人的

主要目标是妈妈，她不眷恋我，搞我几下就还是去搞妈妈，说主要是针对妈妈在洗脑。弟弟一

直在抓着一只鸟。那鸟说什么对生命很残忍啊，就被杀了啊，我不屑的插嘴说，“活着也没多

好，没有温暖，没人管”；那鸟说“我们同命相怜啊”。我觉得鸟说得也差不多。后来辨别出

那鸟和洗脑的女人都是被堕掉的孩子。爸爸跪下向鸟道歉，洗脑的女人慢慢自动退走了。爸爸

和妈妈过来找我，我只是想睡觉，不想打理。可能他们又去哪里道歉去了，再来找我时明显是

要等着我的反应了。妈妈不停的摸我，说对不起，我讨厌她摸我，弟弟也在叫姐姐，说“他很

自私”，脸上还挂着泪珠，眼睛哭得红红的。可我不为所动，骂她们两个讨厌，骂坏妈妈坏弟

弟。弟弟说对不起，我听了气得大哭，说“你什么都和我抢，我要什么你就要什么，你老跟

我抢什么啊”，我气愤死了，觉得他简直故意和我作对，那吃猪蹄的夫妻那里我去他就去，我

走了他也走了，越想越气，一次一次把妈妈和弟弟推开。老师让爸爸打头阵说对不起了，说

“爸爸一直在关注你”，这下我才有点软化下来，躺在爸爸怀里感受到有家的感觉，委屈涌上

心头，叫“爸爸”。对爸爸是有感情的，身心也不再那么僵了。妈妈一直在说对不起，在抚摸

我。我不再去推妈妈。听到妈妈说“现在妈妈成长了，妈妈学会了去照顾你”，我一下子觉得

妈妈终于回来了，回到我身边来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大喊妈妈，抱住妈妈放声大哭，

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妈妈是真的在了。开始时我看妈妈，觉得妈妈如同陌生人。有点想让弟弟

挪开一些，但渐渐的习惯不和妈妈亲近了，反而自得其乐去了。这个个案中自动做了姐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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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生家庭构成和案主的差不多。我有一个弟弟，我本身就是姐姐。一直以来我对父母都有怨

言。有时候觉得已经过去了，但在这个案中我也看清了好多自己的东西。父母一直特别关注弟

弟，从小到大都如此。我觉得他们对我总是很挑剔，对我像对待一个成人般挑剔，目光都是朝

向弟弟的。渐渐的我也习惯了自得其乐的生活。我比较独立，也许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我小

时候会经常觉得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直到现在也感受不到父母。那种温暖真是感受不到，不

知道是麻木还是本来就没有，反正感受不到。感受到多的是挑剔和压力。我甚至到现在都不敢

在父母面前很开心，仿佛我很开心地有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挑衅他们。因此他们在的时候，我不

由自主地会控制住自己。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会身心很放松，甚至大玩大笑。仿佛我活得好就是

和他们作对。经常在心里感知到他们不允许我过得好。似乎他们控制住我，绑住我，才有安全

感。所以我对海灵格讲到的对家族的忠诚感深有感触。一直想做排列解决和父母关系问题，一

直没有机会。这次作了代表算是共振一把吧。希望自己有机会能好好清理和父母的关系。我想

要的就只是希望父母能允许我去自由的过我的生活，一直以来我的心里都能感知到他们其实不

允许我离开。看海 2010-11-23 22:42:16 

回复：排列结束，案主说，女儿代表的语言、动作、用词，完全是同现实生活一模一

样，是现实生活的翻版。这一幕历历在目。忠正 2010-11-23 23:01:14 

（52）不想结婚（前世留学神学）

第368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1 22:15:17

2010年11月21日，第三例，（20101121C）：处理不想结婚。案主是女性，她说她从小开

始就一直有一种不想结婚的念头。排列开始，让案主选一块布代表她当时的心情，她选择了黄

色。本次排列，没有选择案主代表，让自动呈现。排列开始，场地上出现了2位挺着肚子、腰

后弯的，一位A总是挡住另外一位B，A不让B超在前面，感觉是2位孕妇。场地上的其他人站成

了2侧，一男一女坐到了正席上，感觉是父母，有一位女代表吓得一直往后退，躲了起来，感

觉应该是案主的代表。随着排列的进行，案主的代表是在同父母闹翻了，找了一个混混，然后

一起出国留洋了，但不久就分手了，现在她无脸面回家见父母。她曾经偷偷看了看自己家的深

宅大院，但不敢回家。前面的2位孕妇是大儿子（哥哥）的大老婆A和二老婆B。家中还有二儿

子和老婆。那位案主的代表是小女儿，但大家称呼她是小四。小四在国外学了神学，感觉是高

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终于提心吊胆回到了家，父母原谅了她。她想改造家庭企业，但父母

不放心，但也愿意拿出家产的5—10%给小四做尝试。但主要家产交给了大媳妇A负责。呈现了

错综复杂的大家庭的矛盾。老爷子一直喊着要投胎，感觉他们对死没有任何恐惧，对投胎感觉

有一点点向往。故事发生的时间段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小四就是那时从中国去了英国，在英

国学到了神学和一些经营。排列结束，感觉小四被一些教义困住了不敢突破。接下来，就用心

理剧处理了，让刚才的2位孕妇A、B再次上场，挺着肚子走，让案主也进去，也挺着肚子走，3

人挺着肚子走，然后让那些未婚的女生一起上去挺着肚子走，一共6位，挺着大肚子走，台下

大家起初笑得前仰后翻，慢慢有了感觉，大家挺着肚子一个跟一个在走，后来案主躺倒在地毯

上，我抛过去两个枕头，表示生了2个小孩，是双胞胎，然后抛了一叠布过去，代表2年后，又

生了一个小孩。在大家的笑声中，排列结束，案主终于突破了原来不想结婚的一些固有观念。

结束后，再让案主选一块布，案主选择了大红色布，心理状态由原来的黄色变成了大红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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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想结婚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回复：这例涉及到前世今生。在今生，案主看着排列，说她的一个姑姑就是那样，跟着

一个男人离开了家，后来同家里没有了联系。前世，她是曾经留洋英国学习神学的小四。忠

正。 2010-11-22 7:55:54 

回复：案主没有指定自己的代表，让一切自动呈现。我在中间，一上场就被一股力量往

后拖，一直拖。有两位已经端坐高堂，其他代表排成两列。有人说我看起来像要结婚的样子，

但没有新郎（听到这话我感到自己一直孤单，后来明白是嫁给了上帝）。看海说看着我就气

愤，还上来推着我上前要我下跪；但我叛逆正起，楞是顺着那股向后的力，决绝退出了课堂。

等有人（挺着肚子的大嫂）来劝我回去面对时，我突然感到了一种极度的威慑力和深深愧疚。

感觉这个家族曾经家大业大，但已逐步走向了衰败。重回课堂，我却不敢面对众人，特别是不

敢面对威严四射的老爷子，连正面走过去都不敢，想到终究要面对他，我只能四手四脚地爬着

过去，还只敢爬到母亲身边。她们喊我小四儿，我也觉得确实是了，父母一直说我让他们头痛

不已，哀声叹气。我伏跪了一阵，告诉老师我心里的愧疚特别深重，似乎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理

想和疼我宠我的家人闹翻，还因为自己的任性出走，导致了这个大家庭的一系列悲惨变故。母

亲病卧在床，父亲对世事早已看透，只顾潜心修炼自己；两个兄长不成气候，媳妇们打着自己

的小算盘，除了可敬的大嫂，一个人苦苦支撑，一心想着圆满这个家。总之，我一直觉得这个

家太封建太因循守旧，早已日渐没落了，大家却还固守着，努力维持着一年复一年的生活和经

营模式。所以，我想出走；或者，对家里进行改革。可是当被问到要怎么改，怎么取得成就

时，我的心里却又没底儿。就是对那种居深宅，又自满的状况不满意。外面都已经革新得热

火朝天了，这个家还是一如既往的死气沉沉。我连原先的生活方式都简直无法继续接受了，

一心向往完全不同的生活。要向洋人学习，和他们交朋友，摈弃旧中国的一些封建理念和做

法。我们不能只顾这小家的圈子，应该把眼光放开，放长远，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为整个社会

甚至人类的和平而奋斗。经过一番劝说和理论，家人最后都无奈的同意让我再次出走，我欣喜

又伤心，面对已经年迈的双亲，只能多磕几个头，谢他们支持我的选择，让我能全身投入自己

与众不同的远大理想，献身于神学；而我，是牺牲了自己的个人，牺牲了父母建立的家了。后

来的结局，老师巧妙用上了心理剧，案主进场学习孕妇走路，体验“作女人挺好”，我也上场

体验了一把，老师说我的情况估计也差不多，我自己心里也如此感觉。我和案主，都有些“出

世”倾向，还好在老师的课堂上，懂得要真正“出世”，必须先经过“入世”的轮回了。身

为女人，就应该先把女人的特性活出来，经历一个完整女人应该经历的一切。瑜伽猫yogacat 

2010-11-22 20:22:16 

回复：我是山楂，是这个个案的案主。记忆里，似乎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经常对母

亲说：长大了要一个人过，不要结婚。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具体表现为一旦有亲密的

关系，需要固定为某种形式，比如结婚这样的格局时，我就想逃跑，觉得不自由。排列开始的

时候，我跟老师协商说，我不挑选案主，让灵力场自然呈现事情的来龙去脉。排列刚开始，就

发现一个女子离开了场地很远很远，也不敢看场上的人，随着排列一步步深入，我看明白了。

那是一个为了追求爱情自由，而不惜背叛父母和整个家庭而出走的女子，她叫小四，尽管气

愤，尽管痛恨她的不争气，深宅大院里开明的父母还是原谅了留洋归来的女儿，我突然发现，

这个小四和今生的我是那样的相似。比如我自小就性格倔强，只要是我认定的事情，就一定会

坚持到底，不撞南墙不回头，但父母也是同样的开明和宽容，一直支持我。想法多多，却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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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空想大于实际；一直是精神至上的人，将世俗名利看得非常的淡薄，道德标准很高，是非感

也很强烈。在排列的最后，小四毅然投身神学，在修道院过完她看似充实、实则寂寞的一生。

老师说让我记住那一幕的时候，我以为老师就这样结束了，急得我一身大汗，也突然明白了

我不想结婚的真正原因——我只想和神在一起，不想和人在一起。觉得和人在一起是对神的背

叛。脑袋里有声音在说：世俗的生活你一定要经历，不要一直生活在云端了。我开始满场找

人，希望得到开示，解开我的心结，也好像是在寻求允许和支持。开始找了一个盘腿打坐的，

她却说生活在云端很好，我又急出一声汗来，都要哭了。这时，已经投胎转世的前世母亲说话

了，她说：不入世怎能出世？作佛做菩萨的决心和勇气你都有，为什么做女人的魄力却没有

呢？简单的几句话，一下子说到了我的心里，我伏地痛哭，一半惭愧，一半是被理解的释怀。

前世母亲继续说：既然已经生为女人了，就好好做一个女人，结婚，生子，把女人做完整，不

要害怕，到俗世去历练吧，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走出去。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男代表说：把

“出世”放下。又是醍醐灌顶的一句。我突然明白了我今生的种种因缘际遇，我也终于明白

了我此生的任务就是好好做一个女人，学习忍辱和柔美，补上“入世”这重要的一课。我的心

结终于打开，内心一片开阔，在最后的最后，老师融入了心理剧，让我上场跟随排列里的两

个嫂子的代表，挺着大肚子在场上一圈一圈的走，开始还觉得很羞涩，随着谈姐声音的一步步

引导——5个月啦，7个月啦，9个月啦，马上要生啦。我越来越进入状态，觉得双脚很沉重，

但是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最后终于满头大汗的倒在地上，晕眩了几十秒之后，我听到有人

说：生了生了。还是个双胞胎。我全身很放松，也很幸福。感谢老师，感谢大家，至此我内心

得到了真正的平和，从小到大的不安定感，不踏实的感觉彻底一扫而空，内心一片祥和。——

山楂。 2010-11-22 22:25:07 

回复：另外：排列开始的时候，我选择是黄色的布，而排列结束的时候，我选择的是红

色的布，在我的感觉里，黄色是神圣的，耀眼的，高高在上的，有着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而

红色我当时在场里感觉为喜庆，但后来又觉得不是。在晚上吃饭的饭桌上，一个男士说，红布

就是红尘嘛，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恍然大悟。原来我的红尘生活真的开始了，我真的走入

红尘了。感谢大家，感谢一切！——山楂 2010-11-22 22:32:19 

回复：另外还有一块传家宝的玉交给了小四。发生的年代在八国联军攻打中国之前。为

了防止留着这块玉招来杀身之祸，后来把此玉放到博物馆了，是大英博物馆。忠正 2010-11-

25 17:43:39

回复：我一直都是心里有洞的人，老师的两次排列帮我填上了那两个洞。现在觉得内心

很踏实，很安定，有了安全感和归属感。 2010-11-27 22:02:54

回复：我也曾有不想结婚的念头，我以为我是山楂的代表呢，结果不是，好遗憾！瑜伽

猫yogacat 进场的时候，我觉得她是自己一个人的，没有新郎的。刚开始闭上眼，看见一双

古代女人的小鞋子，是白色系带的。 后来进行到后半部分，闭上眼，看见一对花的小鞋子

了……丽丽 2010-12-6 15:56:01

（53）破解金字塔之谜（外星人建）

第3689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1 22:59:41

2010年11月21日，第四例，（20101121D）：破解金字塔之谜。早就想用灵排的方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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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四维空间的灵力、灵力场破解金字塔之谜。我宣布灵排开始，还有很多代表还没有上场，已

经有几位代表在自动跳埃及舞了。披着各种色彩。排列中没有选择案主。排列中，有一位巫师

在做着奇异的动作。还有仪仗队走着各种步伐。有一位躺倒下了，被披上了金黄色，仪仗队一

直围着那位在转。我突然感觉我也是仪仗队的，于是我腿踢成直角，很标准地像仪仗队的，围

着金色盖着的那位走了好几圈。（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军训，但那个动作实在太标准了）。那位

巫师动作很夸张。我突然感觉我要进入排列，于是瑜伽猫把我的话筒拿走，我的手腾出来了，

感觉两手臂不断往下招压，感觉是金字塔从外太空浇灌下来，是软偏硬，如混了少量水的面

粉，从外太空灌下来，堆成了金字塔。不久，我变成了外星人，乘着飞行器，来到了地球，原

来金字塔是对外太空的坐标，是外星人建造的。第一次飞行来，执行的任务，是对已经建好

的金字塔来充电，在我飞行器的后面，一溜跟了6、7个代表，自动做着完全相同的动作，任

务完成后，又飞行回原来的基地。还有一次过来，是来把智慧充入金字塔，金字塔内没有金银

财宝，但全部是智慧。外星人与其他人见面的打招呼语是“I See You，I Love You”。这次

排列中，总共4次从外太空飞行到地球，飞行时无任何杂念。其中有一次，由地球返回外太空

时，说的话是“我们为了和平，我们为了和平，我们为了和平”。排列中破解开，建造金字塔

分为四个步骤：1、选址；2、搬下来；3、充电；4、智慧。选址，就是最初，那位倒下的，被

盖上金色的来选址的。然后，是金字塔材料，从外太空如湿面粉样灌下了，堆砌而成，那时我

的胳膊感觉不是我的胳膊，不断往下拔那个软偏硬的材料。后面充电、智慧那部分，是我完全

进入排列，我在头阵，后面跟了一大串的飞行编队执行的。排列中我自动说到的话，由瑜伽猫

记录下来，智光用话筒重复了，专业人员由摄像机拍摄了下来，内容有“金字塔和奴隶一点关

系也没有。正是由于有了金字塔，地球才完整保存了下来。金字塔储存了宇宙的能量，你们要

好好利用，再见，感谢你们。好了，我们的任务结束了。现在是有血有肉，有硬件有软件。世

界上有九大奇迹不是人造的。金字塔是其中之一。人类已经把这段历史遗忘了，但我们记得。

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是使者。刚才听到了哭声，人类诞生了。我们没有离开

地球，我们葬在金字塔的边上。外星人也是有寿命，也有死亡，但他们的寿命很长很长，我们

的使命已经完成。”以上是曾经说过的话。飞行器在地球附近飞行时，还看到了自由女神像。

一位代表看到了一道光从上往下照，释迦牟尼佛出现了。另外，最后还说了一句：“苦难的人

们，想治病的话进去吧”（指进金字塔）。 

回复：老师，不是瑜伽猫把你的话筒拿走了，是我拿走的。——山楂。 2010-11-21 

23:02:20 

回复：哦，瑜伽猫是文字记录。忠正 2010-11-21 23:02:48 

回复：在网上搜索到的世界9大奇迹：1.金字塔；2.宙斯神像；3.罗得斯岛巨像；4.巴比

伦空中花园；5. 阿提密斯神殿；6. 毛索洛斯墓庙；7. 法洛斯灯塔；8.法洛斯灯塔外传: 亚

历山卓港；9.万里长城。不知道对不对，欢迎别的观点跟帖。——山楂 2010-11-21 23:06:24 

回复：古埃及是迄今为止所能确证的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作为古埃及奴隶帝王的方

锥形陵墓，埃及金字塔不仅是古埃及文明的代表，也是埃及国家的象征和埃及人民的骄傲，同

时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遗产。在埃及首都开罗郊外的吉萨，有一座举世闻名的金字塔——胡夫

金字塔。胡夫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据推测建成伊始的胡夫金字塔高度为146.59米，

底边长为230米，是由250多万块每块重约2.5吨到50吨的巨石垒砌而成的。胡夫金字塔在经历

了约4700年雨雪风沙的侵蚀之后，依然高达138米，底边长达220米。 更加令人吃惊的，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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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胡夫金字塔宏伟的规模，而是胡夫金字塔本身所具有的许多数字巧合。我们知道地球到太

阳的平均距离为14659万公里，天文学上将其定为一个天文度量单位。如果把胡夫金字塔的高

度米乘以十亿，结果正好是14659万公里。另外，穿过胡夫金字塔的子午线，正好把地球上的

陆地与海洋分成相等的两半。除此之外，出乎人们意料的数字巧合有很多。拿破仑大军进入埃

及的时候，法国人对胡夫金字塔进行了测量，发现如果在胡夫金字塔的顶点引出一条正北方向

的延长线，那么尼罗河三角洲就被对等地分为两半。再把这条线向北延伸到北极，我们可以

看到延长线只偏离北极的极点6.5公里。要是考虑到北极极点的位置在不断地变动这一实际情

况，那么很可能在当年建造胡夫金字塔的时候，这条延长线是正好与北极极点相重合的。除了

有关天文地理的这些数字以外，胡夫金字塔的底面积如果除以其高度的两倍，得到的结果为

3.14159。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圆周率，其精确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希腊人算出的圆周率，

与我国古代数学家祖冲之算出的圆周率在 26到27之间几乎完全一致。另外，胡夫金字塔内部

的直角三角形厅室各边之比为3：4：5，正是勾股定理中三角形各边的长度比。此外，胡夫金

字塔的总重量约6000万吨，如果乘以10的15次方，结果恰好又是地球的重量！——摘录自网

络。山楂 2010-11-21 23:10:20 

回复：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E4d6TvJcb1s/ 看了这个，更觉得老师灵

排之厉害，上周日排的金字塔的很多内容，已经有科学数据验证了。2010-11-24 0:41:48 戴 

2010-11-24 8:13:20 

回复：感觉我人在家里，心已经在深圳了。好羡慕就在深圳当地的人，可以常常去参加

排列。我这次依然还是来不了了，但我迟早会来的。我要是住在深圳就好了，可以常常地亲眼

看到那些精彩神奇的排列。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真正能够如愿以偿。xianjuancm 2010-11-24 

13:34:03 

回复：另外，最后还说了一句：“苦难的人们，想治病的话进去吧”（指进金字塔）。

刚好看到一个资料说，在金字塔里面储存了宇宙能量，在那里静坐，可以吸收到宇宙能量治

病。与排列出来的一致。xianjuancm 2010-11-24 13:36:45 

回复：我的僵硬的肩颈开始好转了。那天我“钻进了金字塔”。瑜伽猫yogacat 2010-

11-25 10:00:39

回复：灵性的实相之四：金字塔的威力：金字塔是地球上最稳固的结构，也是接收最高

宇宙能量的地方。金字塔以52度51分的角度形成，这个角度让金字塔接收到最高的宇宙能量。

金字塔可以用任何建材制造，金字塔的建材不会影响宇宙能量的接收，金字塔的四个端角必须

与东、西、南、北四大方向对位，宇宙能量累积在金字塔1/3的高度。这个位置就叫做国王的

密室，宇宙能量在最强的国王密室里向整个金字塔扩散。在金字塔顶端安置一个水晶，可以把

接收的宇宙能量强化后再扩散到其它的部位，在金字塔里静坐，我们达到无念状态的速度比其

它地方快三倍。金字塔可以与高层的频率沟通，在金字塔里静坐有治疗的效果，也可以提升静

坐的体验。 2010-12-2 14:16:24

回复：2011年计划排列2012，麦田怪圈，非典的形成原因，禽流感的原因等等。 2011-

1-3 16:04:06

回复：以上的“破解金字塔之谜”的灵排，给我开启了更大的智慧。我以前的疾病治疗

研究，进入到了四维空间，使用了量子共振信息水，进入到了灵力医学排列（灵排），现在，

将向更高层次迈进，借用“金字塔”，让宇宙能量为人类服务。使用“金字塔疗法”。自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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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在中国现在没有私有土地，即使建造也得层层审批，很不现实，虽然在日本，我的名

下有土地，“金字塔”建在日本，大家跑到日本去使用很不方便，于是我设计了另外一种金字

塔。戴头上，类似帽子。人类大脑的松果体具有遥视功能，也称为第三只眼。因为宇宙能量累

积在金字塔1/3的高度，这个帽子戴上，中心差不多就是松果体的位置，可以让人更好地同宇

宙能量联接。使用前，在“金字塔”中先喷一下量子共振信息水，通过量子共振，发挥更大的

作用。 2011-1-3 18:56:52

第3692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1-25 9:57:56

有时候自己的状态不太好，排列中会迷迷糊糊如同走过场；但也不知是自己原因还是排

列原本的呈现。对排列出来的内容，从惊叹到敬畏，从没有怀疑到偶尔产生疑虑。疑虑是因为

老师的排列总是如此轻松自然，课堂上嬉笑怒骂七情六欲皆成文章。于排列本身，这倒是浑然

天成；但对于采集到的信息而言，这种放松自然的状态，往往避免不了代表的个性流露和释

放，甚至相互打趣。理论上来说，是“因为共振，所以发生”。抛开作代表可以清理自己的好

处不谈，只说在排列过程中，是否可以建议大家，适当把握“表达的度”。毕竟，排列是在老

师的带领下与“道”相连，是扰动很深沉的能量场，是值得带着谦恭心来敬重的领域。这些信

息的传递，对观看者来说异常重要。 

回复：非常同意！建议我们做代表严谨但不严肃，一定带着恭敬心来做！雪莲 2010-11-

25 12:00:12 

回复：我们排列总体的目标是帮助案主解决问题。但对于单个代表来说，如同在破案，

找到线索后，自然流露出了“惊喜”，有时是“喜形于色”，这是完全正常的。大家也不用太

担心，因为把相关的问题分解开，一环扣一环，各相关的代表有制约机制的，举例：一个代

表A打另外一个代表B时，C代表感觉开心，D代表感觉头痛，C和D就是A和B的检测器，但那一

环的矛盾解决后，D的头痛就消失了，C和D均舒服了，然后进入了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也

同有制约机制。但在排列中，反应小的代表不要以为同自己无关了，闲谈其他的事情。有时

开始没有反应的代表，到最后2分钟才成为主角，那时候才起明显的作用。忠正 2010-11-26 

16:34:51 

回复：我曾经专门6次跟美国老师学习心理剧，每次5天。另外还有一次我邀请老师从美

国过来深圳呆了22天。常规的5天一期的心理剧，第一天上午是暖身，第一天下午开始做个

案。到了第五天，基本整天不做个案，担心大家带着伤痛回家。5天中，能做个案只有7—8

例，经常参加心理剧的观众和替身（代表），因为看到很多伤痛的例子，好几个月在伤痛中走

不出来，原因是心理剧做剧过程太紧张、太压抑，老师也经常发脾气、教训人，详细见我写

的《爱的传递》中第十一章《心理剧——伤痛的行动演出，我与心理剧的不解之缘》。而我们

的灵力医学排列每天完成4例，2天完成8例，轻轻松松就完成了，不但帮案主解决了问题，更

多的是留给了参与者很多的智慧，看到了四维空间的运作规律，但没有留下伤痛，实际就是我

们的这个场，没有刻意去制造严肃、紧张的气氛，所以即使案主本人，也没有感觉到再次经历

创伤的感觉，因此，那种自然进行的过程是非常和谐的，不一定要搞得非常紧张、压抑，不要

认为很“严谨”才是好的。排列中，人一定要在放松的情况下才能感受到宇宙信息自然灌注过

来，如果搞得非常紧张，那么很多信息就感受不到了。因此，我们的排列过程就成了“排列总

是如此轻松自然，课堂上嬉笑怒骂七情六欲皆成文章”，实际是宇宙信息在自然流淌。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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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29 11:15:25 

第3693条留言   留言者：深圳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5 10:26:59

神奇的信息水，我以前痛经和关节炎，二年前我使用了量子共振信息水，喝、喷、放的

办法，治好了我的痛经和关节炎，我本来是近视眼，分别200、250度，我把信息水装到眼罩

里，每晚坚持戴着睡觉，4个月来我的眼睛一直到现在为止不需要戴过一次眼镜，近视眼完全

好了，我在访客留言那已留言，我还发现我身体有一个巨大变化，以前我动不动就感冒，常常

需要去医院吊针，近二年了我一次都没感冒过，信息水太神奇了，谢谢老师。

第369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5 15:19:01

周日排列完毕，晚上帮看海过一周年重生生日，看海认识量子共振信息水正好一周年。

2009年11月27日下午5点，看海和她老公找到我的，噩梦从此渐渐远去。谁也不会想到，现在

在排列中做代表很灵活的看海，1年前在疼痛中煎熬。 

回复：遥祝亲爱的看海重生日快乐！祝福越来越好！感恩无限的恩典与祝福！并祝福我

们所有亲爱的排友们。雪莲 2010-11-27 23:08:44 

回复：今天排列太投入了，把过生日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不好意思了。忠正 2010-11-28 

22:17:35 

第3695条留言   留言者：略高一筹   来自：漳州   时间：2010-11-28 17:55:17

忠正先生，您好：我看完了你第一本书《爱的传递》，感到很震撼！经历了很多磨难，

你很执着，但是一直没有取得国家的证件，您一心搞发明，不会变通方法，如果变通方法，一

切都能解决，又不影响你的发明，又可达到目的，为人类做出杰出的贡献，因为我有同感，我

也是一名中医，也受过发明方面的挫折，也发明了很多东西，取得了国家专利七项，没有转让

能力，有灵感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发明，所以我想支持你一下，能取到国家证件专利，如果同意

可以回复。

第369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8 20:45:28

（54）1、2010年11月28日，第一例，（20101128A）：婴儿腭裂、脖子软（前世杀狗）

（贵阳）。

（55）2、2010年11月28日，第二例，（20101128B）：肝病20多年（三妹妹被送走）

（青岛）。 

（56）3、2010年11月28日，第三例，（20101128C）：处理脱发、脱眉毛5年（爷爷奶奶

与外公外婆之间的纠纷）。 

（57）4、2010年11月28日，第四例，（20101128D）：处理体内有一个壳2年（粤北）。

（54）婴儿腭裂、脖子软（前世杀狗）（贵阳）

第367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19 10:31:26

贵阳绿子：我一直在跟踪你的留言。（23）2010年10月16日，第三例，（20101016C）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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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宝宝排列后，你宝宝从其前辈的手中回到了你的手中。你的留言提示你宝宝开始对人、对

物有反应了。但后来的留言中发现，你的宝宝有时对人、对物有反应，有时没有反应。昨天你

QQ上给我看了你宝宝的照片，我看到你宝宝现在的表情很成熟，超过了其年龄，从其眼神看，

是看到的是对四维空间的反应。同排列前没有表情的照片完全不同。感觉四维空间有东西在吸

引了他看。另外我从你那边获悉，你的老公的前辈，还有帕金森综合症的，还有其他脑部疾病

的，估计还有其他的问题。另外你说宝宝还有腭裂，你最好过一段时间针对那个奇怪的眼神和

腭裂排列一下，到底是谁在四维空间吸引他在看。你说有时宝宝对人、对物没有反应，实际那

时你宝宝的注意力在四维空间，不在注意三维空间中的人和物，所以你说对人、物有时没有反

应。但看照片明显能感觉到那个眼神在关注一些东西。一次排列解决一类相关的问题，从照片

看，还有一些你曾经没有留意到的问题。 

回复：不是要你马上过来排列，我只是把阶段性发现的情况告诉你，结合你昨天给我看

到照片。忠正 2010-11-19 10:39:03 

回复：老师，一次排列解决一类问题，我想上次的问题应该把宝宝的脑部问题解决了

吧？我没留意到的问题应该从哪里找线索呢？今天早上接到郝姐的电话，询问亮亮的情况。就

是我宝宝排列的时候遇到的海南的姐姐，是为她妈妈的肺癌来的。说他母亲喝了量子共振信息

水后精神好了很多，因为她母亲耳朵不太好，所以当时没来排列。她也想说服老太太来排列一

次，好得更快一些。郝姐也很关心亮亮。我给她说了近况，想下周再为亮亮排列一次。她说到

时通知她，看情况到时能约到一起最好。这边工作上的事情处理好以后我就想下周来，老师，

昨天我妈妈电话来也问亮亮的情况，亮亮爸接的电话，说亮亮最近没有变化。其实我也心急，

也在想问为什么亮亮这段时间没有变化？老师，为什么没有变化？我应该从哪里找线索呢？ 

2010-11-21 11:37:11 

回复：23:16:08 我公公的眼神和亮亮发呆的眼神有些相似，下午我和公公交流的时候发

现的。当时公公是朝我的方向看，但眼神却没看我，和亮亮的很类似。 2010-11-21 23:16:28 

回复：量变、质变交替进行，在量变时很难见到变化，能量蓄积一段时间后，才能见到

一次质变。质变时，就看到变化了，所以你不要期望每天均有一次新的变化，否则你就每天在

焦虑中度过。忠正。 2010-12-31 10:08:18

第369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8 21:13:26

2010年11月28日，第一例，（20101128A）：处理婴儿腭裂、脖子软。是绿子的宝宝，

经过上次（23）2010年10月16日，（20101016C），排列处理婴儿脑瘫，好转后，仍然存在腭

裂、脖子软。排列中出现一个代表砍另外一个代表的头，一个代表纠另外一个代表的头，一个

代表说她的头进入了另外一个代表的体内。另外出现油锅煎，热水烫，并且出现三个僵尸跳，

说他们是没有头的，当场在场的代表均认为排列出是地狱。突然场地上出现了一条狗，在慢慢

爬，当一个红色的代表把黑色披在那个狗身上时，绿子连忙说，在她初中时被黑狗咬过，那个

黑狗就是曾经咬过绿子的。后来一个狗逼着另外的狗咬其他狗时，狗又被杀了很多时，我提示

很多狗被杀了，有很多怨气时，问绿子她们家族谁杀了很多狗时，绿子说是她的叔叔杀了很多

狗。后来向狗忏悔，狗要求把被砍下的头重新安装在身体上，第一次把狗头安装上时头安装歪

了，没有对准位置，头歪的，血液也不畅，后来只好重新安装，重新安装、缝合后，脖子软，

但一个代表（是初中一年级学生，来参加灵排处理脱眉毛、近视等问题的）不断用红布抽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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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时（代表血液通畅流动了），狗才好转，并且按摩狗头时才好转。后来有很多狗的代表去舔

绿子宝宝的头，绿子很担心是否可以给狗舔，实际在把狗头缝上、披上黄色时（代表佛色），

和解开始了，随着很多狗不断舔宝宝的头、颈，宝宝的脖子、头改善了。原来是因果的问题。

前世、前辈杀了很多狗，这世狗来报复，绿子受到了狗咬，宝宝的脖子歪了。并且呼吸不畅，

于是形成了腭裂，那个腭裂实际是呼吸的通道。这例呈现的是杀生——杀动物。 

回复：我们在排列过程中，绿子宝宝的眼神越来越好，脖子也越来越好。 2010-11-28 

21:14:59 

回复：第一例，处理婴儿腭裂、脖子软，我刚上场我的脖子向后仰，不停地往后仰，好

像那脖子软软的落下来，呼吸有些困难，我在场到处走，在找我的去处，走到哪停都感觉不舒

服，到处找也找不到，走了好长时间，终于在一个代表前面停下来，我的头一直向后仰，非常

难受，然后感觉我的头要在她的头里面，头还是感觉好难受，一会感觉我没有头了，要站起来

象僵尸那么跳，跳才舒服些，过了一会，又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条狗，一条黑色的狗，在游荡，

然后找窝躺下，一直到最后和解结束，我身体才恢复正常。深圳格格 2010-11-28 22:02:13 

回复：我给智光代表的狗装了头，他说血管没对上，然后又重新装头、对骨头、补血、

通经脉，他还说头随时感觉要掉下来，然后又治伤口，然后他还说没气力，然后就想办法弄气

力，后来格格代表的那条狗又胸闷，我后来真是没招儿了，我想到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我呼唤她啊，后来，他们才慢慢好起来。太阳花sunflower 2010-11-28 22:34:06 

回复：太阳花sunflower：我在这边给长辈跪着的时候听到你念的《心经》了，很清晰，

那种声音也很遥远，感觉从天上下来，谢谢你。绿子 2010-11-28 22:37:04 

回复：对呢，大嫂，你今天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居然听到了回声。功力不一般啊，大

嫂。山楂 2010-11-28 22:45:46 

回复：不用谢。当时智光说想听我念《心经》，然后我就念了。太阳花Sunflower 2010-

11-28 22:46:29 

回复：功力不一般啊，大嫂——没有，我曾观想很多人一起念。太阳花Sunflower 2010-

11-28 22:47:26 

回复：对呢，大嫂，你今天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居然听到了回声——有点四维的感觉

了。戴 2010-11-28 22:49:09 

回复：当我大礼拜在地上念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后，智光感觉没有什么烦恼

了，他想离苦得乐，后来我就又念“阿弥陀佛”。后来他有了愧疚感……对我所代表的磕了

头。太阳花sunflower 2010-11-28 22:50:26 

回复：大哥，我说真的，这种感觉我放生的时候念咒也有过这样的感觉，感觉自己的声

音遍布虚空，有很大的回声的。山楂 2010-11-28 23:02:29 

回复：上次是我代表了宝宝，这一次绿子依然选我。上场后我感到右边颅内和咽喉的相

邻部位空了，每一次呼吸都清楚感到气流通过。虚弱地绕圈绕了半天，当一位代表中途上场时

我支撑不住瘫软了下去。右边脚踝像是经年的伤，严重溃烂。内心很怕斜对面，一个身穿白裙

的代表一直坐在那里，当大家说僵尸跳的很恐怖，说没有头的很恐怖时，我却告诉老师其实白

裙代表最恐怖。原来是那里怨气很深。因为绿子把宝宝带到了现场，后来宝宝有明显不同的反

应，所以后半段的焦点和举动都直接和宝宝联接了。我和另外几个代表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感到这个家庭中父亲那一边较平和。瑜伽猫yogacat 2010-11-29 8: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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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看昨天晚上QQ上聊天记录，是我记错了，杀了很多狗的是绿子的大伯，不是叔

叔。忠正 2010-11-29 8:55:50 

回复：昨天晚上绿子在QQ上说：回来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家里养的一条狼狗，很听我的

话，后来是打针没了。绿子是那样说的。关于狗的蹊跷事，绿子家发生了不少。忠正 2010-

11-29 8:58:27 

回复：首先，先谢谢大家的辛苦付出，谢谢老师，谢谢我的代表太阳花，你很辛苦，当

时在场的时候我就想给你鞠躬的，现在补上，谢谢你。这次排列我略微感到一丝沉重，到现在

我心里也是复杂的。从最初的疑问到场中的惊讶到后来看到地狱，看到被杀生的狗，看到两位

代表在为亮亮舔脖子的时候，看到场外的代表抱着亮亮哭的时候。我自己跪着给长辈祈求原谅

的时候，我感到人世间的无常，我感到肩上的沉重，感到眼睛的湿润，这次我没有大哭，然而

情感却是比上次更复杂更丰富，这也是我为何没有马上留言的缘故。我谢谢大家。我觉得心里

多了很多东西，很多，有时候感到其实结果已经不重要，亮亮的病我相信会好。我会好好的爱

他，爱我的宝贝。场中我却感到无助和希望。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同时存在，很奇怪。无助

是因为有时候我好孤单，肩上沉甸甸的，所以当乐人，也是我长辈的一个代表拍我的肩的时

候，顿时我就难过得想哭，我好累，我好希望有人为我捏捏背，我也好想释放，释放我心中的

难过和压抑，一路走来，我好久很久很久没想过自己了，我有点累了。我一心的想要亮亮好，

我想我的宝贝健康。但遇到老师前，我得到的所有建议是放弃，是不肯定。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我绝望的大哭和大叫，就像太阳花刚入场的大叫的场景，声嘶力竭的大叫。我很清楚的记得那

是周三的晚上，我在家大哭，就是那样的大叫。那是我在寻求力量，寻求帮助。还好，我遇到

了老师，遇到了你们。后来我听到《心经》的时候，感到声音很遥远，但很清晰，有种巨大的

力量注入到我的体内，我也感到幸福。亮亮昨天回家我喂他的时候，感觉到他的头向前伸，

我立刻感觉头是要立起来了，但老公说是癫痫发作的点头现象，我也很担心，后来加了5粒抗

癫痫药，中午的时候我感觉他头又往前伸了几次，表情没有痛苦的样子，我感觉不像是发作。

要做脑电图确定一下。呵呵，不过昨天亮亮游泳的时候他好活泼，带着脖套到处乱转，脚也在

蹬，自己游了20多分钟，我在旁边给他放音乐，老公、亮亮爷爷都被亮亮的可爱逗笑了，哈

哈。还有昨天深夜，我给我外公烧了纸，供了他最爱吃的花生米和香肠，还有米饭。希望老人

家能安详幸福。下午在学《心经》，感谢山楂，感谢太阳花。 2010-11-30 17:04:33 

回复：另外，我爸爸家里现在养了两条狗，爸爸对狗也很好，这两天电话回去说，要对

狗更好了。我是在爸爸家坐的月子，当时亮亮3个月的时候这两只狗也舔过亮亮的小手。老

师，我还有个疑问：就是大伯当时是买的市场上死了的狗，不是活狗，这个不是我大伯的问题

吧。我大伯也很爱狗的。 2010-11-30 17:11:54 

回复：排列中，没有显示是今生的，是前世杀生带来的。忠正 2010-11-30 19:00:04 

回复：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抱着亮亮他头没有往后仰，竖着坚持了1—2分钟。 2010-

12-1 9:30:17 

回复：贵阳绿子(190600**) 9:41:35 不是癫痫的症状。 2010-12-1 9:39:18 

回复：谢谢乐人和Frederick在排列的时候为我揉肩膀，我真的舒服很多了，谢谢！ 

2010-12-1 15:56:07 

回复：昨天亮亮头往前伸，让我有点害怕是癫痫，和老师沟通，说我有点紧张了。继续

观察。 2010-12-2 20: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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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发现亮亮眼球震颤，然后伸头的现象继续，估计是癫痫发作，我现在有点绝望。 

2010-12-4 0:32:37 2010-12-4 10:29:55 

回复：癫痫不只是眼球，还有其他如肢体的变化，看样子头竖起来的表现和癫痫的表现

你难区分了。举例，一个瘫痪的人第一次站起来时，腿一直在发抖，有人可能误以为是癫痫。 

2010-12-4 10:32:19 

回复：我今天的情绪非常不好，拒绝相信任何东西，整个人也很疲惫。很累。 2010-

12-4 17:59:22 

回复：我确实感觉自己是小狗，舔亮亮的头，在当时，我确实很害怕！希望他快点好起

来，做自己！ 丽丽 2010-12-6 16:03:42 

回复：绿子，相信自己，相信亮亮！丽丽 2010-12-6 16:06:36 

回复：谢谢丽丽，这几天我的情绪不是一般的糟糕，忽好忽坏。亮亮的进步也不如以前

明显了。试着跟这坏心情相处，看他何时何地溜走。自己匮乏力量的时候就想找老师说话，想

在老师那里找力量。其实心里也明白力量是从内心而发。希望老天再次看看我，我相信宇宙的

力量。宇宙，请给亮亮力量吧！我感谢您！ 2010-12-6 21:55:00 

回复：亮亮中午躺着的时候又抽了一次，我已经准备给他加抗癫痫药了。这次排列我自

己心情很沉重，和小山楂也说过这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亮亮回来第一天就发现头往前伸，

当时不确定是不是发作，我以为是抬头，后来就发现和以前刚发作的时候一样了，而且明显睡

得时间加长了。不如以前活泼，笑也不笑了，整天就想睡。眼睛也仍然不追物。头还是软。怎

么回事呢？我该做些什么？ 2010-12-7 15:15:51 

回复：这些天一直被情绪捆绑，我也一直忽上忽下，依赖老师，依赖山楂，依赖丽丽，

依赖看海，依赖太阳花。再次谢谢你们的开导。然而我的情绪仍然没有好转，心里甚至生出一

丝怨恨来，无心做很多事，在家的脾气也变大。晚上静下来看过一段视频。也就是一瞬间领悟

了情绪的真相，领悟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安排好的，一切都刚刚好。也许遇到的事情不是我的

错，但却是我的责任。我哭过，我喊过，我想死过。但还好，我胡汉三硬是硬堂堂的站起来

了。我的人生剧本比别人曲折，但并不代表我的剧本就比别人逊色，相反是有更多体验，体验

人世间的良苦。我相信老天爷是有眼睛的，我相信我周围的灵，我相信我的祖辈在保护我，谢

谢你们。我想，我的人生剧本应该比别人更精彩。不就是脑瘫吗？不就是腭裂吗？不就是智力

低下吗？不就是发育落后吗？不就是还站不起来吗？不就是工作竞聘落选了吗？这世界上还有

阿甘，还有王阳明，还有很多很多感动中国的人物。包括老师。我想，今天是我的一个起点，

大家给我鼓励，相信我。我也相信我自己，我会诠释我自己的人生剧本。不会枉过这一生。努

力的，一步一步的，即使象蜗牛，我也要一步步爬着前进，我有我可爱的宝宝，我有我可爱的

孩子，我有我爱我的家人和老公，我可以去创造我的未来。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平台，谢谢

群里的伙伴，我爱你们！ 2010-12-12 0:21:56 

回复：你经历了那么多，慢慢也知道了前世今生，你可以念经回向给你宝宝，把你的宝

宝的杀生负债给还了。关于前世的疾病，见《回归本源——从巫术到家庭系统排列到量子共振

信息水》第12页：佛经上疾病分类是：1、今生所生的疾病；2、由于前世宿业之故所生的疾

病；3、以上两种原因混合所致的疾病等三种。今生所生的疾病，系由病因与外缘具备后引起

的疾病。由于前世宿业之故所生的疾病，它虽然没有病因与外缘，但病的范围广、痛苦大、是

由前世宿业所致。疾病与宿业混杂者，它有两种情况，1、由本身固有的龙、赤巴、培根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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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乱引起的疾病；2、从一些外缘中突然发生的疾病，如中毒、创伤、魔鬼作祟引起的疾病。

所以前世宿业引起的疾病，当排列找到原因后，很多功课要你自己去做。忠正 2010-12-12 

7:35:34 

回复：老师，昨天早上8点多，把亮亮抱起来喂东西，但他咿咿呜呜的，后来还大哭，这

样的情况一般都没有，然后我请了假陪亮亮，预定的视频脑电图正好也是昨天做，我和老公抱

着亮亮去做的，从上午10点半做到下午5点，因为需要作记录，亮亮一共发作了26次，都是睡

醒后躺在床上头往上抬，同时手也用劲往上。周五下午出正式结果。听医生的说法比较严重，

回来就把抗癫痫药加了5粒，因为一天没喝信息水，我特意一次喂了两盖，晚上也喂的比平时

多些。我想通过共振水水来控制这个发作。 2010-12-16 11:51:04 

回复：“都是睡醒后躺在床上头往上抬，同时手也用劲往上。”我搞不明白，发作和头

要抬起到底是什么区别？难道脖子不抬起来才是正常的？还是一步登天，一下子脖子就直起

来，连一个中间过渡的恢复过程也不需要？如果是癫痫发作，应该睡着时也可以发作。如果头

想抬起来，应该醒着时在意识控制下比较多。“都是睡醒后躺在床上头往上抬，同时手也用劲

往上。”我总感觉没有什么太异常。26次，一个人一天中想抬头26次也很正常。一天癫痫发作

26次倒是很少见。忠正 2010-12-16 12:18:44 

回复：把亮亮抱起来喂东西，但他咿咿呜呜的，后来还大哭，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没

有——小孩哭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小孩从来不哭才是不正常的。小孩的哭，就是在无法语言

表达清楚前，一种表达，我感觉很正常，从原来的无情感反应到有情感反应，是一个很大的进

步。 2010-12-16 12:22:32 

回复：绿子 22:30:16 老师，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就听到一个好消息，说亮亮头比以前

抬得稳了，呵呵，这是老公说的，哈哈，好高兴，刚才我用手扶着亮亮肩膀，亮亮头没有像以

前那样左右摇摆，头往后仰以后自己也可以往前。老师为我高兴吧，老天看见我了，菩萨知道

我在呼唤她了，我感谢菩萨，感谢你，感谢大家，感谢众生。我会继续为我的亮亮和同亮亮同

样生病的宝宝祈福！也愿我老公相信三宝的加持。是这样说吧。 2010-12-16 22:49:55 

回复：9:46:59 昨天亮亮自发的笑了好几次，我想是不是我的愿望快要实现了，鼓励自

己。 2010-12-31 11:06:18

（55）肝病、胸闷20多年（三妹妹被送走）（青岛）

第369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8 21:26:47

2010年11月28日，第二例，（20101128B）：处理肝病、胸闷20多年。当事人是一位女医

生，1963年出生。来自青岛。排列中出现了跳舞、唱歌、演奏乐器、指挥音乐会，当事人说，

她小时候就是那样喜欢跳舞、唱歌、演奏乐器、指挥音乐会。后来有人出现游泳、仰泳，还出

现了体育老师。后来那帮老师被打倒，有一些坐牢了，那是呈现的是文革的场面。后来出现了

有人很愤怒，并且说被送走了，一问当事人，说是自己的三妹妹被送走了，三妹妹被送走了，

当事人自己被留下了，于是她承担了很多的内疚。她的三妹妹很愤怒，当事人也承接到了这份

愤怒，积压在肝脏中，于是形成了肝病，近年又引起了肝硬化，还有胸闷。当达成和解后，这

些问题就开始好转了。 

回复：刚开始上场时我忍不住跳舞，似有优美的舞曲在脑中盘旋，不禁一边轻轻哼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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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寻找舞伴。旁边有代表在练习舞步，还未上场。我先后找了好几个舞伴共舞。感到自己着

闪亮裙装，很大摆幅的裙装，轻巧高跟鞋。有代表就在我们身边奏乐。后来音乐停止，我跑到

角落枕着信息水睡觉去了。但睡得不太安稳，肩颈很紧张，迷迷糊糊中整个身体似乎都收缩

着，但我其实是拉长了身体在睡。一直到个案结束，案主拥抱我，并拍打我肩膀一会，才好

转。瑜伽猫yogacat 2010-11-29 7:56:49 

回复：我自己本身，妈妈因为计划生育也送走一个妹妹，所以蛮能理解案主的心情的。

感悟，大家承担各自的责任，祝大家都幸福！丽丽 2010-12-6 16:01:50 

（56）脱发、脱眉毛5年，近视

第3692条留言   留言者：九妹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4 15:13:02

这个周日我要在忠正老师那里做一个排例，要解决小孩子脱眉毛和近视的问题。我女儿

在3年级的时候由于学习、环境、身体方面的很多原因开始脱发，过了一年后又开始脱眉毛，

后睫毛也开始脱落。后用中医经络的方法治疗后头发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眼捷毛也长出来

了，眉毛也长出来一些，但还是问题比较严重，可是视力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用一句民语

“按下胡芦起了瓢”，测视力表只能看到上面最大字的一行和二行。学习的时候在下面画画，

因为看不到老师黑板上写什么。并且孩子还会经常怕一个人进出。胆子比较小。希望能通过这

次排列解决我女儿的问题。 

回复：5年。 2010-11-24 15:26:06 

第3699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8 21:46:55

2010年11月28日，第三例，（20101128C）：处理脱发、脱眉毛5年。一位妈妈，带着初

中一年级的女儿来参加排列，女儿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脱发，小学五年级开始脱眉毛，后来就近

视，耳朵聋，耳朵中还有很多粘粘的东西。女孩选择了一位高高的男孩作为代表。排列开始，

一男一女胳膊拉成的环的中间，夹了一位女孩，在其外围还有一男一女，在拉拉扯扯，在打

架，在争夺这个小孩，那位案主女孩一眼就认出是爷爷奶奶与外公外婆争夺这位女孩，大打出

手，外婆扯住女孩的头发，想从爷爷奶奶中间拉扯出来，而五年前，奶奶已经去世，是从四维

空间来拉扯头发的，所以女孩头发掉了。女孩不愿看到家庭中的这种纠纷，不想看于是就近视

了。不想听到家庭中的吵吵闹闹，不愿听于是就耳聋了。排列让各自回到各自的序位，排列

出顺序爸爸、妈妈、女儿，让爸爸妈妈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说，他们已经长大了，女孩由他们

（爸爸妈妈）自己照顾，并且告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不是他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

女儿，而是自己（爸爸妈妈）的女儿，让各自回归到自己的序位上，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最

后，女孩去拥抱那位自己选中的大男孩的代表，告诉大家，她已经长大了，已经有了力量。排

列中女儿刚开始自己选择的代表是一位大男孩，代表的是现在和将来的自己。排列中自动出现

的那位女孩的代表是一位女孩，代表的是过去的自己。 

回复：老师，排完后我发现我女儿情绪好很多。这两天她好像比较累的样子。话也不多

了，以前很多话要表达的样子。真是太好了，呵呵。我女儿的状态是有改变的，其它我还在观

察。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呀。九妹2010-11-30 13:21:02 

回复：我刚进场，就推了山楂一把，玩笑类的，案主说很像他们家情况。然后，当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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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爷爷困住山楂的时候，我就想扯着她的头发，把她从爷爷奶奶手中扯出来。丽丽 2010-12-6 

16:18:12 

回复：12月12日，案主及其母亲来参加排列，母亲说，现在小孩沉稳了，看东西眼睛也

不眯了。 2010-12-14 8:26:13 

回复：刚才接到电话反馈，女儿现在长了很多的眉毛了。 2010-12-30 16:48:38

（57）体内有一个壳2年（粤北）

第370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1-28 21:59:56

2010年11月28日，第四例，（20101128）：处理体内有一个壳2年。案主是一位在寺院中

修行的人。排列开始，很多代表肝脏和右后背部位出现了壳，又如气泡形成的，同案主描述的

一模一样。场地上出现了如泥鳅、蛇、乌龟等，出现了水塘，有蚌壳、田螺，又出现了一个钓

鱼人。这个钓鱼人钓了一会儿就放弃了钓鱼竿，但废弃的鱼钩把那些鱼等缠住了。后来感觉那

些东西在一个烂泥潭中，钓鱼人只想把那些水中的动物换一个好环境，后来干脆用渔网，把那

些鱼等移到大海中，大海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可惜，那个咸水让那些鱼等无法适应，只好回到

鱼缸内。但嫌鱼缸太小了，只好冲突出鱼缸。随着排列的进行，体内的那个硬壳就逐渐消失

了。这个排列，呈现的就是案主目前的状况，被一些观念困住了。 

回复：下午第四例，处理体内有一个壳2年，个案开始我上厕所了，上完厕所回来，有一

股能量把我带进磁场，象掉进了一个黑色的池子里，钓鱼人钓住了我的脖子，脖子有一阵剌痛

的感觉，钓鱼代表把她们带到另一地方，我不愿过去，被她们拖拉着到了角落，但感觉到不是

很舒服，有几个代表也感觉那里呆不是很舒服，不是我们想要呆的地方，我们几个代表离开

了，换了一个地方，那地方窄小，我和另一代表猛用头撞墙，想逃出鱼缸，最后我们几个代表

逃到门外才感觉舒服，感觉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深圳格格 2010-11-28 22:43:11 

回复：刚开始有点讨厌案主，没做个案前就有点不喜欢她。午餐时我想吃少许面，她说

可以分自己的一半给我，我条件反射般拒绝了。我知道这样不太礼貌，但一时未能控制。她的

个案排列时我开始代表了一条鱼，后来又感到腰间突如其来的一股气，不断逆呃很长时间。总

觉得她的模样有点怪，不喜欢。这种情绪随着她真心忏悔流泪时开始松动瓦解。个案结束后再

看她，觉得挺好，眉宇间开始有慈悲和柔软了。瑜伽猫yogacat 2010-11-29 8:06:00 

回复：我们每天排列时，中午时吃工作餐，晚上就聚餐，晚餐时自然而然地把白天排列

中各自获得的信息综合一下。平时就是我请大家吃饭，吃饭费我支付。也偶尔有很开心的案主

请大家吃饭，即案主支付了晚餐费。本来该案主说请大家吃晚饭，吃饭时自动分成了2桌。结

帐时，核对菜单时，案主发现，虽然我们那桌是全素菜的，另外一桌是有荤菜的，她拒绝支付

荤菜的那桌了，最后我悄悄支付了。也许修行人很注重不杀生，看了太多排列中疾病与杀生有

关，我自己在2010年10月31日排列后，至今30天了，完全吃素了。后来夜里我在QQ群里说，以

后晚餐吃荤菜的那桌，他们自己AA制支付，我不再做杀生的帮凶，大家赞成。忠正 2010-11-

29 8:34:08 

回复：当案主介绍自己的时候，对于她的修行方面，我有种怪怪的感觉。一上场时，我

便想起《聪明的一休》中小叶子唱的“钟声当当响、乌鸦嘎嘎叫”那一句，然后唱了出来。后

来就弓着背、缩着脖、抬着头转圈走，一位代表看我那样她不舒服就想帮我，但我也改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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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后来一位代表用头顶着我的后背，跟我一起转圈走，我口中还“呷呷”地叫着。然后那位

代表不跟着了，我的背越来越弓，头往下低着走，其中有一个代表像泥鳅，非常痛苦地扭来扭

去，象是后背被鱼钩牵住，我去帮她，开始有些缓解，但后来还是不好。然后我在几位代表前

站住，又被一位小代表拉着坐了下来，有人说看到了一个烂泥塘，我是一个“蚌”，小代表是

小田螺，小田螺在我左面，右面是另外一位代表，好像也是一个田螺什么的，记不太清了。后

来一位代表硬是要把我们在烂泥塘里生存的钓到大海去。我们起初不愿意去，觉得我们好好

的，为什么我们要按照她的意思走，还要受被钩的痛苦，再说海水我们也喝不惯。案主说烂泥

塘就像她的身体，烂泥塘里的东西就是她的障碍，她希望那些障碍都离开。这下我们可都不高

兴了，因为明明是那个钓我们的自己来招惹我们，可不是我们自己送上去的啊！ 后来看到那

个“泥鳅”过到大海那边，好像没什么不舒服，我就和其他的泥友们说我们也过去试试，小田

螺答应了，另外一个田螺不愿意，她抱着我的腿，我是硬把她拖过去了。到了“海”那边（教

室的左边角落），刚开始没觉得啥，但后来感觉头顶不舒服，内心很压抑，喘不过气，似乎有

想冲破鱼缸的感觉。我和另一个田螺都用头撞墙，希望撞出去，但发现太难了，就与田螺等一

起从门口出去了。出去之后暂时感觉松了一口气。后来陪小田螺去了一下洗手间，自己紧接着

又去了一次，回来的途中，越是接近教室，越是感觉压抑，以致进了教室看到场中围坐的人就

无法正视，觉得他们坐在地上，没解决问题，特受不了！那个场面感觉与往常有点不一样，似

乎场内场外不是以明确界限来划分，因为人在场外，依然有感觉。我当时也和老师说我感到很

难受，都无法看场中的人，小田螺补充说“洗手间外面那块儿地方最舒服”。后来场外混乱

了，大家都像失控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后来老师明确了规矩“不要去分析、建议、批评、对

比”后，我们都不说话了。这时，一位代表说案主看着他，专注地看着他感觉好一些，我觉得

我也能开始稍微平静地正视他们了，随着场内代表们不断地劝导案主，案主开始慢慢意识到自

己的问题，当看到案主忏悔心不够诚时，我肝的部位突然很不舒服，我就进场了。后来通过当

事人真诚地表露，大家的症状都才慢慢地得到缓解……太阳花sunflower 2010-12-1 23:49:40 

回复：这个排列是以“寓意”的形式呈现的。忠正 2010-12-2 22:13:10 

回复：在场中，我感觉，我们就是个烂泥塘，中间有污泥 后来被清除出去了。丽丽 

2010-12-6 16:15:00 

第3701条留言   留言者：薇   来自：河池   时间：2010-11-29 22:52:13

我从小是个多疑的人，但我还是抱着对信息水的信心买来用了（当时，对我来说，关键

的是，一个内心痛苦，渴望幸福的人，遇到什么有点希望的，能抓的，都想当救命稻草来抓。

也正是这段时间，我从一个从不信命，不信佛，不信周易的无神论者，变成了主动去接触这

些，并最终变成了信命，信周易，信灵力场的存在的人。）用信息水的过程中，效果似乎是有

点儿的，也曾上来汇报过几次，但不明显。近一个月来，工作紧张，加上身体弱，感冒了两

次，咳嗽咳得很厉害。很心痛地喷过不少信息水，可惜感觉不到明显的效果。我猜想，可能是

这咳嗽，有别的灵力场在作用。身子虚，加上内分泌失调，信息水又一时不起作用，我选择了

去看中医。吃了近一个月的中药，见效快，感觉好些。医生要我坚持吃三个月，但最终没能坚

持下来。一个原因是，一个月花一千多，用了我大半的工资了，太贵，而且还不知道最终效果

如何。没能坚持的原因之二，是因为吃到第三个疗程时，感觉药性太强，身子内热，有些受不

了，就不吃了。刚一停药，立刻感冒了。看来，走中医这道路，也不是很对。回过头来，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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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考虑信息水对我的帮助。一次夜里，牙突然莫名的痛，我醒来忍不住喷了几下信息水，居

然很神奇地，立刻不痛了，很快能安稳入睡。就是这一次，让我彻底地感受到了信息水的真实

与神奇！于是，我决定，再买两袋信息水来用（为了将来的幸福，该舍得的，我要舍得）。我

想，也许，这水真的能帮我调好身体，将来要个孩子。我今年已经33岁了。前一阵因为开始信

命，分别请了三位先生帮算命，每个说法都不太一样。其中对我性格和其他情况说得最准的一

位，说我命中带外灾，而且还比较重，这把我吓住了。我不知道，去做排列能不能解决这些问

题。我本来请先生测算，是想算婚姻的，因为婚姻中没有爱情，这对我来说，是件极痛苦的

事。但帮我测的先生说，我这辈子没离婚的迹象，只是不幸福，命中注定的。我不知道去做排

列，该如何面对现在的婚姻状况。我该说爱他吗？说不爱他，我愧疚，说爱他，又违背我的

心！何况，他对我，也是粗心粗心，疏于理会的。面对这样婚姻，离又不能离，我该怎么选择

做排列呢？我要说，爱他吗？ 

回复：中药的成分有动物、植物、矿物等。我们的灵力医学排列中看到，很多的疾病是

由于捕杀动物引起，而制造中药，涉及动物类的药材时，就免不了要杀死动物了，而杀死动物

就会引起一些疾病的产生（因果病），而因果病吃任何药物均不管用。15年前，我经过研究，

放弃了西药。现在，我进一步研究，放弃了中药，只剩下灵力医学了。灵力医学不吃药、不打

针，只利用宇宙的第五个力和第五个场——灵力和灵力场。忠正 2010-11-29 23:47:31 

回复：西药是化学物质，本身是一个紊乱共振频率的载体，使用时，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对头痛、脚痛症状抑制了，但对其他部位产生的是副作用，西药对病源并没有消除，但使

人体的频率紊乱更加严重，顾此失彼。拮抗剂、激动剂的使用，使全身的功能大乱，详细见

《回归本源》第一章《通用的疾病治疗方法的新发现》。忠正 2010-11-30 8:02:41 

回复：经常有一些大老板，飞禽走兽大吃一顿后，痛风发作，我怀疑，这样的痛，很可

能同杀生有关，一碰上，就疼痛发作，这样的人应该好好排列一下，看看因果。忠正 2010-

11-30 8:08:20 

回复：所有身体上表现的疾病只是对你来说是告诉你哪些地方错了，正如老师说的，西

式医学是点到点思路，解决疾病方向都错了，谈何治愈。西式医学只是在研究细菌学和病毒学

方面，利用自然界已经有的抗菌原理和抗病毒原理，借助自然界已经有的手段，用大剂量集中

作用，产生一些明显快速的效果，成就了名声。实质是病毒并不是药物杀灭了，而是人体固有

的免疫。其它人体出现的慢性疾病，西医是越治病情越重的。真正的中医，是懂经络，懂气的

平衡，通过中药的调理作用，产生效果。但懂得这些的人极少，用于行医的更少了。中医数千

年，名医没几个。大都抄袭，似懂非懂的居多，只因中医从理论到实践都太复杂。老师的灵力

医学，是开创性的，是从人的身心灵全方位康复，是以整个家族系统为康复对象进行的。本杰

明 2010-11-30 10:02:44 

第3703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1-30 10:41:01

做了梦，梦到莲花穹顶，不知是等候审判还是嘉奖，眼看着其他同学轻盈升空，我却感

到身体笨重无法飘起来。满眼的衣袂绸缎，白色和紫色居多。十月初做了灵力场测试，当时我

的事业稍退后。这几次排列下来真有些落后的感觉。以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着强烈的傲慢心

（五月份时游老师曾说过让我放下傲慢，我当时想自己都自卑到极点了哪里来傲慢，不过是由

自卑产生的极度自尊吧）；可是现在发现了，并且，真感到自己应该拜师，应该发心忏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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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今天凌晨五点不到时醒来，读了一部地藏经，对里面的描述体会更深切。 

