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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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灵排揭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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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破解了以上西医无法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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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生包括今生和前世杀生），其中重大疾病与杀动物有关者超过14%。40%的疾病由假

历史引起，称为“历史病”，即造假会致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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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4%的疾病与外星生命体或者传递宇宙信息不畅有关（以上统计有交

叉重复）。有些疾病是今生的，有些是前世带来的，有些是前世和今生综合作用。

灵排证明了灵魂、灵魂转世的存在，灵排揭示疾病主要是因果报应，另外有部分是

宇宙信息传递不畅引发。

堀尾忠正进一步研究发现，疾病表面看是因果报应，实质是在四维空间由外灵附体

引发，人、动物被杀（包括堕胎），肉体在三维空间消失，但灵魂在四维空间继续存在，

会附体杀生者，引发疾病。历史被写错者，灵魂不安息，附体很多后人，希望后人纠错。

坟墓损坏、不祭祖，会附体后代，希望后代处理。外星生命体传递宇宙信息不畅时，也会

引发受托者疾病。

堀尾忠正研究发现：所有的疾病与频率紊乱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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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

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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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学。西医是科学治病，中医是哲学治病，灵医是佛学、灵学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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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学的一个极好工具。灵排治病，只是灵力场应用之

一。分解灵力场，可以有无穷用途。

人眼看得见的只占世界的4%，即在三维空间，96%人眼看不见，在四维空间。四维空

间的信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地呈现在三维空间，被人们误认为是“迷信”。通过灵排，

把四维空间的呈现得一清二楚，与三维空间联贯成一体，揭示很多的被误认为是迷信的，

实际是来自四维空间的信息。这96%里面，很多是灵，监视着每个人的一言一行，形成了

因果报应。目前人类的大多行为基本是盲人摸象，需要大力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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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现杀动物会致病

自2010年6月10日开始至2011年底，医学硕士堀尾忠正用时光倒流的方

式，寻找并处理重大疾病（事件）351例（这些疾病均是医院无法处理的），

把时光倒流到每个疾病的起点，一个很意外的发现， 40%的重大疾病由杀生引

起，40%的重大疾病由假历史引起，10%的疾病由祖坟损坏引起，更多比例的是

由于没有祭祖引起，4%的疾病与外星人和宇宙信息传递不畅有关。杀生包括杀

人、堕胎、杀动物，杀生包括前世和今生的。重大疾病由杀动物引起和虐待动

物引起，合计50例，占14%多。

动物和人一样，是有灵魂的。当动物被杀，肉体在三维空间消失了，但灵

魂在四维空间继续存在，于是那些灵魂要寻找一个肉体作为载体，于是就附体

到杀动物者身上，或者是为了报复杀生者，于是，当事人被动物灵附体，就生

病了，到医院医治，怎么也治不好，一直承受这个痛苦。

这个发现，与佛经中“五戒十善”第一条“不要杀生”一致，也与“因果

报应”一致。

351例中，发现1例是食用转基因食物引起。继续追踪，发现禽流感、猪流

感是由转基因食物引起，继发频率紊乱，需要用量子共振信息水才能纠正紊乱

的共振频率。

这些案例均由专业公司全程录像。这个时光倒流的方法由堀尾忠正创立，

命名为灵力医学排列，简称“灵排”。利用了宇宙的第五力和第五个场——灵

力、灵力场工作。堀尾忠正以此灵力医学冲刺诺贝尔奖。

本书完整记录下这50例案例，与大家分享。

本书先简单概述这些案例，然后详细介绍所有案例，用这两种方式来介绍

这50个案例。其后再介绍转基因食物引起的疾病和禽流感、猪流感。

本书最后简单介绍杀动物以外引起的疾病的原因。

书最后附录是351例的案例名称明细（灵排在周六、周日，所以日期均是

周六、周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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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大家一样，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唯物主义，要讲究膳食营养均衡，讲究荤素搭配。我

们上中学时，《生理卫生》教科书上也列出了各种食物的营养价值，包括动物、植物的。我们

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度过了几十年。

偶然餐桌上会遇到吃素的人，人们会投过去异样的眼光。

农村养鸡、养猪、养羊、养鱼……最终就是杀了给人吃的，感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然后工业化养鸡、养猪、养羊、养鱼……内幕触目惊心。

1985年，我考上了镇江医学院临床医学系，现名江苏大学医学院，开始学医，发现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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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疾病医生治不了，也找不到原因。我1990年毕业后，工作了一年半，看到医院实在太多的病

治不好，后来就不在医院工作了，开始了自己的研究、探索。来到了深圳，搞了一段时间药物

研究，1993年去广州暨南大学医学院读研究生，毕业后，也一直在寻找治病的方法。

2010年，我用时光倒流的方法，让时光倒流到疾病的起点上，发现很多的疾病的起点是

杀动物引起，或者虐待动物引起，占了14%多。

具体的：

1、（7）2010年8月29日，第三例，（20100829C），腰痛（打死蟒蛇）（海口）。

2、（32）2010年10月30日，第四例，（20101030D），胸闷二十年（杀死鸡和兔子）

（广州）。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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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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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2010年11月28日，第一例，（20101128A），婴儿腭裂、脖子软（杀狗）（贵

阳）。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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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2010年12月26日，第四例，（20101226D），儿子口吃（杀鸡）（东莞）。

以上记录在《灵力医学排列》一书上。

8、（79）2011年1月23日，第二例，（20110123B），先天性左眼近视、弱视（杀鸟）。

9、（89）2011年2月20日，第四例，（20110220D），5岁女儿夹腿（杀鸡）。

10、（94）2011年3月6日，第一例，（20110306A），颈椎囊肿十年（踩蚂蚁窝）（辽

宁）。

11、（96）2011年3月6日，第三例，（20110306C），母亲两腿难受、沉重发冷6年（蚯

蚓钓鱼）（无锡）。

12、（101）2011年3月12日，第四例，（20110312D），脚踝湿疹、疼痛（慈禧太后与光

绪皇帝，杀蚂蚁）（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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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5）2011年3月13日，第四例，（20110313D），丈夫牙周炎、白头发、肾虚、睡

眠不好（杀羊）。

14、（109）2011年3月19日，第四例，（20110319D），右眼4岁起眼睛失明无光感（耍

猴）（北京）。

15、（114）2011年3月26日，第一例，（20110326A），母亲鼻腔恶性淋巴瘤（狐仙）

（江苏）。

16、（124）2011年4月2日，第三例，（20110402C），子宫癌15年复发，淋巴转移（吸

血鬼）（潍坊）。

17、（133）2011年4月10日，第二例，（20110410B），乙肝小三阳11年（杀蛇）（上

海）。

18、（145）2011年4月23日，第二例，（20110423B），爸爸肺癌晚期发现两个星期（李

自成陈圆圆）（盐城）。

19、（156）2011年5月1日，第二例，（20110501B），肺癌（打猎杀动物）（潍坊）。

20、（159）2011年5月7日，第一例，（20110507A），女儿胎记、全身过敏（人鱼公

主）（上海）。

21（170）2011年5月14日，第四例，（20110514D），日本3月11日地震海啸原因。

22、（174）2011年5月15日，第四例，（20110515D），母亲头晕（猴子附身）。

以上记录在《灵排——透过疾病看因果》一书上。

23、（186）2011年6月5日，第二例，（20110605B），被狗咬，打狂犬疫苗后全身游走

性刺痛，咽喉不舒服（潘金莲、西门庆，武松打虎）（重庆）。

24、（190）2011年6月11日，第二例，（20110611B），妈妈心肌缺血，胃不舒服（父朝

鲜战争，朱雀和蛇）（博罗）。

25、（192）2011年6月12日，第一例，（20110612A），我的使命及完成使命的资金链

（欠蟑螂的蛋糕）（广州）。

26、（199）2011年6月19日，第二例，（20110619B），头痛、胸痛、腿痛、耳鸣20年

（开餐厅杀动物）（天津）。

27、（201）2011年6月19日，第四例，（20110619D），头昏10多年（开餐厅杀动物，与

父亲的关系）（天津）。

28、（219）2011年7月16日，第三例，（20110716C），丈夫咳嗽时右边头发麻一个月内

两次（杀动物，刘邦后代）（北京）。

29、（233）2011年7月30日，第三例，（20110730C），母亲胃炎、便秘十多年（打死老

鼠）（博罗）。

30、（240）2011年8月13日，第三例，（20110813C），父亲喉癌术后复发（杀蛇，邪教

奥姆真理教）（海口）。

31、（244）2011年8月14日，第四例，（20110814D），妹妹子宫癌（堕胎，开餐厅杀火

鸡）（英国）。 

32、（252）2011年8月27日，第一例，（20110827A），母亲痰多，后脑嗡嗡响，梦见很

多死去的人（前辈盗墓打死蛇）（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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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54）2011年8月27日，第三例，（20110827C），丈夫事业没有起色，挣不到钱

（吃花甲，堕胎）（宁波）。

以上记录在《灵排——破解疾病和历史》一书上。

34、（264）2011年9月10日，第一例，（20110910A），小舅摔跤、发烧半个月，疑似中

风在医院抢救中（前妈的女儿在向阴间拉，杀鱼）（南通）。

35、（269）2011年9月11日，第三例，（20110911C），结婚12年不怀孕（爷爷打死蛇和

踩蛇蛋）（广州）。

36、（270）2011年9月11日，第四例，（20110911D），找亲生爷爷（父亲掉河中被救，

捕鱼的爷爷的水泥船沉没去世）。

37、（273）2011年9月17日，第三例，（20110917C），脑子太乱，工作效率低，工作、

生活一团糟（前世杀小狮子）。

38、（277）2011年9月24日，第一例，（20110924A），肾萎缩、肾炎、肾性高血压、肾

性贫血一年（前世捕杀海生生物，今生遗忘去世的哥哥、母亲）（陕西）。

39、（283）2011年10月2日，第一例，（20111002A），素食馆经营障碍多（以前是海鲜

馆杀生，堕胎）。

40、（287）2011年10月15日，第二例，（20111015B），癫痫，思维不正常，情绪不正

常（遗忘去世者，堕胎，杀动物）（上海）。

41、（289）2011年10月16日，第一例，（20111016A），胸部紧张，心脏悬半空中、有

破碎的感觉，抑郁焦虑不安20年（前世烤狼，堕胎）（盐城）。

42、（292）2011年10月22日，第一例，（20111022A），父亲失眠、气喘两个月（红色

娘子军，慰安妇，奥姆真理教）（海口）。

43（293）2011年10月22日，第二例，（20111022B），肩膀痛、腿痛、失眠一个多月

（槟榔女，鲍鱼仔，龙虾）（湖南）。

44（296）2011年10月23日，第二例，（20111023B），母亲心烦、睡不着，头晕，头痛

三年（吃蛇胆，拿仙桃）（海口）。

45、（304）2011年11月5日，第一例，（20111105A），房颤、房扑、早搏、停博，心律

失常一年三个月（药酒中药材动物灵打心脏，因果转移，坟两岸三地）（上海）。

46、（305）2011年11月5日，第二例，（20111105B），月经流血不止，输血十次（堕

胎，中药材中动物灵报复）（顺德）。

47、（315）2011年11月13日，第三例，（20111113C），女儿晕车（抓蜗牛，惊扰松

鼠）。

48、（319）2011年11月20日，第一例，（20111120A），二十六岁儿子心动过速，预激

综合症，胆小、焦虑（电视《动物世界》，杀动物，堕胎，升旗）（无锡）。

49、（326）2011年11月27日，第二例，（20111127B），母亲心脏病（前世杀孔雀拔

毛）。

50、（330）2011年12月3日，第三例，（20111203C），过敏性鼻炎20多年（鼻中女鬼、

狗、青蛙、公鸡）（盐城）。

以上记录在《灵排——破解因果和疾病》一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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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没有善待动物：

14、（109）2011年3月19日，第四例，（20110319D），右眼4岁起眼睛失明无光感（耍

猴）（北京）。

22、（174）2011年5月15日，第四例，（20110515D），母亲头晕（猴子附身）。

24、（190）2011年6月11日，第二例，（20110611B），妈妈心肌缺血，胃不舒服（父朝

鲜战争，朱雀和蛇）（博罗）。

25、（192）2011年6月12日，第一例，（20110612A），我的使命及完成使命的资金链

（欠蟑螂的蛋糕）（广州）。

47、（315）2011年11月13日，第三例，（20111113C），女儿晕车（抓蜗牛，惊扰松

鼠）。

50、（330）2011年12月3日，第三例，（20111203C），过敏性鼻炎20多年（鼻中女鬼、

狗、青蛙、公鸡）（盐城）。

提示吃素：

15、（114）2011年3月26日，第一例，（20110326A），母亲鼻腔恶性淋巴瘤（狐仙）

（江苏）。

16、（124）2011年4月2日，第三例，（20110402C），子宫癌15年复发，淋巴转移（吸

血鬼）（潍坊）。

另外涉及金钱、事业、自然现象，也与杀动物有关

21、（170）2011年5月14日，第四例，（20110514D），日本3月11日地震海啸原

因。——破解自然现象。

25、（192）2011年6月12日，第一例，（20110612A），我的使命及完成使命的资金链

（欠蟑螂的蛋糕）（广州）。——涉及使命和金钱。

33、（254）2011年8月27日，第三例，（20110827C），丈夫事业没有起色，挣不到钱

（吃花甲，堕胎）（宁波）。——涉及金钱。

36、（270）2011年9月11日，第四例，（20110911D），找亲生爷爷（父亲掉河中被救，

捕鱼的爷爷的水泥船沉没去世）。——涉及寻亲。

39、（283）2011年10月2日，第一例，（20111002A），素食馆经营障碍多（以前是海鲜

馆杀生，堕胎）。——涉及事业。

以上分别在《灵排——透过疾病看因果》、《灵排——破解疾病和历史》《灵排——破

解因果和疾病》书上。

此外，（227）2011年7月24日，第一例，（20110724A），妈妈高血压十多年（上

海）”，那例灵排，母亲62岁，有高血压十多年，家族中外公、姨妈均有高血压。灵排呈现，

高血压是因为吃了转基因食品引起。

（230）2011年7月24日，第四例，（20110724D），转基因食品。发现猪流感、禽流感是

转基因食品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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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50个案例概述

《灵力医学排列》上记载：

1、2010年8月29日，处理一例“腰痛四十年”，是海口的一位73岁的英文教授，腰痛了

四十年，到处治不好，后来来灵排，灵排呈现腰痛是他家里曾经打死了一条蟒蛇、被蛇灵附体

引起，灵排呈现打死蟒蛇后，他家有四位叔叔刚过30岁即去世，加上家里的其他人，接二连三

去世了共十多人，原来是被蛇灵附体报复引起，灵排中，他们夫妇俩诚心向蟒蛇道歉，在灵排

进行到80%时，他的腰就不痛了，其后再也没有痛过。灵排就是让时光倒流到疾病的起点，找

到原因，然后纠正，诚心道歉改错，得到冤亲债主的原谅，和解后，疾病就会好，如果不改

正，得不到和解，疾病就不会好。我们回头再回忆灵排前后的情景，在灵排期间，这位教授夫

妇俩是不同我们同桌吃饭的，因为他们俩信佛吃素，看到我们餐桌上有动物类食物，他们不

吃，自己吃清汤面条，所以，当他们明白腰痛是打死蟒蛇引起的，他们诚心道歉，和解后，疾

病就这样当场好了。这是灵排的第7例。

2、2010年10月30日，我们灵排了一位来自广州的中年人，他胸闷二十年，他自己说是

二十年前打篮球时，胸部被别人撞了一下，从此后一直胸闷，经过了二十年的治疗，一直治不

好，于是来灵排，灵排中呈现，他在二十年前捏死了一只小鸡，小鸡发臭了，在三维空间臭味

过了就过了，但在四维空间，那个鸡灵一直跟着他，鸡的臭味让他憋住呼吸，所以胸闷。当他

向捏死的小鸡道歉后，并且向曾经杀过的兔子道歉后，六天后，他二十年治不好的胸闷就这样

好了。原来，胸部被撞只是缘，真正的因是捏死小鸡，因缘巧合了，就发病了。这例是该书记

载的第32例。

2010年10月31日，我自己给自己灵排右手食指上一块皮肤毛糙，灵排呈现，我前世近

1000多年来一直是佛，治病救人的佛，那个右手食指上一块皮肤毛糙，是因为前世念经时大拇

指捻念珠按到食指上引起的，呈现自己是佛后，当天晚上起，我再也不能吃荤了，闻到荤菜，

感觉腥臭无比，从此彻底吃素了。这是该书记载的第35例。

3、2010年11月14日，灵排了一例甲状腺癌，灵排呈现案主的前世是开农庄的，杀了驴

子。杀驴子时，就是给驴子脖子上先刺一刀放血，今世，她自己的脖子同样部位出问题了，得

了甲状腺癌，这就是因果报应。她诚心向被杀的驴子忏悔道歉，后来，她没有动手术，灵排后

只使用了量子共振信息水纠正频率，她的甲状腺癌就这样好了，至今很健康，这例是灵排记录

的第46例。

4、2010年11月20日，这例是我表妹代替他父亲灵排“父亲34年的胸闷、偏头痛、失眠、

胃痛、腰痛”，灵排中出现了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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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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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麻烦的是有代表怎么安抚也不舒服，最后让那些放生的鱼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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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妈妈那边，才好转。最后答应从今以后吃素，才和解了。本例灵排出了很多鱼的事，但不知