回复：为了忠诚于家族，我在潜意识里对自己说：“你不可以有力量，你只能是让人

同情的弱者；你不被允许有自立的能力，你不可以去赚到钱，你只能够依赖别人的金钱而生

活。”（小时候常听父亲对我说你什么都不能。而父亲又不知承担了祖辈的多少，父亲也是弱

者。）为了让自己不去承担，我形成了逃避的习惯；为了不失去现有的被爱和关怀，我拒绝长

大，不让自己的生命朝前走，不让自己活出来。我以为现有的已经是最好，扮作弱者希望维持

这份最好；可是却不知道，如果信任自己，让自己去成长出来，我应该能够获得更好更多。 

2010-11-30 16:12:30 

回复：以前对自己的遭遇怨天尤人，遇见老师，遇见排列后知道是自己家族系统有很大

问题，然后承认自己业力太重；可是现在，才真正感到必须忏悔，感到罪孽深重，想要皈依佛

门。 2010-11-30 16:36:58 

第3704条留言   留言者：hanson_lu   来自：上海   时间：2010-12-1 17:24:52

汇报一下信息水使用情况： 我是今年10月21日订购的信息水，后来又陆续订购了二次，

分别给我的孩子和家人用。由于我本人这些年工作比较忙，加上长期开车不运动等因素，身体

开始报警，主要是颈椎、两侧肩膀和左腿（开自排的车，左腿一直不用，老是觉得不舒服）。

收到信息水后，开始时天气比较热，白天没有带，主要是晚上回家后，放在颈椎、肩膀附近

用，最近天气冷了以后，我每天放在西服内侧口袋里。 用了1个多月后，颈椎和两侧肩膀基本

上不难受了，可以说明显改善，左腿本来问题也不严重，现在基本上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另

外带来了一些惊喜，一是我的右手腕是去年8月份游泳的时候扭伤了，过了快1年了，手腕一直

没有完全恢复，双手合十，手掌和手臂成90度的时候，手腕还是疼。最近偶然发现手腕完全好

了。二是感觉小便的时候，力量变大，水柱变粗了。（男人年纪越大，小便越细越没力）。三

是白天上班精神好很多，以前到了中午饭后就困，现在“午困”现象已经没有了。

第3706条留言   留言者：肉虫   来自：成都   时间：2010-12-2 16:49:07

我儿子是多多在华德福的同学，有幸从多多妈处看到了《爱的传递》和《回归本源》。

第一本书已看完，正在看第二本。我想说的是你的书的确有能量，我在看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我每晚看你的书到12点，第二天还是和往常一样的时间起床，整个白天都思维清晰，精神状态

很好。而以前我一直都是10点半就必须睡觉，否则第二天精神萎靡不振，要好多天才能缓和。

虽然我没看过《水知道答案》，但我知道书的内容，也知道万事万物都是粒子组成，都在不停

振动，都有着不同的振动频率，也了解过量子力学，看过海灵格的书，了解过家排。所以，当

我看着你的书，我不得不佩服伟大宇宙的巧妙安排，先让我有了前期知识的铺垫，才把你的书

从深圳带来成都呈现在我面前，我才会与你的书产生共鸣。今天在多多妈处买了一瓶水和一瓶

喷剂，因为儿子和老公都咳嗽，老公有鼻炎，想试试。感谢多多妈，因为我妈妈失眠几十年

了，每晚必须吃安眠药才能入睡，还睡不好，打算给她放枕边试试。以后会上来汇报用水后的

情况。 

回复：失眠要使用较大量的量子共振信息水才行，量少效果差。失眠如果好转后又复发

的话，要用灵力医学排列才能从四维空间从源头上解决。 2010-12-2 19: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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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08条留言   留言者：云深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6 17:21:20

首先，本人十分热爱忠正老师的灵排！也从心底里尊敬我们的忠正老师！最近出现了一

个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给亲爱的同学们吧！一个人在一生中害了另一个人，那这个有罪的人本

应该承受10年的痛苦和磨难，这股冤气才会消除。但是在老师的排列里，常常看到有20年的怨

孽，这个人已经承受了10年至15年，在一个排列中就全部解决了，（在如此短的几小时内，值

得深思） 那这剩下的年数这剩下的5—10年怎么办？ 去了哪里？理论上这是用四度空间在改

变历史，而且我们亲爱的老师常常会被牵扯进去，在其他的家排，主持的老师并不会被牵扯进

去，就怕忠正老师被牵扯太深！剩下的冤孽被附加在纯净的老师的身体里！这个十分可怕！讲

讲我本身的近况，我是10月份来跟随忠正老师，第一个月10场排列我几乎就有7场是主角，哭

得稀里哗啦的也有，吓的要死要活的也有！这些都是真实的被灵魂上身的真实感受！但是11月

份开始，应该我通过老师的排列陆续把我体内的冤孽已经清扫过一次！比较干净后，11月份我

几乎都是在场边睡觉，或者感觉与自己无关大碍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被完全扫除内心障碍

的时候，如果他再继续下去，可能会背负不必要的冤孽。我们的看海，在年初，十分的痛苦，

老师解救了她，我们都发现看海的脸色越来越好，这是因为她以前的业力慢慢的被扫除了！所

以我们都十分的祝福！总结：老师是一个极为正直，纯洁的人和灵魂，也是佛。但是我不希望

老师背负了不应该由他背负的冤孽和怨债。对他不公平。我发现老师脸色不是像10月份那么光

亮。不应该由老师背负的东西，可能会害了老师！我完全是出于好心！相信同学们会理解我的

顾虑！ 感恩大家！祝大家幸福美满！

第3710条留言   留言者：柔和   来自：崇左   时间：2010-12-10 19:13:34

反馈使用信息水的情况：我是12月1日购买的信息水，3号上午开始使用，我把信息水放

在胃的位置（我有胃病），几分钟后胃开始有痛感，就像平时胃痛的感觉，但是胃痛的时间不

是很久，大概10几20分钟吧，胃痛就消失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把信息水放在子宫的位置，

也是几分钟的时间，我感觉到子宫隐隐作痛，就像来月经的痛感，我当时以为是来月经了，其

实不是，后来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子宫的位置没有痛感。这些天我都是把信息水

轮流放在胃、子宫、颈椎、腰部这几个部位，白天都是坐着的多，腰部不舒服的，一把信息

水放上去很快就舒服了，真的是神奇。不过，我上个月的经期是7号，今天10号了还不见来例

假，不知是不是信息水在帮我调整呢？

第371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12 20:51:51

（58）1、2010年12月12日，第一例，（20101212A）：8个月婴儿脑瘫、先天性心脏病、

癫痫、发育如2-3个月大（山东）。 

（59）2、2010年12月12日，第二例，（20101212B）：过敏性鼻炎24年。 

（60）3、2010年12月12日，第三例，（20101212C）：左肾结石、肾囊肿、右肾囊肿，

右腹痛四年（表弟淹死）（广州）。

（61）4、2010年12月12日，第四例，（20101212D）：离婚后很难与男性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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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个月婴儿脑瘫、先天性心脏病、癫痫、发育如2-3个月大（山东）

第3713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12 21:12:49

2010年12月12日，第一例，（20101212A）：处理8个月婴儿脑瘫、先天性心脏病、癫

痫、发育如2—3个月大。排列开始，有一个代表不断在吸人血的动作，并且那代表也在说在吸

血。有代表拉扯着不让吸血。当时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动物或者什么东西在吸血，拉扯的场面

很恐怖。另外一个代表说她代表的是白细胞。后来渐渐搞明白，吸血的代表，是代表的入侵细

胞，直接进入了血液中吸血，有代表说，这些吸血的代表要和白细胞的代表和谐相处才能行。

随着排列的进行，原来是那个吸血的代表，代表了家族中一个一直守着秘密的人，因为为了保

守这个秘密，他被很多人误解了，但他又不能公开出来。随着排列的进行，原来吸血的那位保

守的秘密是他们前辈中有生了一个私生子，他要保住这个秘密，否则会把他们大家族的名誉坏

了。但后辈把这位保守秘密的人忘了，于是宝宝替代了宝宝的父母去照看了这个被遗忘的人，

他站到了他不应该站的位置上，于是得了脑瘫、先天性心脏病、癫痫、8个月的婴儿发育只有

如2—3个月大。然后排列，把前辈的一辈一辈序位搞清楚，并且达到和解。最后阶段，宝宝睁

大着眼睛，其双手的动作和场地上的一位宝宝的代表动作一模一样，开始活动了。 

回复：今天又自动代表了一次脑瘫宝宝。昨晚就有些异样，总睡不好，脑海里像拍胶卷

似的，多次有凌乱画面滚动。我正纳闷自己怎么突然这样了，今天刚做第一个个案，自己就感

到了层层叠叠的牵连。站立不稳，浑身冷汗，头晕目眩，不断绕圈。真是消耗了大量体力，多

次快无法支撑却停不下来。宝宝本人的信息被分解在了四个代表身上。这个案呈现了四辈人的

纠缠。印象最深的是结束时，把正确的序位排列好，那种来自心底的欢喜油然升起，场面异常

安详温馨。从体力消耗来说，我好久没有这么大的动作，满身大汗出现了三四次，想想中医有

言“汗为血之母”，今晚真要好好休息。瑜伽猫yogacat 2010-12-12 22:35:02 

回复：昨天户外天气有些冷，但房间里不冷，为了通风，把窗户开着。窗户开着时，宝

宝的妈妈说怕宝宝冷着，于是关了窗户，于是其他代表说热。于是窗户不断开、不断关，关了

活动着的代表就出汗，后来才想起来，窗户可以开小一些，既能通风，又不会太冷，但那时差

不多要到中午了。你说满身大汗出现了三四次，是那样来的。忠正 2010-12-13 9:41:27 

回复：排列开始，我与一名代表基本一样的动作在磁场上走动，他吸血，我在撕扯，这

样的举动我俩重复了好多遍，当时我感觉我是她们家一名死去的前辈，我因没有得到安息，所

以骚扰这个家庭，随着排列的进行，我身上的怨气没那么重了，案主也跪在地上道歉，我感觉

没必要骚扰他们了，安然的闭上眼睛。深圳格格 2010-12-13 9:44:05 

回复：开始被一个人拉在长辈的椅子上坐着兴致盎然地看着场下的人打架，很开心，脚

还不停地踢打地面。看妈妈怀里的宝宝时，一下子觉得自己就是那宝宝的一个替身，我就是

她，她就是我。中间又被请上来的人拉下去，和解后的吸血男子和白细胞女子成为一对夫妻被

请上长辈位子。几个人纷纷要我面对这对夫妻并且要跪拜之类。看着他们就满肚子是气，毫无

要拜之意。几个人纷纷对我不满，我也越来越气愤。待到那男人要一女人去安慰场上一正在玩

耍的孩子时，我终于忍不住开始大声数落男子。也渐觉是自己的父亲，旁边则是母亲。当时这

位男子的神情也像极了我自己的父亲。又来了两位长辈上坐，夫妻也被请下来。看着两位老祖

宗坐镇主持公道，立马来了精神，本来奄奄一息，困倦不堪；居然几步就跪拜过去，如海一般

倾诉自己的冤屈，言语已经来不及表达，就作出如泼水一般的动作，滔滔不绝。表达中察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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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是一个被堕胎的小婴灵附在这个宝宝的身上。在说两个方面的事情，一个是控诉自己被

堕胎；一个是控诉自己帮这位保守秘密的父亲承担了很多很多。告状倾诉滔滔不绝持续很久，

才觉得畅快一空；并且还作出还的动作把被强加给自己的东西还给这位男子，还也还了半天。

倾诉中的很多话都像极了我平时里心里对父亲的抱怨。我也有一个妹妹被堕胎。多次排列中均

没有出现过妹妹，这次做代表应该是妹妹从我这里浮现了出来。现实生活我也搞不懂经常想起

父母就觉得头晕，并且抑制不住的怨恨，虽然因受道德教育已经极度压抑忍耐但仍然饱受愤怒

与自责之苦。这里让我明白怨恨从何而来。老师让男子对我说，“你为家族承担了很多，看到

了你的大爱”。听到这些话愤怒和怨恨化为乌有，连绵不绝的泪水就流了出来，哭得伤心欲

绝。这也多么像现实中的我的际遇。今天做的代表和我与父母的关系几乎相同。我的心里的压

抑、抱怨和愤怒被挖掘出来，并且比我平时更激烈。男子说的话和我父亲平时也几乎相同。男

子说“我就是一个好人，我就不明白好人为什么没有好报”。这句话也简直就是我父亲的心

声。原来这位男子保守家族里的秘密，也没有从长辈那里获得爱。最后男子转过去跪拜祖宗，

又叮咛案主要祭奠生了私生子的长辈，看上去才算获得了力量。我再看着他时也没有那么气

了。从这里看到真是有一代出了问题，就开始绵延下一代。这个加害与被害的关系一代一代地

传下来。也更加敏感的能看出很多怨恨从何而来。并不是三维中的人际关系。而是这些灵化为

某种情结或心理问题纠结着三维中的人。做完这个个案觉得心里的郁结好了很多，手脚也觉察

到一种细微的轻松。看到老师总结出来的家庭关系致病的比例，联系自身的问题，非常希望老

师能把处理家庭关系加进来。当案主对宝宝说，“你代表着家族的命运”，一种不可言状的唏

嘘之情袭来，这么小的孩子就担负起这么庞大的家族命运，8个月了还长得如同两个月大，瘦

瘦小小。可见家族血脉之沉重。这关系到人类回归本源的问题自然给人们以最深刻的痛。治病

是心理问题已经严重到导致器质性病变了。当某个人正在饱受家庭关系的烦恼时，不正是不治

已病治未病吗？为什么一定要到了重大疾病的时候才看到这些血脉相连的惨痛呢。看海 2010-

12-13 12:57:09 

回复：严重支持看海，我也是宝宝的一份代表，和看海一起控诉了爸爸妈妈，很久……

丽丽 2010-12-13 22:55:13 

回复：我也觉得和自己的家庭关系有共振的。我的前面和后面，母亲都曾流产或堕胎

过，而且加起来有五位之多。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多次先代表了案主宝宝，后面却往往又转

化成为被堕胎的宝宝。很多次，会听到别人说我的气场特别弱，或者是说我的隐生态很不好

（即隐态生灵）。每每如此我便无可奈何。特别连续争取面试，面对的都是能量强大的考官，

我勉强装出来的力量和自信往往在对方犀利的目光中遁形。原来是我的身上，还有兄弟姐妹们

的影子。期盼进一步和解！ 瑜伽猫yogacat 2010-12-14 20:17:41 

回复：我是最后坐在上面的老祖宗之一。排列开始时，男子不断地转圈时，我也忍不住

跟着倒退着转圈，右腿似乎没有力，全靠左腿拖着走的，一拐一拐的走得累极了。当男子要吸

在圈中哭泣的代表的血时，我就忍不住地要阻拦，甚至还打他，但也没有什么仇恨，就是坚决

不让他去吸那人的血，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代表谁。到后来我坐在椅子上，男子靠着我的

腿坐在地上时，立刻感觉到他是我溺爱中长大的儿子，被吸血的代表是他的妻子。看到他委屈

得不得了时，我在一旁焦虑得不行，替儿子着急。到最后儿子向媳妇道歉，子孙后代一起跪在

我面前时，我的眼泪都快要出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做代表。之前参加过海灵灵在香港的家排

课，做过几次小练习。惊叹排列的神奇……多多妈 2010-12-14 20: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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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刚才那位山东脑瘫宝宝的爸爸打来电话，说灵力医学排列回去后一直忙，一直没

有空上网留言，刚才打来电话说现在宝宝情况很好，原来夜里小孩不睡觉，回去后夜里睡觉很

好，脖子也不是那么软了，有劲了很多。忠正 2010-12-18 9:10:09 

回复：21:15:01 太阳说他宝宝情况一天比一天好，我好高兴。绿子 2010-12-28 

17:25:27

回复：昨天晚上，案主在QQ群里说：太阳(7353002**) 21:22:21 大家好，我是上次做排

列的宝宝爸爸，最近一直没有时间，刚刚忙完上来打个招呼。 太阳(7353002**) 21:23:24 谢

谢老师，山楂，九妹，看海，格格……。宝宝的情况非常好了。 2010-12-28 17:28:06

（59）过敏性鼻炎24年

第371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12 21:35:42

2010年12月12日，第二例，（20101212B）：处理过敏性鼻炎24年，鼻窦手术过。是北京

大学深圳医院的一位医生，工作20年了。自医科大学二年级开始得了过敏性鼻炎，至今24年，

没有治好。排列中出现了2位代表鼻子顶着墙，说想钻进墙里，后来出现嗡嗡的声音，感觉是

蜜蜂，想钻进树中。后来出现了电锯锯树，原来是林场，锯了树，搞得蜜蜂没有地方去了。后

来那个电锯没有主人了，还在不断锯伤锯坏东西，于是被锯坏的不断同电锯论理。后来电锯也

生锈了，有代表不断去擦。伐木工人一直很懒，一直躺着，也不管这个电锯。排列中，代表们

不断说出案主身上的疾病、痛痒，连子宫肌瘤也说了出来，所有症状同案主完全吻合。后来出

现了跳交谊舞的场景，案主承认，她喜欢跳交谊舞。后来呈现出是其母亲很宠她，很护她，但

她离开了母亲，母亲很不放心，应该是案主去上大学时起，离开了母亲。母亲放心不下，于是

大学二年级起得了过敏性鼻炎。这例过敏性鼻炎24年，排列中前面出现的应该是前世（或者是

寓意的方式呈现），后半段出现的是今生。随着和解，排列中出现的很多鼻子不通的代表，逐

渐鼻子通畅了。 

回复：排列中，有一位代表说感觉腹部被割了一刀，在流血。案主说，是曾经剖腹产，

腹部被割了一刀。后来另外一位代表说，感觉咳嗽时腹部痛，案主说，剖腹产后至今，咳嗽时

腹部痛，并说希望大家生小孩时尽量自然产，不要剖腹产。这是这位医生案主亲生经历发出的

忠告。这个剖腹产后咳嗽即腹痛一直伴随着她。她是医生，生小孩时拥有的医疗资源不比普通

人少，她还一直留下了这个咳嗽腹痛，更不用说没有医疗资源的普通妇女了。忠正 2010-12-

13 7:41:40 

回复：我在磁场里面，我变成一个鸟，鼻子好想钻进一棵树里，不停地钻，但怎么都钻

不进去，鼻子好不舒适，感觉鼻子能钻进去会很舒服，后来出现了电锯，我被锯开了，伤口还

流血液出来，倒在了地上，大力咳嗽伤口会伴随疼痛，（后来案主证实她身上开过刀，大力咳

嗽伤口会疼痛）……深圳格格 2010-12-13 9:14:49 

回复：我上去就满脸的痒，眼睛、鼻子、眉毛，脸上的疙瘩全起来了，本来我就有点皮

肤瘙痒，难受得我都想出去了……当时，我感觉案主和案主的代表，小肚子里有个圆柱型的东

西，老师问了案主，案主说是子宫肌瘤……丽丽 2010-12-13 22:46:30 

回复：我有一次的感觉是咳嗽小腹疼，感觉小腹和扯线一样地疼，老师问案主，案主说

是咳嗽小腹疼……丽丽 2010-12-13 22: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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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这例排列开始时，蜜蜂安逸地住在树林中，后来树被砍了，安逸的生活没有了。

其中一位蜜蜂的代表，穿的衣服就是黄黑相间隔，像极了蜜蜂。逃窜的动作，也像极了蜜蜂。

另外一位蜜蜂的代表，是黄头发，也好像蜜蜂。案主是我医科大学同级同专业但不同班的同

学，今年我们是毕业20周年，2010年12月3日母校同学聚会，聚会前她通知了我，此时我才同

她讲起了排列的事。因为12月3日我去日本，我没有回母校，她回母校去了。而在10年前，也

是同学聚会，我没有参加，但同学聚会通讯录上知道了深圳只有我们2人同学。后来我们深圳

见面，知道上学时她的家庭条件很好的，她上学期间，家里每月给她的钱是我父母给我的2

倍，并且她说过，那时父母给她的钱，比她后来工作后，基本工资还高。其他情况不了解。排

列中，呈现出的情景，同实际完全吻合。她是家里的老小，母亲非常宠她，也很控制她，但考

上大学后，离开了原来的环境，如蜜蜂生活的环境树被砍了。排列中呈现以前母亲很宠她，考

上大学后，一直担心她过得不好，并且请了两位照顾她，后来照顾她的那两位不见了。鼻炎是

大学二年级发现的，也如同排列中，环境变了开始，到二年级形成了明显的器质性病变，并且

鼻窦手术过。最后当案主向母亲的代表表达“我长大了，妈妈你放心吧，我过得很好”时，场

上的其他代表的鼻子通了。忠正 2010-12-14 15:08:51 

回复：排列中，一个代表说有胃痛、胃胀，案主说是有这个症状。有一个代表走路一拐

一拐的，并且膝盖痛，案主说怀孕时曾经摔了一跤。有代表说眼睛糊，案主说是有那样的症

状。有代表说鼻子干，案主说有那个症状。忠正 2010-12-14 20:19:28 

（60）左肾结石、肾囊肿、右肾囊肿，右腹痛四年（表弟淹死）（广州）

第371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12 21:58:28

2010年12月12日，第三例，（20101212C）：处理左肾结石、肾囊肿、右肾囊肿，右腹痛

四年。排列中出现了鞭炮响，说想把人炸醒。出现了腊肉香，案主说，她喜欢吃腊肉，以前老

公也经常从湖南买便宜的腊肉回家。后出现了火药味。再后来出现了打完仗，伤兵躺了满地，

还出现了水中游。然后出现有人站在另外一些俯卧的人背上按摩，被按摩者感觉很舒服。感觉

是医馆。在医馆中，在场的代表被脚踩按摩好转后，案主背上的不舒服的症状当场消失了。后

来出现了2位代表，分别描述了一位在天堂的景象，另外一位描述的是地狱的景象。天堂中的

那位设法把在地狱中的那位拉出来，出现了隧道，有光出来，出现了农田、小路，感觉到了人

间。天堂中的那位活舒服了，找到人间来当人了，感觉有仙女在飞。并且出现了厨房大灯，老

旧的锅碗瓢盆。曾经在地狱中的那位代表，出了地狱，然后描述了自己看到的一些景象，那位

曾经在地狱中的代表的描述景象，案主承认，一切景象全部就是案主家附近的景象。后来水塘

中出现淹死的一人，是表弟，原来是表弟意外淹死在那边。当找到表弟的代表，同表弟沟通

后，表弟腹部积压的气通过不断打嗝放了出来。原来那个右腹痛是淹死的表弟那边带来的。经

过处理，和谐了，在场的代表全部舒服了。 

回复：前面，我有闻到腊肉味……中间跟着手不断绕圈的格格跑了阵，感觉格格是端着

吃的……后来跑到太阳花sunflower那里，也让奕人和艳艳给踩按摩，感觉很舒服……我是看

见了地狱，我很害怕看，幸好看了……我和太阳花sunflower躺一起，我觉得很舒服……她说

她去天堂了，我看见地狱，看到是一个坚硬的大陆，右边直接是黑暗的悬崖，直接断下去的，

空的，只有一个环，还有什么拉着，我非常害怕……过了一会看到的是，两个大盖子，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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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坚硬，很厚重……看到一个骑白马的男人，后面是白色的飘带，很大片的，从天上下来，我

似乎不想跟他走……后来是一群人，从白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没有跟他们走，路的底端是

白色粗的，中间开始变细，分叉，后来是伸向远方……看见太阳花sunflower变成了仙女，古

装的美女，飘着风衣，很宽很长，飞在天堂上面，天堂有门楼，进门的地方，云雾缭绕……看

见一个有光的隧道，这个隧道粗，大，圆……接着的隧道是三个了，也是有光的……看到了农

田，乡间小路，看见了自行车，看见了车后面的翅膀型的东西，看见了车后面挂着稻穗……

看见厨房，有阳光，有大灯，老旧的锅碗瓢盆，很有生活气息……看见沟渠，有细的，有粗

的，水渠围绕着梯田……看见很美的景色，绿色的圆湖，周围是黄色的小花，在外面是高大的

树……看见很干涸的沙地，一个空置的拱形桥洞，似乎有人去了那里，在一个铁皮车那里，

停了下来……案主说她有看见过……看见三角型的稻田，看见稻田的周围是路……看见山，

南方的山，满山的绿……看见一个拱形的桥，但是下面是分开几个拱形的，看见一个人坐在水

面上的突起的桥墩的水泥那里，水比较干净，是绿色的……案主说是表弟……我是在地狱里的

人……丽丽 2010-12-13 22:41:57 

回复：这个排列开始后，代表很明显分成了左右2边，靠近墙壁。原来是分成了天堂与地

狱。 2010-12-14 18:10:50 

回复：案主因为腹痛一直在住院，直到做个案前一天才出院，目的是为了做灵力医学排

列才出院。 2010-12-15 7:48:26 

回复：我上场做了代表，在场里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何人，我脸部一直被动力牵引，

脸部肌肉扭曲。后来就开始游泳，然后在场里游泳后，不知何故死去。醒来的时候，那位妈妈

跪在地上给两位躺在地上的人道歉。当时我没有太大感受，就起来坐在墙边，老师问我，没什

么状况了吧，我说，好像没有。其实是有些恍悟。其实个案做完，想和案主来一个拥抱，被

自己忽略了。个案后一周，最近一周，一个人放松下来，脸部会不自觉的扭曲，做呐喊状，

头想后仰。不知道是不是被淹死表弟的动力还存留，困惑……应该怎么处理呢？ 2010-12-17 

21:44:54 

回复：“不知道是不是被淹死表弟的动力还存留”——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即使留

存，也不会留存那么长时间。你第一次来参加的时候，我给你做灵力场测试时，你总是转圈，

我换了一个代表对比，其他代表是直线走，你在转圈，另外发现你经常眉头皱着。你的状况，

很大的可能是通过做排列的代表，把你的状况被共振出来了，让你知道了你一些身体状况。忠

正 2010-12-17 23:27:59 

回复：参加完上周的排列，脸部扭曲的情况有一定的改善。 2010-12-21 10:07:09 

（61）离婚后很难与男性亲近

第371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12 22:19:50

2010年12月12日，第四例，（20101212D）：处理离婚后很难与男性亲近。案主说8年

前，父亲得了肝癌，于是案主想赶紧结婚。结婚两年半后就离婚了。排列开始，场上大多数代

表说胸闷，并且一起喊“啊——”。场地上出现了大姑、二姑、小姑、父亲、后妈生的弟弟。

场地上那些姑姑乱哄哄的，叽叽喳喳，吵得头也晕了。案主说，父母对奶奶的财产分配上起过

纠纷。案主11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在2002年，即案主24岁时父亲去世。2005年案主离婚。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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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中呈现一片乱哄哄的，所有的男人均在旁观，也没有力量。感觉父亲没有力量、丈夫没有力

量。她对所有男人很失望。于是让案主把场地上出现的所有家族中的成员全部理一下。然后看

看哪几位反应最大。最后经整理后，出现反应最大的是母亲、曾经母亲堕胎的两个小孩、后

妈、后妈生的小孩。当案主向母亲表达尊敬时，感觉有些好转。母亲的代表花了很多的精力，

把那个被堕胎的老大安抚好了，才稳定下来，然后案主对父母说“当我找到我的另一半时，请

祝福我”，从父母那边得到了许可和祝福，与父母和解了，同后妈也和解了，同后妈生的弟弟

也和解了。事后，吃晚饭时，案主说，她曾经在其他老师那边也排列过处理相同的事情，但没

有清理彻底，这次终于清理彻底了。不过，这边灵力医学排列处理的全部是重大疾病，有些是

想处理家庭关系的，其他老师处实在是处理不好的，我这边才破例处理一下家庭关系。我只对

处理重大疾病才感兴趣。 

回复：刚进场，我就把在场的每个人的脸都象征性地敲了一遍……然后我感觉案主家有

个人是很叛逆的，我就把外套半脱了，挂在身上，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案主说是后妈生的

弟弟……后来和格格一起与九妹打架……他们家就像一锅粥……丽丽 2010-12-13 22:22:29 

回复：今天案主的网名改成了“重生的小白鸽”了。 2010-12-13 23:53:35 

回复：原本我是案主代表，可是没多久我就自动出场了。开始有个代表闭着眼睛总往我

的身上靠。我第一感觉她就是个去世了的人，可是觉得疑惑，案主选我作她的代表，她女儿的

代表会是靠我的人吗？但我感受不到母亲之情，小声问了一下那位代表，她是否觉得自己是在

找妈妈，她也摇头说只想跟着我，但不像母女。后来我叫上她去外面待了好一会，因为场内让

我俩异常压抑。再返回，才明白我们代表的是被堕胎多年的小孩，一直没有被提起。最后安抚

的时候，我几乎都没有情绪流动了，没有泪，没有感动，没有怨恨，只是不安。我要求听到承

认我一直存在，我也是生命，是和活着的一样的生命；然后要求他们多行善，并且是不刻意的

行善。当听到他们说要买动物放生时我较反感，我再次强调不要刻意而为。其实现在要碰到受

伤的野生动物来救助，这种几率几乎为零了。更别说是住在钢筋混泥土里。但每天从心底发个

愿：比如——愿天下众生都好，愿世界稳定和平。诸如此类，也是可以的。 瑜伽猫yogacat 

2010-12-14 20:33:12 

第3719条留言   留言者：深圳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14 10:36:20

我使用信息水有二年时间了，信息水医治好了我的痛经和关节炎，还有近视眼（我曾写

过访客留言）。还有以前我皮肤非常容易过敏，吃错东西或不小心使用错化妆品，我的脸就会

又红又肿，象喝醉酒一样，还有疤痕，经常要跑去医院吊几天针和吃抗过敏药脸才会慢慢消红

肿，后来我把信息水当爽肤水用，每天我都喷一些到脸上，几乎每天坚持，用化妆品前我也会

喷一些信息水到脸，后来我的皮肤不再过敏，不用去医院打针吃药了（时间太久我忘记什么时

候好了，感觉是好遥远的事了，刚才我一个朋友问我用的什么化妆品，脸能那么光滑，我才想

起来的）。现在我的皮肤很好，脸上白白净净，没一点斑，非常光亮，谢谢老师，非常感谢，

让我脸蛋漂亮光滑。爱美丽的美女们，你们也象我一样，把信息水当爽肤水使用，我相信你们

会越来越漂亮的，我们一起分享使用信息水的效果吧，我爱你们！！ 

回复：最早知道信息水是在去年上海周煊老师的课堂上，总觉得将信将疑没有买，但真

是缘分，今年九月自己状况很差的时候看到老师灵排信息马上预约了个案，10月2日排了我的

抑郁症，回来后这近三个月来困扰我人生的几个结在机缘巧合下、老师的点拨下都神奇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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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情绪会有反复，但调整很快，尤其是带着信息水时，我发现它能给我很多正面信息和能量

真是很神奇！这几年来因为自己一直的精神状态停滞的工作状态也找回来了，会越来越好！而

这袋共振水是我11月6、7日第二次陪朋友去深圳做灵排个案时买的，因为头痛失眠枕着共振水

睡，意外地发现鼻炎好了，鼻子通了，以前每天早上打很多喷涕，早上一边开车一边擤一堆

纸，现在都好了，再就是从今年四月份得上了气管炎，每个月几乎发一次，咳嗽得很厉害，必

须打吊瓶才能压下去，现在一感觉有点不对，把信息水抱在胸口睡一觉就好了！ 2010-12-15 

10:34:07 

回复：刚才还没说完，手一哆嗦就发出去了。还没说完。其实第一次飞到深圳灵排的时

候还是不很相信呢，回来后一直关注留言板才在第二次去的时候买了一袋试试。前天我妹妹的

孩子高烧咳嗽，我赶紧带着共振水赶过去，剪开袋子想给孩子喝喝擦擦，才发现亲爱的信息水

变色了，里面有黑絮，它吸取了多少我的负面能量啊，被毒死啦，呜呜呜呜，把水倒掉，但很

奇怪的有一种很难过的感觉，好像水是有灵性的，觉得跟它有感情！感谢亲爱的排友家人们，

感谢老师，感恩有这个平台可以交流，还得赶紧邮购水了。 青岛雪莲 2010-12-15 10:54:10 

回复：你好，关于近视眼的康复过程，能简单说一下嘛？很感兴趣，谢谢！ 2010-12-15 

16:05:29 

回复：你好，关于近视眼的康复过程，能简单说一下嘛？很感兴趣，谢谢！ 2010-12-15 

16:05:29——对不起！我这几天忙，没看访客留言，我的近视眼原来右200度，左250度，我买

了个眼罩，自己灌信息水进去，每天晚上睡觉前喷一些到眼睛周围，然后把信息水眼罩带上，

坚持用了4个月左右就不近视了，一直到现在眼睛都很好，不需要带眼镜了，哈哈哈哈哈……

深圳格格 2010-12-19 21:16:02 

回复：谢谢，照你的方法，我也试试。最近我尝试用信息水治疗脱发，现在坚持了3周，

每天早晚用信息水喷在头上的“不毛之地”，现在已经有点效果了，手摸上去有点毛茸茸的感

觉，我估计再过一个月，就应该有明显的效果了。 2010-12-23 23:00:17 

第3720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12-14 20:53:00

看海的留言让我又恍然大悟了一次，同时也更加感激老师的排列，感恩能有幸成为老师

的学员。因为自己背负的太多，需要清理的太多。能在深圳不断参加个案，不断发现问题是多

么幸福的恩典。此前老师说过几次，我就跟着走，不断清理，加上做个案，是最好的办法。但

我还没好好想过为什么总是自动代表了宝宝，即使开始被选为案主代表，后面也无一例外转化

成为被堕胎的宝宝（如果案主家里有此事的话）。看来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不断浮现之故。而且

我代表被堕宝宝时，也往往最难安抚。这真是“万事皆因果”了。想起找工作的不顺利，碰壁

一次，不知是否也是消了业力一分呢？阿弥陀佛！ 

回复：抱抱亲爱的宝贝。一直关注你找工作的事情呢，加油亲爱的！ 雪莲 2010-12-15 

10:49:32 

回复：谢谢有人表达对我的关心。革命尚未成功啊。我有两次看着别人的时候感到了时

空交错——一次是看到对方年轻十多岁的样子；一次是看到对方身穿病号服很虚弱，而明明面

前的人穿的是平常衣服，而且很霸气十足。两次都是一瞬间的画面，然后涣散。另外我持续十

多天的晚餐好像可以不吃了，就是不会饿，如果因了习惯，觉得应该吃的话，胃部就提示还很

充盈。天冷下来了，我倒是有意补充一点能量。神奇的灵排，不知我的身体反应随着它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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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久？瑜伽猫yogacat 2010-12-15 17:32:53 

第3721条留言   留言者：深圳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15 9:37:59

我参加堀尾忠正老师的灵排，我感觉我变化很多，做代表根治好我的腰酸背痛（访客留

言有我的留言），通过做代表，我感觉清理了我自己身上的毛病，以前的我非常孤傲，不爱也

不喜欢搭理人，从来不主动与人打招呼，更加不交谈，我经常几天自闭不出门，我的朋友很少

很少，参加了老师的灵排做代表，我明显的感觉自己变了，不喜欢整天孤单单呆在家里玩自闭

了，见人主动微笑打招呼，还与她们聊聊天，性格开朗了，每星期的灵排我感觉就是节日，非

常开心，快乐！我还有很多变化，我妈妈信佛的，她吃素念佛了几十年，以前的我命令她不准

烧香念佛，我在家常常把她的经书、香等等念经拜佛的东西丢掉，妈妈请回来的观音菩萨我都

丢掉好几个（排我妹妹的偏头痛个案中，灵排出现的许多场景与我们家一样，还出现了丢掉的

观音），因为这样我和我妈妈的关系不是很好，通过参加灵排，做代表，我知道我以前的行为

非常不对，大错特错，上月我与二名参加灵排的代表去放生，前几天我还专门回家了一趟，第

二天早上主动陪我妈妈去买观音，一起去寺庙给观音开光，然后请观音回家，第三天还帮她买

了很多拜观音需要用的东西，晚上陪我妈妈吃了素食，我妈妈看见我的变化，非常开心，每时

都想与我一起聊天，谈心事。我非常感谢堀尾忠正老师的灵排，谢谢老师，只要有老师的灵

排，我肯定会参加，可以过节，哈哈哈。

回复：深圳格格 22:41:39 你的偏头痛，排列后怎样了？我想知道 lisa 22:43:45 我上

次不是告诉你，我己经好了。  深圳格格 22:43:55 我想确认一下  lisa 22:44:07 现在不

痛了，以后寄东西来不要寄去痛片了， lisa 22:45:05 帮我谢谢忠正老师，欢迎他到英国来

玩。我风湿，信息水我在用。  深圳格格 22:47:57 你坚持用，才有疗效——以上是昨晚我与

我在英国妹妹的聊天记录。 2010-12-15 9:44:24 

回复：排列完第八天，在英国的妹妹20年的偏头痛完全好了。 2010-12-15 9:53:23 

第3722条留言   留言者：xuyihao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15 12:57:13

信息水防晕车案例：前天我们从上海去南京看望表姐，35岁（她刚做过心脏方面的手

术）。开车到昆山接另一个表妹一起走，表妹上车时我顺口问了下她是否晕车，她说有些晕。

我就让老婆给她在头脸上喷了两下。一路三个多小时到南京（雨天开得慢）她什么事情也没

有。中午吃过东西去医院的路上（只有几分钟的车程，那时还没有用信息水），她就晕车晕得

在车上吐了。晚上从南京返回上海上车前表妹一再说“先给我喷一下”。上车给她在脸上喷三

下，一路从南京到昆山两个半小时什么事情也没有，她自己也说真是太神奇了。

第372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19 21:07:05

（62）1、2010年12月19日，第一例，（20101219A）：母亲口腔癌肺部转移（外公失

踪）（宁波）。 

（63）2、2010年12月19日，第二例，（20101219B）：鱼鳞病三十年，静脉曲张（外公

的伙计失踪）（宁波）。 

（64）3、2010年12月19日，第三例，（20101219C）：高中生肥胖200多斤（3个坟墓12

具尸体）（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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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2010年12月19日，第四例，（20101219D）：母亲腰椎滑脱10年（两人自杀，

堕胎）（北京）。

（62）口腔癌肺部转移（外公失踪）（宁波）

第372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19 21:28:10

2010年12月19日，第一例，（20101219A）：处理母亲口腔癌肺部转移。是浙江宁波姐妹

俩过来，代替母亲来排列口腔癌肺部转移。排列一开始，是一个孕妇模样的，肚子不断鼓起，

后来生了两个小孩，这两个小孩说是来报复的。后来生下的两个小孩说很像大姨、小姨。那个

生小孩的是外婆。后来出现了一个男代表脸部不断被人扇耳光，而被扇的地方，就是母亲癌症

的部位。后来那位男代表被一个人抢了钱。后来又说是肺部全部呛了煤灰。这姐妹俩，马上想

起来，这个男代表是她们的外公，外公在她母亲2、3岁的时候失踪了，他曾经手下有10多个伙

计的，后来那10多个伙计也一起失踪了。随着排列的进行，出现了坑道，出现了火，颈部也被

烧伤了。这样排列出了原来外公连同十多个伙计一起失踪的原因，是在矿坑里出的意外一起去

世了。另外，其外公做事总被别人误解，大姨、小姨也说外公不好，他们无法和解。最后排列

的结果，那个大姨、小姨的上辈子是外公的长辈，一起灵魂转世而来，所以带着长辈的傲气，

不愿做晚辈。当告诉这两位，曾经是长辈，这辈子是晚辈时，这两位感觉越来越小，越来越

小，才回归到子女的位置，同外公和解，也同外婆和解。排列中出现的一切事情同母亲关系不

大，母亲身上的一切症状是其外公的症状。另外外公曾经被灵魂附体，干了一些自己也不知道

的事，后来又被别人不断踢脸部和胸部，那个就是口腔癌和肺癌的位置，完全吻合。排列最后

达到和解而结束。 

回复：我一直纠结和父亲的关系，很头疼，说也说不清楚。发现心上最纠结的事情都在

最近的排列中得到处理。这个个案作了投胎的小女儿，很反感父亲，在他冤屈的嚎哭博得了众

人的同情之后更加烦他，觉得父亲是个极度难缠惹不起的人。和我一起投胎的大女儿一直不依

不饶的讨债，对此举我觉得没劲极了，一方面觉得她一定讨不到什么，因为这个父亲极度难

缠，根本纠缠不清楚；另一方面又深为佩服，因为我觉得这么难缠的人她居然一直不放弃，对

她还充满了佩服。我就是看都不想看父亲一眼，看一眼都足以让我晕过去。搞到最后原来是父

亲的长辈投胎又作了父亲的女儿，这里我觉得还不仅仅是长辈，是这个父亲曾经深深伤害过的

人。先是老师带着父亲对两个女儿说对不起，一直说，在说的过程中，感觉自己越来越小、父

亲越来越大，起初看父亲都是看晚辈的感觉，最后就觉得回归晚辈了。这个个案让我明白了好

多纠结何处而来，做完之后心里很痛快。看海 2010-12-21 11:44:11 

（63）鱼鳞病三十年，伴有静脉曲张（外公的伙计失踪）（宁波）

第372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19 21:51:40

2010年12月19日，第二例，（20101219B）：处理鱼鳞病三十年，伴有静脉曲张。这

个鱼鳞病从四五岁开始就有，尤其两条腿上明显。这例就是2010年12月19日，第一例，

（20101219A）：姐妹俩替代处理母亲口腔癌肺部转移中的那位姐姐。排列开始，场上有一个

人扯住了另外一个人的项链，那个项链看上去很像鱼鳞。后来那位被扯住的人腿上很痒，痒得



第四章 灵排记录69例（有录像）

173

哭了起来。另外还有身上背了另外一人的。很多人身上痒，尤其以小腿明显。有人拼命喊，如

果喊了，身上的痒会好一些。后来一个人被一个一个人重叠住躺地上，有时叠了四人，有时叠

了五人，有时叠了六人，最下面的人，叠得动弹不得，感觉如动物被杀死，大家均来咬。有代

表说爱她，想进入另外一人的身体里。她只能用拼命放屁来轰走一两人，然后那一两人又回来

了。仍然被压得动弹不得。这个情形，感觉就是同自己外公曾经在坑道中一起死去的10多人有

关，被缠住了。当案主看明白这些时，让案主对着那些缠住的人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

谢谢你一直陪伴我”，于是那些重叠住的人一个一个安息了。另外有代表腰痛，对她说，你承

担了不应该由你承担的责任，于是腰痛就好了。有肩膀痛的，也相应处理，肩膀痛就消失了，

头痛的也是，处理后，头痛消失了。看来家族中重大事件，会影响几代人。这位姐姐承担了她

外公的责任，于是长了这个鱼鳞病，层层叠住了。 

回复：处理鱼鳞病三十年，我进去就坐在案主的下方，双腿感觉奇痒，不停地抓，但还

是痒，痒得好难受，有一代表在喊，她越喊叫我就越痒，双手不停不停地抓，后来她不喊我的

脚没那么痒了，但我要压叠在她身上，叠在第二层……深圳格格 2010-12-19 22:59:22 

回复：这个案例我本不打算上场的，因为已经很多人。可在下面观看时突然觉得一股隐

隐的风，伴随着场上有人说着鱼鳞二字，那种皮肤上的轻微刺感就开始了。虽然就很短的瞬

间，但我仿佛已经看到双手长满了鱼鳞片，从手掌背开始，往指尖和手臂逐渐蔓延。大小约指

甲盖的样子。进场后不停旋转，头晕得厉害，屋子里一切都快上下颠倒了。不停的，从一个漩

涡卷入另一个漩涡，有大有小。终于支撑不了倒在一个代表身上，这时最底下的代表已经被人

摞人地压了四五层。后来只记得那位不堪其苦的美女无奈地连续排气，最后我倦了，要求她顺

着全身轻抚我让我安息。中途听到几次佛乐从上空传来，可是场上若还有争执不平静，佛乐声

就会断，于是很担心其他人的心理不能祥和平静。瑜伽猫yogacat 2010-12-20 19:02:20 

回复：13:24:55 排列后姐姐感觉身体轻松些了。 2010-12-23 14:23:30 

回复：类似姐姐皮肤这类的变化，会怎样的？虽然我觉得皮肤完全改变，好像有点奢

望，姐姐倒是排列完好像精神上轻松些。她自己感觉头部没那么紧张了，以前工作繁忙起来，

会觉得好像头有点累。 2010-12-28 20:13:34

（64）高中生肥胖200多斤（3个坟墓12具尸体）（西安）

第3723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16 10:48:46

2010年12月19日（周日）会排列一例肥胖200多斤的高中学生，因脂肪肝、肥胖曾经于

2008年2月在马来西亚由海灵格亲自排列过，排列后，五月份脂肪肝消失，体重从原来的215

斤，到了七月份减到了150多斤。后来复发，现在200多斤，具体多少斤，儿子不愿意讲，母

亲说估计很严重了。经了解情况，母亲描述：海灵格家庭系统排列时，用了17个代表，有人

倒下，有人很愤怒，有人趴在儿子的代表身上，后来海灵格放上一个“秘密”的代表，“秘

密”的代表把案主推到了一边，后来又有两个代表移了过来，儿子的代表又趴在了地上。排列

到此结束，海灵格说这是你们家庭的秘密，不关你的事，于是把案主从一群纠缠中领了出来，

说带着爱，记住这些。排列后，一下子减少了50多斤，三个月后，脂肪肝也消失。后来又复发

了。听母亲的描述就知，这个排列并没有把前辈安抚好，只是把案主从场地上领了出来。排列

中，如果把出现情况的全部安抚好，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否则冤亲债主还会找上门来，事后



174灵排

会复发。我曾经在《回归本源》397页，记录了一例海灵格亲自排列的《前世的问题》，排列

中海灵格就是把案主从舞台上领了出来，几个鬼后来到处找案主。案主当时逃走了，但事后冤

亲债主会再找到，那时疾病就会复发了。我的灵力医学排列（灵排）中一定要带着爱让那些冤

亲债主全部安息才行，或者把矛盾化解才行。那位母亲就是（31）2010年10月30日，第三例，

（20101030C），处理后颈痛（音乐团经营纠葛）的案主，排列后问题解决了，所以，这次要

求为儿子灵排一下肥胖。他们从西安远道而来，我们期待着看到排列结果和问题解决。

第372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19 22:40:45

2010年12月19日，第三例，（20101219C）：处理高中生肥胖200多斤。曾经因脂肪肝、

肥胖于2008年2月在马来西亚由海灵格亲自用“家庭系统排列”处理过，排列后，五月份脂肪

肝消失，体重从原来的215斤，到了七月份减到了150多斤。后来复发，现在200多斤。经了解

情况，母亲描述：海灵格排列时，用了17个代表，有人倒下，有人很愤怒，有人趴在儿子代表

的身上，后来海灵格放上一个“秘密”的代表，“秘密”的代表把案主推到了一边，后来又有

两个代表移了过来，儿子代表又趴在了地上。排列到此结束，海灵格说这是你们家庭的秘密，

不关你的事，于是把案主从一群纠缠中领了出来，说带着爱，记住这些。排列后，三个月后，

脂肪肝也消失，五个月后，体重一下子减少了50多斤。后来又复发了。2010年12月19日，用堀

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处理，排列开始，场上好几个人呕吐，也有人大喊，感觉有暗杀，有

人被碾死，也有人把人的两条腿撕开了。有的人被压，有的被拍头。后来出现一个人躺在那

边，身上压了一个人，再上面又压了一个人。旁边也是一个人躺着，也被压了一个人。感觉上

面的那个人代表的是棺材板，但棺材嫌小，只好把人的头、手、脚砍了放进去。旁边那个也是

那样。上面的那个人，如果俯卧，那么感觉下面的那个人越来越小，如果上面的那个人仰卧，

那么就感觉下面的人越来越大。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案主吓得躲到小房间，后来又躲到椅子

背后。后来场地上听到钉棺材盖子的声音，那个棺材盖子就是那个案主（儿子）的前世钉的，

把人砍断、砍小、砍瘦这事感觉是母亲干的。后来棺材进水，棺材里的人尸体被水浸而发胀，

头变大，后来全身变大，而案主的体型就是被水浸过的那种发胖。当案主的代表要求案主一起

去安抚那些棺材中的死去的人时，案主说害怕，不愿去。当说让他妈妈和妈妈的代表一起去，

他更是拒绝。在观众席上一位年龄很大的观众，说他感觉胸闷，让他也上场，他坐到前面的位

置上。当让案主说对不起时，感觉案主可以去远远看那些死去的人。不断说对不起，他可以稍

稍移动过去了。那个胸闷的人感觉胸闷也好了，就可以移动回到观众席上去了。突然，那个年

龄很大的观众说场上什么也看不到，感觉雾蒙蒙，后来看到一棵小松柏，又看到一棵大松柏，

下面是三个坟墓，有十二具尸体。案主代表陪同案主处理那个被砍成很多段的人时，那个被砍

的人要求把砍断的身体重新恢复起来，并且不断把身体的水分往身体腰部、腿部、脚部赶，感

觉身体越来越轻松。附近有代表不断在放屁，感觉把身体里的气体、水分排出去。然后把上部

的水往头部赶、指尖赶，感觉身体逐渐恢复。期间观众席上另外出现了一位，感觉代表观音菩

萨，给死去的洒下新的水，于是那位死去的，感觉恢复了活力，站了起来，说没有事了。另外

旁边的尸体，感觉有的方向放反了，不是向同一个方向放，也得整理好。另外一具尸体是太潮

了，移到一个干燥的地方处理。处理完，看案主的眼神柔和了，头也没有那么鼓了。还有一具

尸体被钉的盖子板夹住了，也帮移出来，放平，感觉安静了。排列完，看案主，头型感觉小了

一号，身体也小了一号，大家均确认是那样，母亲也确认儿子小了一号。案主此时，愿意同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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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拥抱在一起了。以前是母亲想接近儿子，儿子是不让母亲靠近的。案主急急忙忙说去小便，

小便回来，大家看过去，感觉身体宽度又缩小了一些。这例应该是其前世带来的问题。因为他

们已经买好了回西安的机票，于是母亲和儿子要离开排列室了。我感觉应该让那位案主身体

换一下水，于是给他们带回去两瓶200毫升的量子共振信息水，于是他们依依不舍离开了排列

的地方去机场。第四例排列结束时，发现母亲的毛衣忘记在了排列室，于是电话他们。他们正

在飞机场等飞机，我说给她把忘记的毛衣寄回西安去，母亲说不用寄去，说过几天她还会来参

加排列，处理其他的问题。晚上吃饭时，那个被盖子板夹住的尸体的代表说，她不是装在棺材

中，是装在普通的箱子中，被砍碎了，胡乱装在箱子中，被夹住了一些。 

回复：排列肥胖案例，我上去没一会，我与另一名代表分别趴在一个代表的身上，我们

做一样的动作，说同样的话，被我压着的一位代表身材很丰满，呵呵呵份量很足。她怱然觉得

她缩小了，比我还苗条，哈哈哈我也感觉到她人缩水了，人变瘦小了，我象棺材的盖子，我翻

身躺在她背上，感觉到她又肥壮了，盖不完她整个人，而且我很不舒服，我又趴回到她身上，

我们俩同时都感觉她又缩小苗条了，而我变肥大了，她自己感觉她的脑袋瓜越来越大，我感觉

她的头像发过的面包……深圳格格 2010-12-19 23:00:16 

回复：这例是“（31）2010年10月30日，第三例，（20101030C），处理后颈痛（音乐团

经营纠葛”的案主带了儿子过来排列，也是回头客了。忠正 2010-12-20 1:26:08 

回复：昨天，有一位第一次来观摩排列的观众，排列中自己坐到最前面去了，后来看到

松柏、3个坟墓、12具尸体的，刚才来我这里，他说，刚开始他在场地上什么也看不见，后

来，他先看到一棵小松柏，后来看到一棵大松柏，后来又看到3个坟墓、12具尸体，最后他看

到场地上躺着的全是坟墓。他只看了一例排列有事就提前离开了，他误以为所有的排列全是在

坟墓中找东西，他叫我们以后不要搞了，万一领导过来，把别人吓着了。他说那个案主抚摸那

个死人代表时，他头上满头、满脸是水，原来案主头上的水跑到那个人的头上、脸上去了，所

以后来案主的头没有那么大了，变小了。那位说，他也是学医的，但他误以为在现场是唤醒了

他童年的记忆，他说他的童年在农村度过，见过坟墓，所以他误以为在现场，看到的是童年的

记忆中的坟墓。他也是眼见为实，今天同他扯不清了。如果他能够多看几例，就不会误解了。

忠正 2010-12-20 16:46:34 

回复：上次处理减肥，原因是胀气，有代表现场和后续几天连续排气；而案主本人也

由原先浑身气鼓鼓的样子，逐渐显出苗条；这一次肥胖的原因却是水滞。案主过宽的身形、

脸型，在排列刚结束后就开始缩水。这个案例我只是边上躺着的一位，没有太多感觉；不过

只是观看，也足够可以称之为“又一次大开眼界的教材”了。瑜伽猫yogacat 2010-12-20 

19:27:35 

回复：上文提到的那位第一次来观摩排列看到坟墓的观众今天来我这里两次，第一次来

时说起坟墓的事，因为他只看了一例排列，真是同他扯不清。是他83岁的父亲得了晚期肺癌，

想买点量子共振信息水试试，他只买一大袋、一大瓶、一喷瓶。我告诉他，量太少，达不到预

想的治癌效果。他买了量子共振信息水出门不足半小时，突然倒回来了，又带了两个人来了，

连他一共三人，他说这是他们兄弟三人，其中一人，昨天完整看完了下午排列的第二、三、四

例，尤其看第四例腰脊椎滑脱，情节不复杂，那位兄弟说完全看明白了，也完全信，比他那位

只看了一例排列的那位兄弟好沟通多了，他直接说买足量的量子共振信息水给他肺癌的父亲

用，另外也买给他关节炎的母亲用。他为什么那么信？他说原来他手指腱鞘炎手术过，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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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居然从此大拇指再也无法弯曲活动了，僵住了，本来手术前大拇指活动好好的。昨天，他

在排列期间，拿了一个10毫升的量子共振信息水小喷瓶，拿了几分钟，大拇指就能弯曲活动

了。所以今天毫不犹豫决定买10个大袋，5个大瓶给肺癌的父亲用，另外再加买几个给他母亲

用。另外一位兄弟昨天没有去看排列，对此一无所知，只说喉咙痛，很多年了，医院治不好，

也想用量子共振信息水了。他们从昨天起一直称呼我为“堀（尾）教授”，包括电话中，是大

连的一位用户带来的，说是他们一起合作的股东，因父亲得了晚期肺癌，医院无能为力了，把

气管也切开了。大连的那位陪着他们下午看排列，其中一位有事后来提前离开，只看了一例，

但那例排列中被灵力场自动拖上去了，并且看到了坟墓，他误以为排列就是在坟墓中找东西。

忠正 2010-12-20 23:06:21 

回复：这个个案其实听起来应该是很恐怖的，但个案参加多了，也不觉得什么了，做代

表该做什么做什么。我没和那些摞在一起的尸体在一处，但觉得被塞在一个装不下我的木板箱

里，感觉不像是棺材，棺材怎么能那么小呢？因为小，感觉自己手脚都被弯曲起来塞进去，手

腕关节就被窝起来塞进去，越躺越觉得是。等待着案主把那几个泡了水的尸体搞清楚过来救

我。塞得很难受，出也出不去，等到他们过来时，赶紧要他们打开盖子，并且把两旁的板子也

放平，并且要求他们捋直我的身体。这种感觉和我手脚关节本身的情况也很相似。案主做了以

后我很谢谢他们，但他们忘了给我说对不起，我还是要求他们回来补说。我知道人不是他们杀

的，但也不愿意说“和他没关系”，怎么着是被他钉进去的，就觉得虽然没杀人但是糊里糊

涂的没脑子的跟着干杂事的。放我出来以后我对他充满了感激。老师说还要案主帮我搞搞头

发，说头顶上有板子顶着，我都没意识到，老师说完我觉得是了，赶紧要他们去掉头顶上的板

子。这个个案做完我第二天手脚特别舒服，如同把我本人也真的放出来。做代表真好啊！看海 

2010-12-21 11:33:19 

回复：2007年8月7日在苏州我见过案主和案主的妈妈，第一次见面就看到他太肥胖了，

但第一次见面就说别人肥胖，不好意思，我就没有吱声，没有想到，几年后，到了2010年12月

19日，找我来排列处理了。刚才一位曾经一起参加过胡茵梦身心灵工作坊的同学找我买量子共

振信息水，并且列了一个长名单，要我排列处理她的家人。她说她认识肥胖案主的妈妈，而且

在2008年马来西亚海灵格的排列中，她也在现场。以上说到的案主的妈妈和刚才来买量子共振

信息水的那位，均是从事身心灵培训工作的，所以对我的灵力医学和灵排很理解，并且深信无

疑。忠正 2010-12-21 13:31:43 

回复：九妹当时是出来很多水，她当时告诉我，还让我摸了手……深圳格格 2010-12-21 

21:22:00 

回复：九妹就是当时压在格格下面的那个代表。 2010-12-21 21:25:11 

回复：刚进场，有代表尖叫起来，然后很多人都尖叫了，我也跟着尖叫了，就觉得场面

阴森森的，像是深宅大院那种恐怖的黑夜里，似乎有小孩子被谋杀了，然后我感觉我在撕白

布，很多很多……尖叫了很多次，我特别特别害怕，就捂起眼睛尖叫了……后来，我又爬到了

场中央，和太阳花sunflower对爬，我很害怕……觉得很冷，希望有人过来压我的身上，后来

小九妹压我身上了，后来九妹和格格在我右边了，我感觉我们是两具棺材，看着案主的儿子，

我觉得我是希望他过来的……因为这个棺材在又黑又暗，潮湿的地方……感觉很多人被胡乱砍

的，急急忙忙地组装的……看到很多人被塞在一起，胡乱地扔在一堆……有人是朝下的，没放

好……有的人头手被砍掉，因为棺材比较小……我被砸烂了……中间，我一直看着案主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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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希望他过来，给我点能量……但他被吓到凳子后面躲起来了……我们和解的时候，他还是

吓得密密麻麻的汗，额头和鼻子上……后来和解了，看他也不像老头，也不像杀猪的了，大耳

有点佛祖的那种宽厚的气质了……我们俩对着双手合十，互相对视了一会，和解了……丽丽 

2010-12-21 21:39:29 

回复：如果歌星韩红来让忠正老师排列一下，那么肥胖就很快解决。 2010-12-23 

18:59:43 

回复：九妹(5428852**) 10:59:52 报告一个好消息，我真的瘦了呢。山楂(185741**) 

11:00:06 哇塞，恭喜恭喜。山楂(185741**) 11:00:10 瘦了多少斤？九妹(54288527*) 

11:00:33 不知道，我是穿衣服感觉到的，还有我的手，还有脚。——灵排中做代表的肥胖也

一起瘦了。 2010-12-29 11:11:28

第373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21 20:30:35

2010年12月19日，来观摩排列肥胖那例看到坟墓的那个观众20日来我这里两次，第一次

来时说起坟墓的事，因为他只看了一例排列，他误以为所有的排列均是到坟墓中找东西，真是

同他扯不清。是他83岁的父亲得了晚期肺癌，想买点量子共振信息水试试……（略）。今天12

月21日得到反馈，昨天其父亲夜里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后，睡眠首先改善了。

（65）母亲腰椎滑脱10年，胳膊不能后伸（两人自杀，堕胎）（北京）

第372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19 23:13:57

2010年12月19日，第四例，（20101219D）：处理母亲腰椎滑脱10年，并且胳膊不能后

伸。母亲在西安，由在北京的儿子替代了来排列。排列前儿子还发来了北京的医院和解放军第

四军医大学的检查报告。排列开始，场地上分成左右两部分，很分明。有人在场地上连续翻跟

斗。有人不断后退到几乎到门边。后来场地出现的代表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吵吵

闹闹的，母亲的代表和父亲的代表刚开始分得很远，感觉父亲的代表的脾气怪怪的。后来有一

个代表移向母亲的代表，父亲的代表连忙也移向母亲的代表，此时父亲和母亲的代表关系很亲

密了。经确认那个移向母亲代表身边的人把母亲的腰椎往左边拉，这个人是父亲同母异父的一

个弟弟，二十年前，因为连续三年高考没有考上，自杀了。因为他自己的父母经常吵吵闹闹

的，也一直看不起他，于是生前很依赖于案主的妈妈。另外一位代表把案主母亲的代表的右腿

扯住，并且把腰椎往右拉，流着眼泪说“我没有钱，我要金子、要银子、要蜡烛、要吃饭、要

衣服（冬衣）、鞋子、要钱、香火，让别人在下面不要再欺负”，经辨认是案主的三姨妈，在

十年前自杀，原来不知自杀的原因，排列中出现是外公外婆只对母亲好，没有关心三姨妈，三

姨妈没有钱，自杀了。后来就扯上了自己的母亲。案主连忙打手机回家让母亲准备以上需要的

这些东西，说今晚马上烧给她，父亲说连忙去买，当答应给三姨妈这些时，三姨妈才放下母亲

的腰椎，才倒下安息了。然后母亲对没有考上大学自杀的那位也表示同情，其父母（即爷爷奶

奶）也表示歉意时，那位也安息了，放下了母亲左边的腰椎。原来母亲的腰椎，被自杀的一位

向左拉，被自杀的三姨妈向右拉，于是脊柱滑脱了。场地上还出现了母亲三位堕胎的小孩，也

让安息了，母亲的胳膊是被其中的一个堕胎的小孩扯住了。然后母亲的代表带着一家人，向外

公外婆请安，向爷爷奶奶请安，才一切和谐了。另外还出现了一位外公的妹妹，很关心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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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呈现了出来。 

回复：今天第四例，处理母亲腰椎滑脱10年。我一上场就被一股力量推到磁场外面了，

感觉是一位死去的故人（案主妈妈的妹妹），我在磁场外站了好一会，总感觉哪里不对劲，我

选择躺下，又不舒服，后来出现了案主的妈妈，我走到她身后站立，也还是不舒服，我走到她

的前面躺下，刚开始代表妈妈的问我想干嘛，让我与她一起并排坐，但我一点都没想与她同

坐，我当时不知自己需要或者想做什么，一会我的左手不由自主的扯她的脚，右手扯缠她的肚

子，拉扯了好长时间，后来右手扯缠她的腰，双眼怨气冲天，一直不眨眼地死死盯着她，刚开

始代表妈妈的代表非常非常害怕我的眼睛，看都不敢看，我的眼睛带着怨声载道就那么一直盯

着她，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手一直紧紧的扯缠着她的脚和腰，过了好长时间，妈妈代表问我为

什么，我泪如泉涌，告诉她，我在下面（地狱）没钱，肚饿没能吃饱，没钱被欺负，这话我重

遍了好几次，我让她烧金银纸，钱，香，烛，衣服，鞋，还有带上些吃的，如果她没办好这些

事我还会来找她，缠她。后来代表妈妈的代表一直说对不起，保证会逐一烧给我，我才没那么

恕气，手慢慢慢慢地滑落下来，闭上眼睛躺了下来……深圳格格 2010-12-19 23:17:37 

回复：这例案主是“（27）2010年10月17日，第三例，（20101017C），处理头痛”的

那位，排列后，头痛问题解决了，现在来替母亲排列母亲腰椎滑脱10年。是回头客了。忠正 

2010-12-20 1:24:31 

回复：我上前想把一位玩耍的小朋友劝到场外，不料小美女不答应，反而有人说我是案

主的妻子。于是我就顶着个“老婆”的身份进场了。其实一看案主，就有柔情在心底蔓延开

来，很想温柔地依着他，和他并肩面对一切事。不过案主全部心思都放在场上，碍于面子，我

只是温顺地默默地跟着他。感觉案主的母亲非常善良而慈祥，当她被扯住的时候，我心里恨不

得能用自己的身体替代她。却无能为力做什么，只是关切对望。案主的家庭原本就不太复杂，

找到了症结，爱的流转很顺利。真羡慕这和和美美的一家。老师也说，排列过后，他们家的关

系要锦上添花了。祝福天下有情人都能得此福报！ 瑜伽猫yogacat 2010-12-20 19:15:00 

回复：今天格格让我转告案主，还要为案主妈妈自杀的三妹妹做一场法事，昨天她忘了

说了。我手机短信转告了，对方回复收到。忠正 2010-12-20 22:26:46 

回复：排列中做代表，自己的频谱范围不断变广，昨天山楂做了一次长辈了，原来她总

是晚辈。格格做了一次索要东西的，原来她很高傲，从来不会索要东西。瑜伽猫，原来一直是

婴儿类的代表，昨天上升到老婆的角色了。在排列中，把人生的阅历变宽广了。大家在提升。

忠正 2010-12-20 23:30:24 

回复：我上周的排列中作了一次堕胎的孩子，是我排列这么久第一次做孩子。一般我在

排列中都做长辈或者要承担很大责任的人。这和在生活中也差不多，总是当大的，照顾别人；

也总是要负责任，感觉压力很大；记忆里对童年不记得什么，老师说这是没有童年，他也没有

童年。这周的排列我第二次做了孩子，但很纠结的事本来是父亲的长辈，后来投胎作了父亲的

女儿，就上不上下不下的，于是和父亲离得远远的，并且之间有恩怨，还带着怨气，后来解决

了。偶尔地做了孩子还是如此复杂的关系，但已经让我很高兴。我在生活中特别羡慕那些经常

不怎么管事，却安然享受别人的照顾的人，就如同孩子般，但我做不到，我就是那种任何时候

都要为别人服务，包括在父母面前也找不到孩子的感觉，替他们担心的人，他们也几乎不会把

我当成孩子，如同姐妹朋友，什么都说。我期待排列的旅程让我也能尝试一下上面有人顶着而

我可以傻傻的做一次孩子的感觉。看海 2010-12-21 11: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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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当时，刚开始我坐着，刚开始不久格格就出去了，我感觉是案主妈妈的姐妹，后

来老师问了下案主，是案主的三姨妈……丽丽 2010-12-21 21:47:54 

回复：我是丽丽，我是案主的父亲同母异父的弟弟……前半段，我没什么感觉，后半

段，我来到案主妈妈那里，案主爸爸的代表就过来了……我和格格（案主三姨妈的代表）在看

海的跟前，刚开始，我就觉得我依偎在他们面前就好，很舒服，看到格格那么执着地看着看

海，眼泪几次都满了眼眶，后来诉说她：“我没有钱，我很冷，我没有衣服穿，我要金元宝、

要银元宝、要蜡烛，别人都欺负我，你知道不知道……”看得我在一边很是难受……格格的眼

神是那种一眨不眨，一直看着看海的……看得我好心酸啊…… 2010-12-21 21:56:48 

回复：刚开始，格格出去了，我看她看我们这个场的那眼神就是特幽怨，不舍，然后觉

得她和案主的妈妈真的是联结很深的……后来，瑜伽猫yogacat打扮一新地进来了，我觉得她

可能是加入这个家庭的案主的妻子，我觉得她很有气质，和案主很配，也是旺夫的类型……太

阳花sunflower，刚开始，做了一个怪异的造型，手臂和手都很恐怖，我就好害怕，难道在娘

肚子里就这么恐怖，后来她倒下了，原来是案主妈妈堕胎的一个小孩子……后来，沁心和王子

就成了一对了，但他们俩，明显不合，沁心觉得丈夫没有男人味，花心，对她不好，没有责

任心……王子坐到我身边，沁心更加不满，我就远离开了王子，沁心这时候坐到了王子的身

边，后来，我觉得看海很温暖，我就离开了父母，这时候，我慢慢感觉，我是他们俩的一个儿

子……母亲不喜欢小孩子，怕小孩夺得爸爸的爱，这个时候，也许沁心还没做好准备要小孩子

的准备……于是我来到看海那里寻找温暖了……我觉得是母亲排挤了儿子，将他推向了看海的

怀抱……丽丽 2010-12-21 22:08:43 

回复：来到了看海这里，后来格格满足了，安息了……我感觉我是一直拽着看海的衣角

长大的孩子，似乎一直是背在她背上的，她在我心里的位置就是和妈妈一样的温暖，是代替了

妈妈的位置的。而我也是只比案主大个五六岁的样子，真的像是看海的另一个孩子一样的……

刚开始，我还没找到什么感觉，后来老师让看海对我说对不起的时候，我就开始哭了，更加没

有自我，看海不断和我说对不起，她越说，我越心酸，越委屈，我越觉得不对，我说：“你

不用说对不起，谢谢你”，我对她只有爱和感激之情……感觉无助的人生中，她是唯一的慰

籍，唯一认可我，给我温暖的人……后来，我的爸爸妈妈过来了，他们开始说认可我，接纳我

的话，表达爱和赞赏：“你很棒……”后来我在妈妈的怀里，“对不起，宝贝，妈妈忽略你

了”，沁心不断抚摸我的头，和我说这些话，我觉得好受多了，安稳下来，想睡觉了……。丽

丽 2010-12-21 22:15:53 

第3729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21 12:07:21

最近对做代表有了更深刻的感觉。每次心里纠结什么，上场以后就做了那样的一个代

表，就那么巧。本来一直要处理和父母亲的关系。从上周的排列到这周，都涉及了这个。上周

是看着父亲就一肚子气，怨言很多，如海一般的向老祖宗倒了有好几分钟。父亲原来承担祖辈

的秘密，压力很大，又压向下一代，还有堕胎的孩子在里面；这周又是本是父亲的长辈又带着

长辈的傲气投胎成了父亲的孩子，还有恩怨在里面；两个表现出来都是和父亲之间很大纠结，

这些在三维中真是说不清楚，只能是痛苦，折磨自己。越来越对心理问题有更敏锐地感受。当

某人被笼罩在一种看不见的纠结当中时，真就是被某种浊气所包围，根本看不到清明的世界，

一层又一层，自己眼中的世界完全是变形的。其实你被某个人气得要死，那个人根本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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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好的活着，你就是和自己过不去，甚至虐待伤害自己，无法抑制的折磨自己。做代表也可

以去掉自己身上的一层又一层浊气，回归清明的自己。对案主来说，做什么出来的什么，对代

表来说，纠结的什么也出来的什么，也一并解决。这个世界真奇妙，人真的是太愚蠢了，以为

这也要安排那也要安排，其实造物主真的是有规律，顺着规律，什么都不用安排也活得好好

的。可惜年代太久了，违背规律越来越多了，多得搞不清楚规律是什么了，这个世界就越来越

乱了，怪病也越来越多了。最近我收一次快递，快递不愿送上楼来，就拿上来时偷偷割烂了

里面的衣服，打开时看到里面被割破了，而且还一连发生了两次，让人觉得真是想不通，到年

底各种诈骗活动层出不穷：某一日收到邮局一短信，说包裹已到，派送不成功，我打电话过去

问，说有人从云南给我寄了毒品和大面额银行卡过来，还给了我一个刑警大队报案的电话，按

这个电话打过去越听越是骗子，真可怕。怎么这么黑暗呢。还好忠正老师的这个排列场地真是

难有的清净之地。看海 

回复：谢谢老师，谢谢看海，谢谢所有的排友，我们都会越来越清明的……丽丽 2010-

12-21 21:46:46 

第3731条留言   留言者：放下.爱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21 22:26:52

我是丽丽，参加老师的灵排这么久了，很多的感慨，目前我的阶段是，内心越来越多

的打开，发现，自己平静的外表下，内心越来越多的黑暗……2010年12月19日，第四例，

（20101219D）案主自杀的叔叔，和我那么多那么多的相似，青春期的迷茫，不被认可，没有

归属感，被家庭排斥，没有温暖，需要被认可……需要被接纳，被承认……今天接到妈妈的电

话，我第一次和她说了我的委屈，不满，想法，我的愤怒……妈妈也是冲击很大……最后和妈

妈协商了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状态……不禁感慨，我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以为自己改变了。原来

几乎原地不动……下次当案主不接纳、抗拒的时候，我绝不催促、不耐烦、讨厌了……在此感

谢老师，感谢排友，谢谢你们，我爱你们……阿弥陀佛，阿门……

第3732条留言   留言者：看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22 10:02:07

一早醒来，清晰的梦境还如在眼前。在一个大铁船上，感觉在湖里，起初没水，搁浅

了；后来不知哪里来的水，越来越多，铁船竟自飘荡起来，以为就是在这湖里小小荡漾一下，

没想到湖里的水竟一直在升高，不紧不慢的水越来越多，船活动的范围也变大了一些；站在船

里，看着下面的水，才觉得这是个停泊的地方，那水升得竟似这铁船是准备要起锚，这湖并不

是目标。感觉铁船被搁置了好久好久，都锈了一般，而不断的飘浮起来总是让我百般惊讶，每

一次飘荡都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就是惊异得看着湖里的水一点一点涨起来了。梦里有人说

“直挂云帆济沧海”、”，我把“济”说成了“治”，那声音还不断强调给我说是“济”。好

奇异的一个梦。参加了这么多的个案，有几个非常形象的个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案主

要解决自己修行中身体出现了硬壳：排列中出现的是钓鱼，钓鱼人要把泥塘里的贝或者泥鳅要

搞到大海里去。到底有没有真的发生过这钓到海里的事情不得而知，但从中看她现在的状况一

目了然，就是问题存在于环境中；还有一例是伐木工人和林场中的蜜蜂和锯子，这例案主是个

医生，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过林场伐木的线索，但也生动表达她的状况；还有一例本也在嘴边

写到这里怎么也想不起来，有排友想起来帮忙补充一下。排列中很多都是家族或者宿世真相的

再现，而这些例子感觉既非家族也非宿业，如同“讲禅”一样，用一个惟妙惟肖的故事就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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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问题的玄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忆起也是觉得好不惊叹。如果说老师的排列在随

着道而运作，想起这几个禅机般的故事不自觉地还是会觉得似有神灵护佑，也如同说法。适合

来者怎么醒悟就怎么说法；朦朦胧胧的把这个梦和这几个案例联系在了一起想了这些，也对梦

有了些感觉。这个梦和这几个故事很像。驾铁船对我来说太陌生，但搁浅了好久都快锈了确实

很像自己的状况，而水渐渐来了，那船竟自飘浮起来也是我现在的状况，跟随着老师，用量子

共振信息水和参加排列，身心灵越来越进步。如果我没看排列，对这个梦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感

觉。道、禅、神，不知道老师的排列到底是哪位菩萨的道场啊。原来看香港版的电视剧“镜花

缘”，武则天碰到难事就去请教一位高僧，高僧可以让她追溯前世，也给她打禅机开示他。老

师的排列和这个好像啊。 

回复：终于想起来还有一例是11月16日去罗湖解决鼻子过敏的排列。案主鼻子不通气，

原来是和自己的奋斗历程有关。自动呈现出来的排列自然巧妙的竟然用舞台和新旧演员这么一

个故事表现了这一主题。案主艰辛的努力全部展现出来，最后终于带领团队站在舞台的中央，

全然一部现实版的浓缩励志剧。试想一下案主几年的创业史这样来表现真是再一目了然不过

了。看海 2010-12-24 15:37:15 

回复：踢毽子也是一例。（51）2010年11月21日，第二例，（20101121B）：处理家庭关

系。案主说，他妻子一直与女儿争吵，让他做丈夫的痛苦不堪。排列开始，出现了三个人踢毽

子，一男对两女，男是案主，两女是一位妻子和一位女儿，后来毽子躺在了他们中间，后来毽

子变成了鸟。一男对两女踢毽子确实很辛苦，案主的状况就是那样，生活得很辛苦、很痛苦。

堀尾忠正 2010-12-24 17:18:57 

第373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26 21:01:30

（66）1、2010年12月26日，第一例，（20101226A）：母亲被蛇咬后37年毒性反复发

作。

（67）2、2010年12月26日，第二例，（20101226B）：亚健康、便秘37年（日本开枪情

杀）。 

（68）3、2010年12月26日，第三例，（20101226C）：哥哥精神病（去世的哥哥让父母

自杀）。

（69）4、2010年12月26日，第四例，（20101226D）：儿子口吃（杀鸡）（东莞）。

（66）母亲被蛇咬后37年毒性反复发作

第373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26 21:48:33

2010年12月26日，第一例，（20101226A）：处理母亲被蛇咬后37年毒性反复发作。排列

时来了三兄弟，为母亲排列被蛇咬伤，问被蛇咬伤在哪儿，最小的兄弟指了指自己的右脚。排

列开始，一个代表在地上打滚。一个代表的左脚被什么咬住了，不能动了，后来左腿又被扯住

了，并且说左腿也全肿了。在地上滚的那位感觉是一条蛇，把一位代表的脚不断咬，后来那个

蛇说她曾经被人剖肠破肚过。然后那个蛇又去舔另外一位代表的头，后感觉那个被舔的是小

蛇，小蛇又去缠一个人的左腿，说已经住在里面了。但问题均出现在左脚上。我再去问那位最

小的兄弟，问他妈妈的脚被蛇咬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他不回答。于是问最大的兄弟，也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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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另外又有一位代表说很饿，到处找吃的，说代表的是一条黑蛇，也在那个人的左腿上咬了

好几口，前面的那条蛇和黑蛇争了起来，但均会咬那个人的左腿，只是争着咬。而黑蛇说曾经

被一个人在胸部钉住过，动弹不得时被一位救过，于是黑蛇唯一能听进去话的是那位救他的。

后来，黑蛇说好饿，并说，他曾经是案主家一个被饿死的人，附在蛇身上报复来了。三兄弟突

然想起来，他们上面有一个哥哥是1965年出生的，在出生后不久就被饿死了。而且被丢到了水

里。那个黑蛇一直点头，说就是他，曾经被饿死了，说是被妈妈的婆婆照顾有意无意搞死的，

于是报复上门来了，于是三兄弟向蛇道歉，最小的那位兄弟立即向妈妈电话，问细节，得到的

消息同排列中呈现的一模一样。后来向那位饿死的哥哥说，“是你让了位置给我”，问饿死的

哥哥要不要重新建一个坟墓，答复不要，但说要给他取一个名字，取的小名叫“小宝”，但说

一定要取大名，后来大名取为“郑国宝”，对方同意了，饿死的说要把名写到家谱中，写到祠

堂中，期间一直在要东西吃，感觉确实饿坏了。期间，婆婆的代表和妈妈的代表向第一条蛇道

歉，并且向小蛇道歉，小蛇说在被咬伤的腿里住习惯了，不想离开了，并说，是替蛇妈妈在里

面住着，最后向蛇妈妈和小蛇道歉了很久才接近和解。不料，那位婆婆的代表是一位心理咨询

师，抱怨了一句话，类似思想教育的话，三条蛇一听全大怒、全大哭、大闹，不肯和解了，小

蛇把案主的妈妈的腿死死抱住不放，然后重新道歉，这一搞，光重新道歉就花了半个多小时。

然后要求把被开肠破肚的蛇肚子缝起来。眼看排列要结束了，那个饿死的小孩（黑蛇）哭着喊

爸爸，说爸爸的胸部和肝脏被人打碎了。在场的三兄弟大惊，说他的爸爸确实被人打伤过胸部

和肝脏，是搞计划生育的人上门发生冲突，被搞计划生育的人打伤胸部和肝脏，最后告诉那位

饿死的哥哥，现在爸爸的胸部和肝脏已经恢复了，那位饿死的才安息了下来。排列结束后，一

问他家真的有祠堂。晚上一起吃晚饭，最小的那位兄弟的老婆透露，他们三兄弟商量好，故意

把左脚说成右脚，看看我们排列的真假，所以发现被咬在左脚上，再核实时，三兄弟谁也不吱

声，说后来他们三兄弟不得不服灵力医学排列了。 

回复：这例排列，把因果报应呈现得清清楚楚。 2010-12-26 21:50:02 

回复：今天第一例处理母亲被蛇咬后37年毒性反复发作，我刚进磁场，在场走了二圈，

左脚慢慢变得沉重，我当时感觉我是代表案主的妈妈，最后变成右脚拖着左脚在艰难的行走，

走不到一圈我的左脚被钉在地上，象被胶水粘合一样一动都不能动，右脚随便怎样活动，这种

情形整整半小时多，在20分钟的时候我曾多次试图用双手出力地搬动我的左脚，哈哈哈哈出尽

了吃奶的力气，但徒劳无功，左脚丝毫动弹不了，而且左脚感觉麻痹，肿胀，被钉住在地毯上

30多分钟，有一代表来咬我的左脚，不停地咬，当时我感觉她每咬一口我左脚就很痛，突然另

一代表又来咬我的左脚，咬得我疼痛难忍，我痛苦得泪流满面，感觉左脚从踝部到大腿，然后

肚，腰，一直疼痛，血液充到脑袋，他/她们反复咬我的左脚，感觉我的左脚被咬空了，后来

又被一小蛇紧紧抱住左脚，缠得很紧，抱了很久很久，直到案主不停地道歉，然后我把蛇妈妈

的伤口缝好，小蛇才慢慢放开我的左脚……深圳格格 2010-12-26 22:30:13 

回复：那一场37年的恩怨，从我在娘胎里开始就一直伴随着我，从出生、成长、成熟，

在我已快近不惑之年的今天，在堀尾老师的帮助下，在众多朋友的协助下，把那一场恩怨揭

开。 2010-12-27 10:59:17 

回复：这一个案例中，我代表了一条幼蛇。因为替母亲抱不平，所以缠上案主的母亲，

我并没有感觉啃咬她的左腿，而是安稳地驻扎在里面。和解结束时我真如一条软体的蛇，听着

正确而诚意的忏悔声，沿着案主母亲的左腿一寸一寸缓慢往下挪走。终于完全放开了她，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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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升起了从所未有的迷惘。仿佛我这一世，就是为了缠她的腿而来，现在使命结束，该何去何

从呢？于是很想让这个我依附了数十年的冤亲债主，送我上一条光明之路。母亲起先还让我放

下就好了，离开就好了；可是我坚持要听那位债主为我念诵“南无阿弥陀佛”。格格正是那位

代表，她从未念过，不知为什么她的发音听上去有点奇怪，可是我很高兴，就是要她这番举

动，还寻思着假以时日，她一定会念得字正腔圆。瑜伽猫yogacat 2010-12-27 15:54:47 

第3741条留言   留言者：天晓德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28 9:40:19

《蛇灵恩怨》：那一场37年的恩怨，从在娘胎里开始就一直伴随着我，从出生、成长、

成熟，在已快近不惑之年的今天，在堀尾老师的帮助下，在众多朋友的协助下，把那一场恩怨

化解。小蛇灵住在妈妈的脚上，在妈妈被蛇咬过之后就一直住在那里，在大蛇被打死的那一刻

就住在那里。

37年前一个夏日的中午，太阳照射着贫脊的大地，赤脚的妈妈挑着一担东西在田埂上行

走，汗滴灰蒙了眼睛，大地变得灰暗，行走开始不稳，一个趔趄，脚踏空进了田埂的缺口。缺

口里住着一条蛇灵，当脚侵入它的领地后，它本然地盘旋，紧紧地缠住妈妈的脚，并在左脚内

侧脚踝留下两个深深的牙印，那是一条银环蛇，就是这银环蛇的毒素从此以痛苦的方式伴随着

妈妈。妈妈的叫声直接要了银环蛇的命，也挽救了自己的生命——银环蛇被打死了，妈妈的伤

口也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妈妈是虔诚的佛教徒，与人为善者自得福缘，这才躲过这一场灾难。

生命是保住了，但蛇灵恩怨也从此结下，以后的37年，蛇毒反复发作。认识家庭系统排列是因

为智光，我在参加过二次灵力医学排列以后，决定为妈妈的蛇灵恩怨找下原因。 2010年12月

27日，在南山区科技园深南花园四楼，在堀尾老师的帮助下，在众多朋友的协助下，那一场恩

怨慢慢呈现。十几个人入场，没有确定案主代表，案主代表是在排列过程中自动呈现的。最开

始，脚上有反应的人有好几个，以致于大家都无法确定谁是案主代表，直到格格脚上出现的强

烈反映。以下一段是格格的原文：我刚进磁场，在场走了二圈，左脚慢慢变得沉重，我当时感

觉我是代表案主的妈妈，最后变成右脚拖着左脚在艰难的行走，走不到一圈我的左脚被钉在地

上，象被胶水粘合一样一动都不能动，右脚随便怎样活动，这种情形整整半小时多，在20分钟

的时候我曾多次试图用双手出力地搬动我的左脚，哈哈哈哈出尽了吃奶的力气，但徒劳无功，

左脚丝毫动弹不了，而且左脚感觉麻痹，肿胀，被钉住在地毯上30多分钟，有一代表来咬我的

左脚，不停地咬，当时我感觉她每咬一口我左脚就很痛，突然另一代表又来咬我的左脚，咬得

我疼痛难忍，我痛苦得泪流满面，感觉左脚从踝部到大腿，然后肚，腰，一直疼痛，血液充到

脑袋，他/她们反复咬我的左脚，感觉我的左脚被咬空了，后来又被一小蛇紧紧抱住左脚，缠

得很紧，抱了很久很久，直到案主不停地道歉，然后我把蛇妈妈的伤口缝好，小蛇才慢慢放开

我的左脚……深圳格格。当格格开始有反应的时候，我的心里很痛，那样子让我想起了妈妈，

有一次给妈妈治疗，整整二个月妈妈无法行走，整个过程是我在侍候，清楚妈妈的痛苦，那毒

性从伤口向上蔓延，整个小腿都发烫红肿，血管里边有一种有蚂蚁在爬的感觉，痛苦不堪，用

针刺探，血管里流出的血也是黑的，如果不及时治疗，再向上发展接下来就是大腿，当毒性

发展到五脏六腑的时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每一次的治疗，毒性被压了下去，就连蛇咬的伤

口也变成白色，每次都以为已经完全好了，可每一次都反复，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严重。最开

始时，用绿药膏擦一下就会好，再往后就是打先锋霉素，从一次打二支就会好，到现在要连

续打十天半个月的吊瓶，每瓶里边都得掺上七八支先锋霉素，其间还用过中草药，蛇毒药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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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数。当在三维空间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四维空间，通过四维空间的灵力医学排

列来寻找原因。排列呈现出来的是大蛇被打死后，这条大蛇的宝宝——一条小蛇就住在妈妈的

脚上，这是四维空间里的一条蛇，一条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蛇灵。堀尾老师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排列开始，一个代表在地上打滚。一个代表的左脚被什么咬住了，不能动了，后来左腿又被扯

住了，并且说左腿也全肿了。在地上滚的那位感觉是一条蛇，把一位代表的脚不断咬，后来那

个蛇说她曾经被人剖肠破肚过。然后那个蛇又去舔另外一位代表的头，后感觉那个被舔的是小

蛇，小蛇又去缠一个人的左腿，说已经住在里面了。如果你相信万物有灵，如果你相信六道轮

回，如果你相信因果报应，那这条蛇的出现也不会无缘无故。前面说过妈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

徒，其实最开始妈妈也不信，只在人生经历太多以后，慢慢开始信了。她相信每一个都会有一

个灵魂，直到这个人离开人世这个灵魂依然存在，而且每一个灵魂都应该得到安息。早在45年

前，妈妈曾经失掉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在生下来后不久便离开了人间，当地的风俗象这种夭

折的孩子都不能算是成了人的，便将这孩子丢到河里，顺水而下，不知所踪。45年来，每年七

月半鬼节的祭祀都没有他的份，因为他连名都没起。排列把这个细节呈现出来了，有一个孩

子，带着怨气，样子很饥饿，又哭又喊，说自己是孤魂野鬼。而蛇灵就是这孩子怨气的化身，

这股怨气通过蛇灵报应在妈妈的脚上。恩怨的原因是找到了，找到了就要化解，用感恩与爱去

化解。呈现为妈妈的代表虔诚地对着小蛇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

最后念了一段佛经后，小蛇离开并得到宁静。大蛇被打死受了伤，感觉被开膛剖肚了，也是通

过虔诚的道歉让它的伤口得到愈合，感谢它为妈妈的承担，让它得到安息。夭儿，取了名字，

并且说要用繁体字写进祠堂家谱，最终也得到安息。每一个活着与死去的灵魂，都应该祥和，

宁静，安息，这样才是顺应自然的天道轮回。

第3742条留言   留言者：深圳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28 19:07:48

刚才六点左右深圳公共电视频道，报道一新闻，深圳龙华有一男子在菜市场买了条黄

蟮，准备回家杀它做菜，不小心黄蟮滑落爬走，进入下水道，不见了。后那男子上厕所大便，

黄蟮从他的肛门钻了进去，再也没有出来，现在住在医院，医生诊断，黄蟮长34公分，现在还

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回复：这条新闻和我们前天排列的蛇有得一比，证明这黄鳝也是有灵性的，我们不能随

便杀生，否则受到报应。这是现实版的因果报应。忠正 2010-12-28 20:20:40 

回复：后续电视报道，黄鳝使该男子肠穿孔，只好紧急手术，从腹腔取出黄鳝。忠正 

2010-12-30 15:35:00

（67）亚健康、便秘37年（日本开枪情杀）

第373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26 22:24:06

2010年12月26日，第二例，（20101226B）：处理亚健康、便秘37年，并说消化道均有问

题。排列开始，有三个人不断往后退，有一个人拄着拐杖，案主说，她本人在1992年骨折过，

确实那时拄了拐杖，而且那个拐杖的形状同排列中描述的一模一样。排列中一个人溺水了，好

几个人去抢救，按压胸腹，虽然排出了很多水，但回天无术，没有救过来。有一个人在划船，

有好几个人沉在海底，船也快沉了，突然排列场地上有人唱起了日本《樱花》歌，唱得很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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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是一位代表歌舞伎的唱的，她深爱上了一位男子，但那位男子又不真心对她。大家说那位

男子的代表的长相很像日本人。有几位代表看到了很多穿和服的女人的图像。后来同那位男子

的家庭发生冲突，冲突中发生了开枪。原来是案主的前世发生的事，中枪在腹部，于是肠道不

通畅，这世就发生了从小的便秘。当让那位男子的代表向那位歌舞伎道歉时，那位男子开口说

了日语，然后我干脆引导他用日文道歉。排列中不断和解，排列中场地上的一位代表不断放

屁，另外一位不断打嗝。另外一位喝了一些水后，不断吐，说把脏水吐了出去，于是消化道通

畅了。 

回复：那位歌舞伎是投河自杀的，那位男子的老婆是中枪弹的。 2010-12-26 22:26:49 

回复：那首《樱花》歌，唱得无限悲惨凄凉。我不是主角儿，开始参加救人，后来躺在

地板上，沉沉的，似乎身体都嵌在了水底的淤泥里去，有点凉；但当歌声响起的时候，简直就

变成了冰冷。而且场面开始不安静，后来我被烦得跳起来，把那些制造噪音的东西抢走，却无

法再安睡了。歌声一直持续，场地里有代表被披上紫色、宝蓝或玫红的绸缎。这靓丽的大片色

彩，却恰好对衬了空旷哀伤的氛围。有院落、有湖泊、有歌声，但是却感觉不到人，而是一种

凄凉到极致的美。美得无比孤寂，美得令人绝望和心碎。中途我还抢走了一件大衣，看着倒地

的绝色歌伶，有些不忍心；但还是自己披上温暖的衣裳另寻角落了。然后竟然兀自靠着墙打起

了盹儿，连续两场梦，醒来却毫不记得。但梦境和场面感觉一致，有些单调、寂寞却很平静，

如同一幅冬天的画，只有寥寥几笔痕迹。瑜伽猫yogacat 2010-12-27 16:15:52 

（68）哥哥精神病（去世的哥哥让父母自杀）

第373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26 23:03:15

2010年12月26日，第三例，（20101226C）：处理哥哥精神病。排列开始，有四个女代

表，疯疯癫癫的，不断逗她的哥开心，一人说在喷火，一人说在加油，一人说在灭火。然后这

四个人抱成一串，去冲撞他的哥哥，但冲撞中，是喜悦的，还有舞狮子，有敲鼓打节奏的，那

个场景可以和（20）2010年10月4日，第四例，（20101004D），社交恐惧症中出现完整的戏班

子的场景有得一比。这冲撞中没有怨恨，没有愤怒，总是嘻嘻哈哈的。案主说，他上面曾经意

外去世过一位哥哥，感觉就是嘻嘻哈哈的抱成串、基本总排在最尾部的那位。由于今天第一例

处理被蛇咬那例，后来让饿死的那位安息时，因为被一位心理咨询师抱怨多说了一句话，和解

后来非常艰难，于是，这次我如临大敌，高度重视，把全部精力锁定在这一位身上，但那位说

她没有怨恨，我想可能她的怨恨埋藏得很深，我一直在那边下功夫，但她总是很愉快。后来案

主说，他妈妈是自杀的，后来又透露其爸爸也是自杀的，而父亲先于妈妈自杀，而前面哥哥上

面的那位更早去世。随着排列的不断进行，发现，是最早去世的那位哥哥，把爸爸带走了，然

后又把妈妈带走了，目的是想提醒案主的哥哥要担当起家庭责任，成为一个男子汉，当哥哥答

应以后，那位就没有提过多要求，就安息了，让我很意外。后来我才想起来，那位不是自杀，

是自然死亡，所以没有太多怨恨、没有提太多的要求。而，排成一串冲撞他哥哥的另外三位，

是他们的前辈，也是前面那个去世的，把他们拖了进去，然后一起去冲撞。排列中发现，他的

爸爸正企图要拖另外一个家人，被及时发现了，于是赶紧让其自杀的父、母，另外家族中没有

安息的全部安息了。好在及时处理，否则，他们家族中，还会有人会去世（自杀），因为一位

他的姐已经躺到他自杀的父亲腿上了，并且说躺得很舒服，差点儿也被不知不觉中拖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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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的妻子，正好不久前看过我的书，于是案主的妻子很配合，于是排列中和解部分的难度减

少了很多。 

回复：我在第三例中，在抱一代表老冲撞另一男性代表，其实我没恶意，只想与他玩，

逗他开心，可他不领情，最后无趣地倒下。在这场中其实我是代表了案主家一位故人……深圳

格格 2010-12-27 9:02:32 

（69）儿子口吃（杀鸡）（东莞）

第373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26 23:49:48

2010年12月26日，第四例，（20101226D）：处理儿子口吃。排列开始，有几个人说其中

的一位代表，看上去胳膊没有了。有三个人背靠背，感觉被捆在了一起。很多人感觉很冷很

冷，感觉被塞到了冷库中了，有几个人感觉自己是禽，毛也没有了。后来出现了生产流水线，

上面是被杀死的鸡，是夫妇俩人开的鸡屠宰加工场，老公说越杀越过瘾，老婆也在干活。后来

其中的两个鸡，感觉很饿，一个鸡喉咙也被割伤了，也没有东西吃。不知什么原因，俩夫妇吵

架了，老公让老婆去收拾鸡，老婆说凭什么要让她收拾？最后老婆罢工了，老婆说那个鸡屠宰

加工场是老公开的，事情应该老公去干，最后夫妇俩只管吵架，不管鸡了，老婆把怨恨全部发

到鸡身上，并且说是向老公学的杀生。鸡饿得奄奄一息，自己也说早死早超生。其中一个鸡自

己找一些带壳的东西吃，最后被卡住了喉咙处，说是磕磕巴巴，最后难受得只好把自己的围巾

也解下了。眼睛也模糊了，案主说儿子的眼睛最近确实也很模糊。后来一个愤怒的鸡，化为

灵，拿了刀，去割屠宰场老板的喉咙，几经搏斗，最后把老板的喉咙割了一刀，再也无法完整

发音了。后来屠宰场夫妇俩向鸡道歉。那个案主代替儿子也去道歉。最前面那个没有胳膊的，

可能是一个孔雀，或者一种珍贵的鸟，是去屠宰场夫妇家里带去吉祥的，但那夫妇俩不认识这

种鸟，最后把鸟的翅膀给折断了。最后把那个鸟的翅膀接上，另外把另一个鸡的喉咙缝好，那

个被壳卡住的鸡一声响屁，说那个壳从肠子中排了出去，喉咙就不卡了。原来儿子的结巴，是

前世杀鸡这档子事引起的。 

回复：很巧，案主是暨南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校友，是内科医生。我曾经在暨南大学医学

院读硕士。现在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来采用我的灵力医学排列（灵排）的方法来解决西医无法

解决的重大疾病，包括广州市某区卫生局局长为他儿子的白血病寻求灵力医学排列处理。不久

前，江苏大学医学院我读本科临床医学系时的同学也来找我用灵力医学排列处理24年的鼻炎。

已经有多位临床医生预约了春节以后的三月份来参加灵力医学排列解决自己和家人的重大疾

病，包括江苏省荣军医院的医生。春节前太忙，暂时安排不出时间过来深圳。忠正 2010-12-

27 7:42:24 

回复：我进去就有股力量把我推出来，与另外二个代表站在外面，不一会坐在凳子上，

双手便放在大腿两侧，在观看磁场里发生的事情，不知何时又被推进磁场，跟三名代表搂着在

场上走，我排在第四，走了二圈感觉我自己身后长了一条尾巴，然后被一屠夫砍伤了，倒在地

上，脚很冰冷，肚子很饿，好想找些带壳的食物，我一直在饿中呻吟，但没有人理睬我，后来

我饿得实在受不了，翻滚出去，终于找到一食物，我狼吞虎咽，不小心被一硬物卡在脖子上，

疼痛难忍，快喘不过气，我坐在地上左手一直摸着脖子，感觉左边有一硬物，我脱掉围巾，喉

咙才没那么难受，个案差不多进行到最后，二位代表向我道歉，但不知为何我在拒绝，我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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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难受倒了下来，倒下来的时候感觉眼睛有一层雾，看见最前面的一位代表（山楂），是一只

鸟，羽毛很漂亮，被折断了，整件事是因为这只鸟引起的，后来他/她们跟鸟一直道歉，还帮

她整理好被折断的翅膀，我被壳卡住喉咙里的硬物通过屁排放出来了。我认为是因为喉咙被卡

所以口吃……深圳格格 2010-12-27 8:45:30 

回复：刚才案主给我电话，说昨天他回到家，发现家里厅堂中挂着一把孔雀扇子，是2、

3年前去云南旅游时，看到孔雀羽毛很好看，也看到其他老师有买了5把扇子的，他就买了几把

回来，600元一个，就一直挂在厅堂中了，昨天排列完看到孔雀后，现在问怎么处理那个扇子

好。现在回想起，2、3年前开始，他儿子的结巴比原来严重了。忠正 2010-12-27 21:12:50

回复：这例涉及前世今生，前世有杀鸡折断鸟翅膀，今生买了孔雀扇子，于是引起了口

吃。 2010-12-31 17:06:41

第3743条留言   留言者：丽仔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29 15:32:07

忠正老师：非常谢谢你的信息水，我敬爱的父亲白癫疯十几年，部位就在眼睛周围和头

顶上，原来在眼睛周围擦药，药水总会刺激眼睛肿，我一直是你信息水的忠诚用户，所以说服

父亲用信息水，父亲这一次真的坚持用了三个月，用了一瓶半大瓶的，症状明显减轻，斑块渐

渐缩小，皮肤现在呈现粉红色，而且信息水又没有任何的刺激，我想问一下，你原来遇到过这

样的情况吗？能全部好吗？丽仔 

回复：我处理这样的病例很多。如果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处理好转后，后来又复发的，

那么证明四维空间中异常的灵力场没有解除，要做灵力医学排列（灵排）。忠正 2010-12-29 

15:50:22 

第374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30 7:11:36

我分析考察了自2010年8月28日起至今有全程录像记录的灵排69例，总结中得到结论，

40%的重大疾病与杀生有关（包括杀人、堕胎、杀动物），这与佛经中描述的不要杀生是一致

的，但西医从来没有提及此观点。另外10%以上的疾病与家庭关系的纠葛有关。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很多经过西医治疗10多年、20 多年、30多年一直无法治好的疾病，经过灵力

医学处理后在短短几天内疾病消失了，或者疾病当场消失了，这也证明了灵力医学的正确性。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西医临床医生本人及其家人在病痛20多年、30多年西医无法解决后，求

助于我的灵力医学排列和量子共振信息水。西医的教科书中充满了“原因不明”、“病因不

明”、“尚无定论”、“尚在研究中”这样的词，通过灵力医学排列，很好地回答了以上西医

无法解决的病因问题和治疗方法。 

回复：在参加了8月29日及以后的老师主持的很多次灵排，我想说说我这几个月来吃不吃

肉食的感悟。我很小时就有中耳炎，好象是出生才几个月就有，反正记事起，一边中耳内隔一

阵子会流一些血清样的流液出来，到十来岁时少些，有时隔好几个月发作一次。不痛不痒的，

也不影响听力，经常求医都好不了。最近参加老师的灵排，发现肉食有害后，就想下决心不吃

肉食。9月份和10月份基本上吃素食，精神大好。十一月份出差厦门，工作原因又吃上大鱼大

肉，当晚中耳炎就发作。回广州后慢慢就没事了。后来有一次在家吃了点牛肉，当晚就发作，

还牙龈炎，又痒又难受的。这几天到亲戚家，吃了肉食，现在又发作了。现在回想起来，以前

小时候中耳炎发作时间也不太确定，记得吃过鲤鱼或牛肉之类的“热”的肉食之后发作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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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没注意到，也是发作时基本上不痛不痒的，过了就算了。也许要经过大家的总结后才有感

受吧。本杰明 2010-12-30 21:56:48 

第374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30 7:58:00

《与佛对话》：今天早上，在半睡半醒的时候，佛又来看我了，不过今天的佛没有形

象，只是与我对话，他对我说，“你要注意谐音和近似音，经常佛会用谐音和近似音来表

达”，然后对我说：“‘口吃’，你的方言是‘kouqie’，你的方言‘吃饭’是‘qiefan’，

‘口切——孔雀’是近似音”。然后说，“昨天下午起你手指皮肤病又严重了吧？”我说

“是”，“皮肤——皮服，你曾经买过一件皮衣服，从那以后，你手指上有了皮肤病，你想

想年代。”我一想，是16年了，我那个皮肤病是有16年了。然后佛问我，“昨天你是流鼻血了

吧？” 我说“是”。 “鼻血——皮鞋，是近似音，你曾经买了一双皮鞋，虽然你买了，一直

没有穿，但不该买。” 后来问我家里是否来了一个老鼠，我说是。佛说：老鼠——老师，那

个老鼠是9月份来到我这里的，也就是我发现深南花园场地，准备租地方，带一批学员训练灵

力医学排列，准备做老师时，老鼠就来到了我房内。如果我把老鼠打死了，那么就排列不灵

了，佛不会助我了。佛说我很好，一直没有碰那个老鼠。所以我当老师一直很顺。然后我说，

2010年10月31日，我自己给自己排列手指的皮肤病时，怎么排出来是佛，但其后皮肤时好时

坏，并没有完全好。佛说，那次提醒我要成为佛，一要帮人治病，另外一个提醒，佛是不杀生

的，所以，说我那天晚上就开始吃素了，对了。昨天，我已经把佛的意思告诉了大家了，即重

大疾病40%是同杀生有关，其后我皮肤上更不舒服了，而且流了鼻血，提醒我还有一件皮衣、

一双皮鞋，那个处理后一切就OK了。佛临走时说，刚才那个叫《与神对话》，更叫《与佛对

话》。最后，我问佛，我是否需要像佛教徒一样学佛？佛说，不用，他说我不以佛教徒的身

份，站在佛外面来证明佛，更有说服力，说我已经做到了，用灵排，就在证明佛，证明神。 

回复：吃晚饭时，我说起了以上这些。我妈妈说，她看到过那个老鼠，是黄色的，嘴方

的，不是尖的，看上去有点像兔子。一天，我妈妈放在旁边的袜子少了一个，到处找不见，后

来在煤气灶下面找到了袜子，是被老鼠叼了去，咬坏了，也看到了那个老鼠，走路不快，如果

要打很容易打到。后来每夜我妈妈放一些饼干那边，给老鼠吃，说这样肚子不饿了，就不会咬

坏东西了。其实9月份的时候，我感觉家里来了老鼠，但我一直没有见到，后来老婆从印度回

来，说一次看到一个影子从电脑桌下面穿了过去，老婆的妈妈一天早上也看到了，说是黄色

的。我一直没有管那个老鼠，老鼠如果自己呆着就呆着，如果自己想走就走吧。有一天夜里跑

到我房间，在纸上踩来踩起，影响我睡觉，就把老鼠赶出了我睡觉的房间。后来我发现那个老

鼠也不偷东西吃，后来发现我吃下的苹果核就叼到了煤气灶下。有一天夜里，我睡觉的房间门

关着，老鼠吵着要进来，感觉咬我门的下沿，实在吵得我无法睡了，我就开了门，让老鼠进

来，就不吵闹了。这个老鼠在家中就这样呆着。 2010-12-30 20:27:19 

第3747条留言   留言者：深圳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30 21:54:12

2010年12月19日，第三例，（20101219C）：处理高中生肥胖，我上去没一会，我与另一

名代表分别趴在一个代表的身上，我们做一样的动作，说同样的话，被我压着的一位代表身材

很丰满，呵呵呵份量很足。她怱然觉得她缩小了，比我还苗条，哈哈哈我也感觉到她人缩水

了，人变瘦小了，我象棺材的盖子，我翻身躺在她背上，感觉到她又肥壮了，盖不完她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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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是我很不舒服，我又趴回到她身上，我们俩同时都感觉她又缩小苗条了，而我变肥大

了，她自己感觉她的脑袋瓜越来越大，我感觉她的头象发过的面包，……深圳格格 2010-12-

19 23:00:16——以上是我那天在磁场里的感觉，被我压在身下的人是九妹，我也写到访客留

言那里了。今天12月30日下午我与山楂去九妹那里玩，发现九妹明显的瘦了，脸仍肿大，我第

一眼看见九妹的手很纤细、跟那天灵排感觉的场景一样，哈哈哈哈，九妹她说现在还感觉到灵

排的共振，说很快让我们看她神奇的奇迹。

第3748条留言   留言者：自油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30 23:55:55

怎么现在交通频道再也没听到油公的广告了，油站也没有销售员推销了呢？ 

回复：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加油站出现了大量的冒牌油公进入销售，如“众星燃油

公”等，或者“油黄金”自称是第三代、第四代油公误导消费者，基本所有添加剂均号称“油

公”，最后混乱到人们误以为“所有添加剂全叫‘油公’”，“‘油公’就是添加剂，添加剂

就是‘油公’”。进入加油站销售是要进场费的，每个加油站每月需要进场费1万元左右，假

货成本低，他们先支付了进场费，支付了进场费就可以在里面销售了。加油站不管添加剂真

假，只管收进场费，而销售人员基本不是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是添加剂企业的推销人员，他们

虽然有时也穿着加油站制服，实际同加油站一点关系也没有。加油站也明知是假油公，所以他

们让假油公企业自己派人推销，这样进场费照收不误，也可以逃避责任。但他们会提供加油站

职工制服，方便他们推销。而我们真油公成本高，没有利润空间可以支付进场费，所以，真油

公曾经只进入过一些不需要进场费的加油站销售，后来也逐渐被主动缴纳进场费的假油公取代

了。由于假油公横行，加油站假油公反而好进去销售，于是原油公的深圳代理商龙汇海公司

也加入了假冒的行列，并且取名“油功”，继续广告。后来由于“油功”明显侵犯“油公”商

标权，于是交通频道不给这个冒牌的“油功”做广告了，于是假冒者又增加了一个名称“油功

夫”，明着称“油功夫”，暗着销“油功”。由于深圳假货太多，而主要假货均在加油站，交

通频道做了“油公”广告，也是帮加油站的假货做广告，于是我们停止了油公的广告。而冒牌

的“油功”、“油功夫”商标侵权“油公”商标，2010年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商标异议“油

功”、“油功夫”，“油功”、“油功夫”并没有取得商标证书。所有这些假冒的“油公”由

于没有效果，加油站没有了回头客，就逐渐收入不够支付进场费，逐渐淘汰出了加油站。而我

们真油公是要成本的，没有这个利润空间可以支付给每个加油站每个月1万元左右的进场费，

这就是经济学上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版。这就是你问的“交通频道再也没听到油公的

广告了，油站也没有销售员推销了”的原因。一些长期的油公用户，他们需要油公的时候，是

到我深圳市日研科技有限公司来取的，或者来邮购的。在加油站真油公销售过的时间很短，很

快就被假油公取代了。由于假油公没有效果，没有回头客，现在假油公也销不动了，这也应了

一句话“天下大乱”最后只能变成“天下大治”，重新开始。油公于1997年向国家工商总局申

请了商标，1999年取得商标证书，2010年8月17日“油公”又取得了美国的商标注册证书。我

们在灵力医学排列中，看到了一幕幕因果报应。而现在怪病越来越多，原因就是这样的报应越

来越多。10年前，这样猖獗的假冒还没有过。再过10年，我们可以在灵排中排列出假冒者的因

果报应。 2010-12-31 8:52:57 

第3749条留言   留言者：深圳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31 10: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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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格格，参加老师的灵排是八月份（锦绣中华），参加灵排很多的感慨，感激老师的

排列，感恩能有幸成为老师的学员，我自己没有做过个案处理，一直做代表，做代表感觉我变

化很多，根治好我的腰酸背痛，我本来腰经常痛，每个月来月经腰还有点点痛，有时候还放信

息水，11月7日做溺水的个案，我当时当代表在地上爬，一直不停地爬，后来有个代表坐落在

我的腰上，时间好久，好久，那代表很肥壮，按照我的体形如果是平时她坐在我的腰上我肯定

是承受不起，呵呵呵呵，她的体形是我的二倍，（哈哈哈哈坐在我身上的代表看了我的聊天说

她肥胖，后来做个案排列减肥了），但那天我感觉好舒服，也一直希望她继续坐在我的腰上，

而且自从那次做完个案一直到现在我的腰一直没痛过，感觉好轻松和舒服。我出去逛，干活全

身怎么累和痛，腰一直非常非常的舒服，哈哈哈哈哈好象腰上带了一部按摩器，我现在知道是

那天在磁场代表坐在我的腰是在帮我治病，其实老师在帮他人治好的同时，我们做代表的也能

清理我们自己的一些毛病，我以后不会放过做代表的机会。通过做代表，我感觉清理了我自己

身上的毛病，我居住的地方三十多年了，从来不主动与人打招呼，更加不交谈，我总是自出自

进，非常孤傲，不爱也不喜欢搭理人，从不去窜门，经常几天自闭不出门（呵呵呵我朋友经常

笑我家门给蜘蛛网住了），我的朋友很少很少，参加了老师的灵排做代表，我明显的感觉自己

变了，不喜欢整天孤单单呆在家里，玩自闭了，爱出去走动了，见人主动微笑打招呼，还与她

们聊聊天，性格开朗了，前天我自己主动跟九妹约去她那玩。昨天下午还与山楂去九妹那里了

（以前的我决不会），嘿嘿嘿嘿每星期的灵排我感觉就是节日，非常开心，快乐！我还有很多

变化，我与妈妈关系变好了，我妈妈信佛的，她吃素念佛了几十年，以前的我命令妈妈不准她

烧香念佛，我在家常常把她的经书，香，等等念经拜佛的东西丢掉，妈妈请回来的观音菩萨我

都丢掉好几个，因为我反对她烧香念经，以前我们说几句话就吵，我回家就把我的房间反锁，

不让妈妈踏进房间（排我妹妹的偏头痛个案中，灵排出现的许多场景与我们家一样，还出现了

丢掉的观音）。通过参加灵排，做代表，我知道我以前的行为非常不对，大错特错，上月我与

二名参加灵排的代表去放生，12月3号我还专门回家了一趟，第二天早上我主动陪我妈妈去买

观音，一起去寺庙给观音开光，然后请观音回家，第三天还帮她买了很多拜观音需要用的东

西，晚上陪我妈妈吃了素食，我妈妈看见我的变化，非常开心，每时都想与我一起聊天，谈心

事。我去哪里都要跟着去，当我说要回深圳她竞然寸步不离，说要一起回来，跟大家一起念经

拜佛，哈哈哈哈，她说要做老师的学员。我后来是偷跑回深圳的，哈哈哈哈，我非常感谢堀尾

忠正导师的灵排，感谢老师，感谢排友，谢谢你们，我爱你们……只要有老师的灵排，我一定

会参加。

第3750条留言   留言者：若水   来自：深圳   时间：2010-12-31 16:04:39

老师：刚才看到你的《与佛对话》，关于皮鞋、皮衣、杀生……不仅笑了。12月26号排

列回家路上，朋友说不知如何让儿子不再吃鸡，我说隐瞒不了坦承说口吃是因为吃鸡。一直在

想：我们为什么喜欢吃鸡等动物？特别小孩子喜欢鸡翼鸡腿。第二天晚梦见肯德基竟然出售传

统的粉面粥和云吞等早餐。醒来想着这梦，抬头看到自己的毛帽子，毛？皮？心中惊跳：动物

的皮毛都成了我们日常的生活用品！真皮沙发、皮鞋、皮衣、手袋、羊毛衣裤……我们坐的穿

的用的怎么都与动物有关了？突然间宁愿所有带皮的都是人造皮革好了。与一学佛友人谈起，

并说有求就有供！他说，是的，其实很矛盾，但我这话又太钻牛角尖了。那两天总想与老师说

点什么，但又不知要说的是什么，甚至问自己是头脑想说还是内在的声音？29号晚外面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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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忍不住给老师发了那条短信，谢谢你，老师！我们的身体都住着另一个自己，佛性的神性的

又或灵性的自己。他不曾离开过我们，一直等待着我们的呼唤，是我们自己的良师、益友、情

人、伴侣，无条件给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深深慈爱着我们。找到他与他相逢，我们清楚知道

无需外求，一切在心中！我如此称呼他：亲爱的！每当安静时，他会到来，对于某些自己仍不

相信和持有怀疑的答案，他会借由身体通过移动双手给予我正确且肯定的回答。谢谢你，亲爱

的！每个人那神性佛性的自己都在等待你的呼唤，等待与你相遇，请聆听他，看见他！感恩！

若水

第3754条留言   留言者：沁心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4 11:25:44

这次去内观学习的路上，大约早上四五点钟的样子，一个五个月大小的宝宝哭个不停，

我当时看他的爸爸妈妈哄了他半天，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都已经很无奈的时候，我想到了亲

密育儿背巾的共振作用，也不知道是否有效，就从包里拿了一瓶10ml的信息水给爸爸，让他给

孩子拿在手里，他试着给孩子，说孩子不拿，那就给妈妈拿着吧，结果，妈妈刚拿上，1—2秒

钟之后孩子就再也不哭了，直到我们下车，爸爸说把信息水还给我，我没要送给他们了，我说

假如想了解更多，就上网看或是打电话找老师了解吧，我只是个使用者，好多东西我还不明

白，当时爸爸像拿着宝贝一样的谢我，我说还是谢老师吧。

第377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17 17:11:17

2010年6月10日至2010年12月26日，我灵力医学排列了89例，其中有录像记录的有69例。

每个排列，均会呈现出案主家族或者是前世的一大堆事情，一个完整的故事。后来， （35）

2010年10月31日，第三例，（20101031C），处理右手食指皮肤病，是我自己给自己排列，排

列呈现讲佛法场景，呈现出我自己也是佛。（42）2010年11月7日，第三例，（20101107C），

处理左脚溃疡十六年，是我给我母亲排列，出现了弥勒佛让千手观音带着能量给我母亲治病，

并且出现了曼陀罗图案。这两例，同平时排列呈现的明显不同。排列完后，10月31日当天晚上

我开始自然地完全吃素了，但后来发现我的手指皮肤病也未见明显好转，于是我在琢磨，可能

自己给自己或者给家人排列不太方便，于是我在考虑如何把我自己食指上的皮肤病处理好。

2010年12月30日早上，我半睡半醒时，佛告诉我，我还有一件皮衣服和皮鞋没有处理好，皮衣

服和皮鞋同杀生有关，不符合佛法，要我处理一下，于是我记录下了《与佛对话》，并且我向

皮衣服和皮鞋道歉了。正如我意料中的，10天后，我惊喜地发现我的右手食指长出了新皮肤，

长好了三分之一全新的皮肤。昨天晚上排列完，学员要看我的手指皮肤，那时已经二分之一

的新皮肤长好了。我给别人排列时，把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解决方案呈现得清清楚楚，但我给

我自己排列时，佛只提示我自己也是佛，要让我去悟了按佛法去做，看样子佛还考验了我一

把，并且要我把佛法传递出去，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排列。刚才佛又告诉我，“你的排列就是排

列”。 

回复：我琢磨了一下“你的排列就是排列”这句话的意思很深奥，其中有一层意思是我

的那个10月31日的排列，排列现场只是呈现了一部分，更多的就是留在现实生活中继续按排列

去做。 2011-1-17 17:38:55

回复：现在右手食指的神经性皮炎完全好了，长出了新皮肤，汗毛也长了很长了。这个

手指自16年前开始那边皮肤毛糙，而且有时痒，如蚕豆大小，汗毛只冒一个尖，总长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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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皮肤科医生诊断为“神经性皮炎”，用了各种方法没有治好，2010年10月31

日用灵力医学排列，2010年12月30日早上，佛告诉我，那个皮炎与16年前买的一件皮衣服有

关，于是我向皮衣服和皮鞋忏悔，其后，皮肤就开始好转了。原来那个根本不是什么神经性皮

炎，是同用动物制品同杀生有关。这再次验证了杀生与疾病的关系，再次证明了灵力医学与佛

学的关系。 2011-1-21 16: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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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灵排记录（未录像）

（2010年6月至7月）

第325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3 10:31:39

受企业邀请，6月14日（周一，端午节假期期间）上午9点，堀尾忠正将给企业做灵力医

学排列演示。 

回复：

（A3）1、2010年6月14日，第一例（20100614A），女生要离婚（堕胎）（广州）。 

（A4）2、2010年6月14日，第二例（20100614B），事业到了关键时刻总会失去成功。 

（A5）3、2010年6月14日，第三例（20100614C），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想发火就发

火。 

（A6）4、2010年6月14日，第四例（20100614D），女生离婚十二年，无法再同男性亲近

（堕胎）。 

（A7）5、2010年6月14日，第五例（20100614E），不孕症（堕胎）。 

（A8）6、2010年6月14日，第六例（20100614F），堕胎了四个小孩，现在同男友的关系

很不好（堕胎婴灵未安息）。

（A9）7、2010年6月14日，第七例（20100614G），老婆要离婚（堕胎）。 2011-1-1 

21:40:05

（A3）女生要离婚（堕胎）（广州）

第325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4 18:54:57

2010年6月14日，第一例（20100614A），女生要离婚。案主说他老公找了一个情人，现

在要离婚。排列中选了一个案主的代表，一个老公的代表，一个老公情人的代表。呈现出，老

公与情人的关系很远，但案主的代表和老公的代表均看地上，一问，他们堕胎过两个小孩。让

两个人躺地上代表堕胎的小孩，让案主的代表安抚这两个堕胎的小孩，于是，老公的代表和案

主的代表能互相看了，互相靠近了。情人也退去了。情人的代表说，她代表了是第二个被堕胎

的小孩。后来情人的代表退走了。这例演示传统家庭系统排列（家排）的方法 。

回复：老公有一个两年的情人。 2010-6-15 11:52:50 

回复：案主反馈说：昨晚感觉要虚脱了，晚上腰和腿疼得厉害，睡得不好，但早上起

来，症状基本消失，心静而且有喜悦感，和婆家人也能良好沟通，感觉自己像重生了一样！！ 

2010-6-15 11:56:06 

（A4）事业到了关键时刻总会失去成功

第3259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4 19:03:43

2010年6月14日，第二例（20100614B），事业到了关键时刻总会失去成功。案主是位女

生，合伙开企业。排列开始后一分钟，一个人本来好好站着的，突然重重地仰天摔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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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脑勺磕在地上，感觉被一个无形的巨人举起来，然后被扔到地上。第二分钟又一人重重地摔

倒在地上，头撞在墙上。结果，呈现她的前辈中至少有三例这样不成功的例子。对前辈说，

“请允许我成功，在我成功时请你祝福我”，这样，灵力场就改变了。她可以获得成功了。 

这例演示灵力医学排列（灵排）。介绍灵排与家排的区别。

回复：谢谢忠正老师！我今早起来感觉状态很好，心很定，沉得下心来，虽然事情繁杂

但心情开心，呵呵，不知为啥。 2010-6-15 11:43:55 

回复：以为企业请忠正老师做排列是关于企业发展方面的问题，原来却是为企业的员工

做啊！真新奇！深圳还有这么领先开明的老板，真好！xianjuancm 2010-6-15 18:58:00 

回复：原计划是排列企业，询问企业主具体要解决什么问题时，她们暂时无法聚焦说要

解决企业的具体问题，后来发现应该先解决企业主的个人问题，于是就改为针对个人的排列。

因为也没有重大问题，第一、第二例以演示为主，走得不是太深。第三、四、五、六例是正式

灵力医学排列，第七例以演示家排与灵排的操作方法对比为主，今天共排列了7例。 2010-6-

15 20:03:56 

第3272条留言   留言者：思琪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6 16:01:55

忠正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一直以来，家里事情都

是我做主。哥哥事业都不好，人很瘦。听老师说过家里面一定要尊重父母、长兄，大事要先问

长辈的意见，即使自己做主的事，也要先请求一下。我现在该怎么做？？ 

回复：海灵格有一本书《爱的序位》，每个人在家庭中均有一个恰当的位置，如果序位

乱了，结果会引发很多矛盾和悲剧，在家庭系统排列中，要找回到原来的正确的位置上。“家

里事情都是我做主”——估计你站错了位置，站到了比你父母更高的位置上了，序位乱了，要

纠正。 2010-6-16 16:11:59 

回复：把自己放到比较高的位置上的，如果结婚了，那么往往把自己的丈夫看成了像儿

子一样，对方会感觉不适应，很快会离婚，这就是后果。 2010-6-16 16:16:32 

回复：请教老师，我现在应该凡事都问一下老爸吗？但是他不太懂我现在的工作，他

比较保守，如果他知道我现在的财务情况，估计压力更大，肯定失眠，会担心。 2010-6-16 

16:19:06 

回复：公司和家庭是两回事，如果你用你爸爸的钱投资的话，你要问他。如果是你自己

的钱，你就自己做主。 2010-6-16 16:19:52 

回复：明白。我现在都是自己钱，包括自己买房。 2010-6-16 16:21:14 

第3284条留言   留言者：思琪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9 12:21:14

感谢老师！自从6月14号做完排列，心情一直很好！充满喜悦感。遇到烦心和不顺利的事

情，也能平静的面对。期待下一次的排列!