道哪里来的鱼网，后来我母亲回忆，想起来，是我外祖父的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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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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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终于把这34年的毛病原因找到了。灵排后，我舅舅的各种不舒服的症状全消失

了。这是灵排的第48例。

5、2010年11月28日，灵排一例来自贵阳的“婴儿腭裂、脖子软”，灵排时呈现案主前世

杀了很多狗，狗被杀后，狗脖子耷拉在那边，今生案主脖子也耷拉在那边。杀狗，刺穿腭部，

今生案主腭裂。因果报应，一目了然。灵排现场，很多僵尸在跳，因杀生太重，这例没有能起

死回生。这例是灵排的第54例。

6、2010年12月26日，三兄弟过来灵排“母亲被蛇咬后37年毒性反复发作”。灵排开始，

一位代表在地上打滚。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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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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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消息同灵排中呈现的一模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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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母亲被蛇

咬后37年毒性反复发作”，是在四维空间蛇一直住在案主妈妈的脚和腿上，一直没有离开。道

歉、忏悔后，那些蛇灵才离开。案主自己留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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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灵排的第66例。

7、2010年12月26日，灵排处理一位来自东莞的“儿子口吃”。灵排呈现，儿子的前世，

夫妇开鸡屠宰加工场，杀了很多鸡。杀鸡时，就是刀割脖子，发音就会困难。另外，养鸡时，

虐待鸡，鸡饿得奄奄一息，其中一只鸡自己找一些带壳的东西吃，最后被卡住了喉咙处，现在

儿子说话就磕磕巴巴。灵排中呈现，屠宰场一只愤怒的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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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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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例涉及前世有杀鸡折断鸟翅膀，今生买了孔雀扇子，于是引

起了儿子的口吃。灵排完，案主透露自己是内科医生，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医学院，是我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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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灵排后，他处理了孔雀扇子，但他一直强调营养，担心不吃鸡营养不够，一直让儿子继续

吃鸡，所以，口吃好了一段时间后，继续口吃，因为吃鸡还在继续。这是灵排的第69例。

《灵排——透过疾病看因果》记载：

8、2011年1月23日，灵排处理一位女士“先天性左眼近视、弱视”，灵排呈现，案主的

前世是猎人，开枪打了鸟，然后煮了鸟。在吃鸟的时候，说眼珠子不好吃，就把鸟眼珠子扔

了。灵排中呈现了轮回，猎人，就转世成鸟，再被人打了，再被人吃。而案主，因把鸟眼珠子

扔了，转世到了这辈子，就先天性左眼近视、弱视。这是灵排的第79例。

9、2011年2月20日，处理“5岁女儿夹腿”。灵排呈现，女儿夹腿，是家人杀鸡引起。杀

鸡时，鸡脚被捆住，就是夹着腿，现在，女儿的腿如同鸡一样，总是夹腿。父母向鸡忏悔道歉

后，女儿夹腿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灵排的89例。

10、2011年3月6日，灵排了一位来自辽宁的女士“颈椎囊肿十年”，这个颈椎囊肿在医

院治了十年也治不好，灵排呈现，是案主的前辈，曾经故意踩了蚂蚁窝，现在在四维空间，蚂

蚁灵附体，把蚂蚁窝做到了案主的颈椎上，这样案主就踩不到蚂蚁窝了，于是，颈椎上长了一

个囊肿。这是灵排的第94例。

11、2011年3月6日，处理了一例江苏省省级医院的一位医生的“母亲两腿难受、沉重发

冷6年”，灵排呈现，那个母亲的症状，是蚯蚓被针穿了拿来钓鱼的症状，所有蚯蚓身上的病

痛全部出现到她妈妈身上了，案主没有讲的她妈妈的很多疼痛症状，在现场也一一呈现。如灵

排现场我们看到应该脚底最痛，医生承认，母亲最痛的就是脚底。灵排现场看到有人用很尖很

长的针从其脚底穿进去，案主说，她妈妈就是感觉脚底被针穿过的一样疼。医生代替母亲向蚯

蚓道歉，并且把针拔出来，按摩蚯蚓身上的疼痛，蚯蚓身上的疼痛等不适症状消失后，其他代

表身上的疼痛也消失了。后背发冷，是蚯蚓在水里的冷。事后，医生反馈说：“我昨天电话我

妈妈，以前吃了一段时间天麻胶囊，比不吃好点，从3月1号我叫她停了，昨天她说这两天跟吃

天麻差不多，今天我又电话她，好像夜里脚没怎么痛”，再过了一段时间，母亲的症状全部消

失了。从此后，那位医生开始吃素了。那位医生是我镇江医学院时同年级、同专业、不同班的

同学。镇江医学院已经改名为江苏大学医学院。这是灵排的第96例。

12、2011年3月12日，处理一位来自乌鲁木齐的“脚踝湿疹、疼痛”，灵排呈现了一个

“历史病”，即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历史被写错了，慈禧太后的灵魂没有安息，附体后人希

望纠正历史。灵排中，有一段涉及杀蚂蚁：慈禧太后要光绪皇帝也杀人，光绪皇帝不干，说会

逼得他自杀，后来慈禧太后要光绪皇帝“先把蚂蚁踩死一只”，于是踩了蚂蚁，案主全身感觉

有蚂蚁在爬，痒。事后案主承认，她的湿疹，痒，就有感觉蚂蚁在爬。这是灵排的101例。

13、2011年3月13日，灵排处理“丈夫牙周炎、白头发、肾虚、睡眠不好”。灵排呈现，

丈夫的这些症状是杀羊引起，现在丈夫不断被羊从四维空间踢，被踢的地方，就是脸部、腰

部、腿部等，就是案主丈夫牙痛的地方、腰痛、腿痛的地方。肾脏部位也不断被羊站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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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有一人不断剪羊毛，也有人不断杀羊，还加工成产品。有人挖了羊的肾脏，给羊开肠破

肚，羊身上当年受苦的症状，全部报应到了案主丈夫的身上，是案主丈夫前世杀了不少羊。羊

毛是白色的，现在丈夫年纪很轻，白发异常多，是因为剪了羊毛受到了报应引起。案主向羊道

歉，把割掉的脏器还回去，羊身上的疼痛就解除了。这是灵排的第105例。

14、2011年3月19日，灵排处理“右眼4岁起眼睛失明无光感”，这例是来自北京的一位

女大学生，人很漂亮，可惜，右眼4岁起眼睛失明无光感，自己的描述是：“在四岁的时候得

的眼病，那时候是虹膜炎，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医疗事故的原因，我的眼病没有治好，反而越来

越严重，现在还有白内障的问题。现在眼睛无光感，主要问题还有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和

玻璃体混浊。得眼病已经20年了。”灵排呈现，案主的前世是耍猴的，被猴子抓了眼睛。今生

的问题，爸爸是杀猪的，在案主四岁的时候，小孩的姨妈得了三叉神经痛，痛得在地上爬，其

动作同灵排现场的一位呈现的动作一模一样。而且姨妈曾经指给案主的妈妈看，说有蛇，但案

主的妈妈就是看不见，当时感觉姨妈是幻觉，姨妈的动作总是把4岁时的案主吓着。现场看灵

排中出现的蛇，同当时姨妈描述的一模一样，但不久姨妈由于三叉神经痛去世了。”而解剖学

上三叉神经在面部有三个分支，即三叉神经眼支（第一支）、上颌支（第二支）和下颌支（第

三支），案主眼睛失明与姨妈的三叉神经痛是同一个部位的毛病，而起病时间两人也是相同，

在案主四岁那年。而父亲又是杀猪的，由此推断，眼病前世是与耍猴一事有关，今生与父亲杀

猪杀生有关。这是灵排的第109例。

15、2011年3月26日，我表妹代替我舅妈灵排“母亲鼻腔恶性淋巴瘤”，灵排中呈现狐

仙、黄鼠狼等。狐仙经过万年修炼，已经不吃动物，只吃露珠即可。黄鼠狼吃了很多鸡，后来

黄鼠狼洞被用石灰堵住了，而且里面被塞了化肥、氨水等。最后黄鼠狼的鼻子一直痒，一直在

蹭鼻子。另外鼻子里面住进了虫，躲在鼻子里，后来那个虫被农药毒死了。最后，在狐仙的教

育下，黄鼠狼也不吃鸡了，开始吃素了，小狐狸也吃素了。本例提示要求我表妹家及其后代全

吃素。后来想起来，2010年11月20日，第48例，这例是我表妹代替他父亲灵排“父亲34年的胸

闷、偏头痛、失眠、胃痛、腰痛”，灵排中她答应吃素了，后来才知，没有完全吃素，只是自

己不吃鱼，来客人时还杀了鱼招待客人，只是自己不吃鱼而已。本次还是提示要吃素。当天晚

上，我大表妹QQ上说：“告诉你一个奇怪的事情：昨天中午我在天津烧了红烧肉，我看差不多

能吃了，也就是水快干的时候，盖上了锅盖。过一会我想去盛起来，可是锅盖打不开了。我

让老公来帮忙，他说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后把打不开锅盖的锅放到水盆里，突然锅盖凹下

去了，还是打不开。最后老公用菜刀把锅盖撬开了，我当时就有种预感……”，那是一个普

通锅，这是灵排前一天发生的事情。这个就是灵力的作用，让锅盖打不开。这是灵排的第114

例。

16、2011年4月2日，一位来自潍坊的女儿替代母亲来灵排“母亲15年前子宫癌，现在复

发，淋巴转移”。母亲58岁，15年前子宫癌，现在复发，并且淋巴转移。这例呈现，吸血鬼要

吸血，有和尚在吃肉，每吃完一口肉，就说“阿弥陀佛，本僧帮你超度”。案主母亲也吃肉。

灵排让其不吃肉，改喝百草汤，但需要百草汤的量太大，道士根本来不及做汤，最后只能改用

量子共振信息水。后来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后，把原来体内的污血排出来了，地上一滩排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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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血。本例灵排提示案主的母亲应吃素和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才能治好子宫癌。这是灵排的第

124例。

以上两例均直接提示要吃素。

17、2011年4月10日，灵排“乙肝小三阳11年”。案主来自无锡，她在上大学时体检没有

发现乙肝，1990年生小孩，发现乙肝，三个阳性，医生建议打胎。后来还是决定生下了，发现

未发生母婴传染。但体检，总是三项阳性。2011年3月6日来深圳替代女儿灵排“女儿八年闭

经”。灵排第二天，女儿的基础体温就正常了，母亲认为这次女儿应该月经可以正常了，灵排

后的第19天，女儿真的在没有使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月经就正常了。女儿在英国留学，本人

没有过来，只是母亲过来了，灵排完，女儿月经就正常了。而且后来母亲自己再检查肝的指标

时，只有两项阳性了。母亲惊讶地发现了阳性的指标少了一项，她认为应该可以用灵排解决问

题，于是决定为自己灵排，灵排呈现，乙肝是由于案主前世杀蛇很多，受到蛇灵报复，使人的

抵抗力下降，守护不住身体了，于是被病毒入侵，得了乙肝，小三阳。这是灵排的第133例。

18、2011年4月23日，处理一例“爸爸肺癌晚期发现两个星期”，来自盐城。5—6天前，

医生告诉家属，父亲肺癌晚期，已经完全无法治疗了，发了病危通知书，于是来尝试灵排解

决。灵排开始，一个人一直在喊，“我好善良，我好善良”，那人有好多鸡、鸭、猪、猴、

狗，还有驴。驴一直跟着主人，后来驴被别人抢走了。还有关在笼子里很多动物，还有蜈蚣、

蝙蝠、蛇，放屁虫等，什么均有。一个驴被人抢了，主人也没有好好去追。那个自称“我好善

良，我好善良”的，一直吃那些动物，而且一直干着偷鸡摸狗的事，还去妓院，泡美女。本例

呈现案主父亲前世的情况，也交织在里面的故事是李自成从骑了驴开始，农民起义，一路杀人

不少，这些被杀者的症状，全部落到了案主爸爸的身上。经过灵排，把那些痛苦症状在现场代

表身上解除了。同时提醒不能吃荤。这是灵排的145例。

19、2011年5月1日，灵排处理来自潍坊的“肺癌”，是“左肺门肺癌”，经量子共振信

息水治疗后，20多天就好转了，可以去外地出差了。他的肺癌治好后，他介绍了很多癌症病人

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在山东潍坊一带治好了很多癌症。但他一直没有来灵排，于是建议他过

来灵排，把疾病源头解除。灵排呈现，案主的前世是猎人，打猎为生，猎人家里藏了很多打死

的动物，猎人养了一个狐狸作为宠物，狐狸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一直护着主人，当然也一直

有猎人带回的动物吃。灵排中呈现，一颗子弹打来，从后背打入，穿过肺门，一个动物被猎人

打中……现在，报应来了，前世的猎人，今生得了肺癌，肺癌的位置，就是曾经打中动物的肺

门位置。灵排现场很多代表不断呕吐，把曾经吃下的动物全部呕出，呕得黑血也出来，有些吃

下的动物卡在喉咙口，进不进、出不出，全场吐出的全是动物的气味。案主不断忏悔，终于明

白了生命是平等的，以后不再残害动物，以后吃素，保护动物……全场曾经吃过动物的观众也

全部趴下一起忏悔。猎人打猎时，带着狐狸，那位狐狸很得意，他们认为是强者……那位狐狸

很得意，认为动物没有人能管得了。不料，现在轮到狐狸吐了，狐狸把几辈子吃下的动物也全

吐出了，“动物也得把吃下的全部吐出来”，一个声音在说。动物世界，这是一个被遗忘的世

界，原来也得遵守“生命是平等”的法则，得把吃下的吐出来，最后佛菩萨来到了现场，灵排

在大家的忏悔和佛音中结束。现场有代表记录到：这例一上场就看到案主的眼睛和脸形像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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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也许不知转了多少世，生生杀杀，多少个轮回。自从人们杀动物以充饥，就开始了这种

轮回了。所谓人身难得，也就是当轮回到这一世间做人，可以比动物界更直接去学习佛学，

可以更直截了当地参加灵排，直观看到万千世界生命的轮回转世（当然也有动物也能修佛学

的）。这例是灵排的第156例。

20、2011年5月7日，一对来自上海的夫妇来灵排处理“女儿胎记、全身过敏”。女儿于

2008年11月出生，出生时就发现背部从脖子到屁股，大面积的青灰色胎记，双手双脚也有，就

像是戴了手套穿了靴子。灵排开始，有蝴蝶，有蜈蚣，女儿前世养了很多虫子等。还有金龟

子，苍蝇。在一个缸里养了很多虫，用筷子在里面戳。感觉案主的前世有恋虫癖。抓了很多奇

怪的虫子。后来转换角色，人鱼公主，被刮了鱼鳞，在后背和屁股上刮。后背和屁股被抓出来

的，就是后来的胎记，先横抓，后竖抓。出现了一个咒语，至今未解开。闸门坏了，污水不断

向外流到海洋，这个咒语到今天也没有解开，已经沉睡了几千年了。这里，几千年前就知道海

洋会被人类污染，也有贪婪的人想吃人鱼，于是用咒语保护了起来，保存了一个物种，以灵力

的形式在达到和谐共处。后面，我用同样的方法，今天给鲸鱼下了一个咒语，从此鲸鱼从贪婪

的人们前面消失了。这样才能保护好鲸鱼，尤其是避免日本人捕杀鲸鱼。最后，又把鲸鱼的魔

咒解开。然后让捕鱼人去修行。这例，案主女儿的胎记，与前世养了很多动物和鱼鳞被刮有

关。灵排后，胎记逐渐减轻了。这是灵排的第159例。

21、2011年5月14日，灵排“日本3月11日地震海啸原因”。灵排呈现，地震是由于日本

发动侵华战争等，由战争的亡灵的怨气引发。海啸是日本捕杀海洋动物鲸鱼等引发。灵排中

UFO出现在日本上空，然后出现了东条英机，外星人说，“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要不断