第3299条留言   留言者：思琪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22 9:01:10

昨天上午公司生产部准备选款下单，找了两个朋友来做“是”或“否”，用来决定留哪

些款。用了一个多小时，只选了两个款可以下单的。呵呵，方法挺好用的。只是昨晚六点多就

很困，很想睡，往常一般都是十一点才会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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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是，这个我教的“是”与“否”的方法可以很快得到正确答案，也是利用了联接

上灵力场的方式。本来你要花很大的精力才能下决定，现在你很容易下了决定，于是不用消耗

那么多精力了，安安静静，所以六点多就可以安静下来，想睡觉了。忠正 2010-6-22 9:51:42 

（A5）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想发火就发火

第326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4 19:08:46

2010年6月14日，第三例（20100614C），是案主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想发火就发火，

排列呈现出前辈中这样的人靠近过来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演示灵力医学排列（灵排）。

回复：不过，我的案例真很明显的地方，就是我身边的人一直会撞我，离我很近。 

2010-6-14 19:21:04 

回复：忠正老师，前段时间晚上睡觉我都会醒好几次，而且睡不实，都翻来覆去的。昨

天排列后，晚上我就用了量子共振信息水，然后，昨晚也有醒了两次，但是都没有翻来翻去

的。以前早上起来浑身痛，总感觉睡不够，没什么力气。今天早上起来就没有这样的感觉，感

觉还不错。早上上班时开了个会，会上生气了一下发脾气了，然后就觉得好困，没一会头就开

始痛。以前生气头也不会痛。开始是左半边头痛，我就枕了量子共振信息水躺了十几分钟，不

痛了，现在就头顶痛，顶了一会量子共振信息水，但是痛。老师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呢？ 2010-

6-15 16:05:29 

回复：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不是随便能发脾气了，现在发脾气会头痛，提醒你不要发

脾气，过一阵，你就改变了，现在给你按上了开关了，让你要发脾气之前考虑一下了。 2010-

6-15 16:08:53 

回复：真的吗？谁给我戴的啊？ 2010-6-15 16:11:41 

回复：提醒你不要发脾气，过一阵，你就改变了，现在给你按上了开关了，让你要发脾

气之前考虑一下了。 2010-6-15 16:12:33 

回复：哦！是这样。呵呵，可怜的孙悟空……师父，我再也不敢乱发脾气了！ 2010-6-

15 16:13:50 

回复：现在你在发脾气前，你会大脑思考一会儿了，有停顿的时间。以前没有停顿时

间。 2010-6-15 16:14:58 

回复：嗯，是的。这段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吧？ 2010-6-15 16:15:54 

回复：呵呵，达到提醒的作用就可以了，否则发脾气影响你的成功。 2010-6-15 

16:17:34 

回复：为了成功我一定要改！老师你懂周易什么的吗？不过，怎么感觉跟您聊了一会，

头顶没那么痛了，只有一点点紧绷的感觉了。 2010-6-15 16:18:32 

回复：呵呵，就是提醒你觉察到这些。 2010-6-15 16:19:54 

回复：哈哈，那以后只要头痛我就找你！阿宝（思琪）有跟你讲过，我有几个同事反应

都不错，那个要离婚的女孩子，我们都觉得她受益最大。 2010-6-15 16:20:40 

回复：嗯，感觉我们的能量增加了很多。以前会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老师，你虽然没

有接触宗教，但是你的很多理念与佛教是相同的！老师，我的头已经完全不痛了哦。谢谢你

啊。 2010-6-15 18: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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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65条留言   留言者：旋转木马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4 20:39:23

今天是我老公使用量子水治疗精神病的第一天，期待情况的好转……

第3269条留言   留言者：旋转木马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5 22:35:19

我老公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但人很阳光的男人。性格也很好，不会乱发脾气。对艺术和

设计方面很有天赋，也有一定的能力。之前他家里的姐姐得过产后抑郁症（有复发），哥哥得

过精神疾病（有复发）。所以他一直都很担心这个问题会不会遗传，没想到事情真的发生了。

在4月份的时候他去香港参加一个激励课程，由于3月他操办了我们的婚礼所以人很疲劳，加上

刺激，他精神出现了问题。他的症状是：1.多疑，不相信人；2.狂燥，坐不下，总是走来走

去；3.有轻微的暴力倾向；4.人很固执，越不让他做的事就越做；5.早上起来情绪很狂燥，乱

叫家人的名字（自己家人的多）；6.晚上不睡觉（现在已经好了）；7.自我感觉很强大，总说

要让世界充满爱；8.但是他的智商一直没问题，想骗他他都知道，而且反应力比没病的时候还

快；9.讲出很多以前不会说的心里话（他觉得我比他工作上强、压力大、我不听他的话、他想

出去自己创业、他要为家里父母兄弟姐妹承担很多事情等等）。在发病初期的时候，他说做了

两个梦，梦见菩萨带走了一个人，后来他说他超度了一个人，我问他是谁，他说是妈妈。（可

是妈妈是健在的）。还要我们帮他念《地藏菩萨本愿经》。他的家族中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包括父母都没有这样的精神病史，只是奶奶去世时40多岁，不久爷爷也去世。听说爷爷的一

个堂兄有过类似精神上的问题，但是爷爷的亲兄弟姐妹的孩子都没有。后来带他去了医院，医

生诊断是燥狂症和妄想症，服了快两个月药了，也做了一些法事，病时好时坏。现在他的情况

是：1.早上起来情绪不好，表情不高兴，容易烦躁，下午情况就会好转；2.现在最关心的话题

是自己开店的事，在找合作伙伴和注册公司的事（很奇怪，他跟外人讲话的时候，人家都不觉

得他有病，很正常，他出去办事也这样，越是陌生人他的状态越正常）；3.前几天他还一心买

彩票，不过现在不买了；4.他现在超级自负，认为自己有很强大的能量，可以做很大的事情，

一直说自己可以让世界充满爱。（这种自我强大的感觉跟上课有关，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他说

自己以前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有这么大的能量。5.现在不愿意和我多说话，说一点就烦，除非跟

他谈开店的事。他之前不承认自己有病，但是很配合吃药，现在他承认的是自己控制不好自己

的情绪，很容易烦躁，但是他不认为自己有精神上的问题。前天他去医院跟医生说：他现在很

害怕别人把他当成和他哥哥姐姐一样的那种病。因为他觉得他没有精神上的问题。他现在的心

里对话就是家里的人都认为他有病，所以他说什么也没用，也懒得说什么了。现在他很爱抽

烟，说也不听。他曾经跟他姐姐说过：“你们说什么我就偏不做什么。”姐姐问他为什么，他

说这样他心里就好受。还有一点，医生都说他的意志力很强，他不喜欢白天睡觉，因为药物的

作用容易困。他中午已经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他还拼命的死撑，不睡。感觉他一直用自己的

力量在抗衡！今天是他用量子共振信息水的第二天，他比较配合都有在用。我会把他的情况变

化随时跟老师沟通。希望他很快可以好起来。我们相信忠正老师！谢谢您！ 

回复：我认真、仔细看了。像这类问题，用药物是无法治好的，而且使用了抗精神病类

的药物后，又很难停下来，否则会引起反跳。你老公已经用药两个月，我会尽快处理，还可

以避免一辈子用药。先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纠正一下紊乱的共振频率，然后做针对疾病类的

灵力医学排列。这些手段我均是从四维时空的角度，做跨时空的疾病处理。忠正 2010-6-16 

5: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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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74条留言   留言者：旋转的木马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6 17:02:30

刚才我接到电话，了解了一下他今天的情况，他今天有进步的有几点：1.早上起来心情

不错，没有那么烦躁；2.中午他又困了，不过开始照常压抑自己不去睡，还说：“我的意志力

很强。”不过，没一会就自己躺下去睡了，睡了两个多小时。3.下午去见了一个朋友，跟他谈

开店计划，朋友说他的思路很清晰，而且计划很能打动人

第3279条留言   留言者：旋转木马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7 22:33:32

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的第3天，他中午睡了两个多小时，晚上十点睡觉，早晨7点多起

床；第四天（今天），中午睡了3个多小时，晚上九点就睡觉。（之前都不愿意午睡，哪怕再

困），请问老师，这与使用量子水有关系吗？ 

回复：这睡觉与量子共振信息水有关，用量子共振信息水纠正了他紊乱的共振频率，开

始改变了他极其兴奋的状态了，越来越向本源靠近。 2010-6-18 6:26:32 

回复：一下子睡多了，人好像昏昏沉沉的，没有前几天那么有精神了，心里有点放心不

下，老师，这些都是正常，没关系吗？ 2010-6-18 19:45:48 

回复：现在的状况很正常，前一阵他一直处于亢奋状态，长期处于亢奋状态的话人会崩

溃。现在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后，纠正了紊乱的频率，人就没有那么亢奋了。再观察一段时

间，如果睡觉时间还是特别多的话，那么抗精神病药可以慢慢开始减量，但不能一下子停药，

因为抗精神病药突然停药会引起反跳。 2010-6-18 21:07:50 

回复：自从接触信息水后，一直在留心有没有治疗心理疾病、精神疾病方面的案例。在

疑问量子共振信息水既然能治疗生理疾病，而治疗的根本又是纠正偏差的频率，那么按理也应

该可以治疗精神疾病，因为精神疾病应该和生理疾病一样，也一定都是频率偏差了，都属频率

异常。看了很多治疗生理疾病方面的案例，虽然在这些治疗生理疾病方面的案例中，也都有反

馈心理改善的信息，但毕竟还没有看到纯粹治疗精神疾病方面的案例，如：抑郁症，恐惧症，

精神分裂症等。这一个案例的治疗和反馈信息，让我看到了量子共振信息水在治疗精神疾病方

面的功效。为案例当事人庆幸，也为信息水喝彩！xianjuancm 2010-6-19 13:37:54 

第3286条留言   留言者：旋转木马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9 19:01:35

老师，他的现状现在都比较平稳，睡眠昨天晚上九点睡到今天早上九点钟。白天出去和

家人去逛街，买了几件衣服。中午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他的电话，他态度感觉有点急，匆匆的

告诉我他和家人在逛街买衣服就收线了。下午的时候跟他又通了一个电话，感觉声音平淡，语

气不太热情，还略带不耐烦，后来姐姐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因为我答应这个月给他发工资

但没有兑现。接着我又打电话问了姐姐他的情况，她说现在睡眠没有问题，但是眼睛看起来没

有精神，呆呆的，说话情绪上不急了，道理也讲得通，就是有些偏执。我一直也很迷惑，为什

么他一面对我的时候，情绪就会控制不住，弄得我现在都不知道打电话给他，到底要说些什

么。他现在觉得在家里比较无聊，不知道要做什么，想上班，但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也不敢

冒险让他做工作，希望平稳一段时间之后再做打算。

第3291条留言   留言者：旋转木马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20 21:19:58

老师，昨天他白天没有睡觉，今天中午睡了一个钟头，晚上都很正常作息（晚上九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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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早晨八点多），睡觉时间没那么多了，但是眼神还是有点呆，还是会说起他在飞机上救人的

事。很喜欢吃冰激凌。其他行为都看似正常。

第3297条留言   留言者：旋转的木马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21 20:24:21

今天他来电话，感觉他人开心了很多了，而且还能和我开玩笑了。早上他去了医院复

诊，医生说他有进步，同时今天也给他减药了。现在通电话感觉他都很正常了。就是在个别的

事情上偏执地保留自己的看法。

第3304条留言   留言者：旋转的木马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23 22:52:30

有两天没有留言了，这两天他出差去外地见朋友，还忘带了量子共振信息水，但是状态

都还不错，人开心了很多。在跟他电话的时候状态现在都很好，不再跟我乱发脾气或是不耐烦

了。公司业务需要也让他设计了一些封面，发现他现在设计的感觉会比以前抽象了很多，我们

都看不大懂。可能跟他现在的心情状态有关吧。老师他现在这样算是好了吗？ 

回复：从你的描述看，他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后，他的状况在一天比一天好转。再继续

观察，尽快安排做针对疾病的灵力医学排列，直至抗精神病药物也彻底停止使用。以上的方法

就是灵力医学的治疗方法。忠正 2010-6-24 8:10:39 

回复：所有人听他电话，都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2010-6-24 9:00:09 

回复：老师，我还发现了一点，就是现在他设计的东西和之前设计的感觉有很明显的不

同。 2010-6-24 10:05:33

（A6）女生离婚十二年，无法再同男性亲近（堕胎）

第3261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4 19:20:28

2010年6月14日，第四例（20100614D），女生离婚十二年，无法再同男性亲近。排列

中，有两个人感觉上吊的样子，而且两个人几乎同时倒地，而且一个人倒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后来一问，才知，是母亲和外婆先后上吊自杀，前后只相差几天时间。无法亲近的原因是有堕

胎的小孩。排列中有案主的代表，还有案主的另外一个部分的代表，还有一个案主的“潜意

识”的代表，案主的“潜意识”的代表总会去挡住案主去看男性。把那几部分整合了。这例正

式开始完整灵力医学排列。

（A7）不孕症（堕胎）

第326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4 19:27:36

2010年6月14日，第五例（20100614E），不孕症。案主说曾经堕胎过一个小孩，后来连

续自然流产过两个小孩，再后来一直无法怀孕。排列中，先倒下一个人，说是来报复案主来

的，而且一直骂案主，并且踢案主。后来又躺倒两人，那两个是自然流产的。那个说来报复的

那个代表，就是那个被堕胎的小孩，表情很愤怒。案主向那个被堕胎的小孩忏悔后，被堕胎的

小孩流泪了，才和解。原来是流产后，那个小孩来报复，后来就习惯性流产了，再后来就无法

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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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这例，医学上叫不孕症，西医、中医无论做什么妇产科检查，均找不到器质性病

变。只有去四维时空中去寻找原因，并且用跨时空的方法去解决。 2010-6-15 7:01:34

（A8）堕胎四个小孩，现在同男友的关系很不好（堕胎婴灵未安息）

第3263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4 19:31:25

2010年6月14日，第六例（20100614F），堕胎了四个小孩，现在同男友的关系很不好。

案主没有对其他人讲这些，只告诉了我。排列中自动呈现出倒下了四个小孩。代表堕胎的四个

小孩。当男女双方向这四个堕胎的小孩忏悔后，婴灵安息了，与男友的关系改善了。灵力医学

排列（灵排）。

回复：把这些四维空间中的，呈现在三维空间中，然后进行处理。就是跨时空事件（包

括疾病）处理。 2010-6-15 6:57:59

（A9）老婆要离婚（堕胎）

第326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4 19:52:01

2010年6月14日，第七例（20100614G），老婆要离婚。男案主说他老婆有外遇，老婆吵

着要离婚。排列中选了一位案主的代表，一位老婆的代表，一位老婆的情人的代表。排列中呈

现出，老婆与情人的关系非常远。老婆不看案主的代表，案主也不看老婆。但老婆的代表眼睛

看地上，问是否有堕胎的？男案主说曾经堕胎两个。让地上躺两个人，代表被堕胎的小孩，老

婆的代表说不敢看躺下的那两个人，男案主也不看。老婆代表不愿看，只好让男案主去安慰第

一个开着眼睛的堕胎的小孩。老婆的代表踢男案主。第二个堕胎的小孩也踢男案主。男案主怎

么安慰第一个堕胎的小孩，她眼睛均不闭上，并且说他心不诚。让男案主向堕胎的小孩长时间

下跪磕头，终于第一个被堕胎的小孩开始流泪了。当男案主向第二个被堕胎的小孩下跪磕头

时，老婆的代表开始看这两个堕胎的小孩，并且说如果没有被堕胎的话，现在18岁了。安慰完

两个被堕胎的小孩后，老婆的代表与男案主并肩站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当男案主真正内心向

这两个堕胎的小孩忏悔后，夫妻关系才能改善，才能不离婚。原来要离婚的真正原因还是在男

方身上，是男方下了堕胎的决定。作为总结，这例刚开始演示家庭系统排列（家排），后面按

灵力医学排列处理，与今天第一例（A3）对比，分解呈现灵排与家排的区别。

第3242条留言   留言者：南京的受益者   来自：南京   时间：2010-6-11 21:20:56

前些天陪美国回来的亲戚去江苏的几个地方旅游，因为天气热的缘故，亲戚的额头上长

了疖子，红肿得很快，又痛又痒。正好我随身携带了小喷瓶的信息水，平时出外是一定要带

的，可以随时应对各种外伤和炎症。当时立刻拿出来给亲戚喷了两下子。到了晚上又继续喷了

几下。第二天起来，疖子明显消肿了，而且痛感也几乎没有了。一天玩下来，又喷了几次，下

午回到宾馆的时候，那个本来红肿的疖子块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亲戚连称：神奇神奇！！说是

回去要好好拜读一下医生的大作呢。

第3266条留言   留言者：想做瑜伽的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6-14 2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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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老师又有新动向了，强打精神上来看看。今天下午去称了体重，47公斤，又少了1公

斤。厚着脸皮写一下，5月30日在深圳洗过一次澡，到现在回家半个月，只洗过一次澡，洗过3

次头。只是原先控制不喝共振水没能坚持。这半个月来，大概喝了4瓶。主食和肉类摄入还是

非常少，大概是身体需要更多的能量维持吧，我会渴望吃奶酪，买来在早餐时吃上一些很舒

服，现在吃以前的米线面条反而胃里不适了，午餐和晚餐基本以蔬菜为主。异常干渴必须喝共

振水的情况又来了，以前是清晨时分渴，现在是临睡前一小时左右（前天晚上开始感觉明显，

大概夜里10点多），试着晚餐时不吃盐，却干渴依旧。再有就是下腹隐痛，浑身酸痛（四肢、

头、颈、肩、背、腰），母亲看我实在难受，便顺着经络拔罐，按理说应该是有湿气寒气了，

但没有原先的水汽濛濛（以前这症状一拔罐，都会有水汽出来），罐印是红的，而拔罐过后只

会轻松十多分钟，过后浑身更加难受。母亲不敢也不愿帮我调理了，说这情况不知该如何。肌

肉无法放松，似乎被什么捆绑得紧紧的，胸腔会有刺痛。 

回复：最初大概是51—52kg之间。还有，昨晚梦到水了，在一个水龙头下面，有一个大

大的陶罐，里面的水蓄满了，很多人看到却没去管，我在梦里就总惦记着要把那些陈水倒掉，

可是自己力气小拖不动。梦归梦吧，现实中发现搬家时弄丢了自己的一小箱子唱片。不知是否

被母亲扔了（她确实常把自己看不惯的东西扔掉，可悲的是那东西却不是她的，不是她所理解

的），昨天我终于确信那些CD不存在了，母亲则以一贯的“无辜语调”说不记得了。那些唱

片，都是学生时代收藏的，没有一张流行歌曲，都是些和我的生活相隔遥远的探戈、歌剧、另

类曲子。曾自诩为能让我闭着眼睛让心飞翔的精神食粮，就这样灰飞烟灭。看来，为了我要的

音乐，我得逼着自己多和电脑亲密接触了。 2010-6-15 21:53:26 

回复：补充一点：梦里必须把陶罐里的水倒掉，让出空间，才可以打开水龙头继续蓄

水。水龙头是通畅的。 2010-6-16 14:50:07 

回复：这个梦与你实际状况很符合，那个陶罐代表的是你的身体，你必须把你的身体里

的水倒掉，让出空间，才可以继续蓄水。否则你的体重就减不下来。忠正 2011-1-1 20:21:05

第3271条留言   留言者：想做瑜伽的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6-16 15:05:39

现在和母亲的关系似乎更加融洽了，会有矛盾，但化解起来轻松了些；以前则是鸡毛蒜

皮的矛盾中，总感觉到孤立和敌意。我也奇怪，自己的珍藏宝贝被她当垃圾甩了，可除了难

受、遗憾和可惜，我对她却恨不起来，我想，这和五体投地有关，和共振水有关。而搬到新居

的这些天，母亲总说睡眠更香了，大概是心里安定大半，不过，她还不太主动去拓展圈子。而

我，从这么多年的病态人生中慢慢站立起来，大概需要很大转变，才能适应这社会，才能真正

活出自己的独立吧。

第327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17 21:16:11

今天英国一公司总裁来深圳寻找投资项目，翻译是一位在英国我曾经给她用量子共振信

息水治好病的。我们一起在幸福楼吃饭，给英国人做量子共振信息水的拉力试验很明显，饮料

变味试验也很明显，对方觉得很好奇。他说他的颈椎痛，因为压迫了神经，英国医生安排好

了，这次他回英国后英国医生给他颈椎手术安装支架，这样可以解决压迫引起的疼痛问题。我

让他试验把量子共振信息水水袋放在颈椎部位，也许英国人太绅士了，他说在公共场合一个水

袋放颈椎部位不好看，说晚饭后回酒店再试，我说，“你现在就试，如果你感觉到效果，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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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拿一些给你到英国去。”于是他把一袋量子共振信息水塞在衣服领子里外人看不见的地方，

大概十分钟，从领子里面掉了下去，他去捡的时候，发现颈椎已经不痛了，于是他说到我公司

看看其他产品，于是看了油公，说油公有油味，运输有困难，于是盯着要量子共振信息水在英

国销售，并说把我出版的书《爱的传递——量子医学、量子共振信息水与身心灵疾病治疗之探

索》、《回归本源——从巫术到家庭系统排列到量子共振信息水》在英国出版。期间，我拿出

霍金的《时间简史》，告诉他，霍金知道宇宙的四个力和四个场，我知道宇宙的五个力和五个

场，即第五个是灵力和灵力场。他们对偶遇这项发明感觉非常有收获。并且想拍摄我的灵力医

学排列处理疾病带到英国去。

第3295条留言   留言者：健康的生命   来自：杭州   时间：2010-6-21 13:42:21

有一次无意中通过了解，亲身体验过量子共振信息水。让我惊叹的是，好多年的颈椎

痛，竟然缓解很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把它放在枕头边，睡眠真的

非常的好。这个水真的太神了，一个多月下来，我现在颈椎已经根本找不到以前的那种酸痛的

感觉，人也精神很多，特别是睡眠好了很多后，别人都说我根本看不出有45岁，呵呵，真的太

感谢这个高科技的产品了。而我是来自杭州的，已经有多年的会议营销经验，现在整个杭州地

区已经有上千个固定客户群体，我想让更多的人能了解量子共振信息水，让更多的人能从量子

水中得到健康，让生活能更美好，让生命更富有活力。所以，我很想在杭州地区能代理这个量

子共振信息水，让所有因病困扰的人们，都能了解它，接受它，让量子共振信息水真正走进千

家万户。

第3293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21 11:43:04

2010年6月27日（周日），堀尾忠正在广州白云区有针对疾病为主的灵力医学排列。地

点：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276号（旧机场），广州民航大酒店7楼第一会议室。排列会场场地

150平方米。时间：6月27日上午9点开始。

第331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27 22:17:51

（A10）1、2010年6月27日，第一例（20100627A），从小恐惧（佛山）。

（A11）2、2010年6月27日，第二例（20100627B），习惯性流产和不孕症（堕胎）（广

州）。

（A12）3、2010年6月27日，第三例（20100627C），六岁女孩，智力、体格如四岁（广

州）。

（A13）4、2010年6月27日，第四例（20100627D），十一岁女孩严重偏食、老撒谎、偷

东西（堕胎）（广州）。

（A14）5、2010年6月27日，第五例（20100627E），自闭症，小儿多动症（湖南）。

第一例，处理恐惧。排列完案主就感觉轻松了。

第二例，是习惯性流产和不孕症，排列中很清晰找到了原因。

第三例，是一个六岁女孩，智力、体格如四岁，感觉各方面没有舒展开。排列完，案主

当即脸上放光，活泼可爱了很多，在场地上快乐地跑。

第四例，女孩，11岁，严重偏食，一年中只吃一个菜，成绩也是班上最差，老是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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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会偷东西。排列中呈现的是小孩承担了家族中很多东西。

第五例，来自湖南，男孩，七岁半，说是自闭症，多动症，整个过程中，父亲根本管不

住小孩。排列中呈现案主在找家族中失散的人。排列过程中，案主躁动明显减少，但感觉很焦

虑，在急切找人，似乎在找家族中失散的人。这例，案主没有使用过量子共振信息水，他们对

排列也是一无所知，是因为到处求医，找不到解决办法，广州的亲友听说有排列后，让他们务

必立即从湖南乘了火车来广州，到达时已经是下午，排列接近结束，没有能参加前面的练习，

也没有看到前面的排列，没有预约，强行要求加做一个排列，他们匆匆上阵，感觉案主父子两

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均不在状态中。现场的效果，比其他几例明显差。

本次排列中，多次出现打斗的场面，一位年龄很大的婆婆，排列中多次同人打斗，最后

一次打斗中，我担心她摔倒骨折，我中途换了年轻的人上去替换。

回复：今天做完排列，感觉自己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略）——幸福长在

2010-6-27 22:59:13 

回复：祝贺忠正老师的排列圆满结束。老师说不排列孩子，而这次你连6岁、11岁的孩子

都排了啊！我杭州这里的孩子，可都是高中生了。哈哈！xianjuancm 2010-6-28 8:12:07 

回复：是你凝固住的爱，在昨天的排列中融化开了，所以幸福、喜悦就出来了。忠正 

2010-6-28 8:24:46 

回复：我是昨天的第一例案主。处理自己的恐惧。处理完后，感觉自己的气足了许多，

轻松许多。——那天早上来时，我感觉自己随时会停止呼吸。——当时也有不同人问我：现在

感觉怎么样？我回答后，同时做解释，只是现在的感受，不知道过一段时间会如何，所以，需

要一些时间。云奕 2010-6-28 8:48:15 

回复：晚上回到家中，开始静坐。静静坐着，可以看看心中升起了什么，对自己的情绪

有何影响。平常，我静静坐着时，如果想到了特别想要去做的一件事，心就会急，会非常想马

上停止静坐。而今天做完排列，静静坐时，突然想到自己很想做的一件事，是想去做，但没有

一丝着急，人很平静，同时，我忍不住会心一笑：真是棒极了！我的焦虑在此刻完全不存在！

云奕2010-6-28 8:51:28 

回复：今天早上六点过几分起来的，比平常晚起来了半个小时的样子。起来后，又因为

有事，耽误了一个小时才开始做饭吃。这样一来，早上还有的事情全部推后了一个多小时，可

是，我却在每一个环节都不着急。——我的焦虑、烦躁完全没有出现！多么神奇！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云奕 2010-6-28 8:54:09 

回复：我在场外，周日的这个场和我们现实生活极度相同的了，混乱的，“复杂的”。

年龄从68岁到1岁半，人数是20名左右。下午场外和案例中的6岁智障孩子、11岁的偏食孩子，

7岁的自闭孩子都有短暂的接触。

1、6岁的智障孩子，完全感觉不到她智障。但是个没有灰色地带的孩子。

2、11岁的偏食孩子，抢食旺旺饼干，看到干脆面吃完还问我在哪里买的，然后自己去买

了。偏食，我没想到。——深深地感到，孩子就是我们自己的镜子，从孩子身上窥视到一个真

实的自己。孩子们看排列说：看不懂，不好看。

3、7岁的自闭孩子，长得相当的帅。看到他就想让我讲这些：我的宝宝第一次吃奶，就

在我体内每个细胞种下了“地雷”；第二次吃奶，就在每个细胞里放下了计时器。当第三次吃

奶前我身上的计时器开始如闹钟般响起，全身的焦虑，就如同这个孩子，如无头苍蝇般到处乱



第五章 灵排记录（未录像）

203

撞。当我抱起孩子喂奶的时候，世界开始平静了。那种每分每秒都鸣响着闹钟，身体似乎暗示

着地雷很快就要爆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日子，到底要推动我们做什么呢？——皇帝的新装 

2010-6-28 9:46:11 

回复：今天早上，也不知为什么，心情很好，总是很开心。云奕 2010-6-28 9:54:10 

（A10）从小恐惧

2010年6月27日，第一例（20100627A），从小恐惧。

第3319条留言   留言者：云奕   来自：佛山   时间：2010-6-28 10:15:06

2010年6月27日（周日），在广州老机场民航大酒店堀尾忠正导师用灵力医学排列，跨时

空处理重大疾病。我参加了此次排列，并意外获得机会，处理了自己的恐惧。（当时还有两位

来自英国的来宾在场）。

回复：排列开始了，老师叫我选择一个代表，代表我自己。而我坐在场地最前方，隔着

一段距离看着场地中央将进行的排列。老师说，等排列进行到一定的时间，我看明白一些内容

后，再上场。老师请了十来位朋友围成一个圈，把我的代表围在中间。大家双手自然放下，

听从老师的引导，静静地等待有力量推动着自己移动，完全不需要思考。很快，有人开始快

速移动，有人开始慢慢移动。再过一点时间，有人坐下……有人倒下……场上的灵力开始发

生作用了……我的代表会不时地朝着我笑，可以看出，对方带着好玩有趣的心态在排列中。

可是，不多久，我的代表便笑不出了，随着排列，有了不同表现。这应当是她更为进入状态

吧。灵力场的力量在那时变得好神奇……我坐在场外，看到有的人，心中很生气，想去打她。

看到有的人，很纳闷，不理解发生了什么。而在排列进行中，我的心中不断想起曾经家庭中自

杀的人来，某某亲戚或长辈、是何年何月、因何原因、通过何方式自杀的……当时我多大、在

哪、我的心情……一一浮现，而与此同时，场地上连续出现了有人倒下。灵力场的力量真是不

可思议……我在场外，清楚地看到不同人在不同时候表现出不同的情绪状态，虽然大家没有语

言沟通，可是，看身体与表情的反应，知道有的人在那时开心或痛苦。灵力场中的灵力通过不

同的代表表现了出来……:真相慢慢呈现出来。我能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我与场上的我的代表

的情绪有许多同步。我的代表笑时，我亦会笑，我们还会四目相对地笑。我的代表难过时，我

亦会难过，也有过多次四目相对的时候。灵力场中的灵力，就是这样影响着我与我的代表……

排列进行到有三个人倒下、其它人以不同方式站在各处时，老师过来问我：是否看明白？回

答：不明白。只感觉那时心情很沉，同时有不解。而我的代表亦早就不笑了。老师随即叫我上

场，进入场内。我对一位代表很是不满，我开始推她，打她，追赶她，开始，她跑开，尽量摆

脱我，后来，她开始防范，甚至动手打我。对于此，我一开始在没有进入场之前，感觉我对她

有对母亲的恨。可是，渐渐感觉又不是，什么情绪都没有了。大部分时间，我对她没有特别的

感觉。她背对着我时，我能从她的身体反应看出，她好长一段时间很难受，有时呼吸变得很大

很粗，有时身体明显扭曲。她那时心里有什么在翻腾。后来，我进入场地，又对她产生了对母

亲的恨，于是动手打她。后来，感觉有了变化，不是对母亲的恨。尤其是她开始动手打我，她

的表现更像是个异类、异物。老师解释说，她的动作是上下来回表现出来的，与普通人不同，

而她在四维空间，三维空间的我们是看不到她的，所以，她打我时，她影响我时，我与我周围

的人根本看不到，这样一来，也就难以明白我的恐惧是怎么来的，去看病或咨询的话，也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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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手。而通过灵力场，将三维空间与四维空间接结上，呈现出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并给予处

理，问题就消除了。对于那个，老师的处理是，叫我带着爱，走向她，并向她说，我爱你！这

些，我能非常自然地做到，而当时，她就笑容满面地握着我的双手，非常友好，非常开心……

我当时忍不住脱口而出：我们俩就差今天这一步！那一刻，我十分清晰地感觉到，老师说的非

常非常正确，的确，对她，只要和解，一下就可以消除我们之间的问题。要知道，这个她，我

打她，都是较轻的力量打的。可是，她打我时，非常用力，不停捶我的背，当时那个痛……我

的天，她，就这样，几秒钟解决了。灵力医学，绝了！而我自己，不知道怎么的，在进入场，

在她躲避远之后，向场上所有代表跪下，以礼敬佛的大礼，向他们跪拜，并在心中说出了心里

想说的内容。内容的大意是：我们都来明白真理，我们共同走向了觉悟。这个过程很慢很慢。

因为我完全在状态中。灵力在此时，完全影响着我……老师在之后带着我，向倒在场中间的两

位一一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说的时候眼睛是需要看着对方的眼睛的。我只感觉她们是逝

去的人。但不知道是谁，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向她们说出这些话语时，感觉到对方是想什

么，有不满，有不接受。果然，我重复了好几次，慢慢地，对方才一一闭上眼睛。老师解释：

对方接受了，所以闭上眼睛，安息了。最后，与躺在场地边的一位倒在地上、不时会踢踢脚的

沟通。内容还是：我看到你了。我爱你。说的时候眼睛依然是要看着对方的眼睛。我一走向她

时，看到躺着的她，怎么那么清晰地感觉到，她像只动物？这一位，有些烦我，挥挥手说：走

开！走开！一翻身，背对着我。我又说了两次。老师解释：她回应了你。说明她已经听到我所

说的，你可以离开了。排列也到此结束。 2010-6-28 10:18:53 

回复：“我的排列中，融入了自己的发现，三维空间、四维空间、灵力、灵力场、量子

共振信息的传递，另外就是海灵格的理论，加上我对巫术的研究。”——从昨天的亲身体会

中，体验到了忠正老师的排列内涵。——非常意外，非常惊讶。忠正老师的排列，极少语言，

很简单，问题呈现出来后，处理起来也好简单。简直难以致信。 2010-6-28 10:31:27 

回复：近几年我做过治疗无数。李中莹老师号称中国排列第一人，我是他的学生，同时

参加了他的排列工作坊，前无古人的连续三个月做了三次。2010-6-28 10:43:30 

回复：在此之前，我做过催眠治疗，做过普通的心理咨询，面对面语言沟通式的，做过

完形治疗，做过NLP的治疗……给我做治疗的人，都是有名，有势力的老师。包括中山医科大

学附属三医院的，国宝级的教授黄铎香，我亦是他的学生。 2010-6-28 10:43:46 

回复：之后，我又做过重生治疗，郑立峰老师给我做绘画治疗，直接处理与死亡的治

疗，台湾林宪宗的第一个大弟子黄馨仪老师给我做的一天半的“深层沟通”，中国大陆第一

个获得深层沟通师资格的侨国龙给我做的“深层沟通”，侨国龙亦是我的同学。 2010-6-28 

10:44:06 

回复：在这几年中，还有民间颇有名气的“半仙”给我做过治疗。也请“半仙”给我做

过“回溯”，通过回溯前世来处理自己的问题……还专门做个个人专场的“心理剧”治疗。国

外的导师专门给我一个人做治疗，请咨询师为我做配合…… 2010-6-28 10:44:35 

回复：还有的，是在网上我找到的不同地方的咨询师，这些人中，只有一个人没有被人

吓退。说只要愿意，随时可以上线，向他诉苦，可是，光诉苦，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呜呜

呜……还有的，都记不得了……太多了。 2010-6-28 10:45:46 

回复：这几年，不但自己做治疗，还参与相关的治疗工作坊，做替身。体验甚多。不

仅如此。通过种种治疗效果甚微的我，没办法，大量的，长期的诵经，禅修。 20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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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13 

回复：与此相比。忠正老师的治疗方式，不论是量子共振信息水，还是灵力医学，还是

堀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方法……都非常独到和吸引我。 2010-6-28 10:49:05 

回复：此次，抱着试一试、有机会便参与的心态，只提了一下说处理恐惧，结果有了机

会。治疗后，我会花一些时间去观察自己的变化，时时上来与大家分享我的情况。 2010-6-28 

10:49:30 

回复：感恩。祝福每一位朋友幸福、快乐！ 2010-6-28 10:49:43 

第3324条留言   留言者：云奕   来自：佛山   时间：2010-6-28 18:24:18

今天中午切菜时，看着刀，不知怎么的笑了起来，像小孩子“做家家”游戏一般，很开

心，很好玩的感觉。看着锋利的刀刃，心想，就是刀切在了手上，也没有什么呀。想完，继续

笑了起来，好开心。以前，手提起刀时，心中不但恐惧，手会不停地抖动。——平常，桌子的

桌角都会让我不安……我长这么大，几乎不做饭，也不会做。好多年，我都不进厨房。——里

面的许多用品尤其是刀，太吓人了！ 

回复：这说明昨天我给你做的排列已经解决了你的恐惧问题，包括对刀的恐惧。通过跨

时空，在四维空间处理，才能解决问题。忠正 2010-6-28 18:43:48 

回复：谢谢老师。我今天一天，老是会笑。不知怎么的，轻松开心。我会继续观察。感

恩。 2010-6-28 18:53:24 

回复：今天午休，我连续睡了三个小时。后来，中国电信打电话来，吵醒了我。那时，

我还不知道自己睡觉多久了。只觉得，怎么有人这个时候来影响我？真想再睡一会儿。呵呵

呵……人真的好轻松。 2010-6-28 19:24:28 

回复：我变柔和了。——昨天明显感觉自己变了一个状态，比以前柔和了许多。对人对

事，都不急不躁，慢悠悠的。与以前的一同事说话，我们双方都发现我非常“娇气”，斯文。

他当时还笑话我：“我不是你老公！”我非常明显的愿意亲近身边的人。——我可以友好地握

住对方的手，温和地看着对方，说很关心人的话。用词也不一样了，词句间不时让自己感受到

轻松、舒适、乐观、略带幽默。——以往，我硬梆梆的，冷言冷语，总是与人保持距离，常常

回避人，内心常有说不出的恐惧。有时下楼梯，突然心中好恐惧好恐惧，心跳加快，脸都发红

了，不知有什么在影响我的心。我从小学时开始到今年经常在睡眠中惊醒，原因只有一个，梦

中，我突然从梯子上跌下来。昨天晚上给忠正老师打电话，我慢吞吞的与他说话，结果，他

说：你有什么事？赶紧说！哈哈哈……哈哈哈……老师面对我的“慢三拍”，急上了！今天早

上起来后，做事的动作比平常慢了好几倍，一点儿也不担心自己没有按时做想要做的事。吃早

餐用了半个多小时，好像“猫咪”一样慢条斯里的。心中还会琢磨：我的老板要是个急性子怎

么得了？我要找个斯文的老板。呵呵呵……心情轻快而浪漫，心中老是会哼着轻快的歌。“面

对，这个世界，是甜蜜的冒险……”温和，柔情，是这个季节，我的主打词。今天早上，也不

知为什么，心情很好，总是很开心。今天早上刮水果皮。不小心刮到了左手的中指上。当时

的反应，相当平静。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似的。接下来又不小心，削皮器又刮到了左手手背上，

更是像什么都没发生。我当时停下来，感受了一下。就是没有什么。一切如没有发生什么。 

2010-6-29 8:09:47 

回复：说到刀具，我恐惧的不是一般，对伤口和血也是，非常恐惧。我拿着刀时，手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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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厉害，看到别人身上的伤或血，吓得要死，心脏在那时痛得没办法形容。有时自己手上有撞

伤，人就会烦躁不安……2009年我在唯识深层沟通中处理这种恐惧。我告诉老师我现在看到刀

了，我非常害怕。老师一再问我害怕什么，问了几十次，我也说不出来，最后只好处理其它问

题。当时，我能告诉老师的有限，老师能给我的处理亦有限。呜呜呜……回来后，每当我拿

起刀时，我就把注意力放在右手上，注意自己的手在抖动，这种反应稍稍有了改善。——我

拿着刀手抖动得最厉害时，整个身体都不能正常协调。要等好久才能恢复平静。 2010-6-29 

16:20:22 

第3340条留言   留言者：云奕   来自：佛山   时间：2010-7-1 15:43:33

2010年6月27日（周日），堀尾忠正在广州老机场民航大酒店针对疾病为主的灵力医学排

列。我参加了此次排列，并意外获得机会，处理了自己的恐惧。回来后，观察到今天的情况记

录如下： 

回复：这几天的变化：

1、讲话慢吞吞：大部分时间，讲话慢吞吞的，心中很悠闲。不担心时间不够用，不担心

对方有意见。以往，追求高效率的我，斯文了起来。我自小敏锐、讲话速度惊人，加上恐惧讲

话更是快，现在，一切都慢了下来，不急不躁。

2、恐惧人的感觉不存在：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恐惧人。我常常会绕着人走。即使如此，

我绕开别人时，心中还是恐惧不已。我怕靠近别人，怕打招呼，我绕行时，又恐惧别人注意到

了。恐惧上加恐惧，别提有多难受。去年暑假，我与朋友芹去看望她家的亲戚，与两位性格温

和的女性朋友，及一位小朋友在一起聊天玩耍，我竟然全身发抖，我一边克制不让对方注意

到，一边心中着急与沮丧，那情形下，别提多煎熬。这让本来不愿意与人来往的我，更是封

闭。春节时，我与新认识的朋友聊天。她们都好关心我，可是，我却恐惧得没办法与她们近距

离说话。无论对方如何关心我，我只能站在门外，隔着没有完全打开的门，听她们说二分钟，

便离开，我恐惧得要命。我心定了定之后，再返回到门口听她们的关心词……就这样，反复了

许多次，我才小心地坐进房间，慌张地四望，不到三分钟，我起身再次离开，边走边说：我很

快回来……恐惧……晕死……当时的场面，看到的人，难以相信，这是怎么了？一个成年人，

面对女性朋友的关心，竟然没办法靠近别人坐下来听一听……而现在，我与朋友相处，不但没

有恐惧，我还不由自主地微笑，很愿意靠近对方。我的朋友祥是一位成功的企业老总。他性格

粗犷，很容易走极端。以往与他相处，发个信息，我都要小心翼翼，生怕哪里说的不对，他会

不高兴。我与他一起吃饭时，不敢多看他，正襟危坐……我极怕别人对我有看法，排斥我，不

接纳我。我恐惧……而这次排列之后，我与他一直保持联系，不是说共振水的事、忠正老师治

病的事，就是说其它的事。——他约我面谈，我说病了，他回我：你是真的病了吗？我回他：

你是不相信我呢？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人家病得厉害，不好好关心关心，还妄想一堆。哈哈

哈……我不担心他不相信我，我不担心他对我的回复不满，我不担心自己讲话不够好听，我不

再委曲求全。我还可以自然地责问他。外出，与陌生人讲话，我很轻松，自然，温和。我甚至

担心自己的微笑会惹来“误会”。呵呵呵，心情太轻松了，与人相处，很自然很自然，很开

心。现在，我与人相处，身心舒展，轻松而自信。仿佛出笼的小小鸟。好快乐，好快乐！这些

天，类似的事还发生在与忠正老师身上。我可以自然地质问老师对我的态度怎么会是这样。我

好开心，我不再恐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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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再急着回家、接看电话。前天下午和昨天外出办事，结果没有办成。于是，慢悠悠

地站在那儿，想，还有哪儿可以去的？我不再如以往，一出门就会想几点要回来。一出门想要

快点办完事。我急。回家时，仿佛在逃回家。不知恐惧什么。有人打电话找，尤其是发信息找

我，我一听到电话声音，就急上了。有信息没有打开看的话，就急得不行。现在，我慢下来

了。慢到，不看也没关系。——天塌下来，不是还有高个的顶着嘛？

4、可以平躺着睡觉了。这些天，每天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观察我的肩膀。我绷得太

紧了，肩膀扭在一起，没办法自然舒展。我走路身体不能放正。最要命的是，我自小学三、四

年级以来，根本没办法平躺着睡觉，我躺下时，肩膀是扭在一起的，就是放松不开来。不知道

我在要命什么！——这些天，我一边记录，一边用心观察我的肩膀。松了。可以平躺了。解放

了！

5、四、五岁时的恐惧。在四、五岁时（我三岁前开始有记忆，二岁多的事情如今仍记忆

犹新），晚上，妈妈和哥哥在房间里与我说话，我站在门外，门关着，灯光从窗户射出来，照

亮我身边的空地，而我却好恐惧。前些年，一个人在家，晚上关上门窗，晚上依然害怕。有时

不敢睡觉。尤其是在下雨的夜晚。可是，我四、五岁时，晚上，天黑了，妈妈常会有什么事，

想叫哥哥或我去告诉某某家的人，于是，哥哥会逞能，抢着要去，于是，他去。可每次，都是

哥哥半路上返回来。我再去，顺利完成任务。那时，要走很远的路，在没有路灯的情况下，摸

黑，我却不怕……怪了。恐惧，再见！

6、不再怕刀。这几天用刀的时候，动作非常快，仿佛不是拿的刀，而是一块木头。没有

恐惧。连续两天中午切水果时，都感觉自己漫不经心的，于是在心中对自己说：嗨！小姑娘，

要用点注意力呀，不害怕刀，也别太马虎，小心伤到自己。

7、不再恐怖伤口、血。前天下午去小芳那儿后，悠闲地散步又去见了刚刚下班的琴，考

虑到肚子饿了，于是见完面就去公交车站坐车，准备回去做饭吃。那时大约六点。我上车、投

币、转身站在门口，面向车厢后。这时，坐在最前排侧向座位（最前排通常有几个座位是面向

车身侧面的，不是面向车头的）的一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左眼睛通红通红，可能是受了

伤。我第一反应就是：如果他用量子共振信息水会好得快些。当时，没有害怕，没有回避，只

是觉得他这眼睛，红得也太厉害了，不像一般的红眼病或一般的受伤，恐怖片中化妆的效果，

也不及他这个情况恐怖。后来有人下车，我有机会坐了下来，我坐在他侧面，正好可以一直看

到他侧过来的左眼睛，有时他会无意的转过来与我对视，我的心一直很平静，没有什么恐惧。

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我第一反应就是恐惧，我的心会揪在一起，痛，难过，不敢再看，想逃

走，挣扎，焦虑不安，眼睛发红，眼泪自然溢出，并且，过后久久想起，都不得安宁……现

在，没有恐惧，没有焦躁，全世界都平静下来了，我的心，好畅快…… 2010-7-1 15:48:53

回复：忠正先生的灵力医学很奇妙，由衷替您的改变感到高兴。有机会一定要参加。 

2010-7-1 16:22:45

回复：衷心祝福云奕！好人一生平安！感谢忠正老师的无私大爱！ 2010-7-1 20:16:46

回复：我的恐惧人和害怕夜晚跟你差不多，你用了共振水了吗？——手机生活 2010-7-2 

10:53:21 

回复：楼上的朋友你好。我有用共振水，用过一年多了。 2010-7-2 15:33:44 

第3384条留言   留言者：云奕   来自：深圳   时间：2010-7-14 9: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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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正老师你好，我的恐惧处理后，我的“静”持续在稳定。这些天，不断与人交往，发

现自己的确变了好多。温温的，静静的，淡淡的。我没想到，这么快我就可以有这样的状态。

意外！感恩！平静。

第3404条留言   留言者：云奕   来自：佛山   时间：2010-7-25 23:25:57

2010年6月27日（周日），堀尾忠正老师在广州老机场民航大酒店举行了针对疾病为主的

灵力医学排列。我参加了此次排列，并且处理了自己的恐惧，到目前的情况记录如下： 

回复：沉淀了十天，现在再来感觉自己应用忠正老师的“灵力医学排列”处理恐惧后的

变化，发现自己明显更“静”了，更“稳”了，以往的畏缩、狂野几乎消失。见到众人敬爱的

她，我非常平静、平常，没有敬畏与仰慕，没有恐惧与畏缩。见到多位熟悉的朋友，不再如以

往那么主动积极去交流，不再如以往去靠近别人，让人喜欢我，一切，很平静，平常。2010-

07-13 2010-7-26 6:38:17 

回复：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如此接受自己，就是在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这段

时间。不知是不是完全因为灵力医学排列所带来的效果。2010-07-13 2010-7-26 6:38:50 

回复：整个人的状态，如疏通的水，最初欢快的流淌，后来慢慢积成宁静的池水，让我

轻松自在，让我舒展快乐。2010-07-13 2010-7-26 6:39:15 

回复：恭喜云奕！谢谢忠正老师！——心怀感恩 2010-7-26 18:36:41 

回复：关于在排列中的“暴力”行为： 2010-7-26 18:39:57 

回复：在排列中，我曾感觉自己似乎处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状态中。需要放倒人

时，我“感觉”就来了。自己累得半死，甚至擦伤皮肤，可就是停不下来。仿佛因为自己体内

的恐惧正不断释放，而排列中又需要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来完成“放倒”他人这一光荣使

命，一“共振”，我就在那时“暴力”上了。 2010-7-26 18:40:15 

回复：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刚刚会说话，老是在别人靠近我时大喊：打我了！打我

了！搞得托儿所的阿姨不敢靠近我。 2010-7-26 18:40:30 

回复：这也让我想起五月上旬在山上帮人砍柴时的“爽快”心情，那时自己手拿生锈的

破柴刀，却如武林至尊“削铁如泥”，心情无比畅快，痛快。难道也是释放恐惧所致的畅快？ 

2010-7-26 18:40:41 

回复：这还让我想起这次排列结束后，我去银湖汽车站的路上，边与××说话边打他的

头的场景，那时我先是轻轻打他的头，后来打的力量越来越大，我边打，边感觉怪怪的，反复

问自己为什么不停下来，后来，实在受不了自己这过分的行为了，才停了下来。难道也是在释

放恐惧？ 2010-7-26 18:40:55 

回复：在我处理恐惧的排列中，“鬼”的角色有可能转换成妈妈，后来又转换成妈妈，

这一变化过程是否是灵力自动平衡的结果？ 2010-7-26 18:41:15 

回复：排列中，我与这个来自朝鲜的代表语言不通（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当时她听不懂我

们的语言的），却与“她”融洽和解，那么，是否不仅仅是“鬼”带给我的恐惧会因此消失，

“鬼”带给我的相关影响也会消失？ 2010-7-26 18:41:27 

第3417条留言   留言者：云奕   来自：佛山   时间：2010-8-1 19:34:28

2010年6月27日（周日），堀尾忠正老师在广州老机场民航大酒店举行了针对疾病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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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力医学排列，我参加了此次排列，并且处理了自己的恐惧，到目前为止已经35天。新的情况

记录如下： 

回复：中午的阳光从窗口射入房间来，室内一片光明。我蹲着，洗手，感受着这明亮的

阳光。突然一个念头使得我把洗手的盆子挪了挪，这样一来，阳光直接照在了红色的盆子上，

红色立刻映满房间，“红光”洋溢，带给我吉祥、温暖的享受。我事先知道会有“红光”满室

的情形的。这同时让我想起自己一直怕红色的心理来。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怕红色。如，我

见到别人穿红色的衣服就会惊讶，焦虑不安、害怕，紧张……感觉要爆炸，很快远离。我自

己更不敢穿红色的衣服……而今天，我明明知道红色的盆子放在中午的阳光下，红色立刻会

映满房间，可我却这样做了，不但不害怕，还会觉得很吉祥！同时，自己很享受。以下是关

于我对自己伤口、自己流血、血的改善情况的记录：7月27日不小心划破了皮肤，伤口不算很

深，却很宽，流血。伤口正好贴着内衣，连续两天都在起床后粘在内衣上，一拉，伤口又出血

了。我的心很平静，除了希望伤口不要再粘在内衣上外，并没有害怕、不安。今天出鼻血，量

少。我面对血亦好平静，如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上午从外面回来的路上，我路过血站，于是

兴奋地对同学说，我过两个星期要来献血。同学说：好呀，到时一起来献血。以往我怕血，怕

伤口，怕得要命。做过灵力医学排列后，再面对类似情况很平静，现在亦很平静。 2010-8-1 

21:03:15 

第3471条留言   留言者：云奕   来自：佛山   时间：2010-9-2 18:04:47

2010年6月27日（周日），堀尾忠正老师在广州老机场民航大酒店举行了针对疾病为主的

灵力医学排列。我参加了此次排列，并且处理了自己的恐惧，到目前的情况记录如下：

今天是2010年8月30日，是再次参加完忠正老师深圳8月28、29日两天的灵力医学排列后

的第一天，是参加完忠正老师广州2010年6月27日的灵力医学排列后的第64天。——不知是

不是前面两天太累，早上起来得好晚，八点半才出去吃早餐，平常我六点半到七点之间吃早

餐。而中午不到二点开始午休，直到六点半才清醒过来。中午做了好久的梦，一点不觉得做梦

累，也不觉得做梦影响到了睡眠质量。梦中，先是呈现出亲人们对我目前状况的关心，他们

很关心我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在于他们，可能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对我，当然

不是。……然后，我回到了读书时代。……这一次梦中回到学生时代，遇到了许多以往学生时

代梦中没有过的问题、麻烦，却没有了以往的恐惧与紧张。以往，在梦中，仅仅面对功课、考

试，我就会在梦中紧张、恐惧，且这种情绪会延续到醒来之后好久一段时间。难受死了。……

两个星期前，路上遇到有人穿红色的衣服，阳光下，觉得穿红色衣服很舒适，很温暖，同时会

觉得，自己的心也可以年轻十多岁，穿穿这种红色的衣服。两个星期后，在这次排列中，又见

到两位穿类似红色衣服的，相同的感觉也升起了：这样的红色不错，如果颜色能再红点就更好

了。——云奕 

回复：以前的相关记录片断：回复：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怕红色。如，我见到别人穿

红色的衣服就会惊讶，焦虑不安、害怕，紧张……感觉要爆炸，很快远离。我自己更不敢穿红

色的衣服…… 2010-8-1 21:04:01 2010-9-2 18:05:57 

回复：早餐后，静静地坐着，脑海中出现许多画面，去坐地铁（这是我觉得非常浪漫

的事情），去逛街感受不同的人与事（我逛街不太有兴趣购物），去散步（我特别喜欢的事

情），都希望身边有个人陪着，不需要太多的话语，陪着我就可以了。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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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我对人的恐惧消失得差不多了。……昨天还想到，要是有人与我谈

合作，合同中要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温柔地同我讲话。大吼大叫的同我讲一次话，

就得赔偿我2000元！呼呼……俺现在喜欢温柔、柔和。从排列结束，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喜

欢温柔、柔和。2010-9-5 16:37:51 

（A11）习惯性流产和不孕症（堕胎）（广州）

2010年6月27日，第二例（20100627B），习惯性流产和不孕症。

第3339条留言   留言者：云奕   来自：佛山   时间：2010-7-1 8:54:45

2010年6月27日（周日），堀尾忠正在广州老机场民航大酒店针对疾病为主的灵力医学排

列。其间，我参与了第二例案主的排列，排列后的体会，与我心中的认识产生了共呜，亦与案

主的认识一致。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回复：第二例排列开始了。案主代表先上场，周围的观众随后上场，按老师的引导围在

案主代表外，形成一个圈，放松，静静等待有力量推动自己……:我站着，身体很轻松，一分

钟的样子，我身体开始有感觉，有什么东西影响着我。我用心保持站立原地的姿势，感觉却不

舒服，再试试用心站好，还是不舒服。坚持了一会之后，我开始移动身体，这样，我的身体感

觉好了些，随着移动，那股说不出力量有变化，不明白是什么，只好再移。我移动得慢，当我

移动到观众座位时，移不动了，椅子挡住了我，我不知怎么的，用腿推了推椅子，希望有退

路，可是椅子只被推动了一点儿，我干脆就站在椅子边不动了。就这样站着，不到三十秒，我

突然叹息了一下，坐了下去。坐着，坐不稳，调整了几次坐姿，感觉很不舒服。不知怎么的，

我突然向后一仰，毫无顾虑地躺了下去（我穿着白色的衣服，平常会怕弄脏衣服，绝不会随便

躺在地上的）。躺着，闭上眼睛。这下，我感觉一切正常了。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了。我

静静躺着，听着周围的动静。有人移动，有人哭泣。当排列的移动、变化停了下来。忠正老

师带着案主进入了排列中。远远地听到案主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你永远在我心中……

呵呵呵，呵呵呵，我听得心花怒放。感觉无比舒畅，幸福。我知道这是对其它人讲的。我在

想：即使不是对我说的，我听到有人这样说出，感觉就幸福得不得了！有人接受我，这是多么

幸福的事！我边听，边乐得笑，心中甜蜜得如喝了蜜糖。案主又在对另一位说相似的内容：我

看到你了。我爱你。你永远在我心中……我边听，边再次陷入幸福甜蜜之中。我乐得不停笑。

我的眼睛仍是闭着的。我心中升起一个念头：要是对我说这样的话就好了。我渴望那个人过来

对我说。案主又在对另一位说相似的内容了。我边听，边开心，突然我感觉自己已经等待太久

太久，对方都没有过来对我说这些我渴望听、我喜欢听的内容。我心中有些不满了……:随着

时间，我心中越来越不满……终于忍不住，我睁开眼睛，扭头，看着场地另一边的人。我在找

说话的人。她在哪儿？怎么那么慢？为什么还不来对我说说这些内容呢？我等了好久了！真是

气人！……我心中很不满了！我生气了！我有意见！……我心中一边不满、抗议，一边睁大眼

睛到处找人。我费力地伸长头，看到一个代表挡住我的前面，就有说话的那个人，她还在那么

磨什么呀？还没完！还不过来！火大……我看到了老师，他看看我，再看看我，没有说话，我

看着他，我的的眼中充满了怒气！我希望老师明白我的意思。:终于，等到了那个说话的人过

来。我却不想看她。我气极了。我看着老师，用眼神表达着我是很生气的。老师叫案主看着我

的眼睛，对我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我听了怎么没有感觉？我是那么渴望听到她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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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的呀。我甚至不愿意看她。我盯着老师的眼睛，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案主跪着，再次

对我说同样的内容。我不满地看着她，皱着眉头，摇摇头，表达着不愿意接受。我同时看看老

师。老师又引导对方说了类似的说。对方跪着，弯下腰来，抱着我，哭了，她深深的忏悔着。

我不知怎么的，突然长长叹了一口气，全身慢慢变得很软，很软，我抱着她的手绵绵的松垂下

来，落到地上，我的眼睛闭上了，头无力地摆到一边。我的心中当时很静，很静，什么意见也

没有了。渴望、欢喜、希望、不满、怒气……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案主还没有停下来，她不

停地摸着我的头发，不时地挨挨我的脸，抱抱我，泪水流到了我的脸上、身上。她嘴中不住的

说道：对不起……我当时……真的对不起……我……案主“意犹未尽”。过了好一会，我想，

我的发型呀……泪水可不可以不要弄湿我呀……可我无力与安息的状态让我没有做任何行动，

没有任何表达。就这样，案主哭够了，才慢慢松开我。离去。排列也由道歉结束而结束。这个

排列结束后，案主又过来与我说话。她满脸笑容。看得出她的释放。——她轻松、快乐。旁边

的人问我：你当时是代表的什么？案主抢先回答：是……。她心中好明白这一切。这个排列，

让我很清楚地体会到，生活之中，注意不要与人结怨，不然，会留下“结”，久久影响着我们

的生活。而案主与我的一番交流，更是让我看到，她与我一样，也是这样看待问题的。她用的

词语是“因果”。我用的词语是：结怨。在日常生活中，我一般不与人提到佛学上常用的词。

生命的故事，无声的启示着我心。 2010-7-1 8:56:21 

回复：今天做完排列，感觉自己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记得半年前接触心理老

师有问过我最开心及最痛苦的事是什么，我想了很久，最开心的事：初恋时的感觉？赚到第一

桶金？买第一套房？结婚？等等，好象也不是太开心，因为好象都没什么印象了；痛苦的事：

约10年前与初恋男友的分手及两年中2次的流产？2009年带大我们的外婆的离去（外婆98岁过

世，为了照看我们兄妹5人，使得舅舅、舅妈对外婆产生极大怨恨，直到去世都没对外婆好

过，我从18岁自己赚钱以来，就一直在承担外婆大部分的费用，所以外婆过世时，看到舅妈她

在那里哭，觉得好虚伪，觉得外婆走了对她是一种解脱，哭不出来）——幸福长在 2010-6-27 

22:59:13 2010-7-1 9:03:02 

回复：去年6月，结婚6年好不容易怀孕，66天时得知孩子听不到胎音，在那漫长7天的确

认过程中，看到同病房其他人因为孩子的稍微一点问题都要痛哭，而我想哭却哭不出来，等等

痛苦的事，过一段时间后，好像我都忘了。自己也一直纳闷从小到大，好像好的坏的事，我都

统统很快忘记，也不愿意去想，心理老师说我好象与什么东西有隔离，按常理来讲，我现在除

了没有孩子外，其他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幸福，这两天与堀尾老师接

触，特别是排列完后，觉得自己很幸福！祝愿幸福长在我心！真心感谢堀尾老师！——幸福长

在 2010-6-27 23:16:48 2010-7-1 9:03:41 

回复：是你凝固住的爱，在昨天的排列中融化开了，所以幸福、喜悦就出来了。忠正 

2010-6-28 8:24:46 2010-7-1 9:03:51 

回复：是的，与先生结婚这几年来，常常觉得先生不爱自己，自己也不爱先生，也时常

觉得自己连自己都不爱（举例：这么多年来，一直不喜欢穿衣打扮，一年买1—2次衣服，化妆

就更不用说了，就算偶尔心血来潮买了化妆品或开了美容卡，常常用不完或半年才去一次，所

以当第一次见到堀尾老师，与老师对视自己喜欢或讨厌的人的感应时，心里想到先生是向前移

的，老师当时说我与先生关系不错时，我心里楞了一下）；日常生活中常常对家人及朋友比对

自己还大方，但也感觉不到助人的幸福，从20岁自己开公司做老板，自认为员工不错，却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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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员工伤害，至今都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老板；总之记得老妈很多年前就对我说过“你就算把自

己的心掏给别人吃了，别人也不会说你好”，所以这一两年来接触心理方面的课程后，就时

常问自己：自己与人交往的方式是讨好型的吗？——幸福长在 2010-6-28 9:54:27 2010-7-1 

9:04:03 

回复：现在，堀尾老师给我解答了谜案，虽然我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但我相信只

要有堀尾老师的帮助，我会找到幸福的，一定！！！！——幸福长在 2010-6-28 10:02:07 

2010-7-1 9:04:14 

回复：这个案主的在排列前后的变化，快得、大得，惊人！ 2010-7-1 9:05:06 

回复：这例是处理习惯性流产和不孕症。那个排列呈现出来的是妈妈与流产和堕胎掉的

小孩在沟通。在四维空间中的流产掉的小孩一直想要得到妈妈的爱，但妈妈没有面对这事，所

以就产生了后来的结果，即不孕。我观察到，在安抚前面两个小孩时，案主没有哭，到你那边

时，凝固住的爱才打开的，那时案主才哭了。你代表的是第一个被堕胎的小孩，所以你的情感

与前面几个不同。（本处文字记录者是代表了第一个被堕胎的小孩，习惯性流产和不孕症来自

于那个被堕胎的小孩因有怨气，没有安息。）忠正 2010-7-1 9:57:37 

回复：在一个有缘的时刻，遇到了有缘的人，做了伟大的事，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为

你们激动，为你们开心，好人一生平安！案主真的好幸运遇到了堀尾忠正老师！遇到了这么多

有爱心的代表!北京虚无缥缈 2010-7-1 14:01:40 

（A12）六岁女孩，智力、体格如四岁

2010年6月27日，第三例（20100627C），六岁女孩，智力、体格如四岁。

第332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28 14:41:59

第三例是一个六岁女孩，智力、体格如四岁，感觉各方面没有舒展开。排列完，案主当

即脸上放光，活泼可爱了很多，在场地上快乐地跑。排列结束后，我对小孩的妈妈说，如果

现在就量身高的话，小孩马上可以量到身高高了2厘米。第二天中午，小孩的妈妈电话来说，

回家后量身高，真的长高了2厘米。实际这是因为被异常的灵力场作用，身体、智力被“困住

了”，所以6岁的只有4岁那么高。现在把“困住的”灵力场打开了，身高当即就增高了2厘

米。 

回复：老师，我是周日在广州请您帮我做排列的学生，不过您说安排满了，不能为我做

了，呵呵，我参加了小女孩的排列后，感觉太棒了，一定找机会为自己做一个，让自己活得更

开心更快乐。有时间，我再给您留言，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引，为我解决烦恼。 2010-6-28 

14:59:31 

回复：总让人不可思议着！看海 2010-6-28 15:38:39 

回复：忠正老师太棒了耶！xianjuancm 2010-6-28 16:26:42 

回复：感谢忠正老师的大爱！感谢该活动的组织者和全体参与者！ 2010-6-28 19:22:21 

回复：老师的排列真的很神奇，谢谢老师！ 2010-6-28 19:30:36 

回复：感谢忠正老师的灵力与大爱！大爱无边。谢谢周日活动的组织者袁小姐和所有参

加的朋友们！因为爱，世界更美好！谢谢你们。 2010-6-28 20: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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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29条留言   留言者：居家人   来自：广州   时间：2010-6-29 1:11:22

昨天回家后太困乏（可能是排列时耗费了太多的能量或磁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早

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宝贝量身高，哇真的高了近两厘米！老师你的排列好神奇！我和宝贝都

挺兴奋，她的情绪很好。去幼儿园的路上尽管暴雨连绵，她仍然兴致盎然，没有以往的胆小谨

慎。只是到了教室见到已在上课的老师和小朋友时开始有些局促不安，也许与迟到有关系。 

回复：这例就是6月27日那天我用灵力医学排列处理的第三例。忠正 2010-6-29 9:58:42

第3331条留言   留言者：云奕   来自：佛山   时间：2010-6-29 10:28:56

2010年6月27日（周日），堀尾忠正在广州老机场民航大酒店针对疾病为主的灵力医学排

列。我参加了此次排列。很荣幸地被小女孩妈妈选中，做了第三例案主的代表。相关记录如

下： 

回复：我还没来得及回到座位上，就感觉场上面的妈妈会选中我。我坐下后不久，上面

的妈妈最终选择了我来代表她的宝贝女儿。那时会觉得，有股说不出的力量在影响着我，让我

被选中。我上场了。老师照样请周围的朋友上来十来个，大家形成一个圈，围在我周围。我们

都双手自然放下。跟着老师的引导，等待有力量推动着我们移动或做什么。完全不用思维。其

实，那时，我和许多朋友一样，都会用思维的，只是，思维已经没有了作用。只有感觉，随着

感觉走。一分钟过去，渐渐有人开始移动……又有人开始移动。有的快，有的慢。有的是睁开

眼睛在移动。有的是闭着眼睛在移动。那场面，仿佛对方是个“高人”、“神人”，闭着眼睛

也可以快速移动。我不太舒服，尽量坚持，用心站在原地，有时会提防移动过来的人，看到将

要靠近我的人心中有些怕。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实在忍不住了。于是

开始移动身体，让自己能保持平衡。我在心中不断鼓励自己，不要倒下去，要坚持站着。我边

移动边找依靠。我有些乏力的感觉。我希望自己能站得轻松、稳当些。可是，没有依靠。还得

不时提防移动过来的人，我心中对移动来的人有恐惧。有人慢慢倒下了。有人坐下了。有人移

动到了别的地方站着。而我，一直很难以站稳，身体上的力量越来越强。我更是努力地去保持

站立。终于，我太难坚持了。我找到一位男代表，拉着他的衣服，把头放在他的背上，靠着。

为了站稳，我不时换换站姿。这位男代表站着，任我依靠。站着还是累。于是，我又找到一

位坐着的。他坐着，我可以坐在他身上。可是，又觉得太过份。于是，双手撑在他背上，低

着头。这样还是太累。我当时多想坐在场上的椅子上，犹豫良久，没敢坐。我坚持得好辛苦！

有位快速移动的，突然想抱住我，我总是怕她，没办法，就躲。越躲，对方越是要来抓我。

于是，我们追赶了起来。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只知道害怕，要躲。要跑。实在是没办法

时，我躲到一位男代表后面，最后，我甚至忍不住大喊：你抱住她嘛。你要保护我！几番追赶

之下，场上的气氛紧张起来。在我与愿意保护我的男代表的努力之后，最终，这位女代表妥协

了。我终于安全了。然而，我终于站不住，坐下了。有股力量迫使我倒在地上。我坚持住没倒

下去。并试着用右手撑着地，让自己坐得更直些。过来那位想抱着我，而我害怕她的代表，她

快速坐下来，与我几乎没有距离。这时，我终于倒了下去。而紧接着，这位代表倒了下去。与

此同时，我突然轻松，有了力量，立即起来站在她旁边。一切如“魔”，完全自化。不知道怎

么回事。当我站起来，倒在身边的代表用身体姿势表示希望我留在她身边，希望我也倒下去。

我不愿意，不回应。向后退了退。她坚持无效后，也就没理我了。我看看四周。久久的站着。

良久，我稍稍移动了一下身体。我开始注意在观众场地以外，靠在墙边的两位代表。最先，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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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互相依偎、双双站着，靠在墙边。后来，两人一起坐了下去。左的那位代表一直在哭。我看

着哭着的这位。不知为何，我突然走过去，想要关心她们俩。站在她们面前一米多的地方，我

停了下来，心想：哭什么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嘛？不要哭啦。你们俩都不乖。于是，我撅起

嘴，不满地脱口而出：你们俩都不乖。——老师过来问我：你看到什么？我回答：她们俩都不

可爱！我说话的语气，完全是个孩子。之后老师离开。我站了站，突然走过去，我靠在左边哭

泣的这一位身上，抱着她，她竟然把脸扭到另一边去哭了。我好不满她嘛。心中仍想：有什么

大不了的嘛？哭什么嘛？不要哭啦。我跟着她的变动，把身体向另一侧伸展，看着她的脸。摸

着她。我的嘴翘得老高。我可觉得她没必要哭了。我也希望她不要哭了。但这一切，只是心中

默默想着。并且撅起嘴表达着自己的心。——这位哭泣的代表慢慢哭得轻了。突然她转过脸

来，看着我。我好开心地笑着，望着她。孩子般天真。很快，她又转过去哭了。惹得我嘴又撅

得老高了。慢慢地，她真的不哭了，她转过来，望着我，慢慢笑了起来，我捧起她的脸，亲呀

亲呀，左边亲了亲右边。我好好开心。她也开始抱着我。不知道怎么的，我扶起她，慢慢带她

进入场地中间，走向一位站着的男代表，站着，这位男代表只是看看我们，没行动，我心想：

你这个男人，怎么不主动些嘛？你要主动些吗？主动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只是有这想法。

一切，完全搞不明白，只凭感觉走。实在忍不住了。我拿起女代表的手，拍了一下男代表，他

后退了一点儿，还是没反应，再等了等，我突然拉起男代表的手，和女代表的手放在一起，心

里当时想：我把她交给你了。——在没有这个动作之前，我也没有这个想法。一切，不知道怎

么回事。灵力完全引导着我，没有任何预料、提示。男代表拉着女代表的手，好像两个人终于

和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天，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感觉仍在继续。——我拉着他们俩

一起走向场地中央躺着的两位。跪下。这时老师来了，与我说，你可以退出来了，这里与你无

关。——老师随即解释说：因为你们俩不去面对，孩子才去面对的。老师开始引导他们俩向

地上的两位一一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说话是眼睛要看着对方眼睛。直到对方闭上眼睛为

止。我退出来后，站着，看着一切。突然，我想起了墙边还有一位坐在地上的代表。不知道怎

么的，我就是想去关心她，要和她在一起。于是我走了过去。哪知，这一位根本不愿意我理会

她，不愿意我靠近她，还老是叫我走开。——我的好心受到打击，我的嘴又撅起老高。不知怎

么的，我又变了，不但想要靠近她，还想把她拉到场地中间去。拉了几次，她就是不愿意。还

跑的更远。我总是不愿意离开她，于是跟着她，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试着去尊重她，不要烦

她，可是，远远的看着她时，我还是忍不住要靠近她。后来，我想，你烦我的话，我就只是和

你站在一起嘛，我不拉你去场地中间了。我也不勉强地抱着你了。——就这样，我们就这样，

扯来扯去，越扯越平静，最后，她在离开后不一多会儿，回到我身边，从背后抱着我的腰，我

也握着她的手。她就如想通了一样，慢慢的倒了下去，躺在地上。道歉的两位代表，在那边道

歉，老师注意到我在躺下代表的身边，提示我，说此与我无关，可以离开了。于是我站到了另

外的地方。那边的道歉完毕后，老师又带着他们来到最后躺下的这位身边道歉。——老师在那

时解释说：这一切都与孩子无关，可是大人没有去面对，孩子承担了不该承担的，所以导致了

今天的情况。我不知怎么的，感觉身体轻松了许多。那种要倒下、需要依靠、一直很努力在坚

持的感觉消失了。道歉完毕后，道歉的两位过来，拥抱我。让我有了与父母在一起的感觉。我

哭了，嘴巴又翘了起来。心想：你俩这两只猪。笨蛋。都不会对待我。——我们抱着，哭了起

来。我边哭边说：你们要多抱我，多拉着我，多陪我玩。——持续几分钟后，我单独抱着“妈

妈”哭了起来。妈妈不停地赞美我，宝贝呀宝贝的叫个不停。又是搂又是亲的。我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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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多么爱我，多么重视我。——这样一来，我对“爸爸”可不满了，一抬头，发生刚刚

的“爸爸”不在了，不满的嚷嚷道：爸爸都不见了！妈妈立即回应。“爸爸”很快回来。我又

抱着“爸爸”，不知为什么，一下很想哭的感觉。很快哭完，停了停，又是很想哭的感觉。很

快，又哭完了。——是哭的什么，不知道，总觉得，那几秒很需要哭。哭完，我不停地对“爸

爸”说：你要温柔！你要多笑！你要多背我！……后来，我说：你现在就要背我。“爸爸”立

即背起我，我娇气的指着场地划了一个圈：背着我走一圈！“爸爸”立即背着我，绕场一圈。

掌声四起……排列在掌声中结束。一切，是“自动波”。没有原因。没有理由。也不明白是怎

么回事。反正，当时就是想这样做。后来我才明白，道歉的两位一男一女代表，代表的正是我

这个代表的父母。而他们俩一同出现后，小女孩本人在场地上的反应也立即不同了。人一下欢

快起来，并发出了一个声音，接下来发出的声音更多了。说了些什么。老师在那时做了解释。

场上的朋友不由地鼓起掌声来。场面很感人。我有幸代表了小女孩。体会到这个小小的生命内

在的坚强。明白了她是如此有爱心：一直承担着父母的责任。我很感动。我衷心祝福小女孩幸

福、健康、如意！  2010-6-29 10:37:08 

回复：太感人了，谢谢分享！xianjuancm 2010-6-29 11:50:57 

回复：好感动！看海 2010-6-29 13:31:13 

回复：看了你的留言仿佛进入了那个场景，好感动啊……相信每个看了留言的朋友大都

会热泪盈眶！伟大的堀尾忠正！ 2010-6-29 16:22:06 

回复：这例，实际是小孩和母亲、父亲三人一起在现场。在排列的后半部分，让母亲

亲自进入了排列，后来让父亲也亲自进入了排列。实际是同时处理了三人。忠正 2010-6-29 

17:53:53 

第3332条留言   留言者：居家人   来自：广州   时间：2010-6-29 12:30:44

谢谢云奕，我太爱你和你的文字了！场上你的娇羞、你的嗲语、你的恐惧躲闪及至对每

个人的关注都像极了我的宝贝，你撒娇地要求我们该怎样来疼爱你、关心你，那模样与她如出

一辙……而你的感受是那么深刻、细腻、准确！因你的纯质和心愿具有超强的感受力和呼应

力！你那么有心把它细致地描述出来，更增加了我们的感受力以及对问题领悟力。谢谢你和所

有的代表！场上的一切也震撼了我们！原本对排列呈现问题的能力多少有些不确定的我不得不

叹服！老师的灵力及灵力场是如此的神奇强大！很幸运第一次接触排列就能与他的场连接上

了。谢谢老师！谢谢袁小姐！愿我的宝贝从此身心舒展、健康快乐！ 

回复：现在，再来重新看留言时，心中更是感动。——生命的力量，无声的打动着我

心。生命的故事，无声的教育着我心。——感谢有此机会体验忠正老师的排列。感谢有此机会

代表小宝贝。感谢小宝贝爸爸妈妈对我的肯定。——云奕 2010-6-29 12:50:06 

回复：为之感动……你们好幸运!北京虚无缥缈 2010-6-29 14:08:28 

回复：有爱的世界真美好！感谢忠正老师和所有参加的朋友们！福至有缘人。——心怀

感恩 2010-6-29 19:48:57 

第3348条留言   留言者：心怀感恩   来自：广州   时间：2010-7-2 19:51:29

我是忠正老师2010年6月27日第三例案主6岁小女孩的父亲。因为工作实在太忙，没有时

间来写点什么，但每天午餐后的几分钟总是迫不及待的打开访客留言感受老师的灵力场的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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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2010年6月27日所见到的神奇的一幕幕不时在脑海中呈现，心中充满温暖与感恩。忠正老

师的灵力场真的好神奇，而老师的大爱和所有参加的朋友的无私的爱更令人感动。感谢老师！

感谢袁小姐！感谢云奕和所有在场的朋友们！用心感受，总能发现女儿的点点改变：不再那么

羞涩、情绪也比以前开朗了些…….虽说不象武侠小说中描述的一般即刻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这个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趋势令我们做父母倍感欣慰。再次感谢老师和所有关心我们的朋友

们！好人一生平安！能有缘结识忠正老师真好！ 

回复：我是忠正老师2010年6月27日灵力医学排列第三例案主6岁小女孩的代表云奕。参

与排列时，发现，我与小女孩的情况非常类似。我在家庭中承担了许多。许多年来，自己很

累，很辛苦。一直很努力的坚持着。经常希望有个东西支撑一下自己。——云奕 2010-7-3 

21:24:12 

第3393条留言   留言者：心怀感恩   来自：广州   时间：2010-7-17 12:47:06

忠正老师的排列和信息水真的好神奇！今天在公司加班，午饭时收到女儿的电话，她妈

妈今天测量她的身高又长高了1—2cm，相对排列前至少又高了2cm（2010年6月27日排列）。而

困扰我多年的脖子周围的寻常疣，在喷了信息水后竟也奇迹般地缩小甚至部分消失，要知道我

之前可是在广东省中医院用激光灼烧也未见明显疗效的。相信忠正老师一定会在短期内为中国

赢得诺贝尔奖。 

回复：受英国邀请，堀尾忠正近期将赴英国推广灵力医学及其量子共振信息水，演示四

维空间呈现在三维空间中跨时空疾病治疗。 2010-7-17 16:29:28 

回复：祝忠正老师在英国同样取得成功。——心怀感恩 2010-7-17 22:55:27 

回复：每当安静下来，脑海中还不时地会回忆起给我女儿做排列时的情景。记忆中在做

我女儿的排列时，做妈妈的代表（即排列中代表我爱人）最后不愿向排列中其他的代表们道歉

（按照当时排列的情形，是应当向部分其他代表道歉的），最后老师只得让我爱人和我自己本

人去向排列中的代表们道歉，不知这样是否会影响效果？在排列中代表当时的表现、想法是否

才是我们内心中的真实想法？而当时未直接参与排列的我们的表现反而是因为理智而付诸的行

动？但无论如何，非常感谢忠正老师、袁小姐、云奕和所有参加的朋友！如果能收到忠正老师

或哪位朋友的回复、点化就更好了! 2010-7-17 23:11:12 

回复：灵排的前半部分是自然呈现，找到问题所在。当找到原因后，要引导你们开始改

变时，要把角色交还给你们自己了，让你们亲自上场的时候，是让你们完成四维空间和三维空

间的和谐统一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的最后一个环节，这正是我的灵力医学排列要达到的目标。忠

正 2010-7-18 6:40:04 

回复：谢谢忠正老师的及时回复！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哦！不时见到你很早或很晚回复

朋友们的疑问，把更多的时间和关爱留给了别人，而留给自己的时间有限。谢谢你的爱心！祝

好人一生平安！也祝你在英国的演示大获成功！曲线救国，通过在国外的成功，进而加快你冲

刺诺贝尔奖的进程。——心怀感恩 2010-7-18 8:04:11

（A13）十一岁女孩严重偏食、老撒谎、偷东西（堕胎）（广州）

2010年6月27日，第四例（20100627D），十一岁女孩严重偏食、老撒谎、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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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3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29 20:58:33

2010年6月27日，第四例，女孩，11岁，严重偏食，一年中只吃一个东西，成绩也是班上

最差，老是撒谎，还有会偷东西。排列中呈现的是小孩承担了家族中很多东西，并且与母亲堕

胎有关。 

回复：我是那个孩子的妈妈，我可能只是有一点点感觉，就是那个人去推小孩的时候还

真的和我现实的一样，有时气不过了我也会那样去推她。那几个倒在地上的人，可能是我以前

流产的小孩，其中最后一个应该是我2005年被计划生育引产的那个。我就想知道那个做我女儿

代表的那个人，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2010-6-29 21:02:08 

回复：我在排列之前并没有问过你是否推过小孩，也没有问过你是否流产过小孩。在排

列初期，你和小孩坐在前面的被治疗者的椅子上，你没有在排列的场地内，但在排列过程中自

动出现了你推小孩的场景，而且你流产掉的小孩自动躺在那边。这就是利用了灵力和灵力场，

把四维空间中的自动呈现在了三维空间中了。后来，小孩的父亲也来到了现场，我又是一次性

处理了三个人。一次处理三个人，我已经很多次这样做了。忠正 2010-6-29 21:53:54 

回复：其他在现场的人记得细节的，请补充，谢谢。 2010-6-30 6:47:01 

回复：下午第一例开始了。可能是因为家长请老师代为选择代表。老师选择了我左边的

这位来代表案主。案主代表上去后，我们围坐的观众开始慢慢上场。我做过案主代表，明显感

觉累，可一想到我只有这一天的机会，来参加忠正老师的灵力医学排列，于是我参与到排列中

去了。我上场站好与周围的朋友一起，大家形成一个圈，围在案主代表周围。老师提示我们都

双手自然放下，等待有力量推动着我们移动或做什么。很快，有人开始移动，有的慢有的快，

有的向左有的向右。有的移动一下下就停止，有的满场移动久久不停。有的远离案主代表，有

的不断靠近案主代表而后又离开。我站着，慢慢感觉身上有力量，我不知如何是好。站在原地

忍着。忍受了一会儿，我也开始移动。我低着头，我向后退，再退，再退。终于，我可以停下

来了。我站在原地保持不动。慢慢的，我的头可以抬起来了。我看看场上的情况，左右看完

后，突然感觉我想拉开案主代表。站了几秒，感觉不行，就是要去拉开案主代表。于是，我向

前，走近案主代表，猛的拉开她，向我身后的位置甩去。案主代表低着头，像个沉默的羊羔，

并且被我准确地甩去了我本来站的位置。而我甩开她后，站到了她本来站的位置。此时，我停

下来想了想：我是想做她这个代表吗？我是想代替她吗？我的心没有回应。之后大脑中什么都

没有了。随之，我向右手边后退，离开了这个位置。站到了一边。站着，感觉感觉，不行，有

力量在推动我，于是，再移动，还是站不稳，再移动……终于坐在地上。感觉好多了。我用右

手撑着身体，试图不倒在地上，有股力量一直影响着我，我坚持着，撑着，突然，不知为何，

我放手，倒下了……感觉很好。倒下，让我平静。我静静的躺在地上，闭着眼睛。场地上发生

了什么。我毫不关心。我很安静处在躺下、闭着眼睛的状态。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睁开眼

睛。看着我左边坐着的女士。她没有回应我。她低着头，有些沉重的样子。我心中好不满。于

是我用脚去揣她的腿，想把她揣倒在地上。揣了一次，她没倒下。我看看她的脸，她依然低着

头，有些沉重的样子。我再揣。这一次揣的力气够大。她倒下了。啊，我的心情舒畅了。说心

里话，我用脚揣人家，我觉得有些不妥，可是，当时就是要去这样做呀。不好意思喔！随后，

我突然看看我右手边靠近我头的地方，站着一位男代表。我心里一下对他好不满意。不知道当

时心里有什么想法。随之，我的手像着了魔似的伸出去，抓住他的牛仔裤，一拉。他倒下了。

一个躺着的、瘦小的我，就这样一拉，一个肥胖的、站着的男代表就倒下了！没办法解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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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乎的。我们都被看不见的力量操纵着。呵呵，他倒下了。啊，我的心情更是舒畅！……太好

了……突然，我又着了魔似的抬头看周围的人。啊？！！！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倒了？？？！

不可接受！我气愤地爬起来。将或坐或站的所有代表，除了案主代表，一个一个“放倒”。

那时的心情是：你们全部必须倒下，躺着！必须！一个不留！我带着既生气又坚定的心，向着

一个又一个代表走去。“放倒”一个又一个代表。我们之间发生了冲突。我很累很累。手臂

上被大家用力“撕扯”时弄得红红的。我好怕自己受伤。可是，内在那股力量一直让我“勇往

直前”。 我那时更像个摔跤手。我的动作，是我从不熟悉的、略带摔跤动作的姿势。连甩带

摔，手脚并用，大气吁吁，我好不容易放倒了大部分人……呜呜呜……好辛苦……最后遇到一

位阿姨“宁顽不化”，我怎么摔她就是摔不倒她。我很累，喘着大气，不时看看自己被拉得

发红的皮肤，可是，我就是停不下来。与阿姨对执一会后，老师突然换了个人。好像是因为她

年龄大或是她戴有手表。换上来的代表最终被我放倒。啊……我的心终于“踏实”了。我开

始“检查”有没有再起身的代表。发现有坐起来的。于是向前，再次放倒对方。我像个“疯

子”。 我准备回到自己躺下的位置躺下了。哪知，躺在我身边的那个女代表抬起头看着我。

眼睛睁得老大。我的心情好不服气。走过去，用力压下她的头。可是，她好倔强，又抬起头

来，眼睛睁得更大，看着我。于是我再用力压下她的头……我们俩就这样，你抬，我压。你

压，我抬……反复了不知多少次。终于，我忍不住，全身压了过去，硬是要把她“压”下去。

而她立即抱着我，我们一起倒在地上。那时的我，是压在她身上的。我终于安心了。软软的压

着。我太累了。可我的心，很平静。很定。之前，真是见鬼了！要让自己那么辛苦！慢慢的，

场上发生了什么，好久好久，我都没兴趣去注意外面的事情。——有人过来踢我的屁股。等一

会，我再被踢。这两下，都踢的好痛。还好，总共就只有这两下。——又过了多久，我扭头看

了看，发现案主代表与另一代表站在不远处。我不想关心他们什么。立即又闭上眼睛躺下了。

我们一起躺下的代表的姿势慢慢发生了变化。有人平躺在了我的左边。有人从我身体下面移出

去躺在了我的右边，有人在我的右边从坐起来的姿势换成了躺下的姿势……:那时我的心中在

想：所有的人，都平躺着，排在地面上，多好啊……这是哪来的“疯狂”思想？不知道。总

之，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老师又带着代表进行道歉。我能听到他们在说话。

而我丝毫没有睁开眼睛的感觉。一直就平躺着。直到结束。有人在我放倒代表们的过程中问过

老师：发生了什么事？老师说：这要案主去问问上一代或二代人，看看家里发生什么事。而当

时的排列呈现的是发生了一件事。具体事情呈现出来后，老师给予了处理。让人觉得很直截了

当。很“简便”。后来，那位被我一拉，就倒下了的胖胖的代表说：我站着时心脏好难受，你

把我位倒下后，我的心脏就舒服了。云奕  2010-6-30 11:23:09 

回复：“最后遇到一位阿姨‘宁顽不化’，我怎么摔她就是摔不倒她。我很累，喘着大

气，不时看看自己被拉得发红的皮肤，可是，我就是停不下来。与阿姨对执一会后，老师突然

换了个人。好像是因为她年龄大或是她戴有手表。换上来的代表最终被我放倒。啊……我的心

终于‘踏实’了。”——那位阿姨是一位朝鲜族的68岁的老人，她不会听中文，在灵力场的作

用下，打斗神勇。因为前面几位均被你打翻在地，这位神勇的阿姨68岁了，我担心在打斗中摔

倒时骨折了就麻烦大了，于是我紧急换了一个年轻人替换，因为进入了同样的灵力场中，新换

上的年轻人，立即就开始了打斗，中间几乎没有停顿的过程。被换下的阿姨似乎意犹未尽，很

不满意被中途突然换下。忠正 2010-6-30 12: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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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自闭症、小儿多动症（湖南）

2010年6月27日，第五例（20100627E），自闭症、小儿多动症。

第3337条留言   留言者：云奕   来自：佛山   时间：2010-6-30 8:40:44

2010年6月27日（周日），堀尾忠正在广州老机场民航大酒店针对疾病为主的灵力医学排

列。我参加了此次排列。很有幸的被老师“相中”，做了下午最后一例案主的代表。相关记录

如下： 

回复：第五例开始了。老师请家长选择一个代表，代表小男孩。家长说好像说不会选择

代表。还没听清楚他们的对话，老师过来选了我上去代表小男孩。我很难得有机会呆在广东，

很难得有机会参加一次忠正老师的排列，所以，又有机会上去体验了，于是，我立即上前。我

上场站后。老师请周围的朋友上来十来个，大家形成一个圈，围在我周围。这一次，参于的人

略少一些。我们都双手自然放下。跟着老师的引导，等待有力量推动着我们移动或做什么。我

已经习惯不去思维什么。静静等待着。慢慢的，有人开始移动，有的移动得快，有的移动得

慢。而我的眼神、表情都变了，好像傻了一样。我的嘴会鼓起来，里面装满气，同时要用力，

把嘴巴形成“猪嘴”的样子——有点费力。有个代表很快地移动到我身边来，有时她会撞到

我，有时她会抱着我，有时她把头放在我肩上，而我依然傻傻的站着，一任她如何。我呆呆地

站着的过程中，代表们继续移动，有的代表甚至退到观众的后面，你不仔细想，甚至会忘记对

方是个代表。也不知这样站了多久。终于，我有了移动。移几步，停一停。再移几步，停一

停。终于，我移到场最前方左侧的墙边，靠墙而站。我的目光向前下方望去，即使周围发生着

什么，我的心依然静静的，如我的目光呆呆的，没有任何反应。场地上，一位快速移动的女代

表突然与另一位慢慢移动的女代表发生了冲突。两人一段纠缠后，相拥着倒下去了。这时忠正

老师解释：这是一对怨家，自己和好了！我当时的心，好惊讶。太神奇了！灵力在那时“出神

入化”。之后，一位移动较快的代表过来了，她挽着我的手，轻轻推推我，好像希望我回应

她，可我没反应。于是，她开始摇我的头，左摇右摇，我都没有反应，我的目光也没换方向，

她把我的脸转到她的脸前方，想与我有目光的接触，我还是没有任何反应，目光保持在原处。

那时的我如傻了！呆了！思维与反应都静止了。这样持续了一会儿。对方无趣地离开。而场地

上倒下的代表们的位置又发生了变化。从场地最后边的右侧，移到了场地中间的左侧。我在墙

边站了好久。突然想移动一下。于是开始移动……又想移动，于是又移动……我移到了场地中

间，站了站，再后退，找到一个地方停了下来。突然又想把身边的那个代表挽住，于是拉她靠

近我，并挽住对方。对方很配合。这样站了不久。我又想把一位女代表拉过去，向地上的代表

跪下。于是过去，做了这件事。然后回到我的位置，再挽住身边的代表站着。我很悠闲地看着

一切。像个孩子。我的嘴依然鼓着气，嘴巴努力地撅起，形成“猪嘴”。你可能不知道，我的

嘴当时有多累！不一会，我又觉得不对劲了。有力量推动着我，把坐在场上右侧的一位男代表

拉了起来，送到地上的代表面前，并意示他也跪下。然后回到我的位置，再挽住身边的代表站

着。嘴巴依然。又一会儿，我再次觉得不对劲了。有力量推动着我，把我身边这位代表送到地

上的代表面前，并意示她也跪下。我回到我的位置上，向后一看，我后面有位女代表，于是拉

她过来靠近我，并挽着对方，一起看着眼前的一切。时间一点点过去。我看着场上的一切。突

然，我发现有一位代表站在观众后面，靠近墙，她和观众没有任何区别，而当时的我一看到她

立即明白她是一位代表——仿佛我有神通般。于是立即向前，拉她入场地，“安排”在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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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三位面前，用姿势“安求”对方90度弯腰。现在想起这些，觉得好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

样做。反正，每一次行动时，都有力量推动我这样去做。而行动之前，没有什么预示。当时的

思维也不起任何作用。老师在此期间有来引导向地上的人沟通。内容还是：我看到你了。我爱

你。要求还是眼睛要看着对方。但在此时，好像“沟通”得很困难。突然，场上的案主，那个

小男孩子急躁了起来。家长用心安抚不管用。孩子越来越急，家长越来越用力去控制小孩子的

反抗……我的心也有些不太舒服。本来我很悠闲的。而且，我侧过头时，看到一位观察，心一

惊，想把他拉到我面前来，后来他离开我的视线，我看到其它观众时，总觉得还可以拉他们到

我面前来……忠正老师这时多次提醒家长说：不要拉住他，让他自己走动。老师解释，这个排

列上来的代表少了些，可能缺了什么人，孩子在找。果然，孩子在场地上转了转，出去了，

不一会儿又回来了，急躁稍稍有些改善。而我的急躁上来了。我开始慢慢拉周围的观众到我面

前，并“安排”在我的身边，我总觉得，他们一靠近我，我就有了力量，心就安了。可是，还

有观众没有靠近我。于是我就反复的过去请求他们过来，靠近我，并站在我身后、身边。我曾

试着不去拉其它的人靠近我。可是，发现不行。我不去拉他们过来，我的心就好急，不安宁，

心中好像缺了什么，实在忍不住。当时，我多么想大声对场上所有人说：你们都到我身边来好

吗？我需要你们。我的心不安！我缺乏力量……尤其是心不安宁，让我不得不一次次请求他

们靠近我。有两位观众在我请求他们时离开了场地，我看着他们的离开，失望地流泪了……而

在此过程，孩子慢慢平静了下来。我的心也渐渐安定了。所有的观众都到了我身边时，我转

过身，向着我身边的所有人哭了，我感觉我终于看到了他们都在我身边。离我最近的代表抱着

我，也很难过。——突然，我觉得不对。忠正老师还没有靠近我，我的心又感觉到缺了什么，

于是我回过头，眼泪汪汪的看着他。老师注意到我了，他走过来，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场地

最前面。说：向前看，不要向后，向前走，跨越过去，过去与你没关。于是跟着他的引导向

前，再向前。之后，老师再次引导：看着前面有一道光，你走入光中……于是我照做。我这边

做完。排列也随之结束。 2010-6-30 8:58:59 

回复：排列结后，老师问家长家庭中是否有过亲人失散。对方想了想说“有”，并说了

大概的情况。 2010-6-30 9:05:33 

回复：这个排列让我看到，排列呈现出了问题：家庭中有长辈失散。排列也喻示了：失

散的亲人需要案主在生活中去找回来。孩子以病的方式一直在承担着这份失散。 2010-6-30 

9:05:51 

回复：可敬的生命！ 2010-6-30 9:05:58 

回复：生命的故事，无声的启示着我心！ 2010-6-30 9:06:07 

回复：及至看完，已是泪流满面。多么希望在场的人都能上去帮助完成这个个案。越来

越容易被感动了。乃至一棵树一棵草，一个向我灿烂微笑的路人，都让我热泪盈眶！这是什

么？是劫后余生的欣喜，是悲天悯人的情至。向忠正老师鞠躬！谢谢你，救我们！看海 2010-

6-30 9:33:11 

第3338条留言   留言者：云奕   来自：佛山   时间：2010-7-1 6:54:39

场地上，一位快速移动的女代表突然与另一位慢慢移动的女代表发生了冲突。两人一

段纠缠后，相拥着倒下去了。这时忠正老师解释：这是一对怨家，自己和好了！ 2010-6-30 

9:00:28 ——回复：我当时的心，好惊讶。太神奇了！灵力在那时“出神入化”。 20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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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39 

回复：忠正老师，你看，灵力医学好神奇呀！——天使咪 2010-7-1 8:23:47 

回复：上面的内容，是“精彩回放”。灵力医学真不可思意！忠正老师你真棒！——云

奕 2010-7-1 8:52:46 

回复：此段记录非常简单，却充分地表达出了忠正老师灵力医学排列的特点：1、老师的

主观干涉、操作最小。2、灵力医学排列简单、直接。3、老师现场会适时解释，让你看的更明

白，同时不会影响排列。4、灵力场自主运作，问题自动呈现，处理彻底。—— Ily 2010-7-1 

9:02:44 

第3317条留言   留言者：Ily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27 21:43:56

2010年6月27日（周日），堀尾忠正在广州老机场民航大酒店针对疾病为主灵力医学排

列。我参加了此次排列。今天晚上时间有限。先记录下以下内容： 

回复：最后一个小孩子（第五例）因为没有用过量子共振信息水，所有紊乱频率混在一

起，没有彻底分解开，加上他们接近排列结束才从湖南赶到广州，那些先做完排列的人走了，

人少，不是太理想。关于此（此案例呈现了小孩子在找失散的亲属），一来当时人少，二来这

样的案例呈现的是问题所在，让大家看到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明白真相，三来这样的案例说明

这类问题不仅需要呈现，还需要真实的在生活中去找到失散的亲属，不可以只在排列中找这样

简单代替。（许多案例不但呈现了问题，让大家看到真相，而且当场就可以处理）。 2010-6-

27 21:49:31 

回复：传统排列方法，有时会排不下去。忠正老师的排列方法似乎没有排不下去的可

能。当然，有不灵敏的人，会影响效果。不灵敏的，说明对方需要时间，在更为恰当的机会来

处理想处理的问题。这是我三十年来的体会。——导师有时会认为自己还可以通过努力，做到

更好，孰不知，天最大。案主不能当时恢复或处理好想处理的问题，是有因果的，是需要承担

必要的责任，所以，尊重事实，同时全力以赴。 2010-6-27 21:54:10 

回复：Ily:2006年开始做心理咨询。有着自己的天份与独到之处。做过不同年龄、层次

人群的咨询。方法善巧、灵活。效果通常超过预期。2008年6月在深圳某心理咨询机构结识其

创办人，简单的几句观点，老师评价Ily：我为你的智慧与见解叹服！……像你这样的人，不

需要做心理咨询……2006年与某咨询机构交流后，老师评价Ily：你这样的人，不需要做心理

咨询！你的分析能力比我强！ 2010-6-27 22:05:39 

回复：孰不知，天最大。案主不能当时恢复或处理好想处理的问题，是有因果的，是

需要承担必要的责任，所以，尊重事实，同时全力以赴。——赞同！xianjauncm 2010-6-28 

8:34:22 

堀尾忠正老师灵力医学排列（灵排）的特点

第3325条留言   留言者：Ily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28 18:51:41

与李中莹、郑立峰、黄老师……等老师的排列相比。忠正老师的排列有着自己的特点。 

回复：1、忠正老师给的干涉、主观操作最小。——整个过程，老师只是在最必要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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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引导代表们进行道歉或联结。其它时间，老师只是让代表们在灵力场的作用下自己运作。

这一点，心理咨询师们一看就明白，非常了得！——整个过程中，代表们也几乎不讲话，只是

去感受并随之动作。——我曾经参加过的如李中莹老师的排列，对话是比较多的。老师会想办

法让双方沟通到和谐为止，出现沟通不下去，有所勉强，或问题呈现不出来，排列就做不下

去。——以往，我参加过的排列中常常看到，老师在用人时，如缺了个什么角色，老师会自己

选人。而忠正老师这里，一开始就请人们上场，站成一圈，主观操作是没有的。 2010-6-28 

19:05:02 

回复：2、排列的条件、要求相当简单。—— 整个过程，老师所用的人员甚少，而且常

常是重复用人。这些人中，大部分没有参与过排列。——有不少人严重怀疑这次的活动的真实

性。尽管如此，老师所应用的灵力场充分发挥了作用，让大家有了切身体会。也让我耳目一

新，叹为观止。——以往我参加过的排列，人员相当多，上百人的，很正常。遇到处理案主与

家人关系的，导师会请案主自己选择主要家庭成员，然后一一站好，开始排列。——忠正老师

这里，一开始就请人们上场，站成一圈，等待灵力场发挥作用，简单。 2010-6-28 19:05:58 

回复：3、老师会适时解释、点评。—— 整个过程中，老师会做一些解释，让大家在那

个时候明白场上发生了什么。如，一对怨家自己和好了。我正惊讶时，老师做了解释，大家看

了，更为明白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人去管过他们。完全自动的。老师的解释并没有影响

场上的治疗。——以往参加排列，老师们是不会做多的解释，更多是在作观察和联结。而那要

是看不明白，更不可能去问老师，场上的治疗需要观众们完全的不要干扰。忠正老师的排列方

式“牛”！ 2010-6-28 19:06:45 

回复：4、老师应用了灵力场、灵力。—— 老师说自己的排列中应用了宇宙第五个场

“灵力场”。这是他自己发现并正应用的。——在场的人也许没有相关的学习背景，也不明白

什么是“灵力场”。但是，上去的人们常常会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这样做，就会这样走

动，反正当时就想这样做。——我上去参与的过程中，也是，我有时甚至会走神，可不一会儿

“灵力”又推动着我继续“工作”了。——以往参加过的排列中，老师们偶尔会提到人身体上

的“能量”，或有“能量”、“力量”。那时，我自己也经常在排列中感受到场地中有特别

的“东西”。 ——今天，用忠正老师的“灵力场”一解释，所有“能量”、“力量”、“东

西”，都有了“归宿”。 2010-6-28 19:11:25 

回复：对于有人怀疑。我感觉太好了！——有不同的意见时，大家会更为理性，并且更

加愿意通过亲自体验来说明。——你看，这个世界如此精彩！——灵力医学，好样的！忠正老

师，好样的！ 2010-6-28 19:13:42 

回复：这几年，尤其是在2009年，我也考虑过自己可以更多了解和学习排列的知

识。——在2007年时，我看海灵格先生关于排列的书，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有天份。有人来约我

给她家某某亲戚做治疗，我从没见过她的亲戚，可是对方的情况会一一出现在我脑海中，包括

这个没见过的案主的上一代或上几代，与现在的问题相关的人的情况。我自己也很惊讶。——

在没有看过海灵格先生的书之前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在给案主做治疗时，我主要应用的

是萨提亚的方法，加入心理剧的方法，很少用排列的方法。我不敢用，没有信心与力量。我的

自信与创意在那时“逃之夭夭”。（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极有天份，极自信的人）——

而忠正老师的表现，在那么简单，甚至简陋的条件，在几乎没有任何干涉的情况下，能将排列

做到完全由代表自主运作，佩服！ 2010-6-28 19: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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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其他老师的排列，主要是模仿海灵格的排列。我研究的排列，首先把这个世界区

分为三维空间、四维空间，把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四维空间呈现在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三维空

间中，然后处理。而我发现的宇宙的第五个力和第五个场——即灵力和灵力场正是联接三维空

间和四维空间的纽带。同时，不同时空之间是通过量子共振来传递信息，所以我也会借助于量

子共振信息水来加强共振信息的传递。忠正 2010-6-28 19:29:11 

回复：总结得真是太好了！忠正老师的排列简单而顺畅，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只能叹

为观止！参加者几乎都是排列的新手，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其他老师的排列进行时，场

上的每一个人都高度紧张，偶尔也会散掉。这里新手多，有的人还搞不清楚状况，比较随意，

但依旧被忠正老师带领的排列向前流畅推动，完整结束。如此精准的运作，一如忠正老师做过

的每一件事。不由自己，去体会这其中的玄妙，感受到美的极致。没有奢华的外表却痛快、质

朴、动人。看海 2010-6-29 9:12:30 

 

第3341条留言   留言者：Ily   来自：深圳   时间：2010-7-2 9:55:53

与传统的系统排列相比：1、堀尾忠正排列的主观干涉、操作最小。2、堀尾忠正发现的

灵力医学排列简单、直接。3、忠正老师现场会适时解释，让你看得更明白，不影响排列。4、

灵力场自主运作，问题自动呈现，处理彻底。——Ily 

回复：以下选了几位排列老师的案例片断： 2010-7-2 10:18:30 

回复：1、李中莹、郑立峰老师的常见方法之一： 2010-7-2 10:18:52 

回复：案例1：处理与家人的关系。——案主低头，很悲伤，不愿意抬头看面前的父母。

等待良久，李中莹老师向前引导：看看他们（父母）。案主摇摇头，又低下头。——李老师引

导：看着他们。说：我爱你们。案主摇摇头，又低下头。——李老师再次引导：看着他们。

说：我爱你们。案主摇摇头，又低下头。——李老师变化引导：看着他们。说：我不爱你们。

案主摇摇头，又低下头。——李老师再次变化引导：看着他们。说：我不愿意说“我爱你

们”。案主摇摇头，又低下头。——李老师再次变化引导：看着他们。说：我恨你们。案主摇

摇头，又低下头。——联结，进行得艰难。 2010-7-2 10:19:51 

回复：案例2：处理与家人的关系。——案主看着郑立峰老师，面色冰冷。——郑老师

引导：对自己说“谢谢我对我自己的爱”。案主惊诧的目光看着老师，背稍稍动了动，很快

低下头，摇摇头，表示不愿意。——郑老师再次引导：对自己说“谢谢我对我自己的爱”。

案主低下头，摇摇头，流泪。——郑老师变化引导：对自己说我不愿意说“我爱我自己”。

案主听后，停顿二秒钟，笑了。这笑，表示着郑老师 “狡猾”。——郑老师再次变化引导：

对我（郑立峰）说“谢谢你对我的爱”。案主望着郑老师若有所思的说：谢谢我对我自己的

爱。——最后这个地方，郑老师的引导与案主的内心完全不同步。案主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并且说了出来。——此时，全场的人都笑了，对这意外的改变。——之后，案主也笑了。有

些悲伤的笑，并说：谢谢你（郑立峰）对我的爱。谢谢。——这种引导，老师会很用心，很努

力，可是，当事人的心，不一定能被老师的帮助和引导打开。 2010-7-2 10:20:38 

回复：有一例，来自广州的女士，女士与李中莹老师都希望处理***的问题。可是，两个

人怎么努力，两个月试了多次，就是处理不了。这样的情况非常多。看来，靠单方面或双方的

努力，呈现问题、解决问题还是有限的。 2010-7-2 10:21:24 

回复：人为的、主观的操作很难与“自然”、“天”相抗衡啊！ 2010-7-2 10: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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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老师如果刻意、勉强去做一些动作，不但难以解决问题，还容易“误入岐途”、

“节外生枝”，甚至让案主“伤得更深”。——故，能够完全的尊重案主、事实，又能恰当的

给予引导，是理想的治疗。 2010-7-2 10:23:22 

回复：心理咨询、治疗，有那种“上善若水”的需求。 2010-7-2 10:24:22 

回复：看了忠正老师的灵力医学排列，耳目一新。排列完全自动进行。灵力场完全如实

呈现问题，问题大部分自动处理。关键时候，老师会引导一下，而这个引导，也简单得“可

怜”。叫人看得痛快！ 2010-7-2 10:25:41 

回复：案例3：处理与家人的关系。——案主站着，低头，久久不愿意抬头。周围站有一

位女代表（妈妈）、一位男代表（哥哥），地上躺着一位男代表（爸爸）。——罗俊站在场

地上，看了又看，走过去对案主说：你们家是不是还有一个孩子？——案主意外，想了想，

回答：有…… ——罗俊：你是怎么知道的？——回答：妈妈曾经说过几次……——罗俊立即

请一位男工作人员过来躺下……——这一例，很明显，传统的排列方法，有些问题，案主自

己不清楚、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老师又看不出来的话。怎么可能处理得了问题？ 2010-7-2 

10:26:28 

回复：案例4：处理家庭关系。——案主站着，低着头，面前地上躺着男代表。案主对面

再远一点的地方站着一女代表。共三人。——×老师：排列到此结束。——案主：极不愿意地

望着×老师。——老师走动着，说：我们到此结束。——案主忍不住了：老师我想对妈妈说几

句话！——×老师不愿意。一定要结束排列。——案主极力争取，并走过去，对代表妈妈的

女士跪下……拥抱……流泪……说了许多话。——×老师没再讲话。默许了。周围的人沉默

了。——好一会，案主站起来。轻松了许多。——这一例。如果实在不让案主说出对妈妈的

话，那凝固的爱会受阻……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老师执意要结束排列？案主讲几句

话，所用时间并不多，并且是在排列自发呈现的感情呀。不明白。 2010-7-2 10:28:33 

回复：每一位老师，都有其优势、特点。没有完美与否。选择合适的老师，就能更好的

处理自己的问题。祝福每一位朋友健康、快乐！—— Ily 2010-7-2 10:31:07 

回复：做了忠正老师的排列，其他的都可以不用考虑了。 2010-7-2 11:01:25 

回复：哈哈哈……楼上的这位说的太棒了！——云 2010-7-2 13:25:58 

第3334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6-29 20:07:13

梦到自己很焦虑，电梯里提示按钮闪烁不停，却找不到要去的楼层，后来是在一间教室

里，却看到老师满面倦容走来走去，然后困倦不支，倒在桌子上睡着了。但后来想想，也可能

不是老师，而是我的堂哥，因为他和老师的样子极其相似。现实中，周围的人们对我所说的

“灵力医学”忽而疑惑忽而嘲弄。这世道，昙花一现的东西太多，打幌子的骗子太多，换汤不

换药的发明也太多……而自认为已经成长得较世故的人，其实不是不相信真相，而是还需要勇

气离真相更近一点。

第3344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2 17:18:31

上个月例假的时间很好，很准时（6月4日至10日）；这个月有提前，昨天开始（7月1日

早上少量血迹，然后几乎没有，直到晚间8点多钟才又见红，中途便只是灼热干燥），今天血

量偏大，还没发现上次那样浓烈的气味。这次间隔是20天没有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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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碰到一个大家推崇的智慧之人，他说我气色很好，但气息很乱，新陈代谢方面问

题较大，另外建议检查甲状腺功能、尿酸和血糖。这几项指标我还真从未查过，看来也应该自

己做个了解。 2010-7-2 18:12:43 

第3345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2 17:54:10

母亲的举动有些异常，上周偷偷去做了眼部美容手术，今天又编个谎言去纹了眉毛。第

一次是突然眼睛肿胀地进家门，吓得我以为出了大事，知道缘由后只好帮她抹共振水，并告诉

她要提前找医生拆线，因为使用共振水后伤口会愈合很快。三天后我看差不多了就开始催促

她，到第四天终于去了，果然是恢复得令医生吃惊。……在接触排列后认识到自己和父母的联

接有问题，一直有想解决的心愿。现在，不断看到亲历者对老师的肯定和赞扬，越来越期盼老

师亲自帮我排列的那一天。

第3347条留言   留言者：梦圆   来自：潍坊   时间：2010-7-2 18:09:06

今天手划破了，出血了，喷了信息水，几个小时就愈合了，效果很好。看了忠正老师的

新书《回归本源》很震憾。感觉老师的研究可以开启许多学科新的研究领域。比如真正有价值

的文学研究，也是应上升到四维空间的高度才能有新的突破。留意看了最近的几次排列留言，

感觉非常渴望能够带家人参加忠正老师的排列。但是目前阻力较大。为此专门把自己的昵称改

为“梦圆”，相信想到就可以做到，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需要一点点耐心。忠正老师身边的场

很神奇！感谢忠正老师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功德无量！

第3349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7-3 7:21:57

堀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主要针对疾病。 

回复：2010年6月27日广州的灵力医学排列中，来自英国的Gooch先生连看了3例个案后，

加上已经使用并考察量子共振信息水一段时间了，并且曾经利用量子共振信息水10分钟内把他

的颈椎痛解决了，而英国医生原计划给他在颈椎压迫的地方手术安装支架，现在使用共振水

后，就不必手术安装支架了，震惊之余，他决定邀请我去英国交流，及其探讨量子共振信息水

在英国推广的事，另外书在英国出版书之事。忠正 2010-7-3 8:18:53 

回复：想起这位英国的Gooch先生。当时，我代表他的“金钱”。我靠近他后，其实是想

坐在他怀里，搂着他的，“金钱”就是这样想的。可是，我是个女生呀，不好意思坐在他怀

中还搂着他。后来也忘记告诉他了。呵呵呵……看来这位英国的先生，与金钱关系相当“亲

密”！——云奕 2010-7-3 10:25:44 

回复：Gooch先生说要给我投资，应该真有钱的。他对我的量子共振信息水和灵排非常感

兴趣。忠正 2010-7-3 11:19:44 

回复：2010年6月30日、7月1日我总是会想到自杀的亲人们。——晚上，不禁流泪。——

大姑婆喝药自杀的。随后，大姑父也（好像是上吊）自杀了。——姑婆的大女儿，姑姑也喝药

自杀的。她死时，她的女儿还不会讲话。——对她们的死，我非常痛心。每次想起，心中还有

一份很深的内疚。因为，她们死后多年，我才知道，我们之间是什么亲戚关系！——大姑爷的

二儿子，我叫表叔。他老婆当年自杀时我初中还没毕业。当时，他正在我家附近做丧事用的衣

服，我放学回来，正好遇到他，他一边看着我，一边与周围的人讲家里自杀的前后过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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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是跳水自杀的。——我当时有些害怕，有些意外，默默地看着他，听着。突然，我走过

他。回家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亲人们自杀的事来，就会想起我当时看到表

叔的情景，他的面容清楚的浮现……我心中有很深的内疚。我当时没办法去安慰他，甚至打个

招呼，我也做不到。——我一直内疚。到这次排列回来后，我再想起此事，突然想到，也许我

太害怕了。因为，我父亲自杀三十年了。父亲的自杀，是我这一生影响最大的事件。——奇怪

的是，为什么这次排列中，排列后，我总是没想到父亲的自杀？——云奕 2010-7-3 12:15:49 

回复：灵力医学排列之后，继续发生的影响：——昨天晚上，我突然哭了。哭了好久好

久。许久没有这样释放了。——我一边哭一边摇头，内心与我所想到的所有人倾诉着：“没有

用。什么用都没有。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到最后，只有大家伤得更深。我不想再这样纠

缠下去了。正如我曾经说过的一样：我这一生，都不愿意愚昧地活着。是时候大家明白事理

了……感谢我吧。都来祝福我。都来爱我……没有人能如我，对你们有意义了。都来祝福我。

我愿意利益你们……我需要你们的祝福。我需要你们的支持。都来祝福我。”——我哭着哭

着。发现我的肚脐上面的整个部位有变化。这个位置好像曾经绷得紧紧的，麻木了，现在一下

放松了似的，让我感觉到麻木“融化”时，腹部肌肉的难受感觉。——曾听朋友给我解释过，

说如果有许多心事压在心中，有气忍在心中，这个肚脐上方的位置就会“凝固”…… ——我

正慢慢打开这个“凝固”吗？——今天白天明显感觉肚脐上方的这个位置放得更松了。我时常

呼吸微弱，希望我的气流越来越流畅、足够充分。——云奕 2010-7-3 12:25:33 

回复：我的排列中，我进入场，在鬼躲避远之后，我向场上所有代表跪下，以礼敬佛的

大礼，向他们跪拜，并在心中说出了心里想说的内容。内容的大意是：我们都来明白真理，我

们共同走向了觉悟。——昨天晚上的哭泣，与当时排列中的此举，以及后来忘记录的对躺着的

人所说的大段对话，是前后呼应。——昨晚和今天，都能感受到，昨天晚上的哭泣，比当时的

大段对话更为具体，更为感触。——参与了灵力医学排列之后，感受到对我的影响持续着……

云奕 2010-7-3 14:14:18 

回复：2010年7月3日白天，通过身体的反应，可以知道，我的气，明显改变了。身体内

的气流比以往“足”、“顺畅”。可见，灵力医学排列带给我的影响还涉及到了健康。——云

奕 2010-7-3 21:21:09 

回复：一位朋友在排列休息时间说到，感觉那鬼是我妈妈。她在重复她的意思时，好像

是想说：那就是我妈妈，排列呈现了我与我妈妈的关系。不是鬼与我。——我听了后回忆了排

列，反思了一下。不是。于是想了想后，回答：每个人有自己的知识、理论体系，有自己的立

场。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经验或理论去解释现象或他人。这样一来，怎么看，怎么

像自己的“那一套”。就好像，艺术家看树根，怎么看怎么像艺术品。而农夫看树根，怎么看

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云奕 2010-7-3 21:31:06 

回复：上次参加忠正老师灵力医学排列时，遇到有朋友谈正在用共振水。问我用的情

况。我也了解了一下对方用水的情况。发现，有些人买了二袋共振水后，非常渴望就此改善自

己的状况。——我个人认为这很难。——因为二袋共振水，在如今这个环境污染严重，身心问

题通常呈不断积累情况下的人们，有些“杯水车薪”。——我当初大量应用共振水，少时七

瓶，多时十三瓶（亦有袋装），常常只是在洗澡时才离开共振水，受益非浅。——云奕 2010-

7-3 21:37:47 

回复：自卑几乎消失！——云奕 2010-7-3 21:4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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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堀尾忠正老师，通过了解你的发明、接受你的治疗，深深感受到，你好伟大！ 

2010-7-3 21:47:10 

回复：——我哭着哭着。发现我的肚脐上面的整个部位有变化。这个位置好像曾经绷

得紧紧的，麻木了，现在一下放松了似的，让我感觉到麻木“融化”时，腹部肌肉的难受感

觉。——曾听朋友给我解释过，说如果有许多心事压在心中，有气忍在心中，这个肚脐上方的

位置就会“凝固”……——我正慢慢打开这个“凝固”吗？——回忆过去几个月时光中的情

况，4月的某一天，我都在特殊的环境之中的特殊情况下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感觉腹部

这个位置，好像被取下了粘了几十年的“籀”，而只是在“籀”取下那一刻，才知曾经有这

“籀”存在于腹部这个位置。——这一次，是有生以来第二次出现此情况，是第一次在生活

中、治疗中出现。感觉腹部“松”了。——有点小说中“脉”被打开的感觉。——云奕 2010-

7-4 16:17:38 

第3353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4 10:03:16

星星之火，将要燎原。老师过去默默积累了这么多年，一旦爆发，影响难以估量。有些

痛恨自己不才，未能更好传递如此奇妙伟大的方法。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老师不愧了。

第3356条留言   留言者：想做瑜伽的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5 11:33:45

常希望能在老师身边，加上一直不断和朋友沟通联系，谈论共振水。昨天午休时梦中又

见老师，但心里的话未及讲出，急醒了。呵呵，白日梦照见心了。满脑子都是想邀约老师来昆

明排列的事，对口渴或体乏等不适感觉便没那么在心，感觉见到老师就不算问题了一般。现在

有位大学老师很想解决面瘫，也对灵力医学有很大兴趣，就是担心参加个案后的效果，不断询

问是否可以恢复。她面瘫近五年，一直治疗，但恢复得还不太理想。还请老师解答。

第3364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6 17:14:00

昨晚梦境让人回味无穷，蓝得如同洗过的天空，体验到短暂的，真正无拘无束的自由，

向苍穹飞翔，飞得很高很高，发型没有变，但衣裙是耀眼的白绸；然后是站在十字路的一角，

看到对面转角处有一片汪洋，无限平静，蓝蓝的水面波光粼粼，反射着阳光金色点点。这时有

长者来到我面前，问我看到何种景象。我说看到无垠的碧蓝的水了，他起初摇头不信，说我目

前的时机还不到，见不到那样的场景。我大急，竭力证明自己没有说谎，大概为了验证什么

吧，长者拿出一支笔，让我在墙面上写八个字，不太记得前面一句，但后面一句好像是“有人

等着”，本来那笔写出来是蓝色的，可是那个“等”字，却在斑驳的墙面上变成血红色。我内

心恐慌，怕自己的感情问题太波折没归宿，忙求问。结果老者黏着胡须，悠悠说道你的命本来

被捆绑层层枷锁，大器晚成晚景灿烂，你现在是提前冲破了一些障碍，但等着你的那个人现在

死了……醒来，便感到些许怅然纠结。我发现如果用共振水足量，自己就会更灵敏些，梦中更

清晰（昨天把较新的水袋放枕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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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心脏杂音（堕胎）（北京）

2010年7月6日，（20100706-），心脏杂音。

第335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7-4 12:14:20

2010年7月6日晚上，在北京，堀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地点：大郊亭国际商务酒店（朝

阳区广渠东路168号）。 

回复：北京的灵力医学排列，排列呈现出的儿子的心脏杂音与母亲堕胎的没有安息的小

孩有关。排列中，绝大部分是新手。即使有些人说曾经参加过排列的，事后获悉，他们中不少

人曾经一次做过代表的机会也没有过。当时在场的很多新手，对排列一无所知。当热身，用排

列测试在场的“健康”、“事业”、“金钱”、“爱情”，结果与在场的各位很吻合，于是引

起了他们的兴趣。排列中，一位第一次接触排列的，突然一个脚拐了，走路时脚外翻，不能正

常走路了，她惊恐不已，大呼自己的脚不能走路了，我去问案主的父亲，“你家什么人脚外

翻？”对方摇摇头，说，似乎没有。突然那人说，是他爷爷，他爷爷放牛时，脚不小心被牛踩

了一脚，从此后，爷爷那个脚就一直外翻，走路时也是一个脚外翻，一拐一拐，直到去世为

止，那个脚一直那样。至此，那些人才开始逐渐相信排列很神奇。一位资深从事医学工作的专

家，看了一半说，“我看用这样的方法能治病，难！”，说完，就提前退场了。排列结束，那

个拐脚的，就恢复了正常。这次排列结束后，当时在场有几位企业老总说，他们越来越相信佛

经中所讲的，他们本来就均信佛。在场，最敏感的是在电话中曾听我讲过排列的，并且到机场

接我的那位先生。第二天，他们透露，他们一直在看我的新书《回归本源》，他们书随身带

着，开车时，在汽车遇到红灯等待时，也赶紧拿出书来，看上一段。 2011-1-1 10:41:00

回复：当时在现场，事后参加深圳灵排的案主有：

（27）2010年10月17日，第三例（20101017C），头痛、浑身痛十多年。

（45）2010年11月14日，第三例（20101114C），先天性耳聋（聋子——偷鸟笼子）。

（65）2010年12月19日，第四例（20101219D），母亲腰椎滑脱10年（两人自杀，堕

胎）。 2011-1-1 10:42:42

第3359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7-6 7:21:55

前天晚上接了一个电话，听起来声音有点熟悉，说是深圳的，曾经常带人来我这边了解

量子共振信息水，说来过我这边很多次的，说他前天突然小中风，走路也不太方便，想在昨天

上午到我这边看一下。昨天中午时，他来了，一位称呼他伯伯的女士艰难地搀扶着他，一拐一

拐的走来，走路很艰难，满身是汗。她说，“从下了公共汽车走到你这边，原来只要5分钟，

这次走了一个多小时。”进门时，一看那个走路艰难的样子，我连忙拿了一包量子共振信息水

给他拿着，立即他不用搀扶就可以走路，自己一个人走到桌子边了，劲大了很多。见到他，我

想起来，他经常带人过来了解量子共振信息水，但因为他说没有钱，自己从来没有买过，但带

人来了解的那段时间，他就手拿着桌子上的量子共振信息水瓶子，他自己讲，他的手关节有僵

硬，如果他手在瓶子上抓上几十分钟，那么，他的手关节就会持续一个多月不僵硬。但这次是

突然小中风，来买量子共振信息水。昨天带着三袋量子共振信息水出门离开时，与进门时判若

两人，走路明显稳了很多，有劲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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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66条留言   留言者：感恩的心   来自：乌鲁木齐   时间：2010-7-7 18:25:34

从深圳回新疆有一段时间了。前面是因为网不通后来又是因为忙，所以好久没有怎么上

来；偶尔来一次，也是因为太多的新鲜内容让我眼睛不能拔出，所以就没有记录下自己要记录

的内容。今天似乎又有点这种感觉，尤其喜欢关注看海的变化，今天看过看海的留言，还真是

为她高兴，她的痛终于消失了，多么的不容易啊！同时再次被堀尾老师的魅力折服。堀尾老师

发明的信息水已经帮助了不少曾经无助的人们，他发明的油公汽车燃油添加剂也令我的朋友折

服。在这里我也把接触信息水后自己以及家人朋友使用后的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

1、我的母亲今年65岁，有老年性尿失禁，今年1月8日起于小腹处放置一10ml的小瓶信息

水，不到一个月无意中发现尿失禁现象没有了；我母亲三年前曾患脑溢血，于今年过年时还有

轻度的说话口齿不清，走路略微不稳，各项反应都略显迟缓，过年回库尔勒看母亲时，让她和

大弟弟一起每人每晚喝10ml信息水，共喝一瓶信息水，此次回库尔勒看到的母亲是一个利索的

老人，无论说话还是做家务，都看不出有脑溢血后遗症的症状。她自己也感觉自己现在好得

很，而且皮肤紧致，头发也变黑了。

2、我姐夫因有脂肪肝，所以每天白天置信息水于右上腹，目前还未检查肝部情况；同

时，每晚将信息水袋子置于下身，也是不到一个月，他的前列腺炎的症状全都消失，尿痛、尿

憋、尿不尽均消失，尿味也没有了。

3、大女儿今年19岁，脸上长痘三年，以额头、脸颊、鼻子上为主，大的脓性痘不断，所

以留下的大小坑坑不少，这些年多种方法都用过，痘依旧；自从接触信息水以来痘就开始消

退，就喝过两次，一次10ml，然后就是在脸上间断性的局部喷水，三个月下来，痘止坑消，皮

肤已经很白净了，小姑娘现在美滋滋的。喝了信息水后她的荨麻疹也少了很多，不再像过去全

身大片大片的起疹，近期吃了保健品，调节肝脾，现在未再起疹。她胃痛、腰痛，都是抱信息

水袋子缓解。

4、孩子爷爷以前每晚平均要起夜6—7次，一晚起夜8—9次的时候也有，用小喷瓶置于前

列腺处，一周后每晚起夜就减少到2—3次，爷爷很是高兴，爷爷有胆总管结石多年，经常发

炎，不能手术，只能吃药打针来缓解症状，过年前还在住院打针，出院后爷爷每天把信息水袋

子挂在右上腹，并且喝了三分之一瓶信息水，目前爷爷没有什么不适的地方，感觉一切都好。

5、朋友打网球时跟腱拉伤，坚持喷信息水并置信息水袋子在伤痛处，疼痛缓解较好，

自我感觉病变恢复也较快；同时当时朋友在医院做了化验，发现肝功异常，甲胎球也高，无

症状，B超未见肝部肿块，也去北京相关医院检查，诊断不明确，建议打能量合剂，患者为打

针，经我咨询堀尾老师后，于肝部置放3个信息水袋子，并嘱咐喝信息水每天30ml，患者停止

往日打网球、骑自行车、徒步等运动，以静养为主，一月后复查肝功正常。

6、开春以来是新疆过敏性鼻炎的发作期，我和朋友们都是通过鼻腔局部喷信息水，以及

眼睛、耳朵痒者，也喷眼睛、耳朵，一日多次，目前收效很好，打喷嚏、鼻痒、眼耳痒的现象

均得到控制。另外，我在小时候得过鼻窦炎，并且以后经常偏头痛，再一次往鼻腔内喷信息水

时，为了不让水外流，就把头倒垂下来，结果信息水流入鼻窦，当时立刻感觉额头、眼睛、脸

颊酸胀、火辣的感觉，大约一分钟左右酸胀火辣的感觉慢慢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头脑的轻松舒

服，好像长久以来头脑都处于紧绷状态，现在终于感觉到了轻松的状态，很是舒服，从那以后

就有意识的多往鼻窦额窦里多滴了点信息水，以修正以前炎症在鼻窦额窦里留下的瘢痕组织，

期待的更是头脑的进一步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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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朋友化脓性中耳炎半年，一次聚会时认识，半信半疑的用我的小喷瓶往患耳里喷了几

下信息水，当晚流出了大量淡黄色液体，朋友说以前患耳总有黄色的很稠也较臭的脓液流出，

但量少，用过信息水后反应很大，他说看样子还是有用，第二天没有用信息水，同时感觉患耳

局部有肿痛，第三天局部红肿，然后就开始连续使用，信息水局部喷用，并口服信息水一日

30ml，第四天肿痛缓解，今天一周，耳内有少许淡黄色稀薄液体，用信息水时额头上皮肤紫红

有痘，三天后也消失。中耳炎情况继续观察。目前，朋友们通过使用信息水认识了堀尾老师，

在访客留言里也了解到了堀尾老师的灵力医学排列，并在筹划邀请堀尾老师来疆指导并为新疆

的朋友们进行灵力医学排列，经过商议堀尾老师同意邀请，时间地点都在确定过程中，感谢堀

尾老师的支持。也欢迎新疆朋友踊跃参与，愿更多新疆朋友收益。 

回复：留言者曾经是一位医生，从事儿科临床十多年，后来学习心理学、心灵成长课程

后放弃了西医医院工作。这位后来就是跟着我学习灵力医学排列的网名叫沁心的。2011-1-1 

12:10:48

第3368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8 17:55:54

昨晚上经血彻底干净，正常的七天。今天和老师通了电话，一直很想争取请老师做个

案。昆明这里已经邀约好六七个患者了，不过因为只有我一人参与过排列，考虑到生手太多可

能操作不甚完满，老师目前不会到这里来。自己还有一些疾病症状需要排列处理，想参加11号

的排列，可惜无论如何都争取不到了。很是遗憾。 

回复：大约自5月20日起，主食摄入减少，甚至有时一整天的饭量不到原来的1/3，经过

近二十天，对主食的需求又呈逐渐恢复的趋势，目前基本正常。对肉类和某些味儿很霸道的香

料越来越敬而远之，假如吃了一点，哪怕就是一口，心里便会有沉闷，或者说整个身体似乎被

什么污浊了一样，本来好似要袅袅升起的，会被那股浊味打压下来，降下来，坠下来。请原谅

我用“污浊”这个词，好像这样比较贴切；也就是有“浊”的感觉，我才知道自己不吃肉时身

心感觉较为轻灵。 2010-7-9 21:09:29 

回复：下焦又有灼热，早上试着往腔道喷了些共振水；下午时突然感到有水涌出，察看

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很多白色分泌物，搽到纸巾上略为偏黄，很多很多，像是体内经过