清洗，清洗计划即将执行。”然后开始清洗，然后清洗被人类污染的地球，清洗被人类污染的

海洋。然后把那些道德低下的人的灵魂带到不同的星球学校去学习，东条英机被带走了。原来

在日本上空，飘着很多的冤魂，怨气很重。有现场的代表记录：“这例我一开场，就两脚站立

不稳，大地如筛子筛东西一样六个面来回震荡，几分钟就倒下。然后场上有人指出我是东条英

机，我认为我没做错什么，没必要忏悔。虽然也看到场上在海里生活的大鲸鱼被人用火箭弹击

中（一种捕杀大型鲸鱼的残酷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火箭弹头带着几百米长的绳索，击中大

鲸鱼后，由于大鲸鱼没有那么快死去，捕鲸船就拉着绳索跟着鲸鱼几天几夜，直到鲸鱼流尽血

液悲惨地死去，然后捕鲸船才把鲸鱼拉到港口，肢解成一块一块送到超市卖给人类食用，日本

人辩解说是作科研用的）。也有更残酷的捕杀鯊鱼的方法，就是用钓鱼方法钓到鯊鱼后，就一

刀割下鯊鱼的值钱的背脊和肢体，不值钱的鱼身还活着就扔回大海，让这可怜鯊鱼在海里几天

几夜后痛苦地死去，而人类自以为的高档人即有钱人在享用这种毫无营养价值的鱼翅，哪管背

后因失去肢体不能游泳不能进食而流血痛苦死去的鯊鱼。人类的残酷招致的报应之一就是地震

和海啸，震不死的就用海水卷走，还用海水打击出核电厂放射性毒物，让人类自作自受。”另

外有读者留言：忠正老师在日本地震灵排中出现外星人，是有依据可查的，据日本NHK电视台4

月7日消息，日本宫城县7日晚11时32分（北京时间10时32分）再次发生7.4级地震。日本气象

厅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发布海啸警报。宫城县仙台市在此次地震后出现怪异光线，目前尚

不清楚光线发出的源头。本文来自外星探索网，原文地址：http://www.ufo-1.cn。实拍巨型

UFO飞过福岛核电站上空，似虫子蠕动。本文来自外星探索网，原文地址：http://www.uf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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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这是灵排的第170例。

22、2011年5月15日，一位儿子代替母亲灵排“母亲头晕”。曾经给案主的母亲和父亲各

灵排过一次：（88）2011年2月20日，第三例（20110220C），母亲颈椎痛16年（南昌）。灵排

后颈椎痛就好了。（152）2011年4月30日，第一例，（20110430A），父亲胸腔积液2个星期

（南昌），灵排后一周内，胸腔积液就好了。本次灵排开始，一上场，现场很多人头晕，妈妈

的代表在前面快速走，爸爸的代表在后面快速追，妈妈说爸爸劣迹斑斑，无可救药。爸爸经常

做出一些猴子的动作。爸爸不断对妈妈说，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有很多猴子的动作。母亲和

父亲早就离婚了，感觉父母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灵排发现，父亲的在一次看耍猴时，被猴子

附体了，猴子被人捉弄后嗔恨心在他爸爸身上表现了出来。后来在妈妈身上也发现附了猴子，

只是妈妈身上附的猴子少，爸爸身上附的猴子多，于是考虑把猴子从父母身上捉拿到地狱去。

灵排中，把猴灵捉拿走了。猴子走后，突然爸爸就安静了下来，爸爸猴子的动作没有了。然后

把妈妈身上的猴子也收归回来。妈妈的代表再也不感觉头晕了，神清气爽，妈妈也安静了下

来。然后说让猴子放去花果山，猴子就一溜烟全部去了花果山。这例，是耍猴人把猴子搞恼火

了，猴子附身到了看热闹的父母身上，从此父母的情绪被猴子控制了，猴子的嗔恨心不断发泄

出来，父母一直吵架不宁，最后离婚了。母亲也一直头晕，把猴子收归后，母亲就不再头晕

了。收归猴子到地府，后来放归花果山，是不同维次的一些空间，在灵排中可以利用。这是灵

排的第174例。

《灵排——破解疾病和历史》记载：

23、2011年6月5日，灵排一例来自重庆的“被狗咬，打狂犬疫苗后全身游走性刺痛，喉

咙不舒服”的小伙子，20多岁，灵排呈现案主是被潘金莲附体。灵排呈现的细节：武松打死了

一只发情的母老虎，被打死的发情母老虎的灵附体潘金莲，然后让潘金莲性欲旺盛，母老虎的

灵借潘金莲之手，把武大郎给杀了，以此来报复武松，呈现出一个完完整整的因果报应。为什

么母老虎没有附体武松？灵排呈现，武松阳气足，母老虎灵附不上去，所以就只好附体潘金

莲，借潘金莲之手杀了武松的哥哥武大郎。这里，潘金莲是一个受害者，所以，她附体后人喊

冤。事后，那位小伙子承认，灵排出的场景与实际完全相同，那位小伙子夜夜遗精多年，到处

治也治不好，原来是被潘金莲附体。灵排完，答应替潘金莲把冤情告诉大家后，潘金莲的灵魂

安息了。那位重庆的小伙子的疾病也就好了。由此看来，历史上武松打虎和潘金莲是确有其事

其人的，只是《水浒》的作者没有搞明白这里的因果报应，把潘金莲写成了荡妇，她受了冤

屈，附体后人，希望后人纠正历史。灵排还呈现，自从有了“武松打虎”之说，后人纷纷仿

效，当年的这个事件，是动物界非同小可的一件大事。人类因此更加残忍和贪婪，武松打虎破

坏了自然界的平衡。我们要把错写的历史改过来，任重道远。武松打虎不是英雄事件，而是个

伤害动物的恶劣事件。案主以后要保护动物，特别要保护老虎，这是他的使命。否则海啸等，

就是动物界的咆哮。有时动物园发生老虎咬人的事，就是老虎的报复。这例是灵排的186例。

24、2011年6月11日，来自广东博罗的，姐带着弟弟、妹妹过来，代替妈妈灵排“妈妈心

肌缺血，胃不舒服”，灵排呈现了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继续灵排，出现了很多朱雀和蛇，呈

现案主的妈妈前世，曾经用朱雀和蛇做动物表演，现在那些朱雀和蛇找上门，找案主的妈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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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了，另外，案主的妈妈的前世曾经用马车拉朱雀和蛇去表演，嫌马跑得慢，就一直鞭子抽打

马，后来把马眼睛也打瞎了，马脸上流了很多血，马也来报复，就一直踩妈妈的胸部等。同时

朱雀和蛇把妈妈、案主及其弟弟、妹妹一起踩住，道歉后，那些动物才离开了不踩他们。案主

的父亲5、6年前去世了，是被朱雀和蛇带走的，并且说，如果不道歉，把家人全部带走。经过

道歉后，和解了。如果不来灵排，会灾难不断，先让他们离婚，然后带走他们。灵排中，呈现

母亲有老年痴呆的症状，经过处理后，老年痴呆的症状消失了。这例提醒大家，不要虐待动

物，最好不要去动物园看动物表演，动物被人类戏弄了表演，充满了嗔恨心，会被动物报复。

可能会以灵魂附体的形式报复。灵排后，案主打来电话，说灵排后，她母亲的心脏不舒服好

了。现在她预约八月份给她母亲灵排肚子痛。本例是灵排的190例。

25、2011年6月12日，灵排一位来自广州的女士“我的使命和完成我的使命的资金链”。

案主5月份催眠时，说她的使命是经营很多家医院，但一计算需要很多资金，这些资金如何解

决呢？这次灵排看看使命到底是什么。灵排开始，出现一个走路很优雅的大姐大，手夹着钱，

是案主的代表。又有人说姐只是一个传说。后来出现场面如同猫在戏弄老鼠。出现了案主的老

公，出现了第三者（老公的情人），还有第三者的原来的老公。第三者不断向案主要钱，并说

案主欠他们的。第三者的老公，一直在关注着他的老婆把钱搞到手否。现场出现了一位慷慨激

昂的满嘴“成功学”理论的，在鼓励自己要成功，但收效甚微。案主的背上背着一个她的打胎

掉的小孩的代表。出现案主的大儿子，小儿子。第三者已经到了案主家中叫板。大儿子奋力与

第三者拼命了。出现了很多蟑螂。说案主前世打死了很多蟑螂，又说水淹蟑螂精。现在蟑螂与

人在对峙。那些是修炼了几千年的蟑螂精。继续灵排，原来是前世开蟠桃会的时候，案主的前

世多拿了一些蛋糕，还有水果等，把蟑螂的那一份也拿走了，于是把蟑螂的后代饿死了。现在

蟑螂的前世附体在第三者身上来讨债了。后来让案主把前世欠蟑螂的蛋糕还了，把钱也还了，

第三者拿到案主欠她的，就离开了。案主说，前一阵她就是忍不住说了几次“蟠桃会”，但不

知何故。第三者离开后，老公一下子有了力量。后来蟑螂（第三者）离开后，客户一个个就来

了。同学也重新回来了谈业务，同学还告诉他自己的老婆要关注灵排。到后来那位同学有点巴

结案主了，还说自己的老婆不如案主。后来出现了新加坡的客户，出现了韩国的客户，出现了

美国的客户。新加坡的客户的经济实力、还在同谁同时在谈业务、客户的长处、短处，以及心

理活动在灵排中呈现得一目了然。出现了韩国客户，是另外一番景象。美国的客户一直在想生

命的意义，想不明白。但发现灵排，能很容易搞明白生命的意义时，美国的客户对案主的使命

更加感兴趣了。灵排中出现了宇宙星际轨道的运行、太极图、宇宙飞船与生命意义的关系。灵

排中呈现小儿子很喜欢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大儿子半信半疑的。后来使用后，大儿子也喜欢

上了量子共振信息水。后来呈现的案主的使命是搞公益，“守护生命、反对堕胎”时，原来的

第三者也愿意还一部分钱回来了。原来是前世欠了蟑螂的一块蛋糕和水果等，这世蟑螂就纠集

了来报复。还债后，客户就源源不断来谈业务了。这是灵排的第192例。

26、2011年6月19日，灵排一位来自天津的“头痛、胸痛、腿痛、耳鸣20年”。案主是位

近60岁的老太太，描述时，说全身痛，头顶痛，乳房痛，乳房痛得一直手摸乳房在揉，看样子

不是一般的痛，在大庭广众之下一直大幅度揉乳房。灵排开始，出现了一头牛，一直说看到在

案主的后面厨房的地上有很多血，杀了很多动物，地上全是动物的五脏六腑，惨不忍睹，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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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这一幕。继续灵排，出现了狐狸、狐狸精，出现了老鹰报复，出现了蛇、出现了杀海

豹，海豹的叫声让案主耳鸣。不断一世一世往上推，出现了一世一世的冤冤相报，还出现了妲

己，还说借体修行，是动物灵附在老太太身上，借老太太之手，杀了很多动物……到了这世，

很多鱼来咬案主的乳房，很多鸟啄案主的头顶，有一个老鹰死死勾住案主的膝盖。并且现场出

现了一个场景，一代表，腿一歪就重重摔了一跤，案主说，20年前，她就是那个样子重重地摔

了一跤，腿一拐就摔了一跤，原来是腿被报复的动物绑住了，就重重地摔了一跤。那头看到满

地是血的牛，上一世与案主是夫妻，看到这一世案主怎么这样残忍，那头牛一直泪流满面。案

主夫妇俩趴下道歉，老太太向动物道歉得痛哭流涕。那些冤冤相报，最后让融化到了宇宙意识

中去了。灵排结束，案主说，她一下子全身全部不痛了，尤其是头顶、乳房、膝盖，全不痛

了，是20年来的第一次感觉不痛了。事后，老太太说自己吃素，不杀动物，但老公开餐厅，每

次餐厅买鱼、买鸟，是老太太她自己去的，餐厅收钱也是她自己收的，她是老板娘，虽然自己

不动手杀动物，但餐厅是他们自己的，也等同于自己杀生。幸亏，几年前他们把餐厅关了。这

一例很生动地呈现餐厅老板杀生受到动物报复的案例。案主后来说，她这辈子真的救过一头

牛，看样子，她的前世与牛是很有缘的。另外说，因为全身痛，最近三、四个月，光买各种按

摩仪，就超过了七千元，但完全不管用。灵排完，不但全身全部不痛了，而且她看上去非常慈

眉善眼，她笑逐颜开了。这是灵排的199例。

27、2011年6月19日，灵排一位来自天津的“头昏10多年”。案主61岁，说头昏10多年。

灵排呈现，案主的头晕是被他的祖先摇头摇晕的，摇他头的原因，是案主现在有辱没先祖。祖

上积了很多德，差不多要在这一代要断送了。灵排中出现了一条狗，被慢慢勒了脖子，慢慢痛

苦而死。兔子，被剥去了皮。蛇，被装在蛇皮袋中，一直受到惊吓。后来案主夫妇俩向那些被

杀的动物道歉，那些动物才安息了。案主向祖先保证后，祖先就不再摇案主的头了，案主就不

再头昏了。这位男士，就是上一例的案主的丈夫，开餐厅，杀了不少动物，幸亏，前几年已经

把餐厅关了，才道歉忏悔后，很快好了。这是灵排的第201例。

28、2011年7月16日，一位来自北京的妻子代替丈夫灵排“丈夫咳嗽时右边头发麻一个月

内两次”。灵排中呈现很多代表棒打案主以及案主丈夫的代表的头，几个代表左右交替打的动

作完全一致。还有代表勒案主丈夫的喉咙、拉丈夫的舌头，搞到咳嗽，还打头。原来那个咳嗽

和头部发麻是被打出来的。后来让案主丈夫代表趴下，有人踢他的头，打头。现场出现身上长

脓的味道，说让他们睁开眼睛仔细看。然后有黑白无常分别踩脚底、踩头。灵排呈现，案主的

前世是御厨，杀了很多动物，杀了天鹅，把天鹅的脖子拧成麻花，转几圈，把鸭舌头拉出来，

把熊掌砍下，把猴子天灵盖砍下，浇烫油，猴子活活死去，孔雀、穿山甲均杀，把猩猩的嘴唇

也砍了，把梅花鹿的肚子也剖了，还杀果子狸。还把骆驼的驼峰也砍了，还有大鱼。杀了以后

给皇帝吃。那个丈夫的前世是皇帝，妻子的前世是御厨。当丈夫代表和妻子一起向那些动物道

歉、忏悔后，那些症状消失了。灵排结束后，案主说，她的丈夫曾经一直说他自己是刘邦的后

代，而且说有家谱，能说得出自己是刘邦的第几代后代，但妻子一直不信，认为丈夫是吹牛

的，从来没有当一回事，这次灵排让他相信丈夫是刘邦后代了，否则哪来那么多珍稀动物可

杀。案主说，十年前开始她突然吃素了，不再吃动物了。这次灵排，让他们看到了真真切切的

被杀动物报复上门了。灵排完回去后不久，妻子反馈：灵排回来我就发现我先生的脸色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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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感觉他咳嗽已经基本好了，但因咳嗽时间前后有多年，所以偶尔还会习惯性咳嗽，但虽然