了大清洗。心有宽慰也有怕怕。怕的是不知这方面问题是否严重，宽慰的是有共振水可以解

决，力度不够的话再加排列。唉，说来说去，就是惦记和期待老师的“神通”。 2010-7-9 

21:37:49 

第336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7-8 9:14:51

2010年7月11日（周日）堀尾忠正将在深圳举行一天灵力医学排列，处理疾病。 

回复： 

（A16）1、2010年7月11日，第一例（20100711A），性别倾向错位，女生像男生。

（A17）2、2010年7月11日，第二例（20100711B），头晕（堕胎）。

（A18）3、2010年7月11日，第三例（20100711C），胸闷（开餐厅杀动物）。

（A19）4、2010年7月11日，第四例（20100711D），头痛十年（母亲似神医捏拿治病）

（昆明）。

2011-1-1 20: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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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性别倾向错位，女生像男生

2010年7月11日，第一例（20100711A），性别倾向错位，女生像男生。

第3381条留言   留言者：呜啦啦   来自：深圳   时间：2010-7-14 7:45:57

2010年7月11日，周日，在深圳参加了堀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并做了第一位个案的相关

代表，记录如下： 

回复：第一位个案是个“靓女”，处理自己的性别倾向。我一直听不清楚案主说什么。

这个排列开始后我才知道案主是位女生，才知道她准备处理自己的性别倾向。我以为是男生。

老师叫“她”上去时，做了解释，说见“她”坐在场地正下方，状态“与众不同”，表情，气

色，行动都不大“良好”。故临时决定叫她上去，给她处理一个问题。老师与之反复沟通后，

案主决定了处理“性别倾向”。 老师请她选择一位来宾代表她自己，站在场地中间，然后请

在场的来宾上来十多个，围成一个圈。老师引导大家双手自然放下，稍稍调整双脚（不要形成

“八字”形），静静等待有力量推动着自己行动。老师一边引导大家，一边提示：不需要思

考，不需要用脑，不用去想什么，感觉到什么，就做什么。很快我感觉到左边肩膀有股力，但

是大脑里什么都不明白，于是我试着移动，先后退，再左右看看，再向右退，停留，站立，再

感觉，再退了一点点，坐下，停顿，躺下，感觉刚刚好，于是闭眼。那时的我很安于此动作。

场上的代表们在我躺下之前各自“运作”着。有人移到墙边，靠墙而站。有的人坐着——盘腿

而坐。有人站着，沉默着。有人站着一脸“笑嘻嘻”的笑容，可能是感觉场面太好笑了。有人

闭眼低头。有人任由他人推推搡搡。有人如着了魔，闭着眼睛做出怪异的动作，让周围的人忍

俊不禁，连连发笑。我躺着躺着，渐渐感觉身体不舒服，我躁动，突然觉得场地上有人“应

当”躺下。于是我不满地过去，拉起对方就摔，几番努力，摔倒了一个。我站着，低头，手握

拳头，一边喘气，一边感觉，我的眼神好“邪”，我低头侧眼“搜索”着什么。——突然，又

觉得场地上另一位“应当”躺下，于是我“杀气腾腾”的走过去，准备抓起对方摔。对方因为

看到过我摔人，惊慌地逃命，她一边逃一边惊叫……甚至喊要退出。我完全“没了理智”，只

管恶狠狠的追她、抓她，她冲到后门，不知道为何没冲出去，快速反身冲进场地，我再追，这

时有人“仗义”而来，意欲阻止我，我立即对来者进攻，准备“清除障碍”，老师过来了，

说：她叫你倒下，你就倒下吧。对方愣了愣，躺下了。——她穿着裙子，我要真摔她的话，

场面一定很“残酷”。可是，我那时就是心有气愤，不满，就是要“放倒”她。我很累，我站

在场中间，身体中有说不出的力与难受，我握拳，低头，忍受着，继续我低头侧眼“搜索”

着。此期间有人过来不断指责我，与我“交涉”，说我不应当打人，我哪里想打人？我只觉得

他们应当躺下的人没躺下，我同时渐渐升起对多个人不满的情绪。我又找到该倒下而没倒下的

人了，我再出动，这次冒出一个“陈妖精”，此人极瘦，清秀，却无比“英勇”，她一过来就

向我进攻，连打带踢的，煞是凶狠，有两脚踢中我的腹部，很痛！一边打我一边冲着我喊。我

几次想放倒她，可是没成功，加上有人在中间“劝架”，老是妨碍我。——不知怎么的，对方

突然冲过来，抱着我，说：你打我！你打我！我回应：我不想打你，我只想放倒你。并趁机放

倒她，可是很难，于是我抱着她，一边扔她的身体，一边用自己的身体压她，最终与她一同倒

下，她很愿意与我一同倒下似地，她翻动着，倒在我的身上，还说：倒就倒吧，我愿意与你一

起倒下……我抱着她，她抱着我，我们抱团而躺，彼此都好用力，好像怕对方跑了似的。后来

我才知道，她是来打抱不平的，她打我只为路见不平，之后她希望我打她而不是其他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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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随我倒下。我的天，那时的我，只会撂倒需要撂倒的人，哪里会领会她的用心呀。在此过

程中，一位在台上音响旁边的男代表一直用身体揣音响，发出有节奏的声音，很是“引人注

目”。后来他揣着揣着，连同音响一起倒在地上了，还不时的发出怪叫，如“冤魂”。不少人

在笑。老师一直不管他，任他“发挥”。老师只是看看我们这边的情况。过了好一会，听着

音响旁边男代表“凄惨”的怪叫，我突然想过去陪陪他，感觉这样他会好受些。于是，我松

开抱着的女代表，慢慢走过去。只见他躺着，眼中有少许泪水，不停用手和身体撞地面或音

响。——我拉起他的手，啊，那是多么冰冷的一双手呀！手是那样的黄，如尸体！他的手臂

僵硬。我怕他的头撞疼了，去扶起他的头，他的身体很硬很硬，我不敢松懈，怕他的头一下

“弹”回去撞疼了，慢慢的，我扶起他的头，放在我的腿上，他睁眼看看我，看了好久，流着

泪，没有表情，突然他闭眼，不停摇头，哭泣，鬼叫，手也不停的打着。他没有对我不满，我

也非常平静，我甚至在他睁眼时笑了笑。似乎他心中有无限的不满夹杂着愤怒、悲伤。他就这

样哭啊，叫啊，撞啊……我大部分时间就静静的陪护着他。有人来看他了，是案主本人，并不

断喊“爸爸……”。她哭、磕头、诉苦、询问、哀求、拉扯着……看得出案主极为依赖父爱。

也因此极为痛苦。又来了两个人来看望他，有一个去摸他的腿，我突然很烦，厉声呵斥对方，

对方立即收手。案主继续诉苦、询问、哀求、拉扯着……我觉得好烦好烦，我觉得她太纠缠

了，我要求她马上走。——而地上的他好像会因案主的表现时时呈现出强烈的反应。身体弹起

更高。声音更大。手打得更用力。我很生气。我叫她走。我站起来用力一挥，打她的头，她吓

了一跳，怔了怔，慢慢起来走了。旁边的两位也起来离去。案主边转身边哭诉：没有爱我。旁

边的两位扶着她，我刚刚平静下来，她这样一说，我火了，对准她的背就是一拳，并说：“谁

不爱你了？！”几人回头看我。我理也不理，继续陪护地上的他去了。老师解释，这个呈现的

是案主的父亲去世前得病时的样子。案主的男性倾向与她一直承担父亲的责任有关。案主说：

我父亲去世前我就是一直这样，男性倾向。老师没有再说什么。让大家继续随感觉移动。我就

这样反复的回去躺下。又在有人打扰他时过来陪护。场上的移动渐渐更加慢、更加少了。其他

几位陪着案主在场上哭。慢慢的，我好像放心了，放下他，回位置躺下了。过了不久，案主

“意犹未尽”慢慢的又去了看望地上的“爸爸”。我哪里放心得下，爬起来走过去，扶起他的

头，放在我的腿上。我默默地陪伴着他，觉得可以带给他舒适。而他也好像很接受。从不反抗

我。对案主的到来及诉词，他好似被激起很大的情绪，反应一阵一阵的大。让案主更加揪心。

我大部分时间平静。老师长时间的看着一切。偶尔会说一句：让它再放一放。再走走。（即：

让灵力再释放释放。让灵力推动排列再继续走动走动。）老师总是那么耐心地观察着一切。总

是那么尊重排列自然进行，最大可能的让排列随灵力呈现、自动平衡。老师过来，问了案主谁

曾陪护病中的父亲的。问是否其中一位像她母亲。问我是否像她奶奶。之后，老师带案主对

“爸爸”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说了两次后，“爸爸”的反应不断。看得出他内心有太多

太强烈的情绪。老师又带一位代表对案主爸爸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她低头，不愿意说。

老师说：试试。看能不能说。她不愿意。老师再推动她说。她试试说了。没有感觉。老师离

开。站在一边。不一会儿，说排列结束。我扶着地上“爸爸”的背，与过来的男代表们把他放

在地毯上，让他在柔软的地方“再放一放。再走走。”:案主过来，跪下，致谢。并有少许担

心。我解释：他能够代表你的父亲，必定有很深的因缘，他会因此同时处理自己的相关问题。

是好事。不必担心。2010-7-14 7:48:21 

回复：此次堀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结束时，这位“爸爸”对这位“女儿”说：你要坚持



第五章 灵排记录（未录像）

233

下去。你会很好的。你一定会成功。有一天你会活得很好。看得出，做了相关代表，大家已经

默默的建立了非同一般的感情。这位“爸爸”还说：我都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是不

是我在说。我只知道我说了。他还反复说：我今天完全放空了。哈哈哈哈，我的观点正确！ 

2010-7-14 8:03:44 

回复：自小我的文采出众，因此出名。高一时写的游记被赞叹为“散文诗”。常常提笔

思如泉涌。近十五年几乎不写什么了，加之进修的功课让我变得“单纯”，写起东西来，几乎

不用形容词和比喻了。可此次排列后，发现记录时，常常有“词”跳出来，“跃然纸上”。呼

呼，不可思议。——今天写字时看到，我的字体又有所“收敛”了，变得更加“柔和”、“规

矩”、“舒畅”。——而忠正老师本人在那一天也变得爱喝水了，先是一次喝一口，再后来

一次两口，再后来一次一杯的喝。呵呵呵………真所谓参与了，就会在灵力场中默默被“完

善”。善哉！妙哉！ 2010-7-14 8:03:59 

回复：大家说我“暴力”。我冤枉。我那时身不由己。我那时的眼神好凶、好邪恶，我

自己都不喜欢不接受，可是没办法改过来呀。——平时的我，眼神淡淡的，空空的。——同时

我在想，我在成长中经常挨打，会否导致我在排列中经常呈现暴力形象？我心中有压抑的怒

火。为数不多。——我在排列中并非想打人，而是排列中的我，常常想把不“自动”倒下的人

“放倒”。对方一旦不主动倒下、有躲避或抗拒倒下，我就会“武力”解决（脸红……）。此

排列结束后，我去洗手间，一个念头闪现：我是否有代表案主父亲的情绪？我是否有代替他来

说话做事。他不能表达嘛。后来我对案主说：或许有时我代表你父亲的情绪。你好纠缠的对父

亲诉苦时，我就烦。你或许可以平静地诉苦，平静地询问，平静地问候……你的情绪会影响你

父亲。而你父亲在与不在，你的生活都是靠你自己的。只是你没停下来去想一想，你没有父亲

真的没法好好活着吗？你是否抓得太紧？……我与此案主是萍水相逢，却有甚深的因缘，此处

暂不公开。 2010-7-14 8:04:10 

回复：这位案主曾经使用过我的量子共振信息水，每次见到她，让我很困惑，我总以为

她是小男生。周日那次排列，她也参加了，但脸色焦黄，缩着脖子，感觉在场所有人中状况最

差。也曾经听说，有一位心理咨询师给她家排处理过，越处理，状况越差，她已经放弃了心理

治疗。以上文字记录者是一位平时很温柔的女生，但在灵力场作用下，武功高强，摔跤不断。

在排列过程中，一位男代表把音响挤倒，然后自己仰天跌倒在地鬼哭狼嚎，我问案主，“那位

是谁？”，案主回答“那是我父亲，中风瘫痪四年后去世，病中他就是那个样子的。”排列结

束后，案主的脸上放光了，脖子也不缩了，身高也看上去高了，应该会高1—2厘米。而且她穿

的如男生的衣裤，套在她身上，越看越不协调，她也感觉到那身衣服的打扮让她有些尴尬，性

别问题应该开始纠正过来了，随着灵力场的作用，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她会越来越向女性

发展。忠正 2010-7-14 8:39:23 

回复：案主在排列一结束就重复说：我现在排列完感觉好轻松！（原话不记得了，大概

这个意思）——呜啦啦 2010-7-14 8:58:12 

回复：谢谢乌啦啦完整深厚的文字功底！好感动，好痛快！向伟大的忠正老师致敬！看

海 2010-7-14 9:12:05 

回复：我觉得，乌啦啦在代表时似乎也做传递着我的一些感受，一些曾经的感受，因为

我曾经很长时间里，对家族人有着强烈地不满，想一个个把他们放倒。 2010-7-14 18: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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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头晕（堕胎）

2010年7月11日，第二例（20100711B），头晕。

第3382条留言   留言者：呜啦啦   来自：深圳   时间：2010-7-14 8:07:38

2010年7月11日，周日，在深圳参加了堀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并做了第二位个案的相关

代表，记录如下： 

回复：第二位个案是阿姨处理头晕。阿姨每天不是大“晕晕”，就是小“晕晕”。 

2010-7-14 8:17:29 

回复：老师请她选择一来宾做她的代表。阿姨看看场下的人，选择了一位男士代表她自

己。老师指着选中的代表说：看，选中的代表与案主外形很相似！大家一看，笑了。那体型，

那脸型，还真是！这位男士上场后，老师让他站着，放松，感受一下，看看身体上有何反应。

两分钟不到，这位男代表开始感觉到他头部不舒服。再接着，他指着腿部说不舒服。再接着，

他身体还有其他部位不舒服……老师解释：被选中的代表上场后，很自然的会出现案主的症

状。这是灵力场在发挥作用：案主的状况会通过灵力场呈现在其代表身体上。排列开始了。老

师请场下的来宾上来十多个，围在男代表的周围，形成一个圈。大家双手自然放下，稍稍调整

双脚，静静等待有力量推动着自己行动。老师一边引导大家，一边提示：不需要思考。不需

要用脑。感觉到什么，就做什么。灵力医学排列完全“跟着感觉走”。静默间，有人开始移

动了。紧接着我左边肩膀有压力，我开始移动。那时我不知如何才好，甚至不明白左边肩膀

的压力是何意义。只知道移动。后退不到五步，我试试停下，看看不理睬这股压力会有什么

情况。结果，停下后，这股压力让我难受，必须再移动才行。我稍稍思维了思维，并不能想明

白我应当做什么。于是继续“跟着感觉走”。我随左边肩膀的力，边后退边感觉，退了约十

步，我倒下。我并不知是坐着好，还是躺下好，于是先坐着，用手撑在地上。坐了坐，感觉不

好，于是躺下，呵呵，感觉刚刚好。于是我开心地躺着。到我躺下为止，时间虽短，可场上发

生的变化可不少。有人快速移动，有人停下站立在一处，有人躲避另外的代表，有人开始靠在

墙角哭泣，有人如“鬼上身”做着怪异的动作，有的人闭着眼睛、靠着他人的身体转圈，有人

全身无力、东荡西荡、迷迷糊糊，有人停停又移动移动……那场景“别开生面”。灵力场静静

地“引导”着每一位。我躺着，几分钟后突然睁开眼睛，望着我左边的女代表，她好像“喝高

了”，不大清醒，无力地垂着脑袋，眼睛“一片朦胧”，双手随身体晃来晃去。我好想把她拉

下来，让她与我一同躺着。于是，我伸长了手去拉她的裤角。拉了拉，可能力量不够，她摇摇

晃晃，又站稳了。——于是我再试，她晃来晃去，我的力没作用在恰当的地方，她还是没被我

拉倒下。她晃远了点了，我干脆伸腿去揣她，还是没成功。她继续晃，离我更远了，我“眼馋

馋”地望着她离去。心里有点“舍不得”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不明白。只记得当时就是这

情况。灵力就是这样影响着我。我躺着，目送我“恋恋不舍”的她远去后，不知怎么的，我

又“看上”了站在我右边的一位男代表。是，伸手拉他的裤角，他的裤子比刚刚的“她”裤子

长，好拉，我用力拉了三次，身材壮实的他“轰然倒地”。差点压扁我的头！我快速用手护住

头部，待他倒下不动了，才恢复平躺。感觉好像完成了什么一样。没事了，继续静静平躺着。

喔！怎么那么容易就拉倒了他？不知道。同时感觉到这位被我拉倒的男代表好似很顺应我的

力，很自然的就倒下了一样。就如他是一根木桩，放在我身边，拉一拉就倒了。我真不明白其

中的缘由，只知道，当时就是这样的。灵力、灵力场无形的作用，难以形容，过了好久，我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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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再次睁开眼睛，看到我头后面有位男代表扶着我没有拉倒的那个“她”。她由于更加无力，

已经不能自己站立，故那男代表扶着她，护着她，一副就是不能让你倒下的感觉。而我一见此

景，心中顿生不满：为什么要扶着她？为什么不让她倒下？她应当倒下、躺着，和我在一起

的！……心里越来越生气，干脆爬起来，走过去，“抢”人。我一边抱着“她”，一边扳男代

表的手，尽量让“她”失去保护，倒下去，可是，这个男代表很用力、很用心地护着“她”，

我“屡战屡败”，最终只得放弃，耿耿于怀地回到我的位置、躺着。在整个排列中，两次忍不

住爬起来去“抢”人。并多次睁开眼睛不满地看着那男代表扶着“她”。我总觉得，她应当躺

下，与我在一起，我想拉着她的手，与她相拥“长眠”。我当时只是这样的想法与行动。并没

有如何恶意。完全只是一种感觉，自己并不明白为何。很长一段时间，老师就只是在一边看着

场上的情况，让大家默默的“任意发挥”。我平躺着，闭着眼睛，听到周围有人在移动，有人

在哭泣。有人说头部不舒服。有人说不希望对面的人看到自己。有人说看到对方很舒服……老

师终于上场了。他问几乎站在同一直线上的三位之一：你看她是什么感觉？回答：头晕。老师

问另一位：你看她是什么感觉？回答：她挡住了我（我想看到她后面那位）。老师解释：你就

是那个头晕。她想看到她，可是头晕挡住了，看不见。也不知道怎么的，老师像知道好多事情

一样，请案主本人进入排列，案主本人表现出想靠近、拥抱那个被挡住的女代表。而此代表早

已经“逃跑”到场地最前方，靠在墙上。案主过去慢慢接近她，直到两人和谐相拥。场地上那

位“摇晃欲倒”的代表晃到了场地中央，她更加无力，使得案主的儿子（他没参加排列）不知

怎么的加入到“护持”她的工作之中了。我看着这一切，心中多么不满，我太想爬起来，扳

开他俩。而我深知自己一个人“势单力薄”，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俩扶着“她”。:随着时间推

移，排列呈现出案主的头晕与其先生有关。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只听老师解释才知道的。

在我倒下后，慢慢又有一位，躺着一边。后来，那位一直要倒下却又被人“护持”着的女代表

快要倒在地上时，我乘机过去把她按住，压着她与她一同倒在地。那位“护持”当时没能扶住

我们两人。——倒下的她并没有睁开眼睛，只是说：别管我，别管我。看得出，她与我一样，

都反感那“护持”。那“护持”赶紧去扶她，可不知为何，这一次她终于没再起来。终于倒下

躺着了。奇了！是“机缘”到了吗？真是不明白。但，我终于“如愿以偿”。我好开心。又有

人倒下了，并躺在了我附近。不一会儿，“她”躺在了我身边，我转身，面对着她，侧卧着，

拉着她的手。不知为何，有人来我旁边跪下，哀求：求求你，放开她的手吧。哀求不断，还用

手来扳我的手。我不满了，心想：管你什么事呀？我就喜欢拉着她！对方反复哀求反复磕头，

我坚持要拉着“她”。于是对方离开躺在一边去了。——我继续默默躺着，拉着“她”。过了

好一阵，又来一位，跪着边哭，边哀求，希望我放手。还说：放开她，你们俩都会好、对你

们都有好处。可我心里很纳闷：管你什么事？我们就愿意这样拉着。于是忍不住说了出来。

对方很“执着”，一直哭啊，哀求啊，磕头啊，扳我的手啊……晕死。真是的！管她什么事

嘛？……终于，我松了松手。对方立刻把我们分开，并躺下在我们中间——我的天！至于吗？

“分手”就“分手”吧，还那么“狠”，躺下在我们中间把我们“生生分开”！我当时心有意

外加不满。才发现，我左侧已经躺下三位了。老师带着案主过来了。说：她们（四位）已经安

息了。你对她们鞠个躬就可以了。我看到案主靠近我们，鞠躬。排列也到处结束。 2010-7-14 

8:17:51 

回复：呵呵，原来，老师大部分时间只是看着，什么都不做，是等我们自己在灵力场中

随灵力“安息”下来。妙哉——灵力医学排列。 2010-7-14 8: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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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排列过程中，呈现的阿姨的头晕来自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来自于流产的小孩，

用头晕来挡住看到流产的小孩，这样可以用头晕来抑制对流产的悲伤。排列中呈现，流产的小

孩怕父亲（案主丈夫），流产可能是爸爸下的决定。另外头晕也来自后来去世的丈夫，堕胎的

小孩与父亲的纠缠。留言者呜啦啦代表的是一个被堕胎的小孩，一直没有安心。忠正 2010-7-

14 9:01:07

（A18）胸闷（开餐厅杀动物）

2010年7月11日，第三例（20100711C），胸闷。

第3383条留言   留言者：呜啦啦   来自：深圳   时间：2010-7-14 8:41:59

2010年7月11日，周日，在深圳参加了堀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并做了第三位个案的相关

代表，记录如下： 

回复：第三位个案是个帅哥，处理自己的胸闷。 2010-7-14 8:44:23 

回复：老师请这位帅哥选择一来宾做他的代表。他指着其中一位说：请他。老师又笑

了：看，选中的代表与案主外形都是很像！大家一边看，一边笑。真是有意思！这位男士上场

后，老师还是请场下的来宾上来十多个，围在男代表的周围，形成一个圈，并引导大家双手自

然放下，静静等待有力量推动着自己行动。老师再次提示：不需要思考，不需要用脑，感觉到

什么，就做什么。我们都静静站着，有人闭上眼睛非常投入地去感受。渐渐地，有人开始移

动，接着，我的左肩有股压力，我不知如何是好，试着移动开来，向左后方移动，再移动，左

看看，右看看，我移向右边，后退后退，停下，感觉感觉。我问自己：想倒下吗？回答：不知

道。再问自己：想移动吗？回答：不知道。于是，我停下，等有“动静”了，再“行动”。

场地上有人“展翅飞翔”，不停“飞”，原地地“飞”（代表鸟）。让我们“大开眼

界”！有人向角落移动，移到墙边，头靠墙而坐。有的人坐着——盘腿而坐。有人站着，沉默

着。有人站着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有人“匍匐”前进，但双手是并在一起、如蛇头般

不停向前“冲”出去，身体不停配合双手向前“耸”，围着他人的脚转着，如同怪异的动物

（代表蛇）。——形容有难度，抱歉。现在想起来，我都要笑好多次。“怪异的动物”以她

特有的方式转了好久以后，站了起来，闭眼，开始围绕案主代表转圈，边转边伸直双臂、张开

五指去摸案主代表，转着转着，摸着摸着，动作变成了抓对方、拽对方，好像个“妖女”。让

人好笑。只见她越来越用力，开始拼命拽对方，好像想摔倒对方……拽，再拽，再用力，突然

她猛一用力，案主代表被甩下去，说时迟，那时快，案主代表伸出唯一可动的左手往地上一

撑，两人定格在了那儿。——那造型，幽默而滑稽——女的狠狠斜拽着男的，不肯放松，男的

倾斜着身体，颇有风度的用力撑着两个人的力量，形成一组雕像！（动物与人搏斗）。仿佛行

为艺术。我望着他们，笑了好一会。良久，大家都这样，一动不动。突然，我走过去，抱住案

主代表，往后移了移，站稳，再用力拉案主代表。再拉。再停。再拉。就这样，我每个动作停

顿一下的，把案主代表“解救”了出来。——那“妖女”竟然没再来“纠缠”。我不知道为什

么自己会走过去，只知道我在想：美女救英雄。只知道自己后来在想：美女成功解救英雄。哈

哈哈哈哈……好笑的心理。没有理由没有原因。我与案主代表都向着后门移去。他面向我，背

靠墙，我面向门。站定后，又是一平安与静止。突然，我站着而笑了。没有原因。笑了好一会

儿才停下。又站了站，我开始移动。向左前方找了个地方站住……坐下……倒下……感觉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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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微笑着闭上眼睛。很安详。场地很静，场上的移动越来越“斯文”，一切变得平和起

来。大家静静的，或移动，或停留，或坐，或站，或躺。案主代表盘腿坐在墙下，他并排相距

一米盘腿坐着一女代表。我躺着，好久，好久，睁开眼睛看了看。一切都“很好”。 大家静

静的，或移动，或停留，或坐，或站，或躺。案主代表盘腿坐在墙下，他并排相距一米盘腿坐

着一女代表。我躺着，好久，好久，睁开眼睛看了看。一切都“很好”。 老师上来了，问一

女代表：你有什么感觉？回答：胸闷。老师再问她对面的一位：你有什么感觉？回答：胸闷。

此时其中一位说：我想拥抱她。老师说：想去就去，去拥抱她。于是女代表走过去，拥抱另一

位，两人相拥，松开，相视，达成和解。——老师再问：现在你有什么感觉？回答：感觉很舒

服，胸不再闷了。被拥抱的女代表也说感觉很舒服，胸不再闷了。于是老师说：你们俩可以退

出了。——老师边说边用手势表达她们退场。看着她两人退场，我看到这一切，挺意外的，还

有些不能相信。她们俩之间的问题就这样处理好了，达成了和解。喔，灵力医学，就是不一

样！老师又问一位墙角的代表：你有什么感觉？回答：我想远离这里。我从一开始就想离开这

里。要是没这个墙，我就会走出去（代表另外一个动物）……言毕，老师离开。老师又问了其

他几位，回答都说没什么。老师路过我时，又返回来问我：你没事吧。我笑嘻嘻的回答：我没

事，我很好，我很高兴就这样躺着。老师宣布排列结束。并解释：灵力场会自动达到平衡，

案主的胸闷会慢慢消失。这一个排列给我的印象是：矛盾很快呈现，并快速转为平静的“流

动”，缓慢的、自动达到“和平”。 2010-7-14 8:44:38 

回复：这一个排列，如饮山泉，淡淡、甘甜、回味绵绵。叫人舒适。 2010-7-14 

8:53:55 

回复：回味中…… 2010-7-14 8:54:04 

回复：这例排列中呈现的胸闷问题，是前世转世时带来的，不是前辈带来的问题。排列

中出现了飞鸟的代表，出现了蛇的代表，肚皮贴着地蠕动前行。然后今生又涉及杀动物，动物

来报复，与人发生搏斗。忠正 2010-7-14 9:08:01 

回复：事后知道，案主喜欢吃野生动物，经常吃鸟和蛇等，并且自己开有几家餐厅，餐

厅中常有野生动物被宰杀，前世、今生对照起来，这个胸闷就是同宰杀、吃动物有关。 2010-

12-23 17:55:48

回复：这例排列完后，胸闷消失，但几个月后胸闷又起，因为生活习惯没变，餐厅继续

开着，动物继续杀着。如果疾病的原因与杀动物有关，要不再继续杀动物才能解决问题。即使

自己没有杀，因为是餐厅的老板，是餐厅的拥有者，也类同于杀生了。 2010-12-24 11:24:03

第3449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8-26 17:14:14

今天下午将参加我8月28、29日排列的两位来到我这里，其中一位刚从新疆乌鲁木齐过

来，其中一位曾经参加过7月11日我在湖北大厦楚天大酒店的排列，她做了一位代表，就是第

三位胸闷那位排列中的代表，那个排列中出现了飞鸟和地上爬的蛇，最后飞鸟叼住了人，把人

按下，像一位雕塑。今天这位代表说，她当时脖子能左右扭动，如眼镜蛇，当时能扭动（但现

在无论怎么也扭不起来），那么那次排列中出现了2条蛇了。后来她说，案主是她家的亲人，

他喜欢吃野生动物，如喜欢吃飞鸟、喜欢吃蛇。他因为胸闷，医院到处治不好，让我用灵力医

学排列处理，今天才知道她曾经代表了眼镜蛇，案主又喜欢吃蛇，太令人震惊了。排列后，他

的胸闷问题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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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头痛十年（母亲似神医捏拿治病）（昆明）

2010年7月11日，第四例（20100711D），头痛十年（昆明）。

第3371条留言   留言者：想做瑜伽的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11 21:27:52

终于还是参加了老师的灵力医学排列。昨晚那便宜的房间方位不对（床冲门、左右两边

的窗子都对过道，六七个房间进出的大门就在旁边），基本没合眼。虽然疲惫，可有老师的带

领让我兴致勃勃。和家庭系统排列工作坊性质不同，这种宽松参与的灵力医学排列，气氛中果

然少了严肃和敬重，不过在场的人员却用自己的方式，呈现着一个又一个家族的恩怨情仇、悲

欢离合。我的个案安排在下午，但我却一次也没闲着。这一次来深圳，真是好好过了一把做代

表的瘾。每个挣扎的灵魂，大概都陷在复杂的牵连里无力脱身；而在追寻解脱和自由的过程

中，注定历经刻骨孤独甚至无限苦痛。这一切生命的呈现，对某些还没有走上自我觉醒之路的

人而言，却是不可理喻的荒谬。

第3372条留言   留言者：想做瑜伽的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11 21:42:25

在老师的带领中，一步一步破解自身命运（疾病）的密码，海灵格说过，这世间能摆脱

牵连的人极少，因为退缩力的吸引很强大。或者可以说，很多人甚至不了解牵连，没有机会了

解或不愿了解。觉得自己还算有福，卑微如我，竟也能因着与老师的缘分，踏上这段通往大光

明和大自在的旅程。“在我们不断探索未知世界时，可能越来越接近核心；也可能永远无法接

近核心。”依稀记得老师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吧。

第3373条留言   留言者：想做瑜伽的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11 22:30:50

大概老师知道我背负的动力极其深重复杂，还是让我说出一个具体疾病的症状，以免移

动起来混乱不堪解决不圆满。我心想这么多病之躯只能慢慢来了，那就处理“头痛”吧，接着

排列开始。有像动物爬行和吼叫的、有习武的（后来又转变成类似半仙的，自称给人除邪治

病，老师说那是我母亲的代表，可相似度只有两成）、有如同疯子般不断咂嘴、甩手，发出不

满响声的，而我柔弱的身躯后面，居然跟着噼哩嘙啰的一串人……旁人觉得热闹，我却看得揪

心——我看到自己（的代表）是那么柔弱无力，可她（我）却放不下心，我不断在试图做些什

么，试图能为这个庞大的，没有爱的场面做些什么；是的，这个场面没有爱，只有狰狞的影

子，我的“父亲”（相似度也很小，如果他是）缺乏关爱，“母亲”整个就是没有爱，在她面

对自己孩子的时候（包括我未曾出世的某一个弟兄姊妹），她都那么漫不经心狂妄自大。不知

是否和代表本身有关，她的呈现总会带着“虚假的真诚”。确实如老师的解释，我在父亲去

世后，替代他做了很多很多……母亲有时就像小女孩要躲在我背后，或者反而惹出麻烦让我

解决。在我自己进场前，我的代表已经不断转着小圈绕大圈，用老师的话说，是“自己都把

自己搞晕了”。人就是这么矛盾，我明明已知自己实在太柔弱太渺小，可是却总想平复数辈人

的恩怨，特别看到那些缺少关爱的人的时候，恨不得把心掏出来去呵护着他或他们。我好像没

有自己了，纵使掏出我的一颗心不足以温暖他们，纵使自己因此而更受到伤害，我也不足惜。

好像我背后的仇恨深邃如海，明知这势单力薄的小小一颗心，或许会被这弥漫的诡异怨气撕成

碎片，我也要去把自己的微不足道的“爱”，傻瓜似的裸呈出来。我要去试，鸡蛋碰石头一样

去试。现在，在敲击键盘的同时，我也还在遗憾：为什么自己当时反应太迟钝，老师问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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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住，我应该大声说让我逐一安抚他们，让我一个一个去爱他们，让我把那些卷曲的四肢摆端

正，让我再给他们磕磕头……我不愿承认这里没有爱，不愿随他们乱七八糟的躺着或坐着，我

很怕这不和谐的情景，我愿牺牲自己来换取“大家”的安宁。 

回复：你在安抚的过程中，你躺到了你去世的父亲的代表身边，你显然站错了位置，你

替代你母亲做了很多事，所以，后来有些安抚工作没有让你去做，否则你站的位置更错了。忠

正 2010-7-11 22:54:07 

回复：“老师说那是我母亲的代表，可相似度只有两成”——那个排列中自动呈现的浓

缩了你母亲一生中同你头痛有关的重大事件，有些你是原来知道的，有些是你不知道的，你知

道的也许只有两成，所以，你说相似度只有两成。同样，“那个如同疯子般不断咂嘴、甩手，

发出不满响声的”，那个代表你父亲的，也是浓缩了你父亲的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你回去后，

你可以尝试问一下你母亲，是否发生过你父亲妒忌过你母亲治好病的男患者的，如果这事得

到证实，你就可以了解到更多。另外，灵排中，身份会转化，所以同一人可能前后代表了多

个角色，中间转化了。那位代表，先代表了你外公，后来转化代表了你父亲。忠正 2010-7-12 

7:47:17 

回复：和母亲讨论了，确实父亲一生之中都担心母亲会红杏出墙。一直以来都是，父亲

被严重哮喘折磨，事业平平；而母亲精力旺盛，嘉奖不断。父亲好似竭力想制造一个稳固的

圈，圈住人缘极好乐善好施的母亲。对多病执拗的父亲而言，母亲周围的异性确实给他带来威

胁。 2010-7-13 14:58:57 

第3374条留言   留言者：想做瑜伽的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11 22:49:00

尽管只说了要解决“头痛”，可是在场的人有感觉到肩背部难受，忍不住做起拉肩扭腰

的动作来。下场分享时，我感觉到大概自己身上的症状被分解表现了一部分，我的肩部，常在

早起时感觉好似挑了几百斤重担一般沉。这就是“内在良知”表现的，对家族的忠诚。我的内

心，是如此渴望爱的流淌，在现实中，母亲自以为的爱的表现，其实却不是。或者，专业一点

分析的话，母亲的爱的指向是个谜，这个方向被错误的力量所吸引。可是，正如母亲受到的繁

杂牵连除非她自己参加排列，一扣扣解开一样，我在现场，我唯一只能对自己负责；而我的命

运枷锁，不知套了多少的重重叠叠……，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样是危险的，我会依赖排列；但我

觉得我不是过度依赖，我所决定的，只是我这个个体，在寻求自我方面，争取自由的可行性方

法之一；正如我前面总结的，在除去身上灵力枷锁的同时，或许注定了“享受”不被理解的孤

独，但却不寂寞。 

回复：我看见，为了让死气沉沉诡异不断的家族，能有温暖的爱的流动，我甘愿让自己

蜡烛成灰似的无畏付出，孤单艰难却执意孤行；我看见灵魂深处那错位的小小的我；我看见给

了我生命的母亲，缺少被爱亦无力施与爱；我看见滚滚红尘中，阡陌交错却因果相连的无奈轮

回。Who am I? Where am I come from ? Where am I going? …… 2010-7-11 23:13:59 

回复：实际本次目标是解决与头部有关的症状，改变头部的灵力和灵力场。这个头部的

症状是来自四维空间中另外一伙人引起的，同3月12、13、14日处理的月经流血、血流成河一

点关系也没有。灵力医学着重看部位，不看具体病名。忠正 2010-7-12 9:27:27 

第3378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13 12: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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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明一下，因为三个字更简洁高效，我改名了。“想做瑜伽的猫”离真正的舒展越来

越近了。把昨天该写的作个补充先：昨下午有老同学来昆明，临时小聚会，我在整个过程中笑

意吟吟，虽然大家暂时对共振水及排列理论“讳如莫深”，但所有人得出的一致结论是：我终

于有些模样了，言谈举止等和之前判若两人。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昨天自己是独立清静不社

交的话，带着在深圳排列的感想和气场，我记录的思绪和表达会更纯粹更流畅，而浸泡在这样

的氛围里，气场就散了。回家后有些沉沉的疲惫。排列后确实是一阵浑身的轻松，不过较短

暂，随即后脑勺和颈子那一片像被罩子罩住一样，闷闷的。夜里，肩背的酸痛明显，早起时双

肩的力量更为加剧，好像寒邪都一起上来折腾了，脸上皮肤有轻微过敏反应，做五体投地时发

现，右手也开始有麻感了。（以前只会左边有，我一直习惯把家族女性想在左边，男性想在右

边） 。

回复：觉得老师的灵力医学排列应该有记录做档案：7月11日，共处理个案四个。包

括：1、性别取向； 2、顽固性头晕； 3、不明原因胸闷； 4、多年神经性头痛。 2010-7-13 

16:16:14 

回复：还是说说我的排列。灵力医学排列，气氛轻松随意，从自己进场，我的全部注意

力几乎都放在那个最得不到宽慰的代表身上。他的眼神、恨意、手的动作和哼哼的语调，其实

都像极了我的外公。我的父亲是不哼哼的，而外公对家里的其他人都怀着深切的恨，外公临去

的那段时间，我频繁探望，而母亲还在老家没上来；外公就是那样举着右手要抚摸我，让我陪

伴他。那个代表下场后也对我说过，他当时对其他代表很痛恨，但就是觉得我好可怜好可怜。 

2010-7-13 16:17:59 

第3385条留言   留言者：呜啦啦   来自：深圳   时间：2010-7-14 11:02:01

2010年7月11日，周日，在深圳参加了堀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并做了第四位个案的相关

代表，记录如下： 

回复：第四位个案是一位姐姐处理头痛。 2010-7-14 11:15:58 

回复：老师请她选择一来宾做她的代表。这位案主代表上场后，老师让她站着，老师又

请场下的来宾上来十多个。慢慢的，有人开始移动了。我站在原地思考为何这一例排列我会站

在侧面？前面几个排列我都站在最上方的。还没有思考清楚，我开始移动了。不明白推动我的

力量是何意义，只知道移动。我向着对面走去，很慢，有人快速移动，随时会撞到我，我却没

害怕，没有躲开，没有试着停下。就这样一任有人横冲直撞而来。——在有些排列中，我是会

躲避他人的“横冲直闯”的。我很快移动到一处停下。感觉感觉，身体不舒服，又不知道是什

么意思。大脑完全无用。身体沉，有力压着。于是试试坐下，躺下。一躺下，感觉好多了。于

是我就安逸地躺着了。场上的人，或坐，或站，或靠，或闹，或爬，或撞，或走走停停，或

哭，或嚎叫。亦有突然开始“练功”的。只见那人闭眼，慢慢开始“套路”，可能准备完毕，

突然“摸”来一人，开始拍、打、点、晃……还转对方。哈哈哈哈，好笑极了。她口中还念念

有词：我在为你治病……喔，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位是在通过“功夫”做治疗呢。被治疗的

是她顺手“摸”来的一位男代表，此男代表竟然被她“捏拿”得如同“掌中之物”，呼呼！神

了！——“神医”。 治疗进行为时不短。一结束，她又“摸”去了另一位男代表，准备进行

新一轮的治疗，岂料，这位可不配合，反复躲避“神医”，她越是用力去“捏拿”对方，对方

越是躲得厉害，后来甚至“火”上了。“神医”边努力边说：你有病，我给你治治……对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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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她的趋势……终于对方崩溃了，攻击她，于是她慢慢收手，还边说：你不治就算了……你

不配我来治疗你……我不给你治病了。此段纠缠告一段落。那位不愿意接受治疗的男代表慢慢

移动到了场地最后面的墙边，靠着。此“神医”则收功慢慢坐在了我的右侧，靠近我的头。我

睁眼看了看离我这么近的她，感觉亲切舒适，我朝她笑了笑。后来，过了好久好久，我好再次

认真看了看她。只是看着。没有任何想法。那位靠在最后面的墙边的男代表，开始撞墙，身体

震动，发出“敖敖”叫声，如怪物。慢慢的，他向墙角移去，边移动，边震动，边“敖敖”

叫。我们场上的代表笑得没有办法。他自己时时看看我们，然后继续。那场景，你看到才会明

白灵力的作用有多么不可思议。他终于怪异地倒在了墙角。墙角的音响也随他倒地。他在墙角

的动静就更大了。案主代表时时在场上转，时时去关心他。后来案主代表哭了，守候着他。老

师一直看着，默不作声。老师终于开口了，说：那位治病的，是案主妈妈，案主妈妈在生活中

就是给人治病的。很厉害。我听了大吃一惊。好神奇嘛！老师带领案主本人进入排列，指着怪

叫的男代表说：这是你爸爸，你爸爸的一些事因由你妈妈来承担，与你无关，而你却守候着爸

爸，承担了不该承担的，所以你头痛。案主一直哭，好伤心。老师带她慢慢离开，边走边说：

你可以离开了，这与你无关，走，向前走……“神医”坐在我头边，案主代表很伤心，不愿意

离开“爸爸”。（怎么案主与案主代表都一个样？！）“神医”拽过她，说：你别把他当你

爸爸！他不是你爸爸！你别把他当你爸爸你就没事了……你有病，我给你治治。不由案主代表

同意不，按她在地，两人对坐，治疗就开始了。“神医”一阵噼噼啪啪的拍打，约两分钟，案

主代表竟然“好了”。哈哈哈哈哈……没办法形容这些灵力医学排列中的故事！我躺着，看着

这一切，能明白的不多，可能大家结合案主本人的记录、忠正老师的记录，能更加完整了解其

中缘由。老师已经找到了案主头痛的原因。灵力还在继续运作，祝愿案主与所有朋友都身心康

宁，和谐快乐！排列中怪叫的男代表当天两次撞倒前后两个音响，让我们好好笑了笑他。他临

走时反复说的：“今天我完全放空了。”让人深味……真相，引领我们回归自己的“位置”。 

2010-7-14 11:16:09 

回复：排列中的呈现，应该是有不同力量转换的。据当时轻松随意的状况，不知后来是

否我的家族灵力场部分散了。大家都在关注角落里的那个人。后来我在安抚他的时候旁边还有

人不断劝说，显然他们已经完全不在里面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影响头部的灵力可以自

行消解。说实话，我看到自己陷入的牵连似乎还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多次疾病排列等着我。假

如我浑身上下的诸多病状，都跟随着老师逐渐一一剥落；那么，这每一次的宛如新生，必将赋

予我将来帮助他人的智慧和勇气，并且让我拥有非凡的体贴和细腻……感触无限，向伟大的亲

切的老师深深致敬！瑜伽猫。 2010-7-14 18:20:07 

回复：灵力医学排列不像普通的排列，灵力医学排列会走得很深很深，代表一定要在放

松的情况下，四维空间的信息才能被代表感应并表达出来，如果代表很紧张，就无法很好感应

并表达出来，所以代表要很轻松。普通的排列，代表很紧张，一定要按老师的指令去做，所以

普通排列实际表达出的人为判断因素很多，因此你说“据当时轻松随意的状况，不知后来是否

我的家族灵力场部分散了”，这个灵力场不会散。“大家都在关注角落里的那个人”，各个代

表各自表达各自的信息，互相之间不会影响，所以不会出现“已经完全不在里面了”这样的情

况。忠正 2010-12-24 11:42:4

第3375条留言   留言者：岚   来自：武汉   时间：2010-7-12 13: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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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正先生，您好。收到您的书《爱的传递》和《回归本源》，非常惊喜，谢谢。我刚从

印度合一大学学习回来，在印度学习期间，我把量子共振信息水介绍给台湾的朋友，有一位拉

肚子的朋友，喝了量子水，一次就止住了。台湾有一种花精疗法，原理和你的量子共振信息水

的量子振动很接近。你的QQ多少？网上聊方便些。 

回复：花精疗法概述：花是植物的灵魂，不论大小、起不起眼，她们透过自己，充分的

把光和爱展现出来。每当我们欣赏花，心中的喜悦油然而生，她唤起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真实

的渴望，我们都希望能像花一样，尽情的展现自己的生命特质，让灵魂之光灿烂闪耀。花精是

透过花朵，从花讯息场（又称信息场）中解析出的能量，属于自然医学、讯息医学很重要的一

环。花精是很精微的能量，可区分数十种甚至上百种情绪波动。透过花精的引导，可以找出各

种情绪的源头，不只可以调理情绪，清理心灵的伤口，更可提升心灵的智慧，让内在的灵性甦

醒，帮助自我生命的转化与升华。只要我们愿意用心领受，花朵也将透过它纯净大爱的精神，

让这份大自然的爱进驻我们心中。 

花精（flower essences）不是精油（essencial oil），也不是芳香疗法。精油是由芳

香植物提炼而来的有机物质，以外用来帮助身体放松。而花精则是活生生的花朵讯息光波，透

过类似光合作用的热震荡原理，把花朵爱的生命讯息撷录下来，用纯水来保存，无色无味，没

有任何有机或化学成分。经过一定的稀释与震荡步骤，使波频和人体电磁场相近，口服方式由

舌下滴入让身体吸收。

欧洲地区已把花精疗法归类为“自然医学同类疗法”之一种，已将花精列入健保给付

（医疗保险）项目，主张从自然万物中提炼出来的物质元素，经过高倍的稀释与震荡后，可将

物质中的潜在能量波频大量释出，成为一种具有疗愈机制的能量波。它可以用来共振人体内的

细胞能量，让体内的内分泌、免疫、消化、代谢、神经系统等等，以及精神与心灵层面，产生

和谐的能量磁场，展现最佳的机能状况，激发不可思议的疗愈成效。 2010-7-12 16:11:52 

第3379条留言   留言者：xianjuancm 来自：杭州   时间：2010-7-13 17:38:13

忠正老师，书收到了。谢谢你！这几天去上海参加一个课程，昨天刚回来。去上海前几

天，女儿发烧，我找出以前用过的信息水，给女儿涂和喷鼻子，一个晚上后，女儿鼻塞好了一

点，人舒服起来了，到第二天中午就开始有点胃口，吃了一些菜。后来，把还有一点点剩下的

信息水让女儿喝。我去上海前，女儿基本不发热了，只是有点咳嗽起来。嘱咐女儿喝信息水，

可我回来后她说她找不到没喝，她说别的都好了，喉咙痛。他爸爸给她买了药，她不想吃，说

那些药都很贵，是进口药，她说她听说医生都很坏，把便宜的药给自己的孩子吃，贵的药给别

人吃，使别人吃了抵抗力越来越差，下次要吃更贵的药，所以，她不吃那药。我让她喝信息

水，她说信息水我还是很愿意喝的。她喝了一次，今天起来她已经好多了。今天她就没再喝。

她不舍得很奢侈地喝。我感觉她已经差不多了，不过想让她再喝两次。我的眼睛不舒服，现在

比较少上来留言。谢谢忠正老师！

第3380条留言   留言者：海云   来自：海口   时间：2010-7-13 18:00:15

我是海南信息水用户——海云。喝了信息水后，睡觉好了，体力也增加了，上楼梯一次

跨2级，昨天去医院体检，医生发现我的心脏跳动像年轻人一样，坚持要我做心电图，我交23

元做心电图，发现正常。回到医生那儿，医生说：你70多岁的人，心跳不可能像年青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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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没有问题就好。但我心里知道我喝了“量子共振信息水”啦！

第3386条留言   留言者：莉亚   来自：潍坊   时间：2010-7-14 17:36:03

上午有一只小蚂蚁咬了我，痛得受不了了。喷了信息水，现在好了。 我上网查了一下，

原来被蚂蚁咬了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比蚊子咬了厉害多啦！我自己感觉是相当地痛，针扎一样

地痛，痛得我都坐不住。我到yahoo知识堂搜了一下，有的人被蚂蚁咬了一周疼痛难忍，还有

的会鼓起鸭蛋大的包。居然还有的人会被蚂蚁咬去一块肉，也是疼得受不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和我的同事说起这件事，同事告诉我说：“蚂蚁咬人是往人的身体里注入毒液，目的是让这片

肉腐烂，然后它会回来吃。”这小小的蚂蚁，还真不能小看。用信息水的效果：用之前疼的坐

都坐不住，肿起两个红包。喷了一次，不怎么疼了。过了一会儿，又疼，再喷一次，渐渐地不

疼了。到中午基本就不疼了，但周围还会有痒痒感。现在一切OK了！消肿了，也不疼了。我在

这儿好奇的是小蚂蚁干嘛非要咬我，我又没招它，它怎么就跑到我身上来了。

第3387条留言   留言者：虚无缥缈   来自：北京   时间：2010-7-14 17:45:58

自己很少失眠，也不会感受到失眠的痛苦，前几天失眠了，朋友都说我成了熊猫眼了。

我忽然记起信息水来了，直接放枕头上睡觉了，可能几分钟吧，就甜甜的进入了梦乡。三天已

经调整得很好了，晚上喝茶后也不怕失眠了。

第3388条留言   留言者：我是谁   来自：东莞   时间：2010-7-15 0:01:52

7月11日买了1瓶200毫升的量子水给父亲用，对疼痛有明显缓解！

第3390条留言   留言者：我是谁   来自：东莞   时间：2010-7-16 7:30:36

最近几年来，通过学习中医，很明显感觉现代的所谓中医跟古代的中医不同，存在很大

的误区，医院里的中医基本是西化的中医——用西医的点到点思维指导临床，所以效果连西医

都不如，这就是现代中医的悲哀。真正的中医如果按照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去治疗疾病和指导

保健，我估计现在医院里的疾病可以解决80%以上，而且费用会减低70%以上，中医现在的教育

体系是在培养中医挖墓人。我今年5月到北京学习悬诊——用手可以隔空诊断人体的疾病，当

手掌靠近人体的病变部位的时候，对病变部位的感应是不一样的，病变部分会产生麻、凉、扎

手等的感觉，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病变部位的频率跟健康部位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

信赖信息水。信息水的更多用途有待发现。忠正老师的发明真的很伟大。

第3391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16 11:08:44

再次觉察身体血脉的不畅。或者，有时会被突如其来的困倦击倒，除了睡觉做不了别

的。脸上类似过敏的小疙瘩加重了，面积逐渐蔓延。旁人说我怎么又回转到气色黯然，这不

禁又让我想起7月10日做的纳米肠胃超声检查结果——慢性浅表性胃炎、十二指肠球炎和结肠

炎。母亲的检查结果和我惊人的一致，只是她的胃潴留比我严重。从系统动力的角度来说，这

家族确实是无比庞大的，造成诸多身体困扰的发射源。无论什么病症罢，丝丝绕缠的诱因才会

“碰巧”形成我今天所受的结果，我品尝到的，也堪称生理上的苦涩果实了，或许累生累世的

报应吧。这一世降生在这个家，要用单薄的爱让繁芜深重的负面力量点点消融，让爱得以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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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大概就是我对家族的使命了。昨天还发现，我胸前的水袋好似会自行发热。

第3392条留言   留言者：莉亚   来自：潍坊   时间：2010-7-16 11:11:51

今天上午又读了《回归本源》的第四部分的一段，突然回忆起十三年前，我刚刚结婚的

那一阵。有一天晚上，我突然陷入幻觉状态，并且不停地哭号和胡言乱语。我自己感觉被一种

神秘的力量控制了。老公没有办法，就去请他的妈妈过来。婆婆过来之后，站在门口，我就停

止了哭号。但是过了一会了又开始了。婆婆在门口仿佛是对过世的公公说了几句话，责怪他将

灵魂附在我的身上。我这才渐渐平复、踏实，后来安睡了。之后的一个周，我一直处在一种极

度亢奋的状态，不由自主地自顾自的说着话，走路都感觉轻飘飘的。老公没办法，就去请我的

妈妈帮忙。妈妈好像是去请了我原先住的地方对门的阿姨，由她帮忙念祷了，我这才渐渐好

了。看了忠正老师的书，也帮我解开了十几年前的迷团，原来我不由自主地哭号是代表着过世

的公公，他一直舍不得走，他深爱自己的儿子，其实他一直都在这个家庭中。公公是个很好的

人，对我很好，我很怀念他，很感谢他。 

回复：这是从四维空间传递来的你公公的信息，呈现在了三维空间中，你如同在排列

中，你做了你公公的代表。维次、度数，英文是dimension。 2010-7-16 11:43:28 

第3394条留言   留言者：海云   来自：海口   时间：2010-7-18 6:36:39

我叫海云，住海南海口市，6月27日太太李桂新从福建长汀县南禅寺内观回来，请回来一

本书《爱的传递》介绍“量子医学、量子共振信息水与身心灵疾病治疗”的案例记录，我一口

气就读完本书，很受启发，我和太太商量，决定按照书上的联络方式，买些量子共振信息水产

品来亲身体验。 6月30日下午我和深圳日研科技有限公司联系，说明我买量子共振信息水的意

图，很巧接电话的人正是书的作者堀尾忠正，心里非常高兴，我说：“看了您的书，很受启

迪，同时也感到您为人类的健康，开辟了希望之路，量子共振信息水不仅是对中国，也是对世

界的伟大贡献。我有幸能读到您的书，感到有缘。”堀尾忠正老师得知我购买产品的意图，告

诉了我的产品种类，按照堀尾忠正老师的指导，当天下午我就请太太李桂新汇款，购买200ml

袋装量子共振信息水一袋，200ml瓶装量子共振信息水一瓶，10ml喷瓶量子共振信息水一瓶。

当下堀尾忠正老师就告诉我们他当即安排了寄产品，三天后（7月5 日）我就收到产品，高兴

不已，就把收到的产品，给在场的员工李辉和胡佳试，胡佳妇科病，腰痛，她把200ml袋装量

子共振信息水放在腰部，不到半小时，腰不痛了。神奇，神奇，我心说。我和太太李桂新当天

就开始喝，每次一盖，约10毫升，早晚各一次，也就是说每人一天喝20毫升，两人一天喝40 

毫升。喝后我当天晚上就感到睡觉特好，一觉睡到天亮，两天后感到身体有力，上楼一步跨两

阶。为了参加内观学习，我71 岁了，要求老人要体检，于是我去海南医院体检，当时有点发

烧（38度）不知是否喝量子共振信息水引起的？还是着凉感冒了。内科医生检查我的心脏，

跳动得很快，高达110，当时认为因发烧所致，过两天等烧退了，再来吧。两天过去了烧也退

了。我就和太太李桂新一道去医院内科检查心脏，医生用听诊器检查后，问我：“心脏有没有

毛病吗？平时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心闷、心慌的感觉？”我说：“没有啊。”他说：

“有点奇怪了，年岁这么大，心脏脉搏跳动的那么快。”坚持要我去做心电图，我交了23元

费，去做心电图，排队等了一会，就叫到我的名字。我进到检查室，躺在白单铺的床上，按照

医生的要求，掳开上衣，卷起裤子，医生把一个个吸头吸在胸部和腿上，2分钟过去了我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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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如何？医生说：“正常，没有问题，挺好。”于是我拿了记录纸，又回到内科医生那里，医

生看了后：“年岁这么大（71岁）心脏不应跳得这么快，像年轻人一样。”他自言自语道说。

我问：“有问题么？”他说：“没有问题。”我说：“没有问题就好。”我心里知道，我喝了

量子共振信息水了，连我的心跳都恢复了年轻人的活力了，量子共振信息水也太神奇了。我亲

身感受到这个神奇的水的效果，一瓶200毫升的水我两人，几天就喝完了，眼看一瓶水，喝了3

天后快要完了，我就舍不得喝，让给老伴喝，她身体比我差，前天（7月11日）喝完了，12日

下午我们又买3瓶1袋，13日下午深圳日研科技有限公司值班小姐告诉我，我们要的产品已经寄

出。由此可见该公司对顾客是十分负责的。写于2010年7月14日晨。

第3395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18 9:35:56

约翰一书中写到“没有爱心的，便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Whoever does not 

love does not know God, for God is love ）“神就是爱”，这四个字说得多么好，因为有

爱，便不失希望；因为有爱，便屡创奇迹。预祝老师远赴之行完满！

第3396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18 11:56:34

7月11日排列后，多年那种针刺循经的头痛消失了，现在能清晰的体察有时略带昏晕的原

因——是因为脊柱毛病，或者说是心脏给颈椎供血不足而引起。虽然身体还有其他不适，可

是，我有种身心灵趋近统一谐和的惊喜感觉。灵修的大门似乎已然微微洞开，只是身旁还有荆

棘。那种梦里会看到非常态死亡的情景也渐行渐远了，对饮食甚至于可以说物质方面，欲望也

不似从前，但会欢喜接纳纯净天然的。才看到《薄伽梵歌》中的大神说，“如果人们怀着爱与

虔诚向我奉上一片叶、一朵花、一颗果或一滴水，我都会接纳。”原来大神对于物质欲望如此

恬淡。我虽愚笨不足相提并论，不过，因为持续和共振水相依相伴，自发地转向素食者，这样

的情况比起刻意控制不吃肉的精进修习者，更加轻松而自然。我的身边不乏坚持素食几年后又

开始吃肉的朋友，现在的养生理论繁多，所以在她们素食后检查身体反而发现问题时，或许就

认同“素食是一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这样的说法。我的体会是，和身体用心去交流，身体本

身很智慧，你会知道它所需要的。 

回复：7月11日下午，我在深圳用灵力医学排列给你处理了你的头痛问题，现在你的反馈

是头痛消失，这几十年的头痛就消失了，灵力医学是从四维空间去解决你的本质问题，而不是

西医的一维空间的方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西医不知道有灵力和灵力场的存在，所以无法把

疾病问题解决。同样，从上文的留言中可以看到，你是用的西医的思维方式来分析你自己的症

状，包括你此前的留言，所以你的全身症状一大堆，脉络一点不清晰，实际你只要告诉我什么

部位还有问题即可，灵力医学处理时，不需要病名，你只要告诉我有问题的部位即可。量子

共振信息水也是一样，治疗时不需要知道具体病名，只需要告诉我部位在哪儿即可。忠正。 

2010-7-19 6:31:42 

回复：一语惊梦人，原来自己惯用对症状的具体描述和分析，其实还徘徊在灵力医学的

门外。明明已知老师的治病方法就是两个：共振水和灵排；也会肯定地转述给别人，私下却忍

不住反复征求老师的意思，不断询问有没有类似的病案等等。“最简单的往往是最直接有效的

方法”，以为自己深谙这意思了，却不曾想，惯性思维让我也不可免俗地绕了个大圈。所以，

口头上的确信，有时未必信在了心里。谨以此，和还未能真正领悟灵力医学真谛的朋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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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7-19 17:00:12 

第3399条留言   留言者：如所从来   来自：龙岩   时间：2010-7-23 14:44:44

量子共振信息水尤其是在常规方法不能处理的问题上大显身手，而量子共振信息水在PL

住持的癌病中起到了最最关键的作用：杀癌细胞，使PL住持脱离生命危险，这已经是完美。当

一癌症晚期患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完全恢复，只是时间问题，慢慢休养，享受重生啦。

第340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7-26 13:09:00

因全国很多人，还有国外的，希望参加我（堀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处理疾病。于是决

定于8月28、29日两天（周六、周日）在深圳举行，具体地点到时再确定。参加者不收费。要

做个案者收费。来自外地需要住宿的，费用自理。时间先这样确定。欢迎参加过排列的再次来

体验做代表的感觉，也欢迎没有参与过的来体验。

第3402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25 9:51:06

20℃左右的气候十分宜人，气色也越来越好。想起形容和某种东西相融贴切的词，大概

是有点“人水合一”的境界。老师发明的共振水是座宝藏，或许有人看到却不认识，有人认识

却只得了一丁点儿，而坚守着不断挖掘的，则持续收获着令人惊喜、感动而纯净的珍贵礼物。

很难描述这种愉悦的收获，因为它在灵性层面，超越了身体。芸芸众生之中，单说疾病一项，

就可派生出多少颗欲求解脱的心；而寻到老师，寻到这么一条轻松的捷径，便会以近乎皈依的

虔诚，一路跟随。

第3406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27 11:05:50

海灵格的书早已购买，但开始翻看时有吃力，又觉得对自己而言还“高”了些，遂置一

旁。这两天突然很想看，而理解起来轻松许多，也觉得吸引。虽拜读的还只是很少一部分，不

过，开始有醍醐灌顶的醒悟了。之前还把责任推给黄老师，认为她没有足够尊重我（不让我倾

诉，不给我足够的时间）而导致排列失败；又颇遗憾在老师处理头痛时自己不清醒，没有当场

“化解”那一串“尾随”着我的“人”……可是，我没有想过，治疗师只是在“看”我，在

“看”处在大法则背景中的我，如果她（他）要真正给予我帮助，就只能“看”，而不能引

导。换言之，我的排列我做主，当我竭力强调问题如何严重时，其实我挡在了问题的前面；这

必然无法让治疗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预想的排列注定无法进行。这是我个人的原因，与

治疗师毫无关系。

第3407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27 11:26:07

要摆脱一己之私很困难，人们往往会去想“如何能令我更好？”“如果当时某人如何，

我今天的情况不会这么糟糕”，所以在案主陈述问题的时候，常带有私心的偏颇。这大概就是

所谓陈列出来的真相不一定和我们想的一样，甚至恰恰相反。回想自己的个案以及一直以来对

父母的不满，当夸大自己受到的伤害以博取同情时，无异于给自己画地为牢。以为抓住了造成

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不断地强调并放大它；可事实上，这却变成了维护问题本身而非要去解

决；在沾沾自喜的同时，忘却了更大的事实存在。而要解决的问题，唯有放在这个更大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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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才能看清楚。人往往害怕自己恭谦会失去什么，却不知道，越恭谦的时候，就越敞开，

越敞开，就越能够连接上更大的资源。我想，我能为自己的封闭找个出路了。

第3410条留言   留言者：老刀   来自：深圳   时间：2010-7-28 12:01:59

周一上午被自行车脚踏板绊到脚踝关节软组织，当时疼痛难忍，但是没有理会，上班后

发现按疼，而且轻微肿胀，走路不顺畅，晚上喷些信息水后，早上起来正常许多，疼痛感明显

减少，但是仍然有些隐隐作疼。周二再喷一次，之后减少到只有按的时候才会疼痛，走路已经

很正常。通常这样的软组织挫伤，用活血类药油应该起码在一周的恢复期，这次试用信息水如

此快见效。真是不敢相信。希望有更多的新发现！

第3411条留言   留言者：来自英国   来自：    时间：2010-7-29 8:38:47

以下邮件来自英国：To: webmaster@yougong.com  Sent: Thursday, July 29, 2010 

3:56 AM Subject: Family illness.  Hello Kuwei, I was a pleasure to receive your 

email, this has enabled me to have a slightly better understanding into your 

findings. I would appreciate any further translation be forwarded to me as it 

becomes available. May ask you for some advice regarding a family member who 

has just been diagnosed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she is my sister-in-law and 

is fifty three year old, she is experiencing great pain and inflammation in her 

joints such as knee’s, elbows, shoulders, hands ,ankles and feet. Her Doctor has 

recommended that she takes a high dosage of Methotrexate which I believe is well 

recognised in western rheumatoid arthritis treatment. I am not certain of the long 

term side effects of this drug and would like to treat her with the water that you 

kindly gave to me, however, I am not certain whether I have the correct water or 

how to administer it to her, should I spray it onto her painful joints or should 

it be taken by mouth. I would appreciate your help and advice with treatment and 

quantities to be given. Kind regards, *****.