有咳嗽，却没发现他右头部发麻的现象了，而且体重也自然的下降到了139斤。这例是灵排的

第219例。

29、2011年7月30日，女儿代替母亲灵排“母亲胃炎、便秘十多年”，来自博罗。案主曾

经为母亲灵排过，“（190）2011年6月11日，第二例，（20110611B），妈妈心肌缺血，胃不

舒服（父朝鲜战争，朱雀和蛇）（博罗）”，灵排后，她母亲的心脏问题解决了。于是母亲认

为灵排很管用，说还有十年的便秘，希望女儿继续为她灵排便秘的事。本例灵排，要解决母亲

便秘的问题。灵排中呈现了案主的母亲把老鼠窝给端了，把小老鼠全打死了，现在老鼠报复上

门了，在四维空间里，老鼠就躲到案主妈妈的肠道内，这样老鼠就不会被案主的妈妈打死了。

原来那个便秘是老鼠在四维空间里钻进了案主的妈妈肠道引起的。老鼠的代表说，谁踩死老

鼠，谁的脚就长鸡眼，这样长了鸡眼，就让人走路走不快，这样就不会打到老鼠了。现场几个

人回忆了一下，长鸡眼同打死老鼠确实很有相关性。后来老鼠出来游行，要鼠权。最后案主和

案主妈妈的代表一起向老鼠道歉，但老鼠在肠道内不愿下来，后来重新给老鼠做好了家，老鼠

确认安全后，才从案主妈妈的身上下来了。这例呈现，案主妈妈十年的便秘与打死老鼠有关，

道歉后，老鼠从案主妈妈的肠道内下来了。这是灵排的第233例。

30、2011年8月13日，一位来自海口的女儿代替父亲灵排“父亲喉癌术后复发”。父亲喉

癌，两年前手术过，现在又复发了，准备次周再次手术。突然，海口张乃惠教授告诉案主的女

儿，去年张教授和家人来深圳灵排过三例，张教授自己40年的腰痛，灵排呈现是因为打死蟒蛇

引起，在灵排过程中腰痛就消失了。灵排妻子的下肢浮肿30年，灵排一周后，浮肿消失了。后

来灵排妻子颈椎僵硬数十年，灵排十天内就好了。听到这个消息，海口那边连忙联系我，希望

插队进来灵排，以阻止家人下周第二次为喉癌手术。灵排开始，出现了日本奥姆真理教。继续

灵排，呈现案主的父亲在林业局工作，经常去一些餐厅吃蛇，那些餐厅是非常隐蔽的，就是在

农村里的，看上去就是农户，也没有招牌，但知道的人会去吃蛇，还有野鸡吃。最后向蛇道

歉，并且说“生命是平等”的，蛇，听到“生命是平等的”后，马上从案主父亲的脖子上下来

了，钻进了凳子底下，游走了。这例呈现，案主父亲的喉癌，是因为吃蛇引起。这是灵排的

240例。

31、2011年8月14日，灵排处理一位在英国的子宫癌，患者本人在英国没有过来，由其在

中国的姐姐代替了来灵排，灵排呈现，子宫癌是由于患者本人堕胎的一个婴灵附体和被杀火鸡

灵附体引起，当姐代替妹妹向堕胎的婴灵和被杀的火鸡道歉后，附体的婴灵和火鸡离开了，安

息了。原来是妹妹在英国开餐厅，餐厅杀火鸡引起的火鸡灵附体。灵排十五天后到医院去检

查，癌细胞查不到了，妹妹不放心，再次到医院去检查，确实没有查到，医生让她不要再去医

院检查了。2012年1月再次检查，没有查到癌细胞。这例是灵排的第244例（那例曾经灵排过

“偏头痛20年”，于2010年11月20日灵排，当时她本人在英国，也是由在中国的姐姐代替了灵

排，灵排后第三天，偏头痛明显减轻，第八天，偏头痛完全消失。这例是灵排的第49例）。

32、2011年8月27日，案主来自宁波，女儿替代母亲来灵排“母亲痰多，后脑嗡嗡响，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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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很多死去的人”，曾经吃了很多药也治不好。灵排开始，有代表说挖出来很多蜈蚣、蛇。继

续灵排，奶奶的爸爸原来是一个盗墓者，挖了很多人的坟墓，挖墓时，把别人坟墓中的蛇、蜈

蚣等打死了，那些被打死的蛇，就在四维空间中钻进了母亲的喉咙里，所以母亲总感觉喉咙有

异样，并且痰多。继续灵排，原来外婆曾经去世了11个小孩，有些小孩又饿又冷，于是托梦给

母亲，难怪母亲梦见很多死去的人。本例灵排呈现了前辈错综复杂的问题，报应或者托梦到了

后辈身上了，通过灵排，和解了。 这是灵排的第252例。

33、2011年8月27日，灵排的案主也是来自宁波，由妻子代替丈夫灵排“事业没有起色，

挣不到钱”。灵排呈现，是案主一家吃太多的花甲了，包括其他海鲜，花甲把珍珠、玛瑙拉到

海里去了。然后出现前世，一个农妇打扮的，只靠着一身嫁妆，男扮女装，去骗别人的钱财，

就是我们常说的“放鸽子”，而且另外的前世还抢劫、制造冤案，今生就一点钱也挣不到。后

来又呈现了堕胎的小孩，也让他们挣不到钱。案主向花甲道歉，随着道歉，那些代表身上看到

的贝壳越来越少，逐渐消失了，当承诺以后不再吃海鲜，也教育别人不吃海鲜时，被贝壳夹住

的那些珍珠、玛瑙等就还了回来，一些钱陆陆续续回来了。那个被堕胎的小孩一直不屈不挠不

放过案主，案主反复道歉后，被堕胎者才态度好转了，最后不断道歉后和解。本例丈夫挣不到

钱是同吃海鲜杀生有关，另外也同前世骗了别人钱有关，另外与堕胎有关。金钱、事业同疾病

一样，也是一个因果报应。这例是灵排的第254例。

《灵排——破解因果和疾病》记载：

34、2011年9月10日，灵排“小舅摔跤、发烧半个月，疑似中风在医院抢救中”，案主来

自南通。案主说，8月25日小舅舅摔了一跤，然后发烧，住院，医生诊断为中风，但检查脑中

也未见明显的出血块，现在严重到在医院抢救中，又在不断做检查，查不出原因。患者自己感

觉说有鬼把他向阴间拉。灵排呈现了家庭的事务外，还呈现，患者喜欢捕鱼，现在鱼也来拖他

去阴间。案主说，其小舅舅确实喜欢捕鱼，即使走路，眼睛也是盯着河中的鱼。原来那位去世

的大女儿生前曾经一直向自己母亲要一件橘橙色的衣服，但一直没有得到，原来大女儿的前世

是锦鲤，颜色就是橘橙色的，这世一直向母亲要橘橙色的衣服，但一直没有实现愿望。患者的

前世也是喜欢捕鱼，把锦鲤的鱼鳞也扒走了。被剥了鱼鳞的一直说龙鳞被剥了，要追讨，但一

直没有讨到。现在那些鱼，就从患者头部伸进患者脑袋然后插到心脏内，挤压心脏，难怪患者

心脏也不好（患者的哥哥还安装了心脏起搏器）。患者去世的大姐一直在打患者头部。那个发

烧，是因为一直打头部引起的。案主说，她的几个舅舅、母亲、姨妈等总是无缘无故摔跤，母

亲曾经摔跤脑部还手术过，这次灵排才恍然大悟，是被前面去世的大姐踢、拖、打头部引起

的。灵排还呈现，池塘被污染了，鱼无法生存了，只剩下一些泥鳅，蛇也生活在池塘中。上门

报复的鱼把患者的一个肾也挤坏了，被挖走了。不断清理池塘的污染物后，鱼才稳定下来。灵

排后，家人按要求，去了庙里做超渡，小舅舅的病很快好了，不久就出院了。但学历最高、做

老师的大舅舅不信，也不屑一顾，没有去做超渡。当天大舅舅心脏病发作，到上海治疗去了。

这是灵排的第264例。

35、2011年9月11日，一对来自广州的夫妇，因为“结婚12年不怀孕”来灵排。灵排呈

现，在男案主小时候，其爷爷挑着粪桶，看到蛇，就一扁担一下把蛇打死了，并且后来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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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蛋，把蛇蛋也踩了。蛇被打死，爷爷走开后，男案主用棒棒把打死的蛇挑起来，在小朋友面

前炫耀自己胆大……那是案主五岁时发生的事情。爷爷打死了蛇，并踩了蛇蛋，孙子还挑着被

打死的蛇玩，让蛇断子绝孙，现在受到了报应，自己也无小孩生了。结婚12年了一直怀孕不

上。灵排知道原因后，夫妇俩向蛇道歉。蛇灵要求案主夫妇要做很多无向功德，回向给众生，

并且要自己的子孙后代永不杀生。事后回想，男案主的面相就像蛇，原来被蛇灵附体，结婚12

年妻子也无法怀孕。这是灵排的第269例。

36、2011年9月11日，这例是灵排“寻亲”，“找亲生爷爷”。案主说，父亲小时候是被

曾经卖小孩的挑着担子卖的，至今不知父亲的亲生父亲（爷爷）在哪儿，想通过灵排帮父亲找

到亲生父亲。灵排呈现，爷爷是在小船上捕鱼的，捕了很多很多鱼，还有很多有鱼籽的鱼。灵

排呈现，案主的亲生爷爷叫“渔鄉”，以小船捕鱼为生，这是承袭了多辈的祖业。后来改名

“渔湘”，1966年改名为“渔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的意思，并且1966年买了一条比较大

的水泥船，水泥船上有船舱，分成三个船舱，并且有三个盖子，那个船于1967年中间断裂，沉

没，爷爷丧生。灵排差不多要结束了，一位代表说不舒服，要打人，于是他把案主的亲生爷爷

的代表狠狠地打了一顿，打了好久才感觉舒服，被打者（亲生爷爷的代表）也是感觉被打才舒

服，后来那位打人者说是代表了那些被捕杀掉的鱼。最后亲生爷爷的代表向鱼道歉后，才达到

和谐。这例灵排的最后结果揭示，这是一例因果报应的案例，案主亲生父亲的祖辈，祖祖辈辈

一直以捕鱼为生，捕杀了很多鱼，最后案主的爷爷是一个哑巴，父亲又被鱼拖到水中，差点淹

死，幸亏养父救起。其亲生爷爷，最后水泥船沉没，葬身水中，与鱼为伴，还是没有逃脱被鱼

的报复。这例是270例。

37、2011年9月17日，一位女士灵排“脑子太乱，工作效率低，工作、生活一团糟”。案

主在纸上写了一大堆问题，包括自己家庭的关系、与客户的关系，工作的关系，总之，自己说

一团糟。继续灵排呈现案主的前世杀死了小狮子，现在被狮子灵魂附体，于是就如狮子一样，

控制不住，想咬就咬，想发火就发火。在家里，突然发火，破坏家庭关系，向客户突然发火，

客户跑了。而且，前世还偷了如意，把如意偷下凡了。最后，向狮子道歉，并且道歉不应该偷

如意，如意被收走了，意味着权利被收走。并且说“我如同一张白纸，从零开始”，说“如同

一张白纸，从零开始”后，现场很多代表头晕的感觉慢慢消失，不再脑中一片乱的感觉，案主

慢慢兽性消失了。同时让案主说，这个咬的兽性，很好地保护了自己的童年，现在长大了，现

在要以新的姿态面对生活。灵排结束，案主的面相变了，以前就是一个狮子的面相，很圆的

脸，灵排结束，感觉脸没有以前那么圆了，而且原来卷卷的头发，看上去太长了，不适合现在

的面相了。案主很高兴，请了所有人员吃晚饭。灵排两天后，案主反馈：灵排后这二天她本人

感觉到自己脾气没那么躁了，人变温柔了。这是灵排的第273例。

38、2011年9月24日，处理一例来自陕西的“肾萎缩、肾炎、肾性高血压、肾性贫血一

年”。灵排呈现，案主前世是捕杀海洋动物的，现在那些海洋动物上门来报复了，尤其是贝壳

类的上门了，在案主身上不太好夹，发现肾脏好夹，于是，就夹住了肾脏。螃蟹把肾脏上的进

出的血管也夹住了。另外去世的母亲和母亲曾经领养过不久去世的小孩一起踩在案主的肾脏部

位。当案主向那位去世的小孩（领养的哥哥）道歉后，并且与自己的亲生父母联接后，那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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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的小孩就从案主身上下来了。向被捕杀的海洋动物道歉，并且答应将来宣传保护海洋动物

时，那些夹他肾脏的贝类、蟹类，就从案主身上下来了。即刻，案主灰色的脸，有了血色了，

整个脸舒展开了。中午吃饭时，脸色红润了，案主同大家一起吃了一样的饭菜。以前按照医生

的要求，菜里是不能放盐的，中午案主就吃了普通带盐的菜了。因为海洋动物的含盐量高，是

咸的，由于案主前世捕杀了大量海洋动物，案主今生受到报应，连盐也不能吃了，通过灵排，

问题解决了。本例的主题是，人类要与海洋动物和谐共处。灵排后，案主肾脏逐渐扩大到正常

大小了。这是灵排的第277例。

39、2011年10月2日，一家素食馆的四名股东一起过来灵排处理“素食馆经营障碍多”。

灵排开始，发现素食馆里有虾、螃蟹、乌龟，有各式各样的动物。对虾在鼓泡泡。现场前方，

感觉越来越冷，是冰柜里的动物。有的在找出路，但找不到，是被关起来的动物。那些动物怕

听到刀的声音。原来这是海鲜馆，有很多被杀的动物灵在里面。还有章鱼，还有玳瑁。现场气

氛感觉很紧张。原来，在案主他们开的素食馆之前那个场所是开海鲜馆的，他们是从前任海鲜

馆的老板手上转让来的。原来海鲜馆还杀了狗，是别人家养的狗，走丢了，被海鲜馆抓了，也

杀了卖。灵排中，让现在的经营者向那些被杀的动物道歉，当向被杀的海鲜馆里动物灵道歉

后，那些动物才镇静了下来，一辨认，才知道了杀它们的不是现在素食馆的成员，于是那些动

物灵全放松了，不再袭击餐馆人员和顾客了，那些动物灵找那个前任海鲜馆老板去了。这些处

理完，看到的画面是，信佛的、信基督的、信天主教等的，三教九流全来了素食馆。看到一个

画面，有一架钢琴，自动发出和谐的钢琴曲。店堂里的横幅是“生命高于一切”。灵排结束

了，代表的前任海鲜馆老板还被以前杀生的动物压住，不让出来。有代表说，感觉那个海鲜馆

的老板将会得肺癌而死，是因为受到被杀动物的报复而得肺癌。这是灵排的第283例。

40、2011年10月15日，来自上海的母亲带着女儿来灵排“癫痫，思维不正常，情绪不正

常”。患者46岁，女，未婚，由其70岁的母亲带来灵排。灵排开始，出现两个代表各拿了一个

猪心，一个狗心。然后又出现蛇、鱼，灵排呈现，患者母亲的一位朋友，曾经告诉过患者的母

亲不要杀生，要吃素，但患者的母亲认为是太过严肃了，没有当一回事。灵排呈现，是患者母

亲的前世曾经杀了很多动物，现在这些动物报复上门了。灵排时，有代表说，人从自行车上掉

到河里了，头也摔伤了，患者母亲承认，患者在小时候曾经坐自行车时，连人带车掉到河里

了，头部也摔伤。一位鱼的代表说，患者掉到河里，是鱼干的，鱼在报复她。本例中，患者母

亲的父亲（患者的外公），很早去世了，但患者的母亲一直没有给供品，把牌位放庙里没有再

管，于是一直感觉饿。另外患者母亲的一位姐（患者的姨妈），也很早就去世了，于是那位去

世者，由外公带着，由于没有吃的，肚子饿，于是就抓挠患者的胸腹部来提醒这事，于是患者

的胸腹部被挠得只好手舞足蹈，那个就是癫痫发作时的动作。患者的妈妈说，发病时，就是那

个手舞足蹈的样子，一模一样，虽然案主及母亲没有提供任何线索，但灵排出的发病动作一模

一样。后来患者的母亲不断向被杀的动物道歉，道歉后，那些被杀的动物有些离开了，但被杀

的鱼的代表一直说脸上在流血，并且是被刀背曾经拍晕了，而且尾巴也被砍了，案主的母亲承

认喜欢吃鱼，一直是自己动手杀鱼，向鱼道歉后，并且把鱼血擦干净、把脸、尾巴也缝合后，

鱼的代表才舒服。当案主的母亲不断道歉后，鱼离开了，此时有一条大鱼也感觉自己错了，不

应该吃了很多蝌蚪，于是那条大鱼把很多的蝌蚪吐了出来，吐了很久才吐完。患者的母亲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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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父亲、姐姐道歉，不应该遗忘他们，不应该不给他们供品，答应给供品后，那个外公和姨