第3413条留言   留言者：噫蝶儿   来自：佛山   时间：2010-7-30 9:56:56

因为长时间过度弯腰做事，造成了腰痛。于是垫共振水水袋一个，在午间休息和晚上睡

觉时以改善腰痛。 有一天，突然想到，是否可以将共振水同时直接涂在腰痛处呢？ 于是试了

试。将共振水直接涂在腰痛处处理腰痛，效果的确相当好。

第3415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7-31 18:09:58

好不容易，梦里出现春景了，恬静的村庄，路旁有小朵黄花开的正欢快。可是，顺流而

来的却是具女尸，泡的肿胀，我没有怯意，反而帮助报案；结果，在将“她”翻转时看到了背

上和腿上的鞭痕，而那张年轻的脸，却仿若我自己的……上一天夜里，也有梦到水流。一股细

细清泉汩汩流着，我守在一旁，眼见水流大了些，便看到身后两排长长的围观者，看着清秀的

淡蓝旧式衣衫…… 

2010年3月5日，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的体型与此有些接近，有点像“泡的肿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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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忠正 2011-1-1 14:09:07

第3422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8-5 11:13:32

暴雨，昨夜咆哮的暴雨让我在房间里焦灼不安，母亲和来访的朋友若无其事欣赏电视，

对我双手捂头不断走进角落的举动嗤之以鼻；一直对电闪雷鸣的天气有着恐惧，很怕，甚至无

法入睡，每每强撑着困倦熬夜。今早发现院里的一株大树倒了，这棵树见证了小区的历史，十

几年的树木，枝桠繁花，煞是可惜。开始我以为是因为树干给虫蛀空了，后来得知，因为填

土不足1米，底层全是建筑垃圾，树的根系无法向下生长，院里还有别的大树也存在倒下的威

胁。不禁感叹，前些日子，看着满园繁花，特别是景观道上开得缝隙都没有的各色鲜花，我就

对母亲说这样的紧密让我害怕。她不解，触目的美景却让我想到，这些看似繁星争奇斗艳的花

朵，实际上只是过量化肥和杀虫剂催生的果实。贫瘠的薄薄的土壤，怎么可能孕育出如此巨大

的花朵量呢？自然状态下的花，怎么可能长得如此规整，又大片大片，一朵紧挨一朵地同时盛

放呢？我会想花朵底下，那点可怜的土壤的悲哀。为了让人们养眼，它被迫和太多的化学制剂

相互融合；它甚至无法还原而变成了“现代的土”。不曾想到，连栽种参天大树，人们也只给

它很少很少的土壤，只顾表面合理而不管实际状况。生活中，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比如做

一件事，他们只是有做事的动作，过程中也不仔细看，不理会实际需要的变通，也不会负责结

果，只是为做而做。这么写着，想到母亲。母亲在家务上就是这样的典型。

第3419条留言   留言者：大悲咒   来自：郴州   时间：2010-8-2 21:58:58

尊敬的老师：您好。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小时候，在人多，不熟悉的地

方，就是很不舒服。可是当时自己没有引起足够多的重视。小时候父亲经常打骂我，比如说，

经常为了一点小事说要把我往楼上丢下去，打完我后往我身上倒盐水，说是消毒，等等之类的

事情很多，造成了我从小性格就很多缺陷和怨气很重，不知道宽容。我父亲喜欢在饭桌上骂

人，所以很多时候在吃饭的时候我都想呕吐。几年前，自己无意在网络上看到了处女情节的帖

子，自己心情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后来，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调整过来。结婚的时候，自己已

经没有多大的影响了。我和老婆的关系还是挺好的，直到——自己的愚蠢，无意中看到老婆和

前男友的一张普通的照片，看到老婆笑得那么开心。埋藏在心里那已经消失的情节，又死灰复

燃。刹那间觉得很痛苦。就这样，这样的痛苦持续了大概一年多。有一天，自己感觉心情不太

好，就在家里大喊了2下。这时候，父亲骂了我，你喊什么喊，有病啊，忽然，敏感的我好像

感觉被咒了一下一样，以后，我就多了叫喊这个冲动，从开始的忍着，到后来的忍不住，现

在这个喊越来越严重了。以前别人还看不出，现在很多人都看出来我有这个强迫性的冲动，特

别是经常接触的人。现在自己多了很多症状，比如说，不敢看刀，怕伤害别人或自己，经过大

桥，有一种向下跳的冲动（这个冲动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只是现在比较强烈）等等的症状比

较多，我感觉自己内心现在又太多灰暗的东西，有时候看到老婆就不自主的很大的火气，我以

前是一个很温顺的人，现在脾气那么大，经常用手打墙壁，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好

起来，故来请求您的帮助。我这次排列希望能解决好夫妻间的关系，因为我老婆真的很好。不

管怎么样都一直对我不离不弃。可是我心里却一直都很抱怨她，还有希望老师能帮我处理下我

现在经常由于压抑造成的大喊大叫的习惯。 

回复：根据你的自我介绍，2010年6月27日我在广州那次灵力医学排列中，你专程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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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赶到了广州，你看到过排列的第一例，我把案主从小的恐惧问题通过排列解决了，你也想

排列，但因为你没有预约，你没有被排上。这次如果你预约了过来，那么我在8月28、29日深

圳的灵力医学排列中，给你处理这个大喊大叫的问题。 2010-8-2 22:14:18 

回复：我的家族中有2个伯伯在抗战中牺牲。现在还不知道死在哪，我奶奶以前有个儿

子死了。还有我和我老婆流过一个小孩，我的家族关系我就仅仅知道这些而已。 2010-8-2 

22:17:29 

第3424条留言   留言者：老刀   来自：深圳   时间：2010-8-5 12:11:20

忠正老师，我老婆说自从我把一袋信息水和一瓶喷瓶信息水带回家后，她就不停做梦，

即使信息水不在卧室，也是这样，她在七月份参加你安排的楚天大酒店的排列时跟你沟通过，

这跟信息水有没有关系，你说有，那么她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呀？因为大多数都是恶梦，

每次精神状况都很差。而我就一点梦都没有，即使我把信息水放着枕住头部睡觉也没有梦。我

这点就比较迷惑。能否抽些时间给我们解释一下，像她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回复：梦是与四维空间联接的，有些人的疾病找不到原因，于是我就让人把梦境记录下

来，我通过看梦，找到了好几位疾病的来源。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后，现在梦清晰了，与四维

空间发生了共振，呈现了一些四维空间的情况。如果反复做同一个梦，可以把梦境记录下来，

通过灵力医学排列的方法，把四维空间里影响她的因素达成和谐，这样这个噩梦会消失。忠正 

2010-8-5 12:21:45 

回复：嗯，她做的梦大多没有重复的，这几天我再尽量收集她都做了什么梦吧。我大概

记得的梦有：1、被狗追。2、看见窗外有一双眼睛顶着，很想伸手进来。3、山上看衣服，但

是没有买。4、山上军训……等等。 2010-8-5 12:53:47 

第3427条留言   留言者：妞妞   来自：深圳   时间：2010-8-7 8:21:55

前天晚上吃了烧烤，牙龈肿得厉害，吃饭吃菜严重受影响，用量子共振水喷，每天随意

的喷几次，今天已经完全不肿不痛了，效果非常好，上来记录，告诉老师。

第3428条留言   留言者：才巴卓玛   来自：拉萨   时间：2010-8-8 19:40:57

忠正老师你好，每天喷量子共振信息水妇科用瓶处理阴道炎，能感受到病情控制得很

好，偶尔会觉得外面有点痒，而随着白带情况的变化，亦可很好的看到病情正恢复（经期没有

使用，而是将多个瓶装的放在下腹附近）。

第3430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8-10 11:47:52

最近在找工作。这一次例假总也不来，自8月4日起，几乎隔天早起时发现会有几丝丝鲜

红，但随后就没有了。8日开始后脑发闷，午后昏晕会明显，但和以前的头痛头晕有所不同。

七月底的重感冒到现在没完全好，加量用水（九个袋子轮流换），倒是不需吃药的状态。第二

次梦到，柔弱的自己在梦里无意让人致死，像是三人（女）走夜路遇袭，一起奋力抗击，结果

在我手里眼看着那该死的强盗咽了气。尽管对手魁梧，而我，梦里的我，依旧柔弱无力。另外

的梦，则是看到自己求医，可是医院病人太多医生顾不了我，我只能惊骇地看着自己两手臂显

露的血管，仿若理不清的线团，纠结交错；就在身体局部透明的情况下，所有人对我的异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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瞪口呆。 

回复：大概明白对重回职场恐惧的原因了，一想到几乎整天面对电脑和固守在狭小的办

公桌前，我的心和身体就下意识地蜷起来：大概三年了，整个脊椎带来的不适让我好似患了多

动症，很难持续投入任何事，读书、看电视和看电影，甚至外出就餐。那种颈部僵直，又进一

步向后脑和肩胛中间延伸的不适，往往让我心思分离，无法放松。每次我的排列，总有代表诉

说其后背难受，坐立不安。其实我厌倦总是描绘病症，但现在知道，是内心对勾勒的所谓“职

场情景”有根本的排斥。 2010-8-12 10:37:36 

回复：梦到特大暴雨，天与地之间混沌难辨。似有安慰声音在我心里，并清楚记得自己

撑着一把大红雨伞，在倾泻狂雨和疾风之中，非同一般的安全。 2010-8-16 

第3432条留言   留言者：莉亚   来自：潍坊   时间：2010-8-11 10:36:31

信息水救小狗记：昨天晚上回家，发现家里的小狗豆豆僵直地躺在客厅地上，一家人

围着它，很伤心。我以为它死了，很奇怪，因为中午还好好的。过了几分种，它起来，踉跄

着向前冲了几步，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我一看还活着，说：“赶紧去找兽医！”“别折

腾它了，吐了好几次，药也喂了。死了就死了吧！”“可是，它是一条命啊！我要带它去找

兽医。”“都几点了？兽医站都下班了！”“可这样不是办法呀！什么原因呢？中午还好好

的。”“不知道是吃什么吃坏了！”小狗还是坚强地爬起来几次。老公上前去抚摸它的肚子，

“肚子好硬，后腿也是硬的。”“你抱着它，我给它的肚子上喷信息水”，喷了一些信息水之

后，它开始能自己站起来了。我又往它的喉咙和嘴里喷了一些信息水，老公给它按摩肚子。我

们吃过晚饭之后再去看小狗，发现小狗吐了，把早上中午吃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了，还有一块硬

硬的东西，是它不知从哪儿嚼下来的硬木头。吐了之后，肚子不硬了，给它喂牛奶，它喝了一

些。渐渐地它能自己移动了，它把头靠在板凳的腿上。又给它吃了一点罗红霉素和ＰＰＡ。然

后把它抱在阳台上。很担心，不知道它能否挺过晚上。到了晚上，它每过两个小时就叫一次，

好像肚子疼。早上，发现小狗活过来了。虽然它还是常常要躺下休息，但喂它狗粮的时候，它

非常乐意吃，又喝了一些牛奶和清水。十点的时候，打电话回家，说它活动一阵儿，休息一阵

儿，精力渐渐恢复了。说了半天，归结为一句话：感谢信息水，让小狗起死回生。 

回复：喷的量嫌少了一些，如果放量子共振信息水瓶子或者袋子在小狗身体边，那么

效果会好很多。因为每瓶或者每袋200毫升量，喷出的只有零点几个毫升。忠正 2010-8-11 

11:41:23 

第3436条留言   留言者：百事可乐   来自：东莞   时间：2010-8-13 9:20:17

你好，我是上星期四到你那里拿了一瓶和一袋信息水，到目前瓶装的信息水我已用完，

疲倦乏力、体力不足等状况有明显减轻，而且口味也不臭了，之前不管在任何时间，我口腔总

有很难闻的味道，现在就好了，这是我用信息水一周的变化。 

回复：不过我现在每天都将信息水挂在肝脏部位，但肝脏部位到没什么感觉，只是脸上

的气色比之前要好点，真是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忠正老师，同时也相信有您的支持我一定会走

向康复，日后我也会注意自己身体变化，定期向您反馈，以便寻求最及时的帮助。 2010-8-13 

9:44:10 

回复：你有严重的肝脏问题，你的用量太少了。只用一个200毫升的和一个10毫升的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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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去对付严重的肝脏疾病，量就嫌不够。 2010-8-13 9:45:11 

第3439条留言   留言者：猪猪胖   来自：宿州   时间：2010-8-17 8:54:08

前天接到弟弟从深圳邮寄过来的一瓶信息水。因为以前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么神奇的产

品。我花了足足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研究瓶子上的介绍，然后开始验证，呵呵。（老师勿怪

啊，毕竟要有个接受的过程嘛）我叫我的一个兄弟出去买了一瓶红茶、一瓶绿茶和一包红梅香

烟开始了验证。 验证过程就不用多说了吧，大家都知道。结果确实非常令人振奋啊！我那个

兄弟的眼睛当时就直了：这也太神奇了吧！！！我在一边偷偷的笑……之后就简单了，我是个

左撇子。五月份的时候单位的羽毛球比赛我拿了冠军，但是因为运动过度导致了左肩膀一直有

点疼痛。而且疼得还不轻，上个月我去拔了一次罐，拔罐的人说我左边肩膀的湿气好重。拔罐

回来觉得很轻松，结果一不小心被空调给吹了一夜。第二天就觉得左肩的疼痛症状加重了，一

阵一阵的疼。从那以后我晚上吹空调就一定要用被子把左肩盖住，就这样左肩还是疼。我心

里害怕呀！这年纪轻轻的就这样那还得了？ 前天晚上我在看电视的时候就把这一瓶共振水用

脖子夹住在肩膀上，一直有两三个小时吧。然后明显感觉到肩膀的疼痛症状消失了！我这个兴

奋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水瓶放在枕头边上。结果梦见我在天上飞，哈哈哈哈，这个可太逗了

啊。 昨天下午去一个朋友那里，我用共振水的神奇给他验证了以后，把共振水留给了他。看

看对他的心跳过速效果怎么样。 今天我什么事情不做也得再去邮购一瓶能量水！ 感谢忠正老

师能发明出这么神奇的产品，谢谢！

第3440条留言   留言者：海云   来自：海口   时间：2010-8-18 20:31:59

今天中午凉衣服，不小心把小手指刮破了一块皮，流血有点痛，当时我拿出带在上衣袋

里的量子共振信息水小喷瓶，在伤口上喷了一下，很快，有1—2分钟就不痛了，也不流血了。

下午2:30来办公室，一看，破皮的地方结成亮光光的痂了，一摸与好的一样。所以，我以亲身

体验到，“量子共振信息水具有较好的止血止痛效果”。

第3441条留言   留言者：海云   来自：海口   时间：2010-8-18 20:46:03

我平时每天早上4—5点起身后，要喝水，就泡一大玻璃盅茶，有时早上喝不完，8点要去

办公室，剩余的茶留到下午，味道就馊了，不好喝了。现在我把量子共振信息水瓶放在茶水杯

边上，到了下班回来，前天到了晚上9 点才回到家，早上泡的茶味道还是很香的，我和夫人一

人一杯都喝了，这充分说明量子共振信息水具有保鲜的功能。所以，我在冰箱里也放了一袋量

子共振信息水。对冰箱里的食品进行保鲜。

第3444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8-20 17:46:35

盂兰盆节就要到了，自然少不了丰盛的菜肴作准备。而我发现自己对气味也更加苛刻，

控制不了。血腥味、肉腥味、生鸡蛋味、韭菜味统统不能允许。有时母亲收拾过的厨房，我会

再次清理，甚至不能忍受装过生鱼的袋子来装垃圾。好在母亲似乎没有太多不满，我则尽量温

和地向她解释。以前很少用空气清新剂，现在则变成习惯了；还有，卫生间的味道，每个人的

体质不同，排泄物的气味也不会相同；但我目前几乎吃素，对母亲上过厕所后遗留的味道很敏

感。不喷清新剂吧，觉得污秽（请原谅不是故意说的，不贬低母亲只说感觉）；喷吧，那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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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气清新剂，也很久刺鼻。一些以前还认为味道自然的东西，现在都变了，变得浊重，甚至

无比浊重。都是业报身，自己也有新陈代谢，我却这么吹毛求疵，不想，不想如此。 

回复：友人说，对饮食的需求减少，同时意味着世俗欲望的减少。其实自己逐渐有些害

怕——我这样岂不是更加格格不入？原本就不是大众类型，如果比之前更加离群，那我的路应

该在哪里？之前我的口腹之欲偏重，常津津乐道各式菜肴，是小圈里出了名的“食神”级别。

现在可好，最喜欢的菜居然是“素油炒青椒”！仔细回想了一下我目前的饮食习惯，连香菇的

味道都不愿触碰，至于佛教所说的小五腥，自然也戒了。很像瑜伽饮食或奶素要求。这样的身

体自然转变，对个人来说应该是好的，可是我更觉孤单；需要找个群体的想法不可抑制，然而

又飘渺遥远——我该怎么找呢？我属于哪里？莫非要到真正远离城市的地方陪伴青灯古佛么？

我又怎愿意看破这滚滚红尘！ 2010-8-24 15:34:36 

第3446条留言   留言者：瑜伽猫yogacat   来自：昆明   时间：2010-8-24 19:51:42

与共振水相伴的日子，是段奇妙的旅程，我想今生我会一直这样持续。从最初特别明显

的神效，到现在多数时间平淡得几近被忽略的痕迹，共振水始终默默工作着。也有依旧病痛的

时候，然而把一切交给时间，时间自会呈现佐证，不需更多的语言。当共振水成为自己生活必

需品的一部分，也为更早或更进一步发现内在自我提供了可能。确实，现在身体方面的变化不

甚明显了，但内在的思想，却会在看似遭遇了谜团或障碍后，于某个不经意瞬间，好似又打开

了一扇窗，于是发觉自己又轻轻地迈出了一小步。郁堵散去，心里更加亮堂。 

回复：午餐是炒胡萝卜和白菜汤，在我嘴里，却吃得无比美味香甜。发现传说中的“简

单食物吃出纯粹快乐”了。对了，七月半过了，我对气味依然分辨明晰，但好像容忍度增加

了。 2010-8-25 14:24:36 

以上是6月、7月份记录的灵排。其后的灵排请看前面章节的8月28、29日起的灵排记录。

以上灵排中，瑜伽猫的排列有：

（A19）2010年7月11日，第四例（20100711D），头痛十年（母亲似神医捏拿治病）（昆

明）；

（18） 2010年10月4日，第二例（20101004B），肾虚、脱发（人转世成鹰）（昆明）；

（34） 2010年10月31日，第二例（20101031B），多年的心里压抑（呈现军队挖矿被水

淹）（昆明）。

自2010年10月14日起，她从昆明来到深圳住下，专门学习灵力医学排列，在学习和做代

表的过程中不断清理自己，身、心、灵各方面越来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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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记载了排列89例，其中有录像的69例，无录像的20例，重点考察这69例有录像的案

例。

以上有录像的69例中，以处理疾病为目的来排列的64例，以处理家庭关系为目的来排列

的2例，以处理事业为目的来排列的2例，处理自然现象1例——破解金字塔之谜。

排列归类

以处理家庭关系为目的来排列的2例：
（51）2010年11月21日，第一例（20101121B），家庭关系（妻子与女儿不和）。

（61）2010年12月12日，第四例（20101212D），离婚后很难与男性亲近。

以处理事业为目的来排列的2例：
（15）2010年10月3日，第三例（20101003C），事业总是不成功（青岛）。

（29）2010年10月30日，第一例（20101030A），事业总做不起来。 

处理自然现象1例：
（53）2010年11月21日，第三例（20101121D），破解金字塔之谜。

去除2例事业和1例排列自然现象，重点考察这66例

64例疾病中，涉及杀人（包括前世），10例。
排列中呈现：这杀人包括杀人者和被杀者，其后代、家族均可能会受到影响。
（6）2010年8月29日，第二例（20100829B），母亲和女儿均有痛经。

（8）2010年8月29日，第四例（20100829D），男性先天不育（呈现国共战争）。

（18）2010年10月4日，第二例（20101004B），肾虚、脱发（人转世成鹰）（昆明）。

（24）2010年10月16日，第四例（20101016D），右眼内有黑影晃（虾和青蛙）（广

州）。

（30）2010年10月30日，第二例（20101030B），想自杀、胆小（呈现国共战争）。 

（50）2010年11月21日，第四例（20101121A），睡眠不好、胸闷、注意力不集中20年

（天蓬元帅）。

（62）2010年12月19日，第一例（20101219A），母亲口腔癌肺部转移（宁波）。 

（63）2010年12月19日，第二例（20101219B），鱼鳞病三十年，静脉曲张（宁波）。 

（64）2010年12月19日，第三例（20101219C），高中生肥胖200多斤（西安）。

（67）2010年12月26日，第二例（20101226B），亚健康、便秘37年。  

66例中，疾病同堕胎有关8例。
作为处理疾病为目的排列64例中占6例。作为处理家庭关系为目的来排列的2例中占2

例。
（2）2010年8月28日，第二例（20100828B），失眠十多年（日本）。

（5）2010年8月29日，第一例（20100829A），从小没有安全感（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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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0年10月4日，第一例（20101004A），强迫症、无故发怒，易打人（浙江）。

（33）2010年10月31日，第一例（20101031A），罕见的遗传代谢病（北京）。

（40）2010年11月7日，第一例（20101107A），解决健康问题（呈现葬礼）。

（51）2010年11月21日，第一例（20101121B），家庭关系（妻子与女儿不和）。

（58）2010年12月12日，第一例（20101212A），8个月婴儿脑瘫、先天性心脏病、癫

痫、发育如2-3个月大（山东）。

（61）2010年12月12日，第四例（20101212D），离婚后很难与男性亲近。              

64例排列中呈现出疾病与杀死动物有关的为7例。
（7）2010年8月29日，第三例（20100829C），腰痛（打死蟒蛇）（海口）。

（32）2010年10月30日，第四例（20101030D），胸闷二十年（杀死鸡和兔子）（广

州）。

（46）2010年11月14日，第四例（20101114D），甲状腺癌（农场没有善待动物，狗

死）。

（48）2010年11月20日，第二例（20101120B），父亲34年的胸闷、偏头痛、失眠、胃

痛、腰痛（杀鱼）（江苏）。

（54）2010年11月28日，第一例（20101128A），婴儿腭裂、脖子软（杀狗）（贵阳）。

（66）2010年12月26日，第一例（20101226A），母亲被蛇咬后37年毒性反复发作。

（69）2010年12月26日，第四例（20101226D），儿子口吃（杀鸡）（东莞）。

66例中，同前世有关21例。其中64例疾病中，同前世有关20例。2例事业中，同前世
有关1例。

（8）2010年8月29日，第四例（20100829D），男性先天不育（呈现国共战争）。

（21）2010年10月16日，第一例（20101016A），全身关节僵硬（深圳看海）。

（27）2010年10月17日，第三例（20101017C），头痛、浑身痛十多年（北京）。

（28）2010年10月17日，第四例（20101017D），心脏三尖瓣关闭不全。

（29）2010年10月30日，第一例（20101030A），事业总做不起来。 

（30）2010年10月30日，第二例（20101030B），想自杀、胆小（呈现国共战争）。 

（31）2010年10月30日，第三例（20101030C），后颈痛（呈现完整音乐团场景和经营纠

葛）（西安）。

（34）2010年10月31日，第二例（20101031B），多年的心里压抑（呈现军队挖矿被水

淹）（昆明）。 

（35）2010年10月31日，第三例（20101031C），右手指皮肤病（呈现讲佛法场景）。

（39）2010年11月6日，第四例（20101106D），面瘫（呈现土匪训练，共产党收编完整

故事）（江苏）

（45）2010年11月14日，第三例（20101114C），先天性耳聋（聋子——笼子）（北

京）。

（46）2010年11月14日，第四例（20101114D），甲状腺癌（农场没有善待动物，狗

死）。

（47）2010年11月20日，第一例（20101120A），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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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010年11月21日，第四例（20101121A），睡眠不好、胸闷、注意力不集中20年

（天蓬元帅）。

（52）2010年11月21日，第二例（20101121C），不想结婚（留学神学）。

（54）2010年11月28日，第一例（20101128A），婴儿腭裂、脖子软（杀狗）（贵阳）。

（59）2010年12月12日，第二例（20101212B），过敏性鼻炎24年。

（62）2010年12月19日，第一例（20101219A），母亲口腔癌肺部转移（宁波）。

（64）2010年12月19日，第三例（20101219C），高中生肥胖200多斤（西安）。

（67）2010年12月26日，第二例（20101226B），亚健康、便秘37年。

（69）2010年12月26日，第四例（20101226D），儿子口吃（杀鸡）

66例中，疾病由于家庭关系矛盾引起的占12例，其中64例疾病中占10例，家庭关系2
例中占2例。

（3）2010年8月28日，第三例（20100828C），近视900度（佛山）。

（4）2010年8月28日，第四例（20100828D），下肢浮肿30年（海口）。

（6）2010年8月29日，第二例（20100829B），母亲和女儿均有痛经。

（12）2010年10月2日，第四例（20101002D），抑郁症（与第二个继父的关系）（青

岛）。

（16）2010年10月3日，第四例（20101003D），面神经瘫痪（重庆）。 

（22）2010年10月16日，第二例（20101016B），鼻炎。

（37）2010年11月6日，第二例（20101106B），牛皮癣。 

（43）2010年11月14日，第一例（20101114A），结肠癌伴肝肠系膜转移（把前夫忘了）

（广州）。

（51） 5、2010年11月21日，第一例（20101121B），家庭关系（妻子与女儿不和）。

（55）2010年11月28日，第二例（20101128B），肝病、胸闷20多年（三妹妹被送走）

（青岛）。

（56）2010年11月28日，第三例（20101128C），脱发、脱眉毛5年（爷爷奶奶与外公外

婆之间的纠纷）。

（61）2010年12月12日，第四例（20101212D），离婚后很难与男性亲近。

68例呈现军队或者战争、监狱场面的有6例。

（8）2010年8月29日，第四例（20100829D），男性先天不育（呈现国共战争）。

（19）2010年10月4日，第三例（20101004C），肺癌（呈现完整的监狱内的故事）（东

莞）。

（27）2010年10月17日，第三例（20101017C），头痛、浑身痛十多年（呈现太平天国年

代的战争）（北京）。

（30）2010年10月30日，第二例（20101030B），想自杀、胆小（呈现国共战争）。

（34）2010年10月31日，第二例（20101031B），多年的心里压抑（呈现军队挖矿被水

淹）（昆明）。

（39）2010年11月6日，第四例（20101106D），面瘫（呈现土匪训练，共产党收编完整

故事）（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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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53）2010年11月21日，第三例（20101121D），破解金字塔之谜。——出现仪仗队。

呈现佛6例：
（8）2010年8月29日，第四例（20100829D），男性先天不育（呈现国共战争）——呈现

佛祖。

（35）2010年10月31日，第三例（20101031C），右手指皮肤病——呈现佛和讲佛法场

景。

（42）2010年11月7日，第三例（20101107C），左脚溃疡十六年（江苏）——呈现千手

观音、弥勒佛等）。

（34）2010年10月31日，第二例（20101031B），多年的心里压抑（呈现军队挖矿被水

淹）（昆明）——呈现了佛和山神。

（53）2010年11月21日，第三例（20101121D），破解金字塔之谜。——出现了释迦牟尼

佛。

（64） 2010年12月19日，第三例（20101219C），高中生肥胖200多斤（西安）——呈现

观音柳枝洒水。

    另外：

    一例出现了《西游记》中的众多人物。

对佛学、神学的基本教义理解有偏差带来困扰的2例：
（52）2010年11月21日，第二例（20101121C），不想结婚（留学神学）。

（57）2010年11月28日，第四例（20101128），体内有一个壳2年（粤北）。

排列69例中，6例出现了佛的代表，大家不要误解了灵排只呈现佛学内容。2011年1月9

日第四例（20110109D）排列处理脑癌时，自动呈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呈现了基督教

的，因2011年出现的，该例只能下一本书介绍了。也许给中国人灵排，呈现出佛的概率比呈现

出耶稣的概率更高的缘故。也许给西方人灵排，呈现出耶稣的概率更高。

寓意4例：
（A46）2010年11月16日，鼻炎（创业励志）（未录像）——舞台新老演员的故事。

（51）2010年11月21日，第一例（20101121B），家庭关系（妻子与女儿不和）——一男

对两女踢毽子。

（57）2010年11月28日，第四例（20101128），体内有一个壳2年（粤北）——烂泥塘中

的鱼、蚌、田螺。

（59）2010年12月12日，第二例（20101212B），过敏性鼻炎24年——蜜蜂、树、电锯。

谐音2例：
（39）2010年11月6日，第四例（20101106D），面瘫（呈现土匪训练，共产党收编完整

故事）（江苏）。——面瘫与面汤有关。

（45）2010年11月14日，第三例（20101114C），先天性耳聋（北京）。——聋子与笼子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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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例中，患者本人到现场的53例，患者本人没有到现场，由家人或者他人代替到现场
的有13例。

相同的病名，不同的原因

以下相同的疾病，但呈现原因各不相同，很好地回答了西医的“原因不明”的问题。
癌症6例：
（A2）2010年6月10日，第二例（20100610B），肺癌。——儿子去世家庭关系不和引

起；

（19）2010年10月4日，第三例（20101004C），肺癌（呈现完整的监狱内的故事）（东

莞）。——同监狱长的矛盾引起；

（43）2010年11月14日，第一例（20101114A），结肠癌伴肝肠系膜转移（把前夫忘了）

（广州）。 ——是遗忘了前夫引起。

（44）2010年11月14日，第二例（20101114B），白血病，严重肌萎缩(操盘手）（广

州）。——坑人钱财引起。 

（46）2010年11月14日，第四例（20101114D），甲状腺癌（农场没有善待动物，狗

死）。——同前世杀死动物有关，今生又去世狗引起。

（62）2010年12月19日，第一例（20101219A），母亲口腔癌肺部转移（宁波）。——是

与外祖父被杀有关。

胸闷3例：
（32）2010年10月30日，第四例（20101030D），胸闷二十年（广州）——杀死鸡和兔子

引起。 

（48）2010年11月20日，第二例（20101120B），父亲34年的胸闷、偏头痛、失眠、胃

痛、腰痛（江苏）——杀鱼引起。

（55）2010年11月28日，第二例（20101128B），肝病、胸闷20多年（青岛）——三妹妹

被送走引起。

失眠3例：
（2）2010年8月28日，第二例（20100828B），失眠十多年（日本）——呈现出不让睡

觉，是堕胎引起。

（48）2010年11月20日，第二例（20101120B），父亲34年的胸闷、偏头痛、失眠、胃

痛、腰痛——杀鱼引起。

（50）2010年11月21日，第四例（20101121A），睡眠不好、胸闷、注意力不集中20年

（天蓬元帅）——杀人事件后，四维空间一直听到九尾狐叫而睡眠不好。

鼻炎3例：
（22） 2010年10月16日，第二例（20101016B），鼻炎。——是去世的外婆在提醒案主

尊重母亲。

（A46） 2010年11月16日，鼻炎（创业励志）（未录像）——是艰苦创业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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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2010年12月12日，第二例（20101212B），过敏性鼻炎24年——是母亲担心女儿

引起。

近视3例：
（3）2010年8月28日，第三例（20100828C），近视900度（佛山）——不想面对一些家

庭的事务引起。

（38）2010年11月6日，第三例（20101106C），儿子近视（香港） ——母亲管理太严引

起。

（56）2010年11月28日，第三例（20101128C），脱发、脱眉毛5年、近视、耳聋——不

想看爷爷奶奶与外公外婆之间的纠纷引起。 

脑瘫3例（2人）：
（23）2010年10月16日，第三例（20101016C），婴儿脑瘫（贵阳）——被前辈抱走有

关。

（54）2010年11月28日，第一例（20101128A），婴儿脑瘫、腭裂、脖子软（杀狗）（贵

阳）——与前世杀狗有关。

（58）2010年12月12日，第一例（20101212A），8个月婴儿脑瘫、先天性心脏病、癫

痫、发育如2—3个月大（山东）——与遗忘前辈有关。

耳聋2例：
（45）2010年11月14日，第三例（20101114C），先天性耳聋（聋子——笼子）（北

京）——偷鸟笼子引起。

（56）2010年11月28日，第三例（20101128C），脱发、脱眉毛5年、近视、耳聋——不

想听爷爷奶奶与外公外婆之间的纠纷引起。 

面神经瘫痪2例：
（16）2010年10月3日，第四例（20101003D），面神经瘫痪（重庆）。——家庭中爱的

流动凝固了引起。

（30）2010年11月6日，第四例（20101106D），面瘫（呈现土匪训练，共产党收编完整

故事）（江苏）。——面汤的谐音引起，与没有安息的母亲有关。

肥胖2例：
（47）2010年11月20日，第一例（20101120A），肥胖。——前世有人饥饿、有人吃撑引

起。

（64）2010年12月19日，第三例（20101219C），高中生肥胖200多斤（西安）。——前

世杀人引起。

脱发2例：
（18）2010年10月4日，第二例（20101004B），肾虚、脱发（人转世成鹰）（昆

明）。——排列中呈现有人扯案主的头发，前世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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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010年11月28日，第三例（20101128C），脱发、脱眉毛5年、近视、耳聋。——

是去世的外婆抓着案主头发，想把案主从爷爷奶奶的纠缠中解救出来。 

事业不顺2例：
（15）2010年10月3日，第三例（20101003C），事业总是不成功（青岛）——与母亲的

关系有关；

（29）2010年10月30日，第一例（20101030A），事业总做不起来。——与前世家族的矛

盾纠纷有关。

因果报应：灵排中经常呈现佛经上讲的因果报应，呈现得一清二楚。非常震撼的有：
（33）2010年10月31日，第一例（20101031A），罕见的遗传代谢病（北京）。

（44）2010年11月14日，第二例（20101114B），白血病，严重肌萎缩(操盘手）（广

州）。

（66）2010年12月26日，第一例（20101226A），母亲被蛇咬后37年毒性反复发作。

回头客

回头客13人，涉及27例。其中9人排列有效后再次排列解决其他问题，4人带了家人来
排列（只统计带家人，不统计带朋友。）

1、看海：
（A1）2010年6月10日，第一例（20100610A），类风湿关节炎全身僵硬疼痛（看海）。

（21）2010年10月16日，第一例（20101016A），全身关节僵硬（看海）。

2、云奕：
（A10）2010年6月27日，第一例（20100627A），从小恐惧（佛山）。

（3）2010年8月28日，第三例（20100828C），近视900度（佛山）。

3、袁：
（A11）2010年6月27日，第二例（20100627B），习惯性流产和不孕症（广州）。

（24）2010年10月16日，第四例（20101016D），右眼内有黑影晃（虾和青蛙）。

4、瑜伽猫：
（A19）2010年7月11日，第四例（20100711D），头痛（昆明）。

（18）2010年10月4日，第二例（20101004B），肾虚、脱发（人转世成鹰）（昆明）。

（34）2010年10月31日，第二例（20101031B），多年的心里压抑（呈现军队挖矿被水

淹）（昆明）

5、海口：
（4）2010年8月28日，第四例（20100828D），下肢浮肿30年（海口）。

（14）2010年10月3日，第二例（20101003B），颈椎僵硬数十年（被绑住）（海口）。

6、山楂：
（11）2010年10月2日，第三例（20101002C），处理从小不稳定（接纳内在孩童）。

（52）2010年11月21日，第二例（20101121C），不想结婚（留学神学）。

7、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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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10年10月16日，第三例（20101016C），婴儿脑瘫（贵阳）。 

（54）2010年11月28日，第一例（20101128A），婴儿腭裂、脖子软（杀狗）（贵阳）。

8、老顽童：
（25）2010年10月17日，第一例（20101017A），高血压20年。 

（51）2010年11月21日，第一例（20101121B），家庭关系（妻子与女儿不和）。

9、奕人
（29）2010年10月30日，第一例（20101030A），事业总做不起来。 

（47）2010年11月20日，第一例（20101120A），肥胖。

10、妻子有效后，丈夫来排列：
（A1）2010年6月10日，第一例（20100610A），类风湿关节炎全身僵硬疼痛（看海）。

（9）2010年10月2日，第一例（20101002A），磨牙和发音不清（被卡脖子）。

11、母亲治好后，带来儿子：
（31）2010年10月30日，第三例（20101030C），后颈痛（呈现完整音乐团场景和经营纠

葛）（西安）。

（64）2010年12月19日，第三例（20101219C），高中生肥胖200多斤（西安）

12、儿子治好后，带来母亲：
（32）2010年10月30日，第四例（20101030D），胸闷二十年（杀死鸡和兔子）。

（43） 2010年11月14日，第一例（20101114A），结肠癌伴肝肠系膜转移（把前夫忘

了）（广州）。

13、儿子自己治好后，替母亲排列：
（27）2010年10月17日，第三例（20101017C），头痛、浑身痛十多年（北京）。

（65）2010年12月19日，第四例（20101219D），母亲腰椎滑脱10年（北京）。

所有代表同时在灵力场中运作

在排列中，作为代表的，有与案主相同疾病或者症状的，通过参与作为代表，这些人的

疾病和症状与案主一样同时好转（当然，灵排中，少不了量子共振信息水的共振传递和分解作

用）。如：

（3）2010年8月28日，第三例（20100828C），近视900度（佛山）。作为代表或者观众

的，有3位近视当场明显好转，2位散光当场消失（分别散光50度和100度）。

（47）2010年11月20日，第一例（20101120A），肥胖。排列中，在灵力场作用下，有很

多位代表感觉肚子饥饿，又有几位感觉肚子很撑，也有代表感觉肚子很鼓。排列进行到和解阶

段，作为代表的肚子鼓的，通过放屁排气，肚子不鼓了，其后一段时间观察，不但案主减肥成

功，参与的代表减肥也成功。

（64）2010年12月19日，第三例（20101219C），高中生肥胖200多斤（西安），在现

场，不但案主体型减肥了，在场的代表也体型减肥了。事后一段时间观察，多位参与做代表的

肥胖者，也自动减肥成功。该案主，曾经海灵格于2008年2月在马来西亚亲自排列过，减肥成

功，后来又复发。堀尾忠正利用灵力医学排列（灵排）处理了海灵格利用家庭系统排列（家

排）后复发的肥胖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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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处理堕胎说明家排与灵排的区别

家庭系统排列（家排）中，处理堕胎时，只是案主单方面向被堕胎者表达歉意、忏悔

（通过脑袋思考），一般不需要被堕胎者做回应。而灵力医学排列（灵排）中，自动呈现出有

被堕胎者时，是需要被堕胎者回应的（通过灵力场），直到这个被堕胎者被爱所感动、被满

足、安息，有被堕胎者需要念经、超度，或者有其他需求的，这些需要一一满足。而灵排中光

这个向被堕胎者回应的环节所花费的时间，经常超过家排中整个排列所花费的时间，可见灵排

投入的时间、精力是完全不同的。

灵力医学排列（灵排）与家庭系统排列（家排）的区别

家庭系统排列（简称“家排”）是德国海灵格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建立起来的新学科，海

灵格家庭系统排列的著作中未曾记录有排列时呈现完整故事情节的，而且排列前要询问案主很

多有关家庭的问题，然后根据案主提供的线索，指定所有代表的身份来排列，有些事情实在搞

不清楚，就放上一个“秘密”的代表，家排时根据排列师自己的判断指定代表。“家排”主要

处理家庭关系。家排一例大概需要时间30分钟至40分钟。

我的堀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灵排）均呈现了完整的故事情节，而且排列前，不需要询

问案主家里曾经发现过的任何情况，只需要案主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什么疾病、什么事

件）即可，排列时不指定代表身份，即使指定身份，也只指定案主代表的身份，其他人身份不

指定，完全使用的是宇宙的第五个力和第五个场——灵力和灵力场，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与此疾

病、事件有关的历史事件重演一次，甚至会追溯到前世，“灵排”主要处理疾病的。“灵排”

也可以称为“循果追因”。当然也可以用于寻找失踪的人的下落，或者用于破案，或者还原一

段历史事件，或者用于破解自然现象等。灵排一例需要90分钟至120分钟，有时需要时间180分

钟以上，灵排需要的时间是家排需要时间的三倍以上。“家排”主观成分较多，“灵排”是完

全无主观因素。这证明“灵排”与“家排”是不同的，而且在我的排列中，充分利用了量子共

振信息水的共振传递作用。灵力医学排列是专门用来处理疾病的一种四维空间的方法，灵力医

学是跨时空疾病处理。

堀尾忠正于2007年6月29日首次申报成功了关于排列的专利。

学员来源

本书中记录了灵力医学排列案例89例，2010年6月10日上午排列2例；6月14日排列7例；6

月27日，广州排列5例；7月6日晚上北京排列1例；7月11日深圳排列4例；11月16日，深圳排列

1例。以上20例排列未拍摄录像。另外69例有录像记录。

2010年9月开始筹建专门的灵力医学排列队伍。我曾经治疗好身、心、灵疾病的人员，这

些人曾经在医院治疗了10多年、20多年、30多年疾病没有治好，我给他们用四维空间的灵力医

学的方法治好了他们的疾病，他们最信我，也对灵力医学深信无疑，于是我把这些人员选择10

多人组成学员（有部分是后来加入的身心灵探索者），免学费培训他们，前期培训目标是初级

300学时（约38天），中级800学时（100天，包括初级的38天），随着培训的不断深入，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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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排列深度越来越深，呈现的越来越多，单个个案排列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每天只能完成4

例。而且开始请专业公司全程录像，以便事后回顾，保存客观资料。10月中旬启用专门的排列

场地，排列进入了新阶段。

灵力医学排列（灵排）耗用的人力、物力、时间要比家庭系统排列（家排）多得多，排

列中学员、场地使用了量子共振信息水，让其频率与四维空间同步，把四维空间的信息准确无

误地呈现在三维空间中，寻找疾病的本源，然后对疾病进行处理。2010年11月21日，我带领大

家排列“破解金字塔之谜”，来破解自然现象，实际是利用了宇宙的第五个力和第五个场——

灵力和灵力场，来跨时空解决事件（包括疾病）。

在作为代表参与灵排中，这些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回归正常，几乎是脱胎换骨。

案主的选择

来参加灵排的案主，几乎全部是穷人，有钱人均找大医院去了，折腾了几十年，倾家荡

产，没有钱了，也已经证明了那些疾病医院治疗无效后，放弃了医院的治疗，那些人走投无

路，在偶然的机会知道了灵力医学，才来一试，那时已经是负债累累的穷人。也有些人走上了

身心灵成长的道路，在身心灵的探索过程中，认识了灵力医学，那些人的经济状况稍好，也没

有富人。所以，参加灵排的，很富有的人没有出现。而且参加者，疾病非常严重，严重程度与

一般医院常规治疗的没有可比性。很多案主本人已经无法参加，由家人代替来参加，好在我能

从家庭成员身上取得灵力场，当事人可以不来。当然如果当事人自己能来（接受教育）更好。

我给人治病，对那些不太相信的病人有时也做一些选择，也设置一些条件：第一个条件

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已经被医院推出了医院的；第二个条件是已经在医院花了很多钱的。如

果没有在医院花了很多钱，他们会心疼在我们这边花了这一点点钱。如果在医院花了几十万

元，在我们这边只花了几千元就把病治好了，他们就心服口服了；第三个条件是使用过各种其

他治疗方法，他们已经证明其他方法均已经无效的，然后能单独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和灵排

的。因为曾经有些癌症病人，到医院诊断时，医院就说已经是晚期了，说这病太严重，已经不

适合手术，也不适合放疗、化疗，不适合医院治疗，于是医院未做任何治疗处理，就被拒之门

外回家了。经灵力医学量子共振共振水处理后，病情迅速好转，于是再去医院做检查时，医生

说现在病情好转了，适合放疗、化疗了，于是中途被医院拉走了，进入医院后，一切按医生

的，进行放疗、化疗，最后我们取得的治疗效果被放疗、化疗全部摧毁、前功尽弃。所以后来

得出经验，先让医院折腾去，医院折腾一通说不行了，再来灵力医学处理的，这样最终结果更

好，否则即使处理了，也是前功尽弃。因为人们观念上，医院才是可信的、正统的，我们的方

法永远不是正统的。第四个条件是能在网上不断留言记录病情变化的，一方面利于了解病情，

以便指导下一阶段治疗。另一方面，他们的留言记录，可以防止他们改口，以便保护自己。但

现实生活中，年龄大的、农村的，一般不上网，网上能来留言的很有限。所以第四个条件，未

能执行，以后会加强。作为程序，需要做个案的到http://www.yougong.com访客留言中留言，

把需要解决的问题、病史等简单介绍一下，申请做个案，排队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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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灵力医学

灵力医学是按照四维空间的规律建立起来的治病手段，包括量子共振信息水和灵排，是

跨时空的疾病处理方法。

西医是点到点的思维方式，即一维空间的，中医是三维空间的思维方式，灵力医学是四

维空间的（相关科目：物理、化学是一维空间的，哲学是三维空间的，佛学、神学是四维空间

的）。具体而言，西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眼睛就只盯着那个病的点，思维简单而局

限。中医对身体整体考虑，如眼睛有了毛病，先去调理肝脏等部位。因为不是直接治疗眼睛，

有人就担心了，认为是“伪科学”了。而灵力医学，病在自己身上，治疗时到其他人、物身上

找原因，那个其他人有可能是其他活着的人，也可能是已经去世的人，也可能是前代、前辈，

甚至是前世的，或者其他看似不相干的人，甚至到动物身上找原因，或者到社会事件中找原

因，于是不理解的人认为更不可思议了，就认为是骗。其实如果真要骗，要直接一些，那样才

好骗。现在跨时空的八竿子打不着的方法怎么可能骗到聪明的现代人？或者有人听说与去世的

人有关，就认为是“迷信”了。实际如果仔细看前面灵排处理的案例，就是那样处理的，而且

几乎立竿见影找到原因和解决方案。处理方法与佛学、神学中描述的也相似。因此灵力医学是

跨时间、空间的，称为跨时空疾病（事件）处理。让时光倒流，处理曾经已经发生过的事件，

或者事件不在现在的空间，或者当事人根本没有来现场。但结果是经处理后，问题解决了。因

此灵排与佛学、神学是相通的，描述的均是四维空间的规律。这里面的内在联系就是灵力和灵

力场，这宇宙的第五个力和第五个场。

关于量子共振信息水，见《爱的传递——量子医学、量子共振信息水与身心灵疾病治疗

之探索》和《回归本源——从巫术到家庭系统排列到量子共振信息水》。

灵力医学传播非常困难

灵力医学治病，几乎立竿见影，但传播出乎人们意料的困难，人们习惯了一维空间的思

维，不相信四维空间的存在。当案主疾病治疗好转后，讲给别人听时，对方均不相信。老婆治

好了病，讲给老公听，老公不信，嗤之以鼻。老公治好了病，讲给老婆听，老婆不相信。甚至

有老婆把自己和小孩的病治好后，兴奋地告诉老公后，老公武断地认为老婆被骗了，于是到处

投诉，向电视台、工商局到处投诉，然后电视中播出了采访镜头——老婆对着电视镜头说“小

孩咳嗽两个多月，在医院治疗一直不见好转，我人简直要崩溃了……自从我把量子共振信息水

一袋挂在小孩脖子上后，小孩再也没有咳嗽过。”电视中播出老公的电话投诉说老婆和小孩一

天到晚脖子上挂着水袋，被骗了。而没有实物的灵排，信的人更少。只有那些病得走投无路，

尝试过灵排的，才相信，于是体验过的，信者恒信；没有体验过的，不信者恒不信。于是总是

传播断裂，灵力医学无法传播出去，连在同一家庭中，也很难传播开。

疾病再痛苦，医院治疗再无效，人们习惯了往医院跑，医院似乎是信誉的象征。

所以参加灵排者，几乎全是穷人，没有富人。富人去了医院。没有10多年、20多年的碰

壁，不会来采用灵力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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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总结

以上对排列进行了归类，但有些呈现的，无法明显归类，加上目前例数有限，没有进行

归类。

排列中呈现出最多的，是疾病由杀生引起，占40%，杀生包括杀人、堕胎、杀动物，其中

重大疾病与杀动物有关者超过10%。

排列中也呈现了前世带来的疾病。并且也呈现前世、今生巧遇带来的疾病。前世的问题

引起了身体的薄弱环节，今生再遇到诱因，就引起了今生的疾病的发生，或者突然加重。30%

的重大疾病与前世有关。

64例疾病中，排列中呈现疾病与杀死动物有关的为7例，超过了10%。本人也在2010年10

月31日自己给自己排列后，完全吃素了。跟我一起学习的学员，很多是本来就信佛就吃素的，

有些是不吃素的，后来全吃素了。再后来，动物毛皮制品也开始不用了。另外，中药配方中的

动物药材这一问题，也开始反思了。

66例中，同堕胎有关8例，作为处理疾病为目的排列64例中占6例。作为处理家庭关系为

目的来排列的2例中堕胎占2例。

66例中，疾病由于家庭关系矛盾引起的占的12例，其中64例疾病中占10例，作为处理家

庭关系为目的来排列的2例中家庭关系矛盾占2例（2011年1月已经排列的12例显示疾病与家庭

关系矛盾有关的比例很高）。

从以上也可以知道为什么海灵格做家庭系统排列（家排）时，直截了当问是否有堕胎

的，直接问家庭关系是否和谐。当案主回答有堕胎的时候，海灵格直接放上代表来代表被堕胎

的小孩。因为家庭关系和谐与否，与是否有堕胎密切相关。也是同海灵格的做法吻合的。

结论

通过灵力医学排列，得到如下结论：

1、每个人的疾病均有明确的原因，不同的人即使西医医生诊断为相同的病名，其病因仍

各不相同，灵排时可以找到明确的原因。不同人的疾病处理方法也各不相同。

2、40%的重大疾病与杀生有关（包括杀人、堕胎、杀动物），其中重大疾病与杀动物有

关者超过10%。

3、灵排证明了灵魂转世的存在。

4、30%的重大疾病与前世有关。

5、10%以上的疾病与家庭关系的纠葛有关（不包括前世。）（2011年1月已经排列的12例

显示疾病与家庭关系矛盾有关的比例很高）。

6、灵排中呈现了佛学、神学的内容，证明灵排与佛学、神学是相通的。对佛学、神学的

基本教义理解有偏差或者误解而带来困惑的在灵排中也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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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量子共振信息水用户留言反馈实录（三）

（2010年4月19日至2010年6月9日）

（摘自http://www.yougong.com访客留言）

第3066条留言   留言者：少明   来自：南京   时间：2010-4-19 19:05:42

爸爸60年的过敏性鼻炎在用过信息水后治愈，真是个奇迹！ 爸爸从很小的时候就得了过

敏性鼻炎，一年四季，气候变化、花粉、灰尘等均会让他轻易发病，家里换被套都必须等他不

在家的时候才能换，我们也从小就习惯了爸爸那惊天动地的喷嚏声，鼻子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为了擦拭随时流下来的清鼻涕，手帕是天天带在身边。以至于后来我们对他的鼻炎已经麻木，

视而不见，也没觉得是个什么大问题，更不会去体会到他的痛苦。 爸爸毕业于中国药科大

学，他自己就是学药的。他告诉我，过敏性鼻炎是个世界性难题，全世界都没有什么好方法可

以根治。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寻找过无数的方法，用过无数的药，均没有治愈。 去年下半年

开始使用信息水，一开始他也没有抱有希望，只是发病的时候，辅助用水，可是就是这样，今

年几个月过来，他那顽固的过敏性鼻炎竟然一次没犯过，这是60多年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这

是破天荒的奇迹！ 谢谢忠正，谢谢你的天才发明！ 

回复：我想起来了，我在《爱的传递——量子医学、量子共振信息水与身心灵疾病治疗

之探索》一书中这样写：“我在学习药理学及其为日本若素制药株式会社向中国卫生部申报药

品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很严重的问题，即药物是药厂研制的，不是临床医生研制的。而

很多开发药物的人并没有学过医学，更不会临床，他们只学过药物开发的程序，凭着一个程序

怎么可能解决疾病的治疗问题？而临床医生必须使用由不懂临床治病的药厂开发出来的药物来

治疗疾病，这怎么能治好病呢？这简直有点天方夜谭了，如果说真能治好病，也是天才开发的

药物，或者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所以，人们总是没有能找到能‘不同的疾病，用相同的

办法治疗’的药物。而筛选药物时采用的是动物实验，动物毕竟不是人，动物无法描述自己使

用药物时的各种精微感受，而能统计到的是粗犷的变化，已经离实际相差很远的了。我自己研

究时发现自然界的这些天然的产物的药理作用很多，远远超过西药的药理作用类型，用西医的

药理学理论无法解释（实际是使用了宇宙的灵力和灵力场）。”当时你看了以后说你爸爸是中

国药科大学毕业的，专门研究药的，我感觉到你家当时看了那段后感觉很不高兴，今天看到你

反馈的你爸爸60年的过敏性鼻炎治好了，皆大欢喜。忠正 2010-4-19 22:10:54 

回复：呵呵，不高兴到没有，只是老爸比较理性，他需要更多的证明，结果他自己一不

留神也成了小白鼠了。哈哈 2010-4-20 16:26:52 

回复：小白鼠是西医动物实验的范畴。我这个是灵力医学，利用的是灵力、灵力场，不

需要小白鼠来实验的。忠正 2010-4-20 17:54:16 

第3070条留言   留言者：心灵美   来自：深圳   时间：2010-4-20 21:18:02

一白血病小朋友今年12岁，原本指标超高，因父母更信任中医，四处寻求中医疗法，结

果被西医讲中医治不了白血病，现住院中，在去年就照出额前叶有阴影，医生判断是瘀血块，

所以常常头胀疼，四月初的时候给用了信息水放在头周围，因其父母对信息水当时还不了解，

所以没敢直接喝，（只是放身体边），至上周时，头胀痛的问题消除了，据小孩妈妈说，与西

医说头部减缓与用药有关系，上周我说服其父母，已经在喝信息水了，观察中，小孩因前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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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小化疗，医生说小化疗必须得做，不做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还是做了化疗，小孩身体现

在很弱，现在低烧中，按忠正老师的方法已用信息水外用加放冰箱冷藏后再放头部，今天烧得

没哪么高了。 

回复：前几天血液里没有的粒细胞长出来了。医生说粒细胞长出来是身体原本应该有

的，是好现象！ 2010-4-21 13:40:32 

回复：昨天最高烧到39.7度，确诊有肺炎。 2010-4-21 13:42:19 

回复：信息水外用加放冰箱冷藏后再放头部，这样可以保护好脑。 2010-4-21 13:43:15 

回复：1998年9月12日出生，男孩。 2010-4-21 13:43:46 

回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你刚来时说那个小孩在医院已经昏迷一个星期了，因

为你说回去就会留言的，所以我就没有仔细记录下来。后来等到今天才留言，那个细节我记不

清了。 2010-4-21 17:56:36 

回复：因为那个小朋友在医院住院，把量子共振信息水带进医院会被医生批得分文不

值，也会干涉使用，我们特意给小朋友做了没有字的水袋子，这样就不会被医生发现了。量子

共振信息水治病只能这样偷偷摸摸了。医生发现突然粒细胞长起来了，医生以为他们化疗的功

劳。忠正 2010-4-22 11:55:08 

第3086条留言   留言者：SJ7929   来自：深圳   时间：2010-4-24 21:51:13

堀尾医生您好！今天我遇到一件事很令人费解，您能帮我解释吗？我今天把大瓶的信息

水和手机、水杯、纸巾、钱包等物一起放在包里，过了一、两个小时后手机响了，我接电话时

发现手机外壳像是涂了胶水一样的粘手。打完电话后我发现手机外壳有一部分有很多像胶一样

的物质。我赶快检查我的包，发现信息水的外包装瓶上也有跟手机上一样的胶状物质，这是怎

么回事呢？跟信息水有关吗？会否对信息水和手机有什么影响？谢谢。手机使用也没有问题，

后来我没有把手机和信息水放在一起了，过一会，胶状物质自己消失了。

回复：我给你看一个历史留言：第 2443 条留言   留言者:coinhood   来 自:中山   

时间：2009-8-24 14:08:38 原来我的防晒露形状像牙膏一样硬硬的，后来放在量子水旁边后

慢慢的变软了，变稀了！倒一点在手指上就会像水一样流下来！ 

回复：防晒露变得更柔和了，这也证明了一件事，中医上说“不通则痛”，这个防晒露

变成水样了，能流动了，就类似于把人体堵的地方通了，就不会痛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使用量

子共振信息水后能10分钟止痛的原因。原来有些人来月经时非常疼痛，出来的血是颜色很深

的，有的人说像糖浆，说明阻滞在体内时间很长了，而那段时间也就是一直痛。使用量子共振

信息水涂腹部或者瓶子靠近腹部后，疼痛很快缓解，出来的经血也是鲜红的。你从你的防晒露

附近放了量子共振信息水由如牙膏样变成水样，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你只放了不足10毫升的量

子共振信息水。 2009-8-24 14:10:01 

你说“发现手机外壳像是涂了胶水一样的粘手”，实际上你手机外壳上有油脂一样的东

西，遇到量子共振信息水融化了，你说手机4年多了。对手机没有影响。下次化开时，你乘机

用纸巾擦一下，就把那些东西擦干净了。如果你遇到无法擦洗下来的东西，你也可以用量子共

振信息水来擦洗。瓶子上的胶状物质，是手机上粘到瓶子上的，来自于手机。忠正 2010-4-24 

22:00:13 

回复：其实我身体就有分解这些东西的能力，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按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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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每人轮流“值日”一天，那天负责擦黑板、擦所有凳子、桌子。那时我们每人一张小方

凳，油漆是暗红色的，每人的姓名写在凳子内侧面，因为内侧面是没有油漆的。那天轮到我值

日时，我擦凳子，我赫然发现只有我的方凳的面上油漆全部融化了，其他人的凳子面上还是发

亮有反光，我的凳子不但没有发亮，而且裤子的布纹也陷在油漆里了，手指一按，指纹也在上

面，难怪我每次站起来时感觉裤子粘在凳子上，我看着凳子，发呆了很久。全班只有我的凳子

的油漆被融化了。 忠正 2010-4-27 21:17:06 

第3090条留言   留言者：Estheryao   来自：深圳   时间：2010-4-27 11:45:35

我认识老师，我觉得是神在帮我。我得病一年多了，神经方面的。开始是腿走不动路，

拖得很。看了很多医生，都说我有抑郁，躯体障碍，没有看的。我真的很郁闷。后来慢慢到了

腰和背，都不舒服。我不太相信医生了，后来自己照了一个腰的MRI，是腰突 。去针灸、按摩

都没有效果。后来有一天我在外面吃饭，一个韩国人说这个量子共振信息水好，说他是基督教

徒，从来不骗人的。然后我就在GOOGLE上找到了老师。大家都叫他老师，我也这样叫了！第二

天一大早我就去了。出来的时候带了一个水袋，感觉挺好。第二天和第三天我的心情好很多，

心很静，我的腿不发紧了，但走路不知道深浅，平衡不好，腰也酸，不过睡觉好点。 

回复：你还说月经两个月没有来了，我怕忘了，就先写在这里。忠正 2010-4-27 

12:11:04 

第3096条留言   留言者：Estheryao   来自：深圳   时间：2010-4-29 10:53:13

我的腿不疼了，走路的程度好点。月经也来了，一天拉两次大便，肚子好象小点，人好

象轻松点，腰不疼了。 

回复：过几天大便会一天三次，而且是黑便，这是排出的宿便。排出后，肚子会更小一

点。感觉不会那么肥胖了。 2010-4-29 12:08:17 

第3100条留言   留言者：Estheryao   来自：深圳   时间：2010-4-30 9:04:11

今天起来特别舒服，人很舒服，松了很多，精神很好，特别是腰，没有不适感觉了！ 谢

谢老师！

第3103条留言   留言者：小龙女   来自：深圳   时间：2010-5-3 11:17:06

你好，忠正先生，我用量子信息水后感觉胸前有一个黄豆大小的硬东西，现小一些，软

一点了，脚气用了两次，不痒了。

第310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5-7 7:22:37

山东潍坊刘姓肺癌，5月7日07:03手机短信上反馈：忠正先生您好，信息水我已经用了五

瓶了，效果很好，现在睡觉也好了很多，我很有信心，昨天我到威海去了一天，没有累，很

好，谢谢你了。 

回复：我回复：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后，体力、精力会比以前好很多，但也要注意休