妈答应再也不折腾患者了。这例是患者的母亲前世杀生，今生把去世的父亲、姐姐忘了，于是

那些就来报复，就报应到了女儿身上，女儿除了癫痫外，精神也不太正常，让其道歉时，患者

无法配合，均由母亲和代表协助完成。灵排后，患者母亲写来信，说很受教育，说以后永不杀

生。这例是灵排的287例。

41、2011年10月16日，灵排处理一例来自江苏盐城的女士，“胸部紧张，心脏悬半空

中、有破碎的感觉，抑郁焦虑不安20年”，她自己留言说：“1985年高考，由于感到压力大，

考前的第一天晚上，感到胸部紧绷。后来考到本科分数上了大专学校，因此感到抑郁、焦虑、

失眠。后来医生诊断是：抑郁性神经症。20多年来，吃了多种抗抑郁的药，也做过心理咨询和

催眠等都没有很好的疗效。感到活得很累。我主要解决的问题是：胸部紧束和破碎感觉影响心

情和生活20多年。另外加个要解决的问题：我的心总是觉得悬在半空中。这7—8年一直靠服强

安定药来维持睡眠。”案主45岁，是案主高中时的一位同学介绍而来灵排，那位同学是精神科

医生，那位精神科医生曾经两次来深圳灵排过，参加过4天灵排。那位精神科医生是我大学同

学，而高中与那位患者是同学。灵排开始，看到夜里有很大的篝火，案主的前世在烤狼，狼被

吊在架子的链条上，四肢向上，肚子朝天，案主的前世在用火烤狼。周围有很多狼，虎视眈

眈，很多狼看着案主在烤狼，但由于狼怕火，不敢接近。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火被

大雨浇灭了，于是狼蜂涌而上，把案主的前世吃了，只剩白骨，被烧焦成半死的其他狼发出惨

鸣……现在案主受到了曾经被烤的狼的报复，不断捶打案主的胸部，几乎要把心脏打碎了，感

觉心脏打得悬在半空中。另外，有两个被堕胎的小孩也压在案主胸部。案主代表如五马分尸，

被五根绳子吊起来。当案主向狼忏悔后，狼不解恨，狼的代表也把案主用火烤，曾经案主绑

了狼烤，现在案主被狼绑了烤。当案主不断向狼道歉后，被狼绑住的案主代表的绳子被解开一

根。继续道歉，曾经被案主吃掉的鸟也出现了，案主吃鸟时，把眼睛也扔了，当案主道歉后，

并且还了鸟的眼睛后，又解开了绑案主代表的一根绳子。另外呈现了被案主前世杀掉的鱼，案

主继续道歉，又解开一根绳子。另外，被堕胎的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也呈现了。案主的脸相，

刚开始看上去是长的，如狼，随着不断道歉，脸越来越圆。灵排结束后，有代表说感觉到一头

牛，鼻子上被栓了绳子，案主说，她的鼻子也有问题，忘了说了。灵排完，案主说胸部紧张，

心脏悬半空中、有破碎的感觉就消失了，另外总是有一根绳子勒住的感觉也消失了。这是灵排

的第289例。

42、2011年10月22日，一位来自海口的女儿代替父亲继续灵排，本次灵排主题是“父亲

失眠、气喘两个月”，灵排出了案主的奶奶是日本侵华战争时的慰安妇，灵排呈现当案主父亲

听到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时，如丧家之犬，一直在说，“我们的政府到哪里去了？”其后就

猛吃蛇，想像着每吃掉一条蛇，就代表吃了100个日本人，那种悲伤，真实无法形容。吃蛇，

是为了发泄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愤怒，父亲在梦中多次喊奥姆真理教成员杀了日本人干得好，甚

至在梦中想把全部家产卖了资助奥姆真理教……这样的悲伤和愤怒，要不是灵排，谁也不会发

现。在灵排中，我代表了案主父亲，当听到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时，如丧家之犬，不断抓

狂，我控制不住抓自己的胸脯，我把自己的胸脯也抓烂了……可惜，案主父亲吃蛇太多，被蛇

灵报复，得了喉癌，手术后复发（见灵排第240例）。本例是灵排的第29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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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011年10月22日，处理一例来自湖南的“肩膀痛、腿痛、失眠一个多月”。灵排开

始，看到的景色如南沙群岛。有几个槟榔女在卖槟榔，一个小年轻，别人称他为“鲍鱼仔”，

他以卖鱼为生，其他全是卖槟榔的，只有他卖鱼，独家经营，刚开始他还看不上那些槟榔女，

后来渐渐，与那些槟榔女熟悉了，也有时还帮槟榔女看摊。后来有点不务正业，与好几个槟榔

女好上了，也不卖鱼了，最后自己没钱了，也没有人喜欢他了。后来，他重操旧业，做起了大

买卖，运来一船又一船的龙虾，卸货时，是装龙虾的筐子从船的跳板上滚下来的。那个鲍鱼仔

是案主的祖先，他贩卖了那么多龙虾，现在那些龙虾也翻跟头到了案主的床下，来抓案主的肩

膀、腿，引起了肩膀疼、腿痛，案主的床下也全是龙虾，还有曾经被拍死的鱼全部找上门来

了。感觉没有地方睡，只好找案主家。灵排中案主的前辈在案主耳边吹号，提醒她要祭祖。前

辈杀生太多，但很疼爱后辈，最后前辈自己承认错误，强调杀生与后辈无关。道歉后，那些龙

虾、鱼离开了案主。灵排提醒案主要尊敬祖辈，祖辈虽然做错了很多事，但始终是祖辈，因为

好久没有祭祖了，要案主把祖先的牌位擦干净，好好摆好，其中有座坟墓在椰树里，与大海平

行。灵排完，夫妻关系也好了。这例灵排提示案主，至少要祭祖四辈。这是灵排的293例。

44、2011年10月23日，灵排处理一例“母亲心烦、睡不着，头晕，头痛三年”，案主来

自海口。灵排开始，呈现案主家里曾经挂过弥勒佛匾，弥勒佛说多子多福。但匾上的三个仙桃

被案主的妈妈、弟弟各拿走了一个，另外一个仙桃，在后来建房子的时候，搞丢了，于是那个

弥勒佛越来越饿，三十年没有吃过东西，由原来大腹便便的，变成了如芭蕾舞演员般纤细苗条

了。后来出现了小蛇，小蛇一起缠住了案主母亲。原来是蛇胆被案主妈妈吃了，一直来要索回

胆。案主妈妈的头晕，原来是蛇在前面晃引起的。小九妹代表的案主妈妈，把蛇胆还回去后，

蛇就走了。另外，把三个仙桃还回去了，弥勒佛又恢复成大腹便便了。这是灵排的第296例。

45、2011年11月5日，灵排处理“房颤、房扑、早搏、停博，心律失常一年三个月”。案

主曾经在大学工作，也搞过气功治病等。自去年八月份开始出现心脏心律失常，房颤、房扑、

早搏、停博，医生决定要案主安装心脏起搏器。案主最近来看过多次灵排，也介绍了上海的大

学教授来灵排“（295）2011年10月23日，儿子自二十岁起读不进书，人不舒服，吃了十年抗

精神病药（父亲搞生命科学研究违反伦理，坟墓坏）（上海）”，看到了灵排的神奇，决定本

次灵排解决自己的心脏问题。灵排开始，出现一个画面：是中药铺，一个长长高高的柜台，上

面有一个大玻璃罐，上面贴着一个“福”字，是药酒，里面浸泡了很多动物尸骨。呈现有被挂

在墙上，没有翅膀，被竹签穿过心脏、喉咙，确认是代表蛤蚧。另外还有代表青蛙、龟壳、海

马等，现在那些药酒中的动物灵全部来打案主的心脏部位，有几位代表整个人站在案主心脏部

位。另外呈现，案主有生父母、养父母、奶妈，相当于有三位母亲。案主的亲生母亲一直想找

到自己的儿子，但就是有重重阻隔，见不到自己的儿子，案主从小就被亲生父母送走，事后一

直没有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案主自从知道是领养的以后，一直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但一

直没有找到。灵排呈现，案主的亲生母亲前世杀了不少动物，让动物母子分离，这辈子自己儿

子（案主）就被外人领养了，自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了。案主的亲生母亲生前一直苦苦寻

找儿子，生前一直没有找到，死后灵体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就附在案主心脏部位。另外，母亲

看到儿子到处帮别人，把别人的责任（因果）背到自己身上，案主身上的很多问题是来自其他

人的。案主承认，他送过药酒给别人。现在中药中的动物灵来打案主的心脏，心脏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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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灵排的第304例。

 

46、2011年11月5日，灵排处理“月经流血不止，输血十次”。案主来自广东顺德。2009

年1月16日开始月经不停，输血过十次，最近仍流血不止。灵排开始，出现了血流成河，有厮

杀的场面，后来看到鹿被射杀，放血，灵排现场出现很浓的麝香等气味，案主承认，吃了很多

中药，安宫、补血一类的，里面含有动物鹿等的成分，但吃了以后，未见疾病好转。呈现有代

表了案主的前辈的，一直在哭，后来投胎过来，被堕胎了，于是被堕胎的婴灵一直在案主小腹

部跳跃，踩案主腹部。另外婴灵也坐在案主的下腹部，用屁股捻案主的腹部，双手搅案主腹

部。案主说，小腹部有囊肿。案主还有失眠，是因为婴灵在哭。另外灵排看到鹿去河边喝水

时，又被人射杀。现场看到有人取活熊的熊胆，还有蛇胆、牛胆。那些动物代表一直说，“吃

进去的要全部吐出来”。并且说“安什么宫？补什么血？都是乱扯。”看到的画面是动物在抓

案主的子宫内膜。现场还看到这样的画面，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招牌，楼前面有很多的

动物灵在抗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的头上很多人被盘了蛇，但他们只睁一眼、闭一

眼，没有认真对待，于是领导失眠很严重。灵排呈现，鉴于很多动物作为药材已经写到了《药

典》上面，现在也不知如何处置才好。和解阶段，案主向堕胎的小孩道歉，向被杀的动物道

歉，并且承诺不再服用含有动物药材的中药。“书载时珍尝百草，未见时珍猎百兽”。这一

例，月经流血不止近三年，与堕胎及服用含有动物药材的中药有关，现在案主受到了婴灵和动

物灵的报复。这是灵排的第305例。

47、2011年11月13日，灵排“女儿晕车”。女儿喜欢旅游，但坐了汽车时间稍长就晕

车，今天灵排就想解决这个问题。案主是我，女儿不在现场。灵排开始，众人皆头晕，像在坐

车，在山里颠簸。有代表说看到松鼠在跳。我说女儿去云南玩时，是看到很多松鼠。有一个蜗

牛在地上爬，绕着我女儿转，不停抖动，我女儿很小时就喜欢抓蜗牛玩，画的第一幅画很像蜗

牛壳，一圈一圈，发散出去的圈。蜗牛说我女儿经常不懂怎么喂养她，喂的均是她不吃的食

物，饿得她口水都快出来了！说女儿抓了很多蜗牛，都是她的三姑六婆。现在都在找我女儿索

命，索三姑六婆的命，并不停地晃她，摇她脑袋，说我女儿很喜欢去水边捞她们（蜗牛或者海

螺）。松鼠说是我女儿进树林，惊扰到她们了，一家三口受惊吓，走失散了，现在不停来摇晃

汽车。突然蜗牛迅速爬向我，然后抓住我的的右手食指，说“女债父还。”（我的右手食指上

真有一块皮肤病毛躁，就是蜗牛的代表在我大拇指按下的地方）。蜗牛不停钳我食指，不停叫

“女债父还。”我平时就觉得食指那边又痛又痒。一代表跑到白板那边画鸟（女儿就是喜欢画

鸟），松鼠代表看见红色鸟很生气，说红色太张扬了，松鼠不断摇晃汽车。蜗牛突然跑去打了

爷爷代表一耳光，说要打到僵硬。父亲是发生过面瘫。蜗牛代表要求我向她道歉，并保证让女

儿绝对不许抓蜗牛，并且去给蜗牛们撒放一次食物，撒蜗牛爱吃的食物！并且为了让案主牢

记，还使劲咬了我食指两次，咬出的形状像螺印。松鼠还来我背上跳来跳去。我说，背上那个

地方是有痛。松鼠一直生气前世招惹过松鼠和画红色的鸟的事情，因为红色太张扬！要求案主

给松鼠们食物。一定不要张扬。蜗牛感觉到案主爸爸（爷爷）也有责任，打了案主爸爸的脸，

我们是蜗牛，但也是生命……一会跑去摇女儿的代表，摇摇头、晃晃她的脑。灵排和解，蜗牛

要求案主去给她们喂一次食物，是蜗牛吃的食品，害怕案主忘记，咬了案主二次，案主说一定

会记住，蜗牛最后才爬走。事后，我们专门给蜗牛喂食，也去惠州海边女儿经常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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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抓过海螺的地方喂食，喂食的是紫菜。在喂食前，我们在海边走，没有闻到什么特殊的气

味。后来我们喂食紫菜时，我闻到一阵很腥的海生动物的气味从海里冲鼻而来，并感到一阵头

晕，应该是海生动物过来了。向海生动物深深道歉。这是灵排的第315例。

48、2011年11月20日，母亲替代儿子灵排处理“二十六岁儿子心动过速，预激综合症，

胆小、焦虑”，案主来自无锡。“预激综合症”，如果看“百度百科”的话，一切不知所云，

只是一句是明确的，心脏突然每分钟跳200多下、300多下，往往到医院检查时，心跳又正常

了。医生查不到异常。灵排开始，响起《歌唱祖国》的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

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

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英雄

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然后出现了豹子在狂奔、跳得很高，不

久，豹子又开始狂奔，跳得很高，那个跳得很高，原来是电视《动物世界》里的开头序幕，那

个片头是合成的，豹子本来没有能力跳得那么高，累得心脏怦怦乱跳，不断跳，停下时，如同

1000米长跑完，心脏狂跳，如同要死的感觉，原来案主儿子预激综合征、心动过速的感觉，就

是那个豹子跑出来的，而那个镜头是技术合成的。案主说，儿子是喜欢看电视《动物世界》。

那个豹子跳着跳着，就跑到了案主儿子代表的心脏部位。那个病全是看电视搞的。儿子代表要

死的感觉，就是儿子有时候就是那样的。另外呈现，一个鸡，被人丢到了狼窝里，被狼吃掉

了，被吃掉那时的恐惧，充满全身，那个感受也到了案主儿子身上。场面中那五个代表一直堆

在一起的，是动物园里被杀死的动物。有鱼、有狼、有豹子，要求案主向她们道歉，并缝合好

被刀割的伤口。另外呈现去世的爷爷替案主照顾堕胎的小孩。本例呈现的那个《歌唱祖国》是

电视新闻联播的开头序幕，而那个豹子，是《动物世界》节目的序幕。案主儿子心动过速、预

激综合症是看电视《动物世界》那些不真实的、合成的镜头引起的。这是灵排的第319例。

49、2011年11月27日，灵排处理我“母亲心脏病”，灵排呈现，是我母亲前世杀孔雀，

并拔了孔雀毛，今生孔雀找上门，打我母亲的胸部。另外是我去世的姨婆，去世时，没人帮她

把头发、衣服整理好，在找我母亲帮整理好。灵排前，母亲散步步行0.5公里路，已经气喘吁

吁，心脏无法承受了。灵排后，散步一口气步行3公里以上，也没有发生心脏不舒服的感觉，

而且平时心脏部位也不闷了。这是灵排的第326例。

50、2011年12月3日，灵排处理一位来自江苏盐城的“过敏性鼻炎20多年”。灵排中发

现，案主家养了一个大公鸡，一只脚被绳子拴住了，饥饿难忍，鸡灵在四维空间中进到了案主

的鼻子里，鸡爪在鼻内蹬，使案主流鼻血。另外，家里养的狗失踪了，狗灵也在鼻子中。另外

还有青蛙，是案主小时候捉的，连同蝌蚪一起到了案主鼻子中。当案主道歉，并且承认了“这

个世界万物是有灵的，生命是平等的”后，那些动物灵才离开了案主的鼻子里，一直呱呱叫的

青蛙才停止了叫。这是灵排的第330例

从以上案例可以知，从四维空间看世界，“生命是平等的”，动物也是有灵魂的，也是

有思想的，同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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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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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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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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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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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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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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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乃惠，英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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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腰痛四十年（打死蟒蛇）（海口）

2010年8月29日，第三例，（20100829C），腰痛四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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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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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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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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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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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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50个案例原始记录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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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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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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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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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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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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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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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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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父亲胸闷、偏头痛、失眠、胃痛、腰痛34年（杀鱼）（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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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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了两次！ 丽丽 2010-12-6 15:52:43

5、（54）婴儿腭裂、脖子软（前世杀狗）（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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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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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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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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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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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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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母亲被蛇咬后37年毒性反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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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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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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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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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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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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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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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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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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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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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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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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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先天性左眼近视、弱视（猎人打鸟）

第377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24 0:05:41 

2011年1月23日，第二例，（20110123B），先天性左眼近视、弱视。一位女生，说先天

性左眼近视、弱视，约30岁。一开始，一位代表把另外一位代表的腿砍了，还说了一句“对不

起，我是不想杀的”，后来出现了刨土，然后出现了一个人荡秋千。一个人肚子挺着，感觉肚

子里有宝宝。然后出现了一个猴，靠着树睡觉。然后出现了猫头鹰在啄树，说一个眼睛开，一

个眼睛闭。说很刺眼，罩上了布。树上啄了一个洞，森林中，树倒下了。突然场地上唱起了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说要把大家全唱醒，突然出现一个猎人，眯

着眼睛，向猫头鹰开枪，猫头鹰左脸中枪。后来那个猎人灵魂转世，变成了秃鹰。又出现了一

个猎人，向秃鹰瞄准，向秃鹰开枪。后来那个猎人被6、7个代表用布绑了起来，头也被盖了起

来，然后说再也不要打猎了。后来猎人灵魂转世，也变成了鹰。后来又有一个猎人向鹰瞄准，

开枪，猎人灵魂转世下一世变成了鹰。然后又被猎人开枪……这样不断又重复了三次灵魂转

世，猎人变成鸟，命运总是这样轮回下去。突然又出现了一个猎人，打了鸟，还搅拌了，煮了

鸟，并说自己的文化不高，边喝酒边说，“早死早投胎”。三个鸟看着猎人就这样吃着，而这

三个鸟也全是猎人转世而来的。可是那个猎人吃的时候把鸟的眼珠子扔了，说眼珠子不好吃，

就扔了，突然感觉打了响雷，下了大暴雨。投胎回来的鸟就没有了眼睛……场地上三个鸟追着

那个猎人讨要眼睛，那个猎人就一直狡辩，“早死早投胎”。当让案主站起来对着猎人说，我

生下来就眼睛看不见了，案主哭了，此前，案主看着鸟追猎人要眼睛感觉很好笑有趣，现在哭

得很伤心，猎人连忙跪下道歉。然后，场地上挨个挨个开枪的向鸟道歉，发现，后一世是鸟

的，前一世是猎人，因果报应触目惊心。当说到“生命是平等的”的时候，才和谐了，鸟和猎

人拥抱在了一起，和解了。这例的案主前世是猎人。 

回复：当第一次有代表说出自己是猎人的同时，我感到脸上嘴巴附近突然有一圈冰凉，

好像冰凉的那部分已经不见了，空空的。后来还小睡了一会，更觉出自己身上多处中枪伤。大

概是被流弹喷到，尸首不全的感觉。因为出现了好几个猎人，我似乎和案主疾病关系不大。瑜

伽猫yogacat 2011-1-24 9:11:30 

回复：那最后三个被煮了吃掉的鸟，全是一个一个由猎人灵魂转世而来变成鸟的。忠正 

2011-1-24 9:22:47 

回复：事后问案主是否喜欢吃鸟，案主回答说喜欢吃鸡。建议案主鸡等鸟类就不能再吃

了。忠正 2011-1-24 9: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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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5岁女儿夹腿（杀鸡）

第386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2-20 23:36:07 

2011年2月20日，第四例（20110220D），5岁女儿夹腿。这是看海的女儿，发现女儿夹腿

很久了，曾经问过医生，医生似乎说同性早熟有关，这样的话就很恐怖，也羞于谈此。甚至有

人联想，“有其女，必有其母”，如果那样的话，把母亲的形象也连累了，太恐怖了，把看海

搞得很焦虑，网上也查了不少，说法不一。本来这半年已经好转了，回了一次老家，又开始夹

腿了，就赶紧要灵排了。本次这2天灵排共8例，5例是客人，3例是学员，学员就抽签，看海女

儿是最后一例。排列开始，出现了老母鸡，有人跳芭蕾舞，有人哼小天鹅的旋律，一哼就有人

跳舞，看海说，现场跳舞的动作像极了她女儿。有一人，突然夹腿，那位男士说如果不夹腿的

话，就腿痛，就只好夹腿，夹腿了就可以不痛。灵排中出现狗叫、鸡叫，有斗鸡，后来出现鸡

被杀了很多，割了脖子，满地鸡毛，如同一个垃圾场，现场一位代表肚子不断鼓起，当明确夹

腿与杀鸡有关后，那位代表肚子就不鼓了。原来夹腿的动作是来自鸡被杀，鸡被杀时，腿被绑

起来，就腿夹着了。看海自己说女儿这半年没有夹腿了，回了一次老家就夹腿了。问她是否平

时吃鸡，她说很少，估计这次回老家，就吃鸡了，吃了鸡就又夹腿了。从四维空间传递来信

息，提醒不要杀鸡。后来在道歉、忏悔中和谐了，现场没有人不舒服了。 

回复：我女儿3岁多时开始发现有夹腿。起初我以为是爷爷奶奶带孩子给孩子穿的小内裤

太紧了或者小屁股没有洗干净造成的，可是觉得也不可能，我父母都是很注意这些的。4岁多

的时候次数多了，搞得我们全家都很紧张，我更是如此。上网查发现还是一种儿童常见多发现

象，可能是缺乏母爱造成的。我就反省自己，在多方面注意，感觉身心疲惫。去年下半年，就

我一个人带孩子，真是时时警惕，不敢让早上床，直到看到她玩累了哈欠连天才让她上床睡

觉，怕她夹腿。这样提心吊胆地注意着，半年多没看到夹腿了，想着可能是我的身心灵不断改

善，对她的影响消除了，所以好了。没想到元旦我们回了一趟老家，在老家我就看到她又夹腿

了。我又乱想是不是北方天气寒冷，没有及时洗澡造成的，又开始烦躁不堪。回到深圳也还偶

尔有，我们看排列多了，商量一定要做排列消除这个隐患。这次作排列原来是和杀鸡有关系。

先生说小时候在农村家里养了很多鸡，来客人就杀鸡招待客人，看到场面立马说就是这么回

事。场面中一个人夹着腿站着，我女儿夹腿就这个样子。我们在老师的引导下给每只鸡道歉，

给它们说：“对不起，是我杀了你们。对不起，生命是平等的，我以后会保护你们，现在你们

安全了，可以放下腿自由地走路了。”起先鸡都很不舒服，一个代表的肚子鼓得高高的，像怀

孕快要生了。我们道歉了，她的肚子就不鼓了。我先生说他小时候在农村的时候可能杀过十几

只鸡。我回来路上记起我小的时候，也见过父亲杀鸡。后来还一次在家里做梦梦到两只鸡在我

头顶上。排列中有代表说是杀了一只鸡精。先生说他们家当时有一只公鸡很厉害，老是半夜一

点多叫，搞得全村的鸡都跟着叫，就后来叫人把这只鸡杀了；我母亲回忆说当时父亲从老家农

村带来几只鸡，一只公鸡特别厉害，要杀的时候满屋子飞，好不容易才抓住，不知道哪只是鸡

精。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想虽然是排我女儿的小毛病，但我的病应该也和这个杀鸡有多

多少少的关系。多多忏悔吧。排列中有一只鸡本来脚痛让我们过去抚摸，我们向她道歉，当她

听到我们说会保护她时，痛苦的脸立即笑逐颜开，还笑出声来，过来抱住了我们，说她很开心

很高兴。阿弥陀佛，业力啊。我们家怕禽流感，近来鸡吃得很少，元旦回老家也没吃鸡，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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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奶奶现在念经都是吃素，我们回去也跟着吃的素。想着幸亏如此，不然可能就不是个小毛病

了。看海 2011-2-21 13:55:35 

回复：场上有人开始玩起斗鸡的游戏，就是搬起自己的一只脚，另一只脚独立，大家互

相撞来撞去，看谁先被撞倒。先生看到这里就识别出是自己小时候在老家经常玩的游戏。他说

杀鸡是他家的事情，我跟着他对每一只鸡道歉。可我也依稀记得自己小时候也看到过父亲杀

鸡。回家我打了电话问，母亲说起八十年代，买鸡都是活鸡，都是买回来自己杀，自己拔毛洗

干净，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市场上才渐渐有冻鸡或者买了之后别人处理好买主才拎回去。农村

老家人来看我们或者父亲回老家带来的鸡都是父亲自己杀的。问完我也知道了不可能是先生他

们一家的事情，我们两家都有杀鸡。这两天个案做完脑海里还老看到鸡在晃，我不停地给它们

说对不起，更确定自己的病也和杀鸡有关。手的僵硬如同鸡爪，这正是杀鸡的报应。小的时候

犯病没什么规律，一年犯几次，突然就手腕肿起来了，我想可能是和家里杀了鸡有关系。人是

一个信息综合体，给女儿做的个案也和我自己有关系。我感谢忠正老师不知如何能带出如此强

大的疗愈场；感谢佛菩萨点化我这个无知的人一路开悟。谢谢每一个帮助我的人。看海 2011-

2-22 12:31:58 

回复：我代表看海家的长辈，也跟大部分农村家庭一样，养有几十只鸡，有公鸡母鸡。

一般是有客人来或过一些节日生日之类会杀鸡招待客人和改善生活。其中有一只鸡很活泼，灵

性十足，但与其他鸡斗鸡过程斗败了，被杀掉并做成食物端上饭桌，当时杀了这鸡后，我感觉

是一刀把鸡头砍下来的，而我的杀鸡的右手臂就开始酸痛。我做那么多场代表，还是第一次有

痛苦的感觉，以前都是被按摩，或做案主的长辈，基本上没有痛苦的感受的。本杰明 2011-2-

22 13:32:36 

回复：对了，看海，要留意家里是不是杀过一只斗败的鸡，而这只鸡平时很讨人喜欢

的。当然平常杀鸡都会有问题，但这个案好像跟这只鸡关系更大一些。如果真的回想不起来，

就一家人默念有这么只鸡，特别给予纪念。本杰明 2011-2-22 13:38:09 

回复：先生说的斗鸡不是真的鸡，是孩子们把自己当成鸡相互之间身体碰撞的游戏，就

像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并不是真正的老鹰和小鸡。鸡的世界里是否它们自己在斗，就不清楚

了。我们老家那里不玩斗真鸡。看海 2011-2-22 15:57:30

10、（94）颈椎囊肿十年（蚂蚁窝）（辽宁）

第394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3-6 21:23:01 

2011年3月6日，第一例，（20110306A），颈椎囊肿十年（辽宁）。灵排开始，有一条街

上出现3个讨饭的，爷爷奶奶带着孙子讨饭（全是案主的前辈）。总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的人嘲

笑这三个讨饭的人，感觉讨饭的就是低贱的人。这三个讨饭的笑那个皮笑肉不笑的人是傻子。

期间，镇上一个有钱人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那个讨饭的孙子从原来的讨，变成了偷钱，把

那个骑马的有钱人不断偷，骑马人总是没有发现。后来那个皮笑肉不笑的人告诉了骑马人那个

孙子偷钱，骑马人因太有钱了，马身上挂着钱袋子，没有发现钱少，那个孙子说那个皮笑肉不

笑的人想邀功而瞎说的。后来那个孙子偷钱后，塞一些钱到那个皮笑肉不笑的人那边栽赃。后

来那个骑马的，为国家招兵，马身上挂着军刀，那位讨饭的奶奶要孙子也去当兵，成功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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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那个孙子偷了很多钱，利用这些钱，做了投资，赚了很多钱，感觉头也昂得高了。那个皮笑

肉不笑的人开了钱庄，一直盯着这个孙子要为这个有钱人服务。后来那个骑马的年龄大了，病

了，失去了健康。期间，有一个蚂蚁的蚁皇后，产了很多卵。但被讨饭的踩了蚂蚁窝，于是蚁

皇后干脆把蚂蚁窝建到案主的颈椎上了，于是在那边形成了一个囊肿，这样蚂蚁窝就不会被踩

了。这前辈的事就报应到了案主身上，长在颈椎的地方。案主向蚁皇后道歉。案主也向那个曾

经骑高头大马的道歉，并且表达了他们现在有稳定生活，是因为自己的前辈偷了他的钱，由于

他的帮助，才会有这样她的今天，并且祝愿他身体好，并表达他曾经为国家做了贡献的。也向

她的前辈表达不鄙视她们曾经偷钱，尊重他们。前辈人总感觉案主有一直看不起他们的感觉，

最后，我让案主把严肃的外套脱去，前辈感觉她不再那么看不起这些前辈了，终于和谐了。 

回复：这例在现场许多的详细信息我不怎么记得了，只记得我刚开始脖子一直往后仰，

后来代表是蚂蚁皇后，黑色的，我是被陷落一个什么地方，我的子民产了很多卵在我的四周，

我双手垫着头很舒服地躺着，很享受这种感觉，然后我自己也产卵，产下了一颗大的，几颗

小的，当老师问我产在哪里，我害怕我的卵受到伤害，我记得我回了句“我知道，我不告诉

你”，后面我自己做了什么，不记得了……格格 2011-3-6 22:57:42 

回复：这例看似简单，却把佛学的因果和业力学说演绎得淋漓尽致。我开头是那个对着

因生存所迫出门讨饭的祖母孙儿三个皮笑肉不笑的人，同时也是这祖孙三人的内心纠结的人格

化。因为生活所迫，放弃人格尊严，去沿街乞讨，以换取生存，中间还有人们的嘲笑。当这家

人向镇上一个富户乞讨时，这个经常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的人竟然一点也不肯施舍，导致这

家人的一个比较调皮的孙子做小偷，经常偷这个富户的钱。而我这个皮笑肉不笑的人也开了一

家钱庄，经常讨好富有的人。当这家人的孙子有了点钱后，生活在继续，这时富人招兵买马，

而偷钱人的祖母鼓励孙子去当兵，借以改变家庭命运。当这家乞讨的穷人的孙子有出息后，我

这个当初对他们皮笑肉不笑的人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进而对他们讨好有加，好让我的钱庄