息，保存体力，不要过度消耗，影响体力恢复。 2010-5-7 7:28:53



268灵排

第3127条留言   留言者：彬华李   来自：深圳   时间：2010-5-10 17:49:51

彬华李 17:47:20 昨天母亲节，买了四袋信息水，分别送给我的奶奶和两个姑姑，作为

母亲节的礼物，她们分别用了，效果非常明显！ 1.我奶奶84岁了，没有别的毛病，就是一直

腿疼，两腿麻木沉重，常年两腿冰凉，夏天还要穿两条裤子。我给她用了两袋信息水，她放在

腿上一天，就觉得走起路来脚步轻松了很多，腿上有些暖，只是腿的疼痛更厉害……。2.我大

姑姑，颈椎有问题，经常头晕头疼，轻轻转动脖子就会听到咯吱咯吱的响声，用了半天发现疼

痛明显减轻，要按压脖子才会有咯吱咯吱的声音；她的右手腱鞘炎，严重到不能握拳，把信息

水放在手上几个小时后，手掌可以握起来，疼痛有明显减轻！ 3.我小姑姑，尾椎部位经常疼

痛，用信息水覆了两个小时，一开始感觉那个部位一片冰凉，过一会好像有汗出来，两个小时

之后拿下来，觉得疼痛减轻了很多，有些暖意！ 

回复：你说奶奶腿的疼痛更厉害——“不通则痛，通则不痛”，这个是某些部位的经络

通了，某些部位还没有通引起的。如长江上游通了，下游还没有通，上游来的流量就更大了，

下游就感觉更堵了。待上下游全部通了，问题就解决了。忠正 2010-5-10 17:56:58 

第3129条留言   留言者：可遇不可求   来自：宜春   时间：2010-5-10 18:33:40

昨天我作为人本教练TA26的尾周，我的一个导师牙齿肿得好厉害，痛得好厉害！我给她

喷了一些信息水，她的肿就消了，而且她一直以为很难坚持下来三天的课程，没想到我一直放

在身上防身的信息水给她那么大的帮助和支持，非常非常的感谢我，而且在课程上大力的帮信

息水做宣传，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一直解释说我不是做这个信息水的代理噢！

第3130条留言   留言者：可遇而不可求   来自：宜春   时间：2010-5-10 18:45:38

可爱的，心境如水的忠正——谢谢你！只要你正面、积极、善良的坚持去做爱和关心每

一个需要你帮助的人，相信上苍都会帮你的！一切都心想事成！真诚祝福你！丽仔。

第3152条留言   留言者：飘雪   来自：深圳   时间：2010-5-13 15:47:04

我很久没有上来留言了，皆因我的痛经、关节炎去年使用信息水，全医治好了。昨天下

午我头开始痛，痛得难以忍受，傍晚我去药店买了止痛药，头没有那么疼痛了，今天又痛了，

脑袋像被撕裂一般的疼痛，我突然想起信息水，我把信息水放到头的二侧，用了约10分钟不痛

了，现在己过2小时，头再也不疼痛了，信息水疗效真棒！

第3163条留言   留言者：用户liuxueyang   来自：潮州   时间：2010-5-14 17:07:08

这几天整个身体很热，每天早上起床小便是黄色的，我这几天有喝蜂蜜，大便一天也有

两次，昨天收到了3袋信息水，放一包在额头上，很凉爽，感觉是越来越凉爽，不像湿毛巾那

样的。晚上是带着它们睡的，一包压在脖子下面，一包压在后背下面，一包压在腰下面，8点

多开始上床的，这可能有点早了，但是确实有瞌睡。这一夜过得很坎坷，一共起床三次，同时

也小便三次，第一次是被渴醒的，异常的口渴，喝了几口水。第二次是被蚊子咬醒的，可能

之前起床的时候蚊子飞进蚊帐了，这次同样喝几口水。第三次，渴醒的。这一夜睡得并不安

静，头脑在琢磨关于信息水的东西，这样睡不好也正常咯。早上起床后小便，尿液竟然不是黄

色，而是发黑（暗黄吧）！在8点多大便的时候，也很令人惊喜，因为它恶臭！这可是令我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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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的，因为我的饮食结构、日常保健还是不错的，却也有恶臭的东西藏在里面。排便时感觉到

它有点滑，应该有油脂的成分。今天中午就下班了，到目前仍然没有觉得瞌睡。分析口渴的原

因，可能是信息水在纠正我身体异常信息，改善机体代谢，需要水去运输。呵呵、继续感受

咯。

第3173条留言   留言者：用户liuxueyang  来自：潮州   时间：2010-5-17 14:58:05

继续观察发现，把水放在脖子上，口臭很快就会消失。量子信息水的作用是可以肯定

的，使用的时候发现用的量越多，效果越好，在疾病有症状的时候使用效果更加明显。请问老

师，信息水是否也像一个吸尘器、像您的身体那样敏感？量子信息水的能量波强度可以再大一

点吗？（这个问题好像挺外行的，嘿嘿） 

回复：量子共振信息水设计的时候已经恰到好处了。忠正 2010-5-18 6:58:15 

第317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5-18 7:55:35

而意识的力量是巨大的，从灵力、灵力场中也可以感觉到。人类的意识在把整个人类往

零维空间拉，当意识的力量超过极限的时候，就拉到了零维空间，那时，就是人类灭亡的时

候。我创立的灵力医学，实际从治病的角度来证明还有一个四维空间世界，使人的意识努力往

高维次拉升，去抵消向零维空间堕落的力量。人们早些认识宇宙的第五种力和第五种场吧！ 

回复：太震撼了！看海 2010-5-18 13:08:10 

第3176条留言   留言者：皇帝的新装   来自：广州   时间：2010-5-18 10:56:26

量子共振信息水给我婆婆挂了一周了，主要是治疗颈椎突出带来的疼痛。但她自己也说

不清是否有效。但她说在疲劳的时候乳房会有肿块觉得痛，如果把水放在上面，可以安然睡

觉。看到大家都说梦，很有意思。梦改变我对世界的认识，相信另一个世界存在的可能。特别

是相信人可以使用波粒一样的能量来交流。似乎有点象海灵格所说的道。有一个梦最近几年来

常做，就是飞翔的梦。第一次做的时候，是恐惧的。飞的速度由意念控制的，速度太快，梦中

的飞是三维的同飞机一样难以控制。现在做得多了，就变得美妙了。飞起来的时候，可以很好

控制了。如果意念想富士山，那就飞到那里了，可以高空观赏富士山，也可以近处观赏每个细

节；下个念头如果是埃及金字塔的话，那你马上就在那上空了。这个梦让我似乎深信，天人合

一是真的有可能的。 

回复：刚才在看《回归本源》濒死体验，这一段。那就说我的故事，生大孩子的时候，

不知道生孩子是痛的。可见那时的我是没有什么心智的，更不用说什么心门打开了。不过就是

为活着而活的人，闭合的心原来可以让身体都不知道痛。要生老二了，比较奇怪的是时常有的

念头是：我会因生孩子死吗？但这些都是一掠而过的，还不会有恐惧。到要生了，这次的痛真

是排山倒海。周围其他产房也有人在惨叫，比恐怖片里的声音更可怕。接着痛一浪高过一浪，

这下惨叫的是我了，护士这下紧张了，这时她们才决定叫医生，同时教育我不要乱叫。那时话

是能听清的，但身体的行为完全脱离了脑子指挥的轨道。护士让我吸入止痛气体，接着奇异的

旅程开始了。猛吸后，突然平静了。1.心一直向下沉。但又有一种螺旋状上升的感觉。很舒服

很舒服；2.轻很轻很轻，身体不存在了。也可以说原本身体的位置完全空了。我依然能感觉到

护士抓我双腿的手，但我的腿完全感觉不到存在了。我想腿到底在不在呢，于是大脑指挥腿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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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下，我能感觉护士的手也同样跟着动了。但我依然没感觉到腿。这让人不可思议的，如果

我的是空的了，那护士的手是不能通过我的腿把感觉传上来的呀，那我感知到护士的手到底是

如何感知到的呢？3.这样的舒服，这样的快感真是享受呀。就这样一直螺旋着，螺旋着。护士

的话，在整个过程中听得清清楚楚，她们还相互闲聊其他的事情呢。但乎一念说，你今天来是

干什么的呀？我说生孩子来的呀。马上现实世界再现了，继续生孩子呀。这个经历真是太奇特

了，这时开始明了肉体所累是什么意思了。死似乎是件相当开心而近似解脱的事情了。恐惧

（死）是我们一生要面对的主题，但真面对的时候，绝没想到是如此美妙。所以说人一生给自

己制造了太多幻象了，业力让我们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2010-5-18 13:50:46 

回复：前天其他老师的家排中，我做了案主的代表，期间我不断快速旋转，先在原地

转，然后扩散出去，既有自转的轨道，还有公转的轨道，而且转出的轨道是花样的，如同我曾

经见过的“麦田怪圈”中的图。旋转过程非常快，但是同步的，而且中途还自动反转。 2010-

5-17 8:37:04。在旋转中，有上升的感觉，而且稍有喜悦。后来担心旋转停不下来，就恐惧

了，后被老师拉住强行停下来，因为不同步了，就天旋地转，感觉地平面侧翻了。头晕、想

吐，持续到第二天还不舒服，那时如果没有强行停下来该多好啊，会有更多奇妙体验。忠正 

2010-5-18 15:16:38 

回复：是的，如果那时不恐惧，绝对会美轮美奂。如当初刚做飞翔的梦，只有恐惧。所

以说上帝来你面前的时候你依然恐惧，因为固有的安全感是我们死抓的“救命”稻草，而恰是

这让我们死不瞑目。 2010-5-18 17:16:10 

第3177条留言   留言者：立彩   来自：漳州   时间：2010-5-18 12:58:51

忠正老师，信息水收到了。非常感谢，太神奇，我昨晚放一夜的信息水，还有小瓶的喷

鼻子，都有了效果。今天上班就没办法放了，只能放在身体旁边。

第3178条留言   留言者：美丽   来自：深圳   时间：2010-5-18 14:24:06

我婆婆用信息水喷了一周，就把四五年的脚气治疗好了。 我在前几天参加一个两天的课

程时，第一天没有带信息水，觉得坐在凳子上好累，不停变换姿势。第二天带了两袋水，结果

一直轻轻松松地坐在凳子上，没变换姿势，听完了课程。这个体验很神奇。

第3179条留言   留言者：特区苹果   来自：深圳   时间：2010-5-18 17:20:11

上德国史瓦吉多老师的课，是我第一次接触家族系统排列，也是第一次接触奥修静心，

虽然上课之前很偶然地在当当网上买了一套奥修的书，翻看以后，觉得这老头很可爱，讲的道

理不管对错，反正让我感觉挺舒服的。刚开始两天的静心，基本上跟着老师的指引在做，在发

泄的部分，会有一阵一阵情绪上来。但到了第二天下午做静心，在做抖动时，做到后面，就感

觉不是自己在动，而是身体自己在抖，就觉得有股力量在指挥着自己的手、头，抖的那个力度

也是非常舒服的，而且自己一点都不用使劲。到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次早上做的动态静心的

舞蹈部分，跳着跳着，就发现身体自己跟着音乐的鼓点在跳舞，有一个力量让自己的身体一个

动作接着一个动作舞动，我平时是不爱动的人，也从来没跳过舞，当时自己都很惊讶能够跟着

节奏这么好。老师在说明时说这个舞蹈是一个庆祝的舞蹈，当时自己的感觉真的就是在庆祝，

很开心，有一个动作总在重复，就是头向上，两只手向上展开舞动，并且微笑，好象在接受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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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东西似的，一个动作停下来时，会有一个很短的间隙，但那股力量会带着你去做下一个动

作，鼓点越快，舞得越快。当音乐就要结束时，身体突然弯腰，两手直直地下垂，头也低着，

音乐一停，立马整个人跪倒在地，不是那种摔倒，是那种很虔诚地跪倒在地，当时自己觉得真

得太不可思议了。整个舞蹈，都是身体自己进行的，但自己的意识是清醒的，知道不是自己在

动，但无法解释，也不知道别的学员是什么样的情况，跳完之后，一个感觉就是全身的关节好

象都动过一样，很轻松，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而且满身大汗，很不可思议的一次经

历。所以回来后，我一直在找静心的音乐，不过好难找。 

回复：这也是同灵力、灵力场联接上了。忠正 2010-5-18 17:21:20 

回复：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后来自己在家做昆达里尼静心，做了两次，身体自己动起来

的时间越来越短，第二次一下子身体就自己动起来了，但不知怎得，我总有一种恐惧和害怕

的感觉，是不是因为一个人做的缘故，而且这两次都最终舞蹈后都是以跪倒结束。 2010-6-3 

11:09:02 

回复：我其实挺想天天做的，做完很舒服，整个身体都松了。那次上课时没有。但就是

有恐惧感，这么快进入状态让我有点接受不了。或者有无讲静心的书介绍一下？算了，还是别

帮我问了，还是信任生命吧，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别人怎能了解原因呢，打扰了。 

2010-6-3 11:11:12 

回复：谢谢你的书《回归本源》，我认真地看了，本来有几个问题想问，现在一时想不

起来了，其实你是如何将信息写到水里去的？我很好奇，是靠你自己的特异功能？还有家排好

象不能解决前世的问题，我不知道你的信息水能够有效吗？而且你写的家排那部分及那些理论

让我很吃惊，比如不能收养孩子，那如果别人有爱心收养孤儿呢？那如果是孤儿呢？ 2010-

6-3 11:37:23 

回复：收养的孩子，还在他原生家庭的灵力场中，不是在被收养者的灵力场中，所以收

养要非常小心。 2010-6-3 11:40:43 

回复：那是不是收养的孩子永远都不可能跟自己很亲？就算是从很小就收养。 2010-6-3 

11:42:18 

回复：在灵魂层面就是那样的，那个小孩永远忠于原生家庭的父母。如果你对孩子特别

好，你想做得比他亲生父母更好，那么他就会千方百计来证明，你不如他的亲生父母，海灵格

这样说的，所以说，做收养决定时要非常小心。忠正 2010-6-3 11:46:04 

回复：还有，看了你的书《回归本源》，我发现即使没有婚姻关系，就算是前男友、前

女友，也会影响后代，这也很不可思议，那现代人的家排不复杂得很呀？有人婚前恋爱同居的

人不知多少个，这让我想起古代对男女关系要求这么严，是不是他们知道家排，呵呵，这个世

界越来越奇妙了。 2010-6-3 11:48:56 

第3186条留言   留言者：快乐开心   来自：潍坊   时间：2010-5-23 22:20:21

喝了一个月信息水了。 

回复：我是小细胞肺癌，用了一个月，效果还是不错的。 2010-5-23 22:54:34 

回复：有一个朋友，是肺癌骨转移，我和他谈信息水，他还不信，我用了很好。 2010-

5-23 22:55:28 

回复：我是1999年6月查出的小细胞肺癌，后打了五个化疗和一个放疗。 201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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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58 

第3189条留言   留言者：香水百合   来自：上海   时间：2010-5-24 22:30:41

忠正先生您好！我的女儿患有16年的癫痫，2月份开始用量子仪器治疗，大概3月份姐姐

开始给她用信息水一直戴在一个帽子里面，4月1日发作过一次，一直到5月23日都很好。不知

是否信息水的功劳还是一起的功劳？ 我的姐姐在北京和你通过电话的，不知您是否有印象？ 

23日从北京回到上海，24日晚上发作，不知道是和哪些因素有关呢？另外请教，信息水对癫痫

的疗效有没有具体治愈的病例？我们使用时放在什么部位最好？每天戴多长时间？一袋水可以

使用多久? 将非常谢谢您的关注! 

回复：我记得，有留言，留言者：王海霞   来自：北京   时间：2010-3-27 

14:33:17，堀尾老师好！我刚下飞机，这几天也正想和您联系。我外女已使用信息水第10天

了，一直没有发病。以往春季是癫痫病频发的日子，这次比较稳定，开始孩子反映犯困，每天

睡觉时间较平日多，现在正常了。我母亲肩和膝盖同样也好很多，我女儿的青春痘也见轻。谢

谢您关心，我会继续观察，经常与您沟通。北京王海霞

回复：留言者：wanghaixia   来自：北京   时间：2010-3-3 7:10:55 我请问一下：我

外女今年十六岁了，自出生一个月就发现了癫痫病，至今看过全国名医和大的著名医院科室，

但仍时常发作，她是满脑子放电，找不到具体病灶的那种癫痫病，在北京天坛医院住了一段时

间，也去过宣武医院的神经外科。未能治好。 2010-3-27 14:38:10 2010-5-24 22:55:31 

回复：我治过各式各样的癫痫患者，量子共振信息水一般放在头部。每天尽可能戴的时

间长。同时经常给我反馈。你们家族中有否类似情况的？最好另外还做一下排列。 2010-5-24 

22:58:07 

第3191条留言   留言者：用户liuxueyang   来自：潮州   时间：2010-5-25 22:15:40

大前天晚上喝了啤酒和白酒、吃了些菜，大概8点多吃了一个粽子（从冰箱里拿出来

的），天热睡觉盖的很薄，到天快亮的时候，肚子疼起来了，非常的疼，我把信息水袋放在肚

子上，大概5分钟疼痛开始减轻，接着慢慢的一点也不疼了，那个时候心里特别高兴呢，早上

一起床就去排大便了，真好！ 

回复：老师记得送我《回归本源》哦！嘿嘿！ 2010-5-26 20:11:49 

第3208条留言   留言者：可遇而不可求   来自：宜春   时间：2010-6-1 11:14:20

因为天气炎热，不方便，我这个月没有把信息水放在身边，这个月胸是不痛了，但是来

月经就不是特别的好！又是黑色的了！跟在空调里冷到了也有一定的关系吗！ 

回复：月经的问题，你最好再坚持放两个月量子共振信息水袋，就没有问题了。 2010-

6-1 17:45:55 

第3213条留言   留言者：心灵美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3 14:23:16

那个1998年9月12日出生的白血病男孩，还在香港治疗中，医生都说是奇迹，有几次预计

快不行了，结果又缓过来了。前段时间不能说话，这几天能说话了！应该是量子共振信息水起

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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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在医院化疗中的最难处理，化疗药毒性太大了，而量子共振信息水也只能偷偷

用。 2010-6-3 16:37:24 

第322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6 8:10:20

我国量子态隐形传输获突破 “超时空穿越”或成真  2010年06月05日04:37 京报网-北

京日报熊润频

新华社合肥6月4日电(记者 熊润频)  存放着机密文件的保险箱被放入一个特殊装置之

后，可以突然消失，并且同一瞬间出现在相距遥远的另一个特定装置中，被人方便地取出。记

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日前，由中国科大和清华大学组成的联合小组在量子态隐形传输

技术上取得的新突破，可能使这种以往只能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超时空穿越”神奇场景变为

现实。据联合小组研究成员彭承志教授介绍，作为未来量子通信网络的核心要素，量子态隐形

传输是一种全新的通信方式，它传输的不再是经典信息，而是量子态携带的量子信息。 “在

经典状态下，一个个独立的光子各自携带信息，通过发送和接收装置进行信息传递。但是在量

子状态下，两个纠缠的光子互为一组，互相关联，并且可以在一个地方神秘消失，不需要任何

载体的携带，又在另一个地方瞬间神秘出现。量子态隐形传输利用的就是量子的这种特性，我

们首先把一对携带着信息的纠缠的光子进行拆分，将其中一个光子发送到特定位置，这时，两

地之间只需要知道其中一个光子的即时状态，就能准确推测另外一个光子的状态，从而实现类

似‘超时空穿越’的通信方式。”彭承志说。据介绍，量子态隐形传输一直是学术界和公众的

关注焦点。1997年，奥地利蔡林格小组在室内首次完成了量子态隐形传输的原理性实验验证。

2004年，该小组利用多瑙河底的光纤信道，成功地将量子“超时空穿越”距离提高到600米。

但由于光纤信道中的损耗和环境的干扰，量子态隐形传输的距离难以大幅度提高。 2004年，

中国科大潘建伟、彭承志等研究人员开始探索在自由空间实现更远距离的量子通信。在自由空

间，环境对光量子态的干扰效应极小，而光子一旦穿透大气层进入外层空间，其损耗更是接近

于零，这使得自由空间信道比光纤信道在远距离传输方面更具优势。据悉，该小组早在2005年

就在合肥创造了13公里的自由空间双向量子纠缠“拆分”、发送的世界纪录，同时验证了在外

层空间与地球之间分发纠缠光子的可行性。2007年开始，中国科大——清华大学联合研究小组

在北京架设了长达16公里的自由空间量子信道，并取得了一系列关键技术突破，最终在2009年

成功实现了世界上最远距离的量子态隐形传输，证实了量子态隐形传输穿越大气层的可行性，

为未来基于卫星中继的全球化量子通信网奠定了可靠基础。据悉，该成果已经发表在6月1日出

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子刊《自然-光子学》上，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回复：以上报道的“超时空穿越”讲的是空间的超越，2010年6月10日，我将举行的是时

间的超越和空间的超越，把去世了很多代的人呈现回来（时间超越），并且呈现在现场（空间

超越），去治疗其身上的疾病，这样，后代的疾病也就治好了。如同把现代人的疾病保险箱传

回给古人。 2010-6-6 8:15:53 

第3222条留言   留言者：隐形的翅膀   来自：潍坊   时间：2010-6-8 11:55:25

上个月，婆婆的膝盖疼又犯了，甚至要拄着拐才能走路。我对她打包票说：“用信息

水，保证马上就好！”她笑道：“如不管用，我就找你！”结果是，她用信息水喷涂两个膝

盖，第二天腿就非常神奇地好了。她依然还是不肯承认是信息水的作用。说是她吃了七百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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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起的作用。然后她对我说：“信息水没用”。然后把信息水还给我了。为什么她就不能坦

诚地承认是信息水帮助她的？上次她的膝盖破了，久久不结痂，也是喷了信息水之后才好的。

她非要说是自己长好的。唉，这样一个婆婆，我彻底无语了。也许她也需要用排列来解决一下

心理问题了。

第3223条留言   留言者：隐形的翅膀   来自：潍坊   时间：2010-6-8 12:03:55

顺便说说用油公的事情。最近福克斯回应熄火门宣布召回23万辆问题车辆。我们家的福

克斯是去年夏天买的，也在召回之列。但熄火的事情很少发生。我们买车的时候就倒进了小半

瓶油公。然后一直都在用油公。我不懂车，据说熄火是由传说中的积碳引起的。老公说我们的

车之所以很少熄火，也许正是因为用了油公。油公，清积碳效果很好。

第322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0-6-9 8:37:06

我6月6日（周日）夜里去了成都。昨天（6月8日，周二）上午我在四川某医院，一位肾

结石疼痛十分严重的患者，院长让她躺在检查床上，背后疼痛的地方放了一个200毫升的量子

共振信息水袋子和一瓶200毫升的瓶子，3分钟后患者说不痛了，让其站起来，说一点也不痛

了。 

回复：下午去了另外一家医院，一位两年前因车祸双腿折断的患者，一周前取钢板，双

腿疼痛明显，右腿五个脚趾无法控制其活动，感觉不听使唤。在其五个脚趾上喷了量子共振信

息水，五分钟后，能控制自己的五个脚趾活动了。另外把量子共振信息水放在取钢板手术刀口

位置，不久疼痛明显减轻。忠正 2010-6-9 9: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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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章节记载了89个排列案例，有些写得简单，有些写得很详细。这些均是西医长期治

疗无法解决的，或者是治疗无门的，原因也没有找到。于是采用灵力医学排列来处理。如果仔

细看灵排过程，很多同佛经上讲的很类似，处理方法也同佛经上讲的很类似。

我在《回归本源——从巫术到家庭系统排列到量子共振信息水》《第一章 通用的疾病治

疗方法的新发现》第12页中关于疾病如此描述：佛经上疾病分类是：1、今生所生的疾病；2、

由于前世宿业之故所生的疾病；3、以上两种原因混合所致的疾病等三种。今生所生的疾病，

系由病因与外缘具备后引起的疾病。由于前世宿业之故所生的疾病，它虽然没有病因与外缘，

但病的范围广、痛苦大、是由前世宿业所致。疾病与宿业混杂者，它有两种情况，1、由本身

固有的龙、赤巴、培根三种紊乱引起的疾病；2、从一些外缘中突然发生的疾病，如中毒、创

伤、魔鬼作祟引起的疾病。

佛经上有描述因缘、因果、业障等。

信佛的人经常说冤亲债主。在前面章节记录的灵排中，呈现冤鬼附身，或者冤家讨债，

冤亲债主呈现得一目了然。

因为过去事情已经做错了，希望冤家宜解不宜结。所以灵排中用爱去化解，对方如果接

受了，他就离开了，离开后，病就好了。

另外灵排中呈现了灵魂转世，也呈现了宿业，这是罪业，一种果报。一个人造的罪业太

多了，或是这一生造的，或是前世所造的，遇到缘，疾病就发作，有些呈现“现世报”。佛教

教导人们要真正的忏悔，真正的悔改，才能把业障消除，业障消除了，这个病就好了。这个消

除业障，这是别人帮不上忙的，一定要靠自己，所谓是“解铃还需系铃人”，一个人自己造的

业，一定要自己忏除。所以前世宿业、或者今生所造的业引起的疾病，当灵排找到原因后，很

多功课要当事人自己去做。

佛法讲超度、诵经、忏悔，灵排中其作用呈现得一清二楚。而且灵排中多次自动呈现出

各种佛。而2011年1月9日第四例排列处理脑癌时，自动呈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例下一

本书上介绍）。

以上这些案例，很多是西医治疗了10多年、20多年、30多年，不但病因没有找到，更不

用说治好了。但通过灵排后，当场找到原因，并且很快问题解决了。为什么西医无法解决？

西医是点到点的思维方式，即一维空间的，中医是三维空间的思维方式，灵力医学是四

维空间的。类似的是，物理、化学是一维空间的，哲学是三维空间的，佛学、神学是四维空间

的。一维空间的很难理解、描述、呈现四维空间的。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连三维空间的中医也已

经无法理解了，把中医也当成了“伪科学”了，四维空间的就更无法理解了，很多人把四维空

间的误解成了“迷信”。经实践的验证，同样是四维空间的灵力医学与佛学、神学是相通的。

学过佛学、神学的人，很容易理解灵力医学。而且，在灵力医学排列（灵排）中呈现出来的，

很多是佛学、神学中描述的内容，处理方法也与佛学、神学中描述的有相似。

灵力医学排列研究总结中得到结论：40%的重大疾病与杀生有关（包括杀人、堕胎、杀动

物），其中重大疾病与杀动物有关者超过10%，这与佛经中描述的不要杀生是一致的。灵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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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灵魂转世的存在，并发现30%的重大疾病与前世有关，这也是同佛经中描述的前世今生

一致。因此人要从善、积德，否则干了坏事，下辈子仍得去还债。

另外，2010年6月27日来自英国的Gooch先生在广州看了我灵排，事后他一直说，我的灵

排处理方法同他在教堂看到的处理方法很相似。这也进一步说明，用灵排在四维空间角度去研

究佛教、基督教等，佛教、基督教等他们之间并不矛盾，这些均是对世界本源的研究，这些佛

教、基督教中描述的相似性，在灵排中一览无余。灵力医学排列不但是疾病的治疗手段，而且

也是验证佛学、神学的一个极好工具。

世界一流大学如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均有神学院，台湾、香港也有很多神

学院、佛学院等，说起神学、佛学中国人不必少见多怪。

另外灵力医学中有量子共振信息水，佛学上有“大悲水”，实际又是相通的，均是按照

四维空间的规律运作。按一维空间的方法，当然无法理解。

传统的按一维空间点到点的思维方式进行思想教育时，要求人们与病魔作斗争，越斗

争，病魔缠得越紧，越不离开。而灵力医学排列中，发现很多疾病是冤亲债主带来的信息，要

接纳他们，要爱他们，要向他们还债，他们满足后，就离开了，这四维空间的运作规律与一维

空间的正好相反。所以说，所有的疾病均是一个信使，传递来一个信息，传递来一个祝福，关

键是你能否读懂这个信息，能否读懂这个祝福，然后能否接受下这个祝福。多数情况下，这个

信息来自于四维空间，如果你能读懂，接受下，那么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新的人生。

从以上灵排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灵排把因果报应呈现得一清二楚，灵排也是“教

人从善”的工具。依法治国，有人钻法律的空子；以德治国，有人道德败坏，根本不理道德这

一套；而灵排治国，应该有效，让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去亲身体验几场灵排后，一定不敢再

无法无天，一定会从内心对我们的宇宙、对我们的社会产生敬畏之心。

当然，现实生活中，对佛学、神学的基本教义理解有偏差或者误解而带来困惑的在灵排

中也有发现，这也提醒我们，可以把灵排与佛学、神学结合起来，从四维空间的灵力场角度去

研究，也许佛学、神学等在新时代也可以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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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寺院住持直肠癌晚期，发现时肿瘤太大，已经完全无法手术，如果要强行手术就得切

除肛门，而且医生诊断即使手术也是没救了，西医未做任何治疗处理，只好于2010年春节前出

院回寺院中。

经在该寺院参加内观的学员（我曾经给她治疗好身心灵疾病的）介绍，并且看了《爱的

传递——量子医学、量子共振信息水与身心灵疾病治疗之探索》一书后，2010年2月24日该住

持开始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2010年2月份是28天），3月17日接那边另一师父电话，说早已经

不便血了，但在排黑色的烂肉，那就是癌细胞死亡后脱落的癌块。

4月，从参加该寺院内观的很多学员中获悉，住持公开了此事，并且介绍了很多参加内观

的学员使用我的量子共振信息水和介绍书《爱的传递——量子医学、量子共振信息水与身心灵

疾病治疗之探索》，而在2月、3月份住持得了直肠癌一事完全保密。

同另一师父的手机短信上交流，该师父完全理解了我的灵力、灵力场、灵力医学，并且

她也有很深的见解，于是我决定2010年五一节专程去一下该寺院详细交流，由于乘车不便，于

是我决定自己开车过去。4月30日，经过东线途径广东蕉岭，全程8个多小时，终于到达该寺

院。

5月1日，同住持和师父详细交流，住持说，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后，排出的黑色物质如

碳，看上去完全没有生命力的。

《爱的传递——量子医学、量子共振信息水与身心灵疾病治疗之探索》我曾经对比过一

例北京脑癌和一例哈尔滨的肺癌，当时主要介绍的共性是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30分钟左右，脑

癌的患者出现颅内压力增高的症状，肺癌脊柱转移的患者出现压迫脊神经的症状，说明使用量

子共振信息水后，立即起作用，30分钟内自己就能感觉到，这是杀死癌细胞后，癌细胞破溃体

积增大了引起的症状。

从同住持的交流，结合以上脑癌、肺癌的反馈，同住持的直肠癌对比，这三例发现了更

多的共性：哈尔滨肺癌的，第20天开始咳出了肿物，后期咳出的是黑色，经病理检查是纤维

素，咳出物无生命力。住持也是差不多第20天从肛门排出脱落的肿物，黑色如碳，她自己描述

此物“无生命力”。

北京脑癌的，小便“黑色如煤球”，住持描述的也是“黑色如碳”。

从形态、功能的反馈描述，获得了以上更多的共性。

当然，已经治好了很多癌症患者，分布在全国各地，但由于没有跟踪到完整资料，无法

细节对比，患者在使用初期电话咨询使用方法时，反馈止痛效果非常明显，好转后就没有太多

资料反馈了。

该寺院的“内观”十天课程，实际是人在坐禅入静状态时，也是联接上四维空间，也是

能感觉到灵力、灵力场的。

2010年5月2日早上，堀尾忠正一家与住持和师父合影留念。然后从西线经过江西赣州10

个多小时开车，回到深圳。

以上信息也许能救助更多的患者，尤其对认识灵力医学非常重要，特别在此介绍。

治癌方法：把10个200毫升袋装量子共振信息水同时放在患处，并且5瓶200毫升瓶装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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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信息水喝，每天喝4次，每次10毫升（一盖子为10毫升）。瓶装的，没有喝完前，这些瓶

子也靠近身体放置，即袋装加瓶装总共有15个200毫升的放在身体边，同时也用小喷瓶在患处

喷，每天不少于4次。经观察，很多癌症患者在20天左右开始癌块脱落。以上量够用30天。使

用30天后，如果感觉使用量不足，或者感觉使用效果下降了，那么再增加。因为癌症是严重疾

病，使用量少于15个200毫升的时，效果会差，癌症患者一定要足量使用，否则达不到预计的

效果。

把量子共振信息水放置在身体病变部位，让其发射共振信息给人体病灶，纠正异常的共

振频率，在此人体正常频率下，异常频率的癌细胞会被直接杀灭。喝的分布到全身，用来清除

未知的转移灶。虽然喝的分布到全身后，浓度很小，但小的转移灶因为体积不大，也很容易被

直接杀灭。

如果是经过修炼过的高僧眼睛看这量子共振信息水，那么会看到光芒四射、闪闪发光，

不断发出共振信息，向周围发挥作用。

如果条件允许，癌症患者要尽早进行灵力医学排列，解除来自四维空间的病源。如果癌

症多次复发的，一定要进行灵力医学排列，纠正异常的灵力场。

找我治疗的癌症病人均是晚期病人，均是被医院宣布为无法治疗、或者已经离开了医

院、走投无路的人，到了那个时候才听其他治好的人介绍，才开始找我治疗，而我治好的癌症

病人，均是那样的晚期病人，早期的，谁也不找我。他们有钱的时候，把钱在医院全部花光，

没有钱的时候才找到我。而我的治疗，均在短期内明显感觉到效果，如利用隔空治疗的方法，

把量子共振信息水水袋放置在病变部位，绝大多数患者在10分钟、20分钟内，疼痛缓解或者消

失，这种治疗方式毫无痛苦，也不必住院治疗，在家随身携带即可，如果加上喝、喷，效果更

好，这些均是傻瓜式治疗，在家治疗即可，不必见面。量子共振信息水可以邮寄，治疗十分方

便。

只有那些想做灵力医学排列的，患者本人或者家族成员作为替代才需要到达现场。其他

均可以不必见面。医院的检验报告也没有必要看。灵力医学利用四维空间的方法，对西医一维

空间的思维方式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因为我找到了治疗疾病的本源，所以，我实现了“不同的疾病，相同的办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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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Master of Medicine Kuwei Zhongzheng hereon records his own 
inventions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dealing with major diseases, 89 cases, 
20 cases of which have no video, 69 cases have video recorded by a professional 
company. The time of these incidents were between June 10th 2010 and December 
26th 2010.

Hospitals were unable to treat these diseases. 
The book mainly analyzes 69 cases since August 28, 2010, which have 

professional video recordings, of which 64 cases are of illness, and 2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the career in 2 cases, 1 case of constellations of natural 
phenomenon "Uncover the Mystery of the Pyramid".

This book also records the nicknames called "Sea Viewer (Shenzhen)" and 
"Yogacat (Kunming)" they were treated between a 10 and 30 year period by the 
hospital, but not cured, they gradually recovered under Soulforce Medicine use, 
and followed the direction of Kuwei Zhongzheng by studying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y treated themselves and benefited many others

Kuwei Zhongzheng crea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nd got summary 
conclusion: 40% of the serious diseases related to slaying (including killing people, 
abortion, killing animals), and more than 10% of those cases related to killing 
animals. It is the same as Buddhist about "do not destruction of life". But Western 
medicine has never mentioned this point of view. Another more than 10% of the 
disease related to entanglement within family relationships.

Western medical textbooks are full of statements such as "unknown cause", "the 
cause is unknown", "inconclusive", "still under study", Bu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Kuwei Zhongzheng's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everyone's disease has 
a definete reason. Even though the same disease diagnosed by Western medicine, 
the causes are different, everyone is a unique, so that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o cure them are different. It is a strong answer to the above unknow 
causes of Western medicine.

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a for testing truth, many Western medical treatments 
after 10 or 20 years, 30years have been unable to cure some diseases, treatment 
through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can cure within days, or sometimes 
disappear on the spot, this also proved the validity of Soulforc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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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ellations. More and more Western clinicians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over 
the last 20 to 30 years of being treat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cannot resolve some 
illnesses, They now use Kuwei Zhongzheng's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nd 
the Quantum Q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o be cured quickly. 

Kuwei Zhongzheng's findings are: Western Medicine's way of thinking is from 
one point to another this is one-dimensional space, the Chinese medicine's way of 
thinking is the three-dimensional. Soulforce Medicine is four-dimensional. Similarly, 
physics, chemistry is one-dimensional, and philosophy is three-dimensional, 
Buddhism and theology is a four-dimensional. Understanding one dimensional space 
leaves you with difficulty to understand four-dimensional. Many people in society 
have also been unable to understand Chinese medicine which is three-dimensional. 
Some people also misunderstand and categorize Chinese medicine as a "pseudo-
science", and cannot even understand four-dimensional space. A lot of people's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four-dimensional space lead them to class it "superstition." 
The practice of verification, the same four-dimensional space of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Buddhism and theology are interlinked. Studied Buddhism and 
theology,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re easy to understand. Moreover, 
during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presentation is a quite similar, and the 
contents described are similar to that of Buddhism and theology, also the solutions 
may be alik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s not only a way in treatment of diseases, but 
also an excellent tool to verify Buddhism and theology. 

Readers who do not understand are best not to rush to conclusions, if they 
can experience firsthand, or learn something of Buddhism and theology, which has 
exi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then reach an opinion, it will be more harmonious. 
Physics and chemistry has exist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and western medicine has 
existed for the same period, the study is the point, and Buddhism, theology,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research the whole, the law of the univers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can be one way of researching the universe, 
which contains the fifth force and the fifth field – soulforce and soulforce field. 

World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such as Yale, Harvard, and Oxford have colleges 
of theology, also in Taiwan, Hong Kong, there are also many Buddhist colleges, We 
cannot look at  theology and Buddhism in ignorance and without interest. 

Family Constellations were established by a German Bert Hellinger after three 
decades of research, in Hellinger's books, Family Constellations show no complete 
story, but in Kuwei Zhongzheng's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t appeared 
complete stories in every cases, this shows that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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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different from Family Constel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we also take the full use of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s resonance transfer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ose persons (representatives), who with the same disease, also can be improved 
themselves. It also proved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s in the use of 
soulforce field in operation.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s disease treatment 
across Space and Time. This book is a Kuwei Zhongzheng's series about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material of the book is from the Guest Feedback of http://www.yougong.
com. Since August 28th 2010, there also has been preserved a video.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must be involved in the field 
experience.

All the diseases are a messenger, passing to a message, passed to a blessing, 
the key is that you can read this message, and read this blessing, and then be able to 
accept it. In most cases, this information comes from the four-dimensional space, if 
you can read and accept it, then it will give you a different and new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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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

Kuwei Zhongzheng（堀尾忠正）（Horio Tadamasa in Japanese） 
1966, February 5, the author was born in Qidong, Jiangsu, China.
The author's grandfather is a famous docto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85, he studied in Zhenjiang Medical College (Medicine College of Jiangsu 

University), and obtained Bachelor of Medicine in 1990.1993, he Attended the course 
of the graduate student of Pharmacology, in the Medical College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nd obtained master's degree of Medicine in 1996.

Subsequently, he had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sciences of the quantum, 
psychology, Gestalt therapy, psychodrama, and Family Constellations. There were 
numbers of supernatural events often occurred in his childhood, he had been trying 
to crack the mystery, and finally he found the soulforce and the soulforce field in 
tracking, which is the fifth force and the fifth field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secret of 
the universe was broke up at last.

He likes inventions from his childhood, and then he applied his own invention 
in medical treatment. He has been become the famous doctor not long after his 
graduation from the medical university. After then he has constantly innovated in 
many areas with inventions constantly, especially he has invented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quantum 
science. He has treated many incurable diseases with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to "correct the body resonance frequency and to 
restore the health of the human body", and he has realized his ideal that the " different 
diseases can be treated with the same method." and realized " to treat diseases over 
space" with the resonance information energy. 

He has discovered and proved the existence of the soulforce and the soulforce 
field. Hawking and others intended to put the four known forces and the four fields 
in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universe in their research on the universe, but they have 
missed the soulforce and the soulforce field, the fifth force and the fifth force field. 
The soulforce and the soulforce field are a powerful force to maintain the human 
body, the family, the society and the universe; they are objectively existing.

There are full of "unknown cause, the cause is unknown, inconclusive, still 
under study," such words in the medical textbooks. The author has found in his 
research that the cause of diseases is due to the disorder of the resonant frequency; 
The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origin should proceed in correcting the disorder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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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nant frequency, but the main cause is the disorder of the soulforce and soulforce 
field. The effective treatment is to apply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and conduct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studies of the author have shown: The swichcraft is a way that the people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communicate with that of the four-dimensional 
space with the soulforcer and the soulforce field, which is not a superstition. It is a 
misunderstanding that the morden people hold witchcraft as superstition.

The author has Proposed and practiced " an integrated system treating the 
disease from the Western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advanced to psychology, 
quantum medicine, and the Family Constellations", supplied with the soulforcer and 
the soulforce field. The author has created a totally new disease treatment system. 
This new subject was named by the author "Soulforce Medicine " resulting in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 so as to make the micro-environment of the human 
body and the macro-environment of the universe simultaneously.

The author has many works, such as "Love Transfer --- Quantum Medicin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and Explora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Body, Mind and Soul Diseases"; " Back to the Origin --- from witchcraft to family 
constellations, to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Soulforce Medicine --- Disease Treatment across Time and Space."

Other aspects, the author has invented the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transfer 
agent of Yougong brand (fuel additives), transfering the resonance information, so 
as to make the fuel combused synchronally, for the protection of global environment 
and energy saving; His invention of the light hydrocarbon fuel cars and the truck 
light hydrocarbon fuel and its mixed fuel, so that the crude oil accounted for one 
sixth of light hydrocarbon resources finds its application field; He has invented the 
methanol gasoline, making the reasonable use of coal resources; his invention of 
intimate child-carry sling, transfering the mother's resonance information to the baby, 
which can be used for close parental care; He has established a Close Parental Bar 
Campus, for the promotion of Waldorf education concepts; His invention of "Family 
Constellation" psychological model for "Family Constellation" self-selection, so as 
to facilitate quickly to promote "Family Constellations." an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Author, Mr. Kuwei Zhongzheng is the inventor of the Yougong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transfer agent, which has obtained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of the Trade Marks Registry with registration No:3835275. 

Self studied numerous subjects, has many inventions.
Now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Shenzhen Riy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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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d. 

Kuwei  Zhongzheng
Shenzhen Riy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6E, F, G Haiyige, Huijinghaoyuan, Kexing R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Postal Code: 518057
Tel:0086-755-26966089,26966094,13902908540;
Fax:0086-755-26966094
http://www.yougong.com
http://www.hadomizi.com
http://www.beijin.com.cn
E-mail:webmaster@yougong.com  ; beijin@beijin.com.cn
QQ:51327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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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ing Care
Zhang Naihui

It was June 27, 2010 when Ms. Li Guixin came back from Nanchansi Buddhist 
Temple, Changting County, Fujian Province, China, after Vipassana. She brought 
back a book of " Love Transfer --- Quantum Medicin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and Explora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Body, Mind and Soul 
Diseases"; This book was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Asia Media Publishing House. 
As the Chairman of Hainan Institute of Happy Family (HIHF), I have a special 
sensitivity on the "love" expatiation. If we can transfer the "love" to the thousands of 
families, how wonderful it is! It was one day or more that I was absorbed in reading 
and finished the book soon. The contents of this book are thoroughly new, innovative, 
and full of unconventional thinking, sincere to cure diseases and save lives, fully 
transferring the love between the human being and the soul of the four dimensional 
space.

The author of the book is Mr. Kuwei Zhongzheng, a Master of Medicine. He 
has been eagerly learning, studying, seeking, exploring for decades, and found that 
water has memory function,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function, similar to the concept 
of Japanese Dr. Masaru Emoto's "Water Knows Answers: The Hidden Messages 
in Water Crystals ". The 70%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is water; and the 70%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is also water,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human environment. 
The human blood is salty and the sea water is salty as well. And the trace elements 
of both are very similar. The sea water is in regular waves, and the human blood is 
also in regular cycle with waves, and the human cells are in regularly fluctuations, 
vibration too; Once a part of the body vibration frequency has been disrupted, 
there will be problems with sickness. That is, the origin of the human illness is a 
part of the body vibration frequency was disrupted. It is 15 years that Mr. Kuwei 
Zhongzheng has developed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with painstaking efforts to memorize the common resonance information of 
the human body into the water, with water as a carrier for transmitting the resonance 
information, to correct the frequency disturbance of the human body, so as to rapidly 
improve the disease. The book of " Love Transfer --- Quantum Medicin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and Explora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Body, Mind and 
Soul Diseases" tells us that the disordered frequency of the ill can be corrected by 
transmitting the frequency of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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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And the sick body will possibly restore its health. This allows the different 
diseases to be treated with the same method of correcting the disordered frequency. 
That is, the "Different diseases can be treated with the same way," which has an 
inestimable value for medicine. It is the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invention, the 
world's first. To me, it is the first time to read such an incredible and completely 
new concept. The feedback information has demonstrated that many of the users of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have been benefited greatly, 
and many of the patients, who were sentenced terminally by the hospitals, have 
gained new lives. The cancer is a death sentence, even in advanced stage, there is still 
the hope of rescue. The magical function of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has been confirmed in the actual treatments time and time again, and 
so it is on the lips of everyone who has the fortune to use it.  

As the new thing appears, we can not be apathetic with blind eyes. I want to 
go and experience by myself, then pass out the gospel to the people as its reality, to 
subsist and rescue. My wife and I, my children, my colleagues, many of us are in the 
sub-health state, with many healthy problems; we need the good care of our health; 
we need treatment as well. With the mood of exploration, curiosity and pursuit, I 
remitted money to Shenzhen Riy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to buy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on the next day. And I 
received the product Three days after. I put a bag of the QRI Water at the pillow edge; 
I slept a sound sleep that night. One day my hand was scratched accidently with pain 
and bleeding, I sprayed the QRI Water twice, immediately the pain was gone, and the 
bleeding was stopped, and soon there was a scab. I have suffered from beriberi and 
bad footed for many years, I sprayed the QRI Water twice onto the place of lesion, 
and it was cured quickly.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on me caused my great attention and admiration. I have drunk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for more than two months and my 
physical energy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I feel energetic and full of strength. I am 
now more than 70 years old, but I work as hard as the young men without seeing any 
sign of aging. I have suffered from the Prostatitis for many years, which is frustrating 
and troublesome. While making water, it took time long, flowing slowly, but not 
entirely out of, outside felt emergency but inner felt Heavy, once took a time of 10 
minutes, and frequent urination. After drinking the QRI Water, the situation has been 
already much improved. My wife Li Guixin has also enjoyed the benefit. It is really 
marvelous that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can 
restore the human health by correcting the disordered frequency of the body. The 
curative effect is really miracul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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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informed that Mr. Kuwei Zhongzheng would practice "Family 
Constellations" (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two days from August 28 to 
29 on the second floor of "Jinxiu Food Pavilion" beside Splendid China in Shenzhen. 
After discussion, My wife Li Guixin and I decided to go to Shenzhen to attend Mr. 
Kuwei Zhongzheng's experiment of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We booked 
the long-distance bus ticket directly from Haikou to Shenzhen on August 23 to visit 
Mr. Kuwei Zhongzheng and his Shenzhen Riy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for thorough understanding the reality of the QRI Water.

Ms. Li Guixin and I set our feet on the way to Shenzhen on 26, embarking on 
the boat across the Qiongzhou Strait at 16:00 that day, and then boarded a direct 
bus to Shenzhen, and arrived at Futian Bus Station, Shenzhen early in the morning 
on 27. Our friends, Ding Xiaomei and Liang Jun in Shenzhen drove to the Futian 
Station to meet us in spite of their daily busy job, and sent us to the "Honor Mansion 
Hotel" beside Splendid China. After registration, we had lunch together there. In the 
afternoon other friends such as Shi Qiuping etc., also came to meet us. It seamed long 
for us to miss with each other. We were chatting and laughing on our friendship, and 
talked about the magic effect of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We all wanted to personally attend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Mr. Kuwei Zhongzheng drove and came to see us before dinner in spite of his too 
busy work. By the appointed time, I waited for him at the door. Although it was 
the first time of our meeting, I could distinguish him with his outstanding behavior 
features. He is not too high, above a 1.60 meter under 1.70, wearing a pair of glasses; 
He looks very capable, bright, with intelligent shining eyes. He is usually very busy, 
especially before the preparation of his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nd he 
still squeezed time to meet us, I felt a little sorry with thanks to him. He was very 
humble, easy-going, shook hands with us expressing his hearted and warm greetings 
to us, and then he hurried to the car busy with other things. 

Ms. Li Guixin and I prepared everything for attending Mr. Kuwei Zhongzheng's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o be held at 8:30 am early in the morning on 
August 28. At the beginning before starting, Mr. Kuwei Zhongzheng let us to make 
the soulforce testing activities. He put a chair in the center of the experimental field, 
with a blank sheet of white paper put under the chair, on the paper there were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health, money, career, love" written on the edges of the four 
sides. He invited one attendant who was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periment to 
sit on the chair. And then he invited four people to stand still on the four positive 
directions of the chair around a meter away from the chair, facing the chair, closing 
their eyes with open mind; After a short while, a miracle appeared: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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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ing still on the four directions, all were unconsciously moving acted by a 
force, some of them were pushed back, some of them were pushed forward, some 
of them swing before and after, and some forward progress, then retreat back. Mr. 
Kuwei Zhongzheng on the scene, seeing such a case, walked over and asked the 
experimenter's feelings: When the people standing in the direction of "health" came 
closer to the chair, it was showing that the experimenter's health was good. Mr. Kuwei 
Zhongzheng would come to him and asked: "How about your health?" Answer: 
very good. When the people standing in the direction of "money", coming closer 
to the chair, it was well illustrated that the experimenter's financial resources were 
better. Mr. Kuwei Zhongzheng came forth and asked him: "Your recent economic 
situation is good, isn’t it?" Answer: Recently I had well done a few businesses and 
gained a lot, quite effective. When the person standing on the direction of "career" 
came closer to the chair, it instructed that the experimenter had good prosperity. 
Mr. Kuwei Zhongzheng would come forth and asked: "How about your business 
recently?" Answer: my factory was expanding, business was very good. If the person 
standing in the direction of "love" walked closer to the chair, the case showed that the 
experimenter was in love with his family. Mr. Kuwei Zhongzheng would come forth 
and asked: "Recently, your family is harmonious, isn’t it?" Answer: very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nd there were other answers such as I was 
in love, and so on. The game is simple, but the role of the soulforce field clearly 
reveals the true fortune of the people present. Everyone on the scene was rushing to 
have a test; Li Guixin and I also tried to have a test, and the results of our tests truly 
reflected the basic reality of our lives.

It was 50 minutes later that the field of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was ready. Mr. Kuwei Zhongzheng announced the commence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nd called the party (the client) who had made appointment 
in scheduling to come forward to sit on the chair in the positive front of the field, 
Master Kuwei Zhongzheng asked him to randomly select one from the row of the 
attendants nearly 40 pers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itting on the benches around the field as his (her) representative. The representative 
came up and stood in the center of the field, facing the client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representative, with empty mind, stood a while to feel 
induction of the soulforce field. After a while, Mr. Kuwei Zhongzheng once again 
asked more than a dozen people to come out and surrounde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lient to stand in a circle surrounding the representative. They were required to 
be empty minded without thinking of any thing, when feeling the action of certain 
external force, move along with the power and promotion. It was not long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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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culous appeared, everyone was starting to move up, some of them lied down, 
some sat down, some crying, some laughing, some pushing, some dragging, some 
pulling, some protecting, some leaning back to back, and some running without 
a stop, looking for something. It was 30-40 minutes later that the relationship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the family was gradually revealed. Ms. Li Guixin did her 
case in the afternoon of the 28, and I was the second party in the afternoon of the 
29. I usually suffered from the back pa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us that I was often kicked by someone at my waist. The action looked like 
my dead grandmother. After I worshiped her, she told us to read the sutra for her and 
return to her, asked us not to forget her. We asked: "Read the Diamond Sutra, or the 
Dizhan Sutra?" She said: "Either one will do". We agreed to her request. Before lying 
down, she repeatedly asked us not to forget to return her after reading the sutra, and 
then she closed her eyes and rest. It was amazing that my waist was immediately 
comfortable without any pain after her lying down and closing her eyes. My waist 
pain has been really released since then. When I was in childhood, I heard that my 
uncles killed a boa at home. And four of them died at 30s in succession. The soul of 
the boa appeared in the field of this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person 
with the boa soul featured in snake shape, snake like, with tongue stretching out and 
shrinking back frequently; the boa was hit at seven inche, and the person with the 
soul of boa, was suffered from extremely painful ill at neck; Li Guixin and I  went 
to comfort it. It said: "I am your fairy to protect the home of your family, You made 
no thanks but hurt." Ms. Li Guixin went over and apologized, it did not accept. It 
insisted that the people must be from the Zhang's to come and apologize. I went over 
and recognized the misdoing on behalf of the family. "I'm sorry". I said sincerely, 
praised it and thanked it for protecting my family doing a lot of good things. And it 
felt comfortable while I stroked on the lesion site of its injury, it slowly closed her 
eyes at last. The embarrassing trouble with Zhang’s family had been finally resolved. 
The case of the dead snake I had forgotten long ago. But it automatically appeared 
on the scene 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nd there appeared two 
snakes, one male boa, and one female boa. The boa killed was a male one, and the 
female boa escaped. There was a woman 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did not dare to sleep alone at night without some one accompanying her. It was 
found during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at the soul of her aborted 
sister had followed her all along, and the soul of her sister thought that she was not 
dead. Mr. Kuwei Zhongzheng told the woman to tell her sister: "I see you; I love 
you; you are dead now; please rest in peace!" So the person with the Soul lay down, 
and closed her eyes. Then the woman released from the fear and she could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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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e at night. 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Mr. Kuwei Zhongzheng 
asked the client: "Who committed suicide in your family?" The client replied that 
her mother committed suicide at her age of 2. She had never told anyone about her 
mother committing suicide, but it automatically appeared in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 woman from Japan did not sleep at night for 10 years, she went 
and saw many doctors, and the sleeping trouble did not solved. She had to sleep on 
sleeping pills. Her body was weak; it was difficult for her to cope with daily stress 
of work. 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re revealed several souls 
twining her all day, did not let her rest. After some comfort, the persons with the 
soul lay down, and closed their eyes at last. The next day we asked the woman from 
Japan how about her sleep, she said, much better. She went to see the show of the 
Water-splashing Festival till 12 with friends last night. In such case she would take 
two sleeping pills usually, but last night she just took one before going to sleep and 
slept well. A 30-year-old guy was lonely and unable to bear children after marriage, 
he went to the hospital many times, and the problem was not solved. He came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field showed the scene 
of a war; many souls were still in a state of war, then a person told them that the war 
was over, you could rest in peace now. Then they lay down one by one, closed their 
eyes. The client was the reincarnation of the soul who died in the war... ....  

The "Family Constellation" is the invention of German Hellinger, who came 
to Hong Kong in 2010 and conducted his "Family Constellation" for 9 days from 
January 9 to 17 in Hong Kong, the participants were more than 500 people, who 
witnessed the truth of his "Family Constellation". We participated in Master Kuwei 
Zhongzheng’s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two days from August 28 
to 29, 2010. 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we intuitively felt the 
heartquaking scenes of the soul force and the soulforce field personally. Most of the 
people live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they can only see the physical objects, and 
can not see the existence of invisible souls. Whenever talking about the soulforce, the 
spiritual and the soul, they would say its superstition. But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displayed to us the soulforce world, the four- dimensional soul space, 
which our eyes can not see, but it does really exist in the universe. 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we really saw personally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with the soul from the four-dimensional space (our 
ancestors and predecessors), and the recovery process of the human health; At the 
same time, we realiz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unclear energy, the unclear matter 
of the invisible soulforce world c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in our real life.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has effectively enhanced the wisdom of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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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let us to regard, respect for this "animism" world; Only in this way, the 
family can be well-being and the society be harmonious;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s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channel, an intuitive visual way, of the 
people in three-dimensional space with the souls from the four-dimensional space. 
Through the lo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 and the soul of the soulforce world, 
the diseases and terminal illness, which the hospital could not treat, can also be 
saved.

Master Kuwei Zhongzheng has been exploring a new subject, with his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and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He has been exploring a way to treat the different diseases with the 
same method: the light case can be treated by correcting the partial disturbance of 
the frequency of the human body with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and the severe one can be treated through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o solve the disordered soulforce and soulforce field of the four-
dimensional space to be "Heaven and man merged into a whole", so as to cure the 
diseases of one’s body, mind, and soul, benefiting the family for generations. We have 
received benefits of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in nursing our bodies, and took part in Master Kuwei Zhongzheng's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we are deeply aware of the reality that Master. Kuwei 
Zhongzheng has created a new subject with strong vitality --- Soulforce Medicine, 
which will benefit the mankind, and benefit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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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r Treatment
Kuwei Zhongzheng

The abbot of a monastery in China has suffered the late rectal cancer, and the 
tumor was too large to be completely inoperable when found. If the surgery was 
forced to be carried out, the anus would be cut off, and the doctor diagnosed, the case 
could not be saved even if with the surgery, and the western medicine did not make 
any treatment. She had to return the monastery before the Spring Festival of 2010.

The abbot started to use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on February 24, 2010 (the February of this year was 28 days, the water was 
sent there by express) when the QRI Water was introduced to her by the student (whom 
I had given her a good physical and mental illness treatment) who participated 
in Vipassana in the monastery and after reading the book of " Love Transfer --- 
Quantum Medicin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and Explora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Body, Mind and Soul Diseases". I received a call of another Master 
from the monastery on March 17, 2010, said the abbot’s stool had no blood already, 
but she purged black rotten fester, That is the dead cancer cells off after death.

In April, I was informed by many of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the Vipassana 
in the monastery that the abbot had uncovered the case, and introduced the QRI 
Water to  many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Vipassana to use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and advised them to read the book of 
" Love Transfer --- Quantum Medicin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and 
Explora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Body, Mind and Soul Diseases"; But in February and 
March, it was completely confidential that the abbot had suffered from the cancer.

While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Master of the monastery through the mobile 
phone text messages, she was fully understanding my soulforce, soulforce field, and 
the Soulforce Medicine, and she also has deep insights; so I decided to make a special 
trip to the monastery for exchange on the May Day, 2010. Due to the inconvenience 
to go there by the long-distance bus, I decide to drive to the monastery by myself. 
It was 8 hours to go there by my car on April 30 through the east line via Jiaoling, 
Guangdong, and finally we arrived at the monastery.

On May 1, I exchanged with the abbot and masters in details there; the abbot 
said, after using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the 
discharge of  the stool was the atrament such as coal, looked completely lifeless.

I have compared the brain cancer of Beijing with the lung cancer of Harbi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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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ok of "Love Transfer --- Quantum Medicin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and Explora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Body, Mind and Soul Diseases". I 
mainly introduce the common characters of the two cases treated with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for 30 minutes. The patient of the 
brain cancer had the symptom of increasing the intracranial pressure, the patient 
suffered from the spinal metastasis of lung cancer had the symptom of the spinal 
nerve compression;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played an immediate action, which the patients could feel.   

Within 30 minutes by themselves, the symptom was caused by , after killing the 
cancer cells, the increased volume of the erupture cells.

The more common characters were founded from the comparison of the three 
cases, after the exchange with the abbot of the rectal cancer, combined with the 
feedback of the brain cancer and the lung cancer: the patient of the lung cancer of 
Harbin started to cough up the tumor in 20 days, what coughed out later was the 
black, which was cellulose after the the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the mass coughed 
up had no vitality. It was also almost 20 days that The Abbot purged off the mass 
from the anus, black like coal, and she described herself the matter "without vitality."

The patient of Beijing suffered from the brain cancer, her urine was black as 
"briquettes", The Abbot also described hers "black as carbon".

More general character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above feedback descriptions in 
shape and functions.

Of course, many cancer patients had been cured, which were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t is hard to make the comparison in details with no track to 
complete information. At the initial period of use, the patients made feedback through 
telephone consultation, the feedback effect was very significant in pain relief, Most 
of them felt pain relief in 10 minutes. After improvement there were less feedback 
information.

The courses of the Vipassana in the monastery are for ten days; Actually when 
the people sit in meditation into the static state, it also joins the four-dimensional 
space, and he (she) can feel the soulforce and soulforce field as well.  

In the morning on May 2, 2010, the whole family of Kuwei Zhongzheng had a 
photo taken with the abbot and master. And then we drove back to Shenzhen from the 
west line via Ganzhou, Jiangxi Province for more than 10 hours.

The above information, may be able to help more patients; the introduction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ancer Treatment Methods: Put 10 bags of 200 ml of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on the affected area at the same time, prep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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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les of 200 ml of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to 
drink, drink 4 times a day, each time 10 ml (a cover of 10 ml); the bottles should be 
also placed close to the body before empty. That is, totally 15 bottles and bags were 
placed at the patient’s body and spray with the small spray bottles on the affected 
area, not less than 4 times a day. After our observation, the cancer masses of many 
cancer patients dropped off around 20 days,The anounts above could be used for 30 
days. 30 days later, if the patient feel lack of use, or feel the effect reduced, increase 
the amount again, because the cancer is a serious disease, the use should be no 
less than 15×200 ml. If less, the effect will be worse. The cancer patients must be 
adequate to use, otherwise not reach the expected results.

Place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in the lesions, 
allow it emitting the resonance information to human lesions, to correct the abnomalies 
of the resonance frequency. Under the body's normal frequency, the cancer cells of 
the abnormal frequency will be directly killed. The drinking was distributed over to 
the whole body to clear an unknown metastasis. Although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drinking to the body was small, but because of the small size of small 
metastases, and is likely to be directly killed.

If the monk who had been practicing could see the radiant, sparkling, resonant 
message sent continuously from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to the surrounding works.

If possible, the cancer patients should do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solve the diseases from the four-dimensional space. If the 
cancer has recurrence, we must arrange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o 
correct the abnormal soulforce field.

I found that the patients treated by me were terminal cancers incurable declared 
by the hospitals, or those who had left the hospitals, desperate people. By the hard 
time when they heart the introduction by the people who were cured, they started to 
see me for treatment, and the cancer patients I cured were the advanced patients and 
the early ones who do not want to find me. When they had money, they would spend 
all the money in the hospital, and when they had no money, they came to see me. 
My treatments were clearly effective in the short term. For instance, I treated them 
with the across space method: place the bags of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in the lesion site. Most of the patients’ pain were released or disappeared in 
10 minutes, or 20 minutes. This treatment has no pain, there is no need of hospital 
treatment. The patients can carry the treatment with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he QRI Water) at home. if coupled with drink, spray, the effect 
would be much better. The treatment is simple; The treatment can be done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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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no need to go to hospital.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can 
be mailed, the treatment is very convenient, only those who want to conduct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patients themselves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on behalf of the family need to arrive at the scene. All the others need not to go to the 
scene. There is no need to see the hospital inspection reports. The Soulforce Medicine 
uses the soulforce method of the four-dimensional space, which is unthinkable to 
the Western medicine of the one-dimensional way of thinking, because I found the 
origin of the diseases treatment, I have realized most of the "different diseases can be 
treated with the sam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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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lforce Medicine
4-dimentional space 
thinking
Dealing with universe
Dealing with generations
Use Soulforce and 
Soulforce field
Most difficult for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is the best

(Similarly: 
Buddhism,Theolog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3-dimentional space 
thinking

Dealing with the whole 

Dealing with the body

Difficult for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is good

(Similarly: Philosophy)

The Western 
Medicine
1-dimentional space
(Thinking from point to 
point)

Dealing with the local

Headache to treat 
headache

Foot ache to treat foot 
ache

Easy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is ordinary

(Similarly: 
Physics,Chemistry)

   

Soulforce 
Medicine

4-dimentional space
Cosmism
Soulforce

Soulforce fiel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3-dimentional space

The Integrity

The Western 
Medicine

1-dimentional space
(From Point to Point)

The Local

Buddhism
Theology

Family
Constellations

Witchcraft

"Zhuyou"
(Supplication), 
No.13 Se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Meridians

Quantum 
Medicine

The civil 
method is to 
connect with 
Soulforce and 
Soulforce 
field     

Various Medicines Relationship Figure
                        ——Kuwei Zhong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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