为有钱人家服务。场景中间这家人的祖辈墓里，有蚂蚁在做窝并有蚁后在产卵，中间这家人的

其中一个先人的人投胎成了蚁后，被这家人调皮捣蛋的孙子脚踩中，把一大窝蚂蚁卵踩死了。

这个蚁后干脆在四维空间将卵囊产在现在案主的后背上，这样他们就没法踩上了。后来这镇上

骑高头大马的富有人家，因为生病和没有儿女，变成贫穷和孤老头一个，而这个孤老头也看不

起以前是讨饭的后来发财了的有钱人家，也经常鄙视他们。在和解处理阶段，通过爱的表达，

双方和解，达成在一条街上相亲相爱的亲人。呵呵，真是一个展示因果轮回的最具日常生活的

案例。本杰明 2011-3-6 23:35:25 

回复：老师辛苦了！感谢所有的排友！排列后感悟很多，祖先经历那么苦难顽强地将生

命传承下来，我们每个人身后有无数代的父母，在支撑着我们生命的存在，无限的感恩！今

天去看奶奶，以前做得太少了，回去跟父母及女儿讲了一些心中的感悟！（案主） 2011-3-7 

19:50:38 

回复：首先说明，在该案主前一天为她女儿的排列中，我代表她曾堕胎的一个亡灵。上

场前，我和智光彼此挑衅，我要和智光到教室外单挑，我还说今天场内肯定咱俩要大干。后来

他们都感觉我不对，和往常不太一样，对我小题大做的挑衅行为表示鄙视。哈哈，没有什么是

偶然的，下面的排列就与这个有关。刚一上场，我打了个寒战，看海让我给她把帽子戴上，我

给她戴好之后，她说她自己像个要饭的，这句话过后，顿时我的脖子拱了起来，弯下腰，右手

仿佛拿着拐杖，像个要饭的似的全身紧缩踉跄地走着，小九妹代表我的老婆子，在左边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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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海是我的孙子，我们三个乞丐。后来我们都靠着墙根儿坐着，我依然是拱着脖子，而且

我不能看案主，一看她我就抖，胃就揪，感觉案主根本不关注我，很冷，不把我放在心里。

后来知道我代表她的祖先。有一个人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们，他还让我正视他，我说，你那么

高，高高在上的，我怎么看你？一副瞧不起我们的样子。看海去向别人讨饭，惨兮兮地求别

人。我听着来气，说：“干嘛摇尾乞怜的，要有尊严！”后来出现一个有钱人骑着马转圈（智

光代表），脸上洋溢着得意的傻笑，我们觉得他简直太傻了！后来看海就决定去偷、去抢，我

反而还觉得好，鼓励她那么做，倒不是想富起来，而是觉得那些富人瞧不起我们要饭的，他们

那个傻样，就要偷他们的！让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强大！后来那个富商招兵，看海跟着当兵去

了，但她不是当兵似的模样跟在后面，而是小偷一样鬼鬼祟祟地跟在后面。因为她跟过去的

目的还是偷。看海偷的越强大我越高兴，而且，我的脖子不拱了，舒展了，看案主也不颤了，

我感觉我们终于扬眉吐气了。后来我们也成为有钱人家，然后，我的姿势从原来的拱脖弯腰，

变成昂首挺胸，而且脖子朝左歪着，头仰着看着天花板，高兴地不停转圈啊，还和那个富商

说：“感谢你的投知（当时就想说‘知’这个音，好像赵本山一样）。没有风险。” 后来看

到那个富商不断点头，身体还大幅度前仰后撅，很难过的样子，我突然闪现出：我以后会不会

这样？随着那位富商的痛苦，我感到我的身子又回到了原样，拱着脖、驮着背，那位富商倒下

了，我踉跄地走到他身边，用颤抖的手摸着他的肩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位富商哀怨地

看了我一眼，就去了。后来我也跟他去了，去给他还债，我的老婆子也跟着我去了。场上还出

现一只不断在产白卵的大黑蚂蚁皇后，当认定她是蚂蚁皇后，我突然感觉它是被我的右脚丫子

给一脚踩死了，看海也觉得踩了它，是我们俩一起踩的。而且我还感觉我们在讨饭之余无聊时

曾玩儿过蚂蚁以打发时光。后来蚂蚁的代表说她感觉在搬家。原来我们玩儿的那群蚂蚁正在搬

家，我们把人家都给扰乱了，而且不经意地还杀了蚂蚁。当时，我想到，很多自以为自己很高

的人经常会说，看别人跟看蚂蚁似的，殊不知，生命是平等的。蚂蚁也有自己的生活，也应该

得到尊重。后来蚂蚁的代表两个手在地上不断地上下抓挠，我感觉她是在表达愤怒，她在挠的

时候案主的两个脚背很痒，我的脚底、看海的脚底和另一个代表的脚底也痒。后来看海说她也

投生成蚂蚁了。那个蚂蚁皇后听说看海投生蚂蚁很是高兴，手指不抓地了，改为指尖晃动，我

感觉那是在开心地舞蹈。后来蚁后也说就是这个感觉，感觉她在舞蹈。而且还感觉看海和她很

亲很亲，像是蚁王子。我和我老婆子陪着那个富商，感觉他埋怨什么我都不生气，我给他当牛

做马我心甘情愿，我感觉我投生成了骆驼，要运货、还债。（想想脖子颈椎能不累吗？）。看

海看着那个富商，感觉也应该道歉，就对他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偷你”。没想到，蚁后不

让他说，因为他是蚁王子，要有尊严，而且蚁后说：“我感觉我很鄙视他们。”哈哈哈！可不

要小瞧蚂蚁王国，人家很有系统的呢。后来，我感觉我们是案主的祖先，但案主压根没把我们

放在心里，我们需要她把我们放在应该在的位置上，虽然我们曾经要过饭，但是他们不能看不

起我们，没有我们也就没有他们。众人也觉得祖先舍下尊严、饥寒交迫地创下了家业，后人只

管去享用，但是却看不上祖先，还以此为耻。无论如何，祖先就是祖先，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怀念。然后我，还有几乎从始至终地搀着我左胳膊的我老婆子坐在了椅子上。我招呼看海也

过来，她代表我的孙子，她说她不想过来，她就想那么吊儿郎当的，我说不管你什么样子，你

也得过来，后来她过来，也不好好坐着，就往我脚底下一躺。我说你得给后人做个榜样，躺着

算什么啊，我说都是我的错，没把你教育好，我给你磕头行吗，你起来吧。她说不是我的事，

还是不起来。后来那个皮笑肉不笑的人给我们道歉，说不该看不起我们后，看海便坐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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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感到我终于被放到了应有的位置后，眼泪终于涌了出来。看海看到那个富商，又联想起富

商曾经显阔的傻模样，还觉得瞧不起他。我教育看海说，不要一得到尊重，就又得意得看不上

别人，无论别人怎么对待咱们，咱们都要尊重别人。那个富商说，他并没有想那么多，没有什

么显阔的想法什么的，结果我们把他害得那么惨，最后家破人亡的。我就给他学了一下他曾经

得意的样子。他好像也感觉到好笑。他说他一心想着保家卫国打仗，根本没想别的。听到这话

我就说，你口口声声说保家卫国，但打到最后怎么我们那么苦，你们是吃好喝好了，可从来都

没看看我们这些下层人是如何地饥寒交迫，你从来没有真正地体会一下我们这些受苦的人！就

顾着自己打啊打，还挺美的！（后来在场下，富商的代表说，那几句话对他触动很大）。但后

来想想他毕竟也付出了很多，我真是不愿看到他有任何的不开心，我就让案主跟他说：感谢

你曾经为国家做出了那么多，你很伟大，你很了不起！后来富商说他感到很孤独，然后我们家

族三个人都过去陪他，我说，从此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然后轻唱着《相亲相爱的一家

人》。富商也欣慰地点点头。这时案主也在老师的带领下对富商表达感谢的话语，感谢他曾经

帮助了家族。并表示会一直记着他，会常去看他。这时富商对案主说，你不应该对你的祖先不

重视等等的话语，案主也点头，但众人都觉得她的心不够诚，还是没有把祖先真正放在心里，

老师就说：“我跟你说两件事，你就明白了。（第一个事有关一个国王的，具体记不清楚，大

意可能是那个国王就算被推翻了也要受到应有的尊重，他的位置不变，如果我理解得不对请更

正。）第二个事就是对蒋介石虽然有很多不好的评价、议论，但我们后人还是应该尊重他。

（结果后面紧接着的一例就和蒋介石有关。呵，没有什么是偶然的！）。后来，场内还有人感

觉不舒服。老师让案主脱掉外面乳白色的外套，露出淡粉色的衣服后，场内和谐了，感觉案主

的面色也柔和了许多。老师说她原先都把自己包裹起来了。案主表示以前确实没有好好想过这

些，这次回去后要把这些告诉她的家人、她的女儿，听到这些我们感到很欣慰。

排列结束后，我第一次和案主进行了拥抱，前一天那例（3月5日，第一例，女儿掉头

发、斑秃、肛门白斑）我作为她亡灵的代表都没有和她拥抱，因为感觉她很凶的样子。关于亡

灵那场，我还有些想表达的。那天一上场，我两边都不想呆，就想在中间，看到右边穿黑衣服

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年纪大点儿的后来被确认是当时家里的一个最高掌事的人），我想大喊：

你们不要过来。我感觉我根本得不到关注，我蹲了下来，然后走到了小屋子里，我尖叫，想到

没人关注我，我尖叫，还感觉要跳楼（被堕胎了），然后我请老师问案主有没有堕过胎，案主

说有两个。听到那个黑衣上年纪的代表哭了之后，我很高兴，就从那个小屋出来了，一出来那

个家族牌位的代表马上与我贴了过来，还表达他就关注我的意思，但我很怕他，很抗拒地把他

弄开了。这个牌位还说，我是这个家族里面很大的一个人，但没有生出来。（他说的这个话，

后来就过去了，谁也没重视，也没去想为什么）。当时我的状态已经是被堕的亡灵，我和另一

个亡灵都喜欢搞案主女儿代表的头，觉得好玩儿，而且我还想跟他们家族的人纠缠，想看他们

难受，好像唯恐天下不乱似的。我最爱看那个黑衣上年纪的人难受、悲伤，后来我就做打枪的

手势对着她，嘴里还配着打枪的声音，一枪枪地冲她打。她对我说，你想当老大，你不行。还

和别人说，她总想当老大，其实她什么也管不了。我就想打她，她就斜着眼恶恶地看着我，我

觉得很好玩儿。后来谭姐跟我说那个上年纪的才是这个家族里真正的管事的，我就无奈地消停

下来。其实，我的内心还是不太服。觉得很多东西那个管事的并不懂。然后他们家族的人排顺

序，还叫我们两个亡灵过去，我们俩谁都不愿过去。我说，你们说让我们过去就过去啊，我们

是谁啊，我们的问题还没解决呢，还没安抚好我们呢！这时案主夫妇就过来跟我们道歉，我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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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尖叫，蜷缩着贴着墙逃，不让他们靠近，似乎感到我被堕时的那种千刀万剐的惨痛，感觉他

们非常狠。根本就不愿听他们道歉。另一个亡灵也对他们没有任何好感。后来我请场上会念心

经的念心经给我听。快念完时另一个亡灵想安息，不想被吵，就没有念了。我请老师向案主转

达我想对案主含泪说的，就是：众生皆苦，请他们多行善，多做善事吧。就这样了。我也不想

跟他们再怎么样。我们那两个亡灵似乎解脱了，不再搅合那些事情当中，我俩感觉特亲近，自

得其乐。在我们粘着女儿代表的时候，有个人自以为是地想把我们拉走，但是他越拉，我们粘

得越近，无论他使多大力气也拉不走我们，后来他也认识到，他只看到事物的表面，没有看到

关键。排列后，我们两个亡灵的代表都没有和案主拥抱。现在想想，莫非我就是案主那个祖先

的投胎，另一个亡灵是我的那个老婆子？因为当时牌位的代表说我是那个家族很大的人，没被

生出来。而我一上场就感觉不被受重视。那个黑衣掌事的还无缘无故说我想当老大，想管事。

这么一想，好像都对上了……呵呵，这纯属我个人的想象，不代表任何他人。无论如何，我们

得到了众生平等，要给每一个众生、祖先应有的尊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启示，其他到底

应该是咋样的，还重要吗？ 太阳花sunflower 2011-3-8 3:06:08 

回复：来的时候把衣服的帽子戴在头上，进门大家开玩笑，说可能会出现忍者神龟。前

一天排精神病有杨贵妃的排列，我这个造型是代表了日本武士，也被纠缠在宫廷斗争里，还感

觉武功高强，转换了好几个朝代，明朝的时候成了日本倭寇，要行刺皇上，不过皇上后来是被

我的同伙干掉了。岂料上场后，先是觉得冷，然后更冷，天寒地冻的，再然后我就想说，行行

好，给点钱吧。看紧挨着我的两位也是叫花子模样，我们衣衫褴褛，衣食无所、饥寒交迫。开

头为了我的爷爷奶奶，我是去乞讨。感觉很小，就是一小孩子，但到处遭人白眼嘲笑，没有一

个给钱的，我悲伤地哭起来，也没有人可怜我。后来忍不住了，没人给，就去抢了。富人骑着

高头大马招摇过市，我就冲过去抢；但担心实在太危险，怕被人抓住挨打，觉得还是偷比较安

全。这个心理一出现，我就变得贼头贼脑只关注场上人的口袋和包了，看看鼓不鼓，并且感觉

越来越熟练，后来达到打眼一看就知道口袋里装的是什么，有没有钱，有多少钱，如同透视。

偷着偷着长大了，也渐渐成熟起来。其间富人一直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别说施舍，看也没

看过我们一眼。他的钱很多，数不清，偷了他的钱，他也搞不清楚丢了多少。我很鄙视他，觉

得他就是一傻子。我以偷钱为荣，梦想着做一个贼王，江洋大盗什么的，觉得自己树立了人生

方向，并且内心充满热情要为这个方向不断努力拼搏。我还说我们的钱是赚来的，是劳动成

果，多不容易，富二代有什么了不起，傻乎乎的，用的都是家里的钱。眼神姿势动作都没个正

经，想做江湖大佬，感觉很敬业还很讲江湖规矩，绝不偷穷人的钱。富人当兵去了，我也跟

着去了，他走得很正，我跟在后面吊儿郎当，还时不时偷他的钱。我越来越有钱了，我们家的

人扬眉吐气了，我爷爷的腰都不弯了，挺起来头看着天，我也似乎穿着一套新衣服，时不时

抖抖衣服。看着路边的乞丐如同当年别人骂我的那样，我骂他们穷鬼，再趾高气扬的丢两个

钱过去。终于都遭到了报应，富人生病了，我很惬意这个傻子终于不再骑着高头大马狂奔了；

而我因为和爷爷踩了蚂蚁窝伤害了产卵的蚁后，我也变成蚂蚁了。爷爷奶奶到富人家当牛做马

去了。和解阶段案主先给富人的代表还钱，道歉，富人说现在他才明白过去有人偷过他的钱。

我听了觉得晕，反应这么迟钝也还做富人真是气煞我。我不愿意案主把钱还回去。我很气愤，

我说钱是我偷的，多不容易，凭什么你要把钱还回去。我不偷钱你们有今天吗？你们应该感谢

我。案主安抚好富人，开始向我跪拜说话。我一直东倒西歪，坐不正，爷爷教训说要给后代做

样子，我还是没力气，躺倒着。后来老师让那个起先嘲笑我们的代表向我道歉，我就能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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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了精神。看案主觉得很不错，感觉是个好苗子，就想培养她偷钱，觉得她资质很好，可

以成为贼王。用欣赏的目光一直看着。有人听见贼王立马说不舒服，老师叫爷爷给我道歉，说

把孙子教坏了。我才意识到自己一身本事，就是选错了人生方向。我对案主说，你做什么都会

做得很好，就是要选择正确的人生方向。心里有点落寞，觉得自己要是选对了人生方向，应该

也是一个人物。我想对案主说，不管做什么，都要有毅力，能吃苦，能经得住磨练敲打，不气

馁，定能成就。这些优秀的品质加上正确的人生方向就是光宗耀祖，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代表

的这个人物总让我想起周润发在电影里“赌王”的镜头。这个形象就是这位祖先一直追求的

人生目标。这个个案体会了乞丐、小偷的内心世界。麻木不仁也是一种罪过。有钱人要多做布

施，招摇过市就是引来祸患。众生皆平等，蚂蚁与人的生命一样平等。灵排实在是修行的好方

法。继续努力。看海 2011-3-8 12:21:00

回复：当案主给三位祖先磕头、表心意时，还发心以后要多做布施，多做善事，三位祖

先以及众人都感到很欣慰。当那个富商表示孤独时，三位祖先就陪他去了，大家成为相亲相爱

的一家人，当时爷爷对那个富商说：以后我们一起多去做布施。富商也欣慰地点点头！太阳花

sunflower 2011-3-8 15:42:04

回复：开始没多久，看海代表身上感觉到冷、饿，感觉像要饭的，格格代表脑袋感觉到

像被锁住一样，大脑缺氧。小熊代表被看海、小九妹领着，小熊代表感觉到哆嗦，腰一直猫着

直不起来，腿有点痛、大腿侧边酸，这三个代表感到自己像在要饭的。

忠正老师询问案主家族里是否有这样的经历，案主确认爷爷辈很穷的时候曾经乞讨要

过饭。

本杰明代表看着要饭的三人，嘲笑她们，感觉是像代表众生百态笑话她们。小九妹代表

感觉到小熊可能会有危险，想保护她。智光头往前压，腰平着，一圈一圈地跑着，感觉像在骑

马。三人看着智光代表得意洋洋的样子感觉他在鄙视人，感觉本杰明代表也像看不起她们。

排列开始后小熊不敢看案主，感觉案主对她不管不顾。看海弄来个纸巾盒当要饭的盆，

站在路边边抖着盆嘴里边说“给点钱吧，给点吃的吧……”小熊代表看着本杰明代表，感觉他

高高在上的，很不舒服，就像看不起她们，鄙视她们一样；看案主也不舒服，感觉到案主很

冷，不关心她。格格代表开始感觉到膝盖有点痛。

看海代表手里拿着要饭的盆对着路上行人乞讨“给点钱吧，一分钱就好，给点钱吧，一

分钱就好，可怜可怜我们……”小熊像代表了个男人，拉不下脸来要饭，家人帮要饭他都不乐

意。本杰明代表说小熊要正视他才能要到东西、乞讨到东西。看海代表要不到饭说想去抢劫

了。智光代表一圈一圈地跑着，对于路边乞讨的三人视而不见。看海看什么都贼着眼神，专门

看别人口袋、钱包。小熊代表也愤恨地喊“抢！抢！”。

智光代表一直骑着马在大街上逛着，看海看他大大的钱布袋子挂在腰间偷了他好几次，

但智光代表只顾着自己的事情，并没留意到被偷了钱财。小熊觉得智光傻不啦几的。

格格倒到地上，感觉自己像个蚂蚁，是一个很大很黑的蚁后。

智光发现钱被偷来质问小熊、看海她们，几个人不承认！

格格感觉到她代表的这个蚁后有两条长长的须，还带着两个圈圈，像个高贵的王族一

样，蚁后进到小蚂蚁产卵的地方，周围都是蚂蚁卵，感觉在高枕无忧地休息，睡在蚂蚁卵上很

舒服。

后来小熊、看海变为有钱了，想反过来鄙视之前鄙视她们的人了！看海出门前还特别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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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说“咱们现在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出门要注意形象。”

小熊看海她们富裕起来后，智光头、腰前后摆，脚步凌乱，最后躺倒在地。看海看智光

落魄的样子有点内疚，小九妹代表想帮他，小熊腰想弓起来。看海看躺倒在地的智光，把偷的

钱还智光。小九妹感觉案主像医生，请她来医治智光，可惜案主不会救人。

格格代表躺倒在地，感觉在蚂蚁卵堆里休息很舒服，看着周围的蚂蚁卵很满足。

小熊看着智光也感觉到很无力，自己也快要倒下了，想随他而去。案主请另一个代表帮

忙治疗智光，那个代表想过去帮忙但却没有力量过去。

格格开始感觉到蚁后在产卵，痛苦地产卵，很大很大的卵，生产过程很痛苦。小熊感觉

到之前在乞讨时无聊，在树根下逗玩过蚂蚁，和看海一起踩死在搬家的蚂蚁后。小熊、小九妹

向格格代表的蚂蚁后道歉，看海也变成了蚂蚁躺倒在格格边上。格格手指在划圈，感觉像在开

心地跳舞。格格是蚁后，产卵不希望被人知道，忠正老师问蚂蚁后产卵产在哪，格格代表说

“不告诉你”。

智光听见看海变成蚂蚁很开心，说是报应！小熊向智光道歉。

结论：蚂蚁王后被案主前辈看海（左脚）和小熊（右脚）踩死，报应到后辈身上了。蚂

蚁王后把卵藏到后辈背上，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不会再被踩到，这样案主背上就长出了颈

椎囊肿。格格说蚂蚁是她的子民，看海变成蚂蚁王子，而格格觉得生命是平等的，尊重每一个

生命。

智光终于知道是谁偷了他的钱，很生气，感觉案主欠他的，看着案主很生气很生气。看

海想向智光道歉，说对不起，但格格蚂蚁后不同意看海说对不起，因为看海现在是蚂蚁王子，

是贵族。这是一个完整的因果关系。

个案进入和解阶段：案主在老师的指导下向智光说：我看到你了，现在我懂了，我尊重

你，尊重众生！智光想要钱，案主送很多的钱还智光，案主前辈又觉得这是智光耀武扬威惹的

祸！智光心里很难受，觉得自己有钱又没做坏事。看海指责智光有钱不做慈善，本杰明代表说

智光就像守财奴一般。

案主对看海前辈说：“我看到你了，我尊敬你，你生活吃了很多苦，我尊敬你！”案主

对小熊前辈说：“我看到了你了，我爱你，我看到了你生活得艰苦，后辈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

日子，但后辈没有尊重偷钱养活家人的前辈。”小熊弓着腰，得到案主的爱、尊敬后腰还没舒

展开来，想要得到后辈的尊重以及感恩。案主又说：“我看到你了，我尊敬你，你用尊严换来

我们子孙后辈们的生命！我尊重你们！我会记住你，尊重你，感恩你，你的高大形象不会因为

偷钱鄙视你！”得到尊重、感恩后小熊代表的前辈整个人才舒展开来，但还没长辈的感觉。案

主向看海说：“我看到你了，我尊重你，尊重你是我们的长辈，无论做什么我们都维护你的尊

严”。本杰明对小熊、看海代表说：“对不起，当时我嘲笑了你们（重复了七遍），对不起，

你们也有尊严，大家都是平等的！”小熊代表对看海说“对不起，我不该教你抢钱、偷钱，是

我教错你了，我们富了也要尊重别人。”案主又对前辈们说：“我尊重你们，记得你们，我多

做善事，多帮穷人，我会多做善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会拿出你当年的勇气帮助穷人。”

案主接着说：“我会选择正确的人生方向，教育好下一辈，成为做出优秀成绩的子孙。”然后

案主前辈看海向智光道歉：“生命高于一切，你让我学会了生命高于一切，谢谢你，全家向你

陪不是。谢谢你帮我们度过难关，没有你的金钱就没有现在的我们，谢谢你！”案主对智光

说：“谢谢你帮助了我们家族，（智光表示孤单），我们会来看你陪伴你，不会孤单，后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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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记住你。”案主前辈小熊、小九妹等代表靠近智光，说：“我们是一条街上的一家人，我

们永远在一起，相亲相爱。”和解完后忠正老师建议案主把壳子外套脱掉，案主脱掉外套后前

辈们都觉得舒服了。火苗 2011-3-10 21:03:03

回复：最后我说出了“生命高于一切”，但之前富人快要病死，我的爷爷叫我过去救救

富人时，我很不情愿，没什么同情心，有那么一丝可怜，但也觉得他罪有应得，我大声说“偷

钱是小，伤害尊严是大”，我对富人的耀武扬威、麻木不仁和众人对我的嘲笑耿耿于怀。直到

嘲笑我的人向我道歉，我才意识到生命高于一切，自己错了，我向富人道歉，说对不起，说出

生命高于一切。排列就是如此诲人不倦的在每个环节上教我们该怎样做人。若在三维里，用哪

一种教条处理都可能很难达到前后兼顾。想起红楼梦里说人情练达即文章，如果不是顺道而

行，这错综复杂的道歉可怎么理得清楚。看海 2011-3-10 23:02:15

11、（96）母亲两腿难受、后背沉重、发冷6年（蚯蚓钓鱼）（无锡）

第394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3-6 22:27:22 

2011年3月6日，第三例，（20110306C），母亲两腿难受、后背沉重、发冷6年（无

锡）。是医生，她为妈妈灵排。灵排中，地上躺下一人，身体不断往后卷，又感觉在阴沟中。

有人用很尖很长的针从其脚底穿进去，案主说，她妈妈就是感觉脚底被针穿过的一样疼。灵排

继续进行，原来那是蚯蚓，被针穿了拿来钓鱼，所以蚯蚓身上的病痛全部报应到她妈妈身上

了，案主没有讲到的她妈妈的很多疼痛症状，在现场一一呈现。最后案主向蚯蚓道歉，并且把

针拔出来，按摩蚯蚓身上的疼痛，蚯蚓身上的疼痛等不适症状消失后，其他代表身上的疼痛也

消失了。最后那些代表靠墙壁站成一长溜，感觉就是一节一节的完整的蚯蚓了。看来人们用蚯

蚓钓鱼时，并没有考虑过蚯蚓的痛苦。不能杀生啊，否则全部会受到报应。 

回复：我昨天电话我妈妈，以前吃了一段时间天麻胶囊，比不吃好点，从3月1号我叫她

停了，昨天她说这两天跟吃天麻差不多，今天我又电话她，好像夜里脚没怎么痛，原来后背发

凉，我打电话的时候，好像后背在发热，量子水在继续用，约2个多月。 2011-3-8 22:13:11

回复：代表们上场后才一会，马上出现头晕、腿疼、腰疼等症状，云深代表特别强烈，

倒在地上，感觉身体要倒卷起来，身体做不出这个高难度动作，做手转圈来代表腰边向后转并

反卷，同时感觉自己像在阴水沟里。美丽代表肚子疼，锁骨被锁。小熊代表拿了块红布洒到云

深代表身上。看海代表踢云深肩、脸，lulu代表拉云深脚并用东西裹住，还踩他膝盖。看海代

表踢云深脚心。美丽腰疼，踩云深胸上。小九妹代表打云深脖子。云深感到头摇、晕、呼吸困

难，而且还感觉到脚心很难受，像被铁丝勾住。

案主反馈最近几年家里有个外孙喜欢钓鱼，而且妈妈最近脚心是特别难受。大家看着云

深像是被用来钓鱼的蚯蚓，又像是别的动物，忠正老师说云深代表的就是蚯蚓。

期间明亮代表觉得两个信息水大袋子阴气太重，前面排列中的很多冤魂都跑里面去了，

想把信息水藏起来。

看海感觉一直在穿线一样，像钓鱼的穿鱼饵线，穿好线后在摇线，不停地摇，旁边还有

奕人代表的鱼漂一直围着云深等代表周围转动着。

云深趴在地上全身不停地摇摆，看海看云深全身动，想吃鱼，吃了又吐了，不吃，说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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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臭水沟里的。

小九妹纳闷怎么没有鱼上钩的，半生不死的。鱼漂（浮子）一直在鱼饵前后移动。

云深感觉死掉了，同时感觉到水把他的脑子全都灌满了。

排列出显示案主妈妈的疾病是蚯蚓被用来钓鱼引起的，蚯蚓被用来钓鱼场景的感受全部

报应到案主妈妈身上了。忠正老师带领案主跪下安抚蚯蚓：“我看到你了，我爱你，对不起，

你也是一条生命，我们没有珍惜你，残忍地拿你来钓鱼，对不起！”，安抚了一遍蚯蚓代表还

有很多地方不舒服，案主接着安抚：“我看到你了，我爱你，对不起，你也是一条生命，咱们

都是平等的，对不起，我忏悔！”安抚后案主拔出蚯蚓身上的鱼钩，抚摸蚯蚓全身。案主做完

这些后有些代表放屁、打嗝，舒服了。还有一个代表两手两脚疼、一个代表全身痛不能动，案

主安慰这些代表：“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受害了，让你们受害了……”。案主磕

头对鱼漂说：“我看到你了，我爱你，谢谢你陪伴着蚯蚓”，鱼漂离开了蚯蚓，安息了。在这

个排列中案主的力量一直很弱，智光代表力量，他帮案主按脖子，表示把力量还给案主，并对

案主说：“把你的力量还给你”。案主有了力量后对蚯蚓说：“把欠你的还给你”。最后，所

有代表都被安抚好后，所有代表自动靠墙排列成一排，忠正老师说就像一节一节完整的蚯蚓

了。个案完成，祝案主妈妈身体健康！火苗 2011-3-10 22:29:29

12、（101）脚踝湿疹、痒、疼痛七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

（新疆）

第398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3-12 23:53:35 

2011年3月12日，第四例，（20110312D），脚踝湿疹、痒、疼痛七年（新疆）。腿上

痒，医生说是湿疹，晚上痒，早上痛，排列现场，一个人在唱戏，突然听到“拉出去砍了”，

就被砍了，被砍时，嘴巴还张着在唱戏呢。出现了小皇帝，后面总有一个人，原来是慈禧太

后，小皇帝是光绪皇帝，有人要抢皇位，慈禧太后说“老娘不死，休想欺负小皇帝”。有人喊

“太后娘娘吉祥”，然后发生争夺皇位，慈禧太后说“我很仁慈的，再这样，满门抄斩”，慈

禧太后对一个说“你没有皇命，你就算了吧”。小皇帝出去玩，享受自由。慈禧太后说“治理

国家，首先要杀，杀了他们不敢反抗，就服。”慈禧太后要光绪皇帝也杀人，光绪皇帝不干，

说会逼得他自杀，后来慈禧太后要光绪皇帝“先把蚂蚁踩死一只。”于是踩了蚂蚁，案主全身

感觉有蚂蚁在爬，痒。“你可以让人怕你，可是不能让人服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后来发生很多宫廷内斗，把案主的前世杀了，后来慈禧太后感觉大势已去，到处是革命，担心

光绪皇帝将来被杀，连尸体也不保，就干脆下毒把光绪皇帝毒死了。排列中出现了错综复杂的

宫廷矛盾，和解部分很艰难，宫廷的大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在灵排中一览无余，很受教育，让

我们懂得了换位思考。每个人生活得很辛苦，当皇帝的担心皇位被抢了，也是提心吊胆过日

子。案主脚踝湿疹、疼痛七年是前世带来，是宫廷内斗而引起的这一世的疾病。 

回复：腿痒，不停地挠，痒死了。我自动自觉地坐上去了。就是挠，没精神。后来大家

安息了，也没事了。半句誓言。 2011-3-13 21:38:18 

回复：我平常做代表的时候，几乎没有机会坐在前面的椅子上代表长辈的。这次很奇

怪，一上场就被一股力量拉着，后退到椅子上，而且再也无法动弹，我一个人坐着三个椅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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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很宽敞，而且不偏不倚的坐在两把椅子的中间位置，感觉有点怪怪的，就好像坐得不

稳一样。看着场上的代表都在忙碌，但完全不知道那些人在干嘛，虽然张大着双眼，但始终

看不懂，很想出去玩，可是寻遍全场，看到的都是大人，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很小，腿都是

很短的，在椅子上坐着都是呈悬空状，无聊的时候，只能踢脚玩儿，找不到一个小朋友或同龄

人，感觉没有人关心我，我就是一个傀儡。我后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老太太，大家都称呼她

为“太后娘娘”，刚坐上皇位那会儿，她勒过我的脖子，想杀我，我因此差点窒息而亡，不过

剧烈地咳嗽了一阵儿也就好了。后来她发现我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也就不再杀我了，反而会

保护我。当别人想来坐皇位时，她还会说“老娘不死，休想欺负小皇帝”。我一直对皇位没有

任何概念，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皇位上睡觉，感觉那时候还是很小的样子，到后来，感觉长大

了，慢慢有了力气，开始观察场上的人，心里盘算着哪些人将来可以为我所用。其间，一直有

一个人来和我争夺皇位，我告诉他：你不要抢，这个位置你坐不了的，你坐上来对你不好！他

一直反复来抢，把我搞得有点烦躁，我就对他说：我其实是很仁慈的，不想杀人，你要是再这

样，我就将你满门抄斩了。但我感觉我的话语没有力量，轻飘飘的。也就是想吓吓人而已。那

个人也并没有被我吓倒，继续和我争夺皇位，后来，我索性不理他，还给他让位置，让他和我

坐一起，但太后明显偏爱他，说让他不要和我抢位置，说我这个位置不好坐，是个烫手山芋。

坐不好会送命的。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并非这个太后亲生，我举手告诉了老师，太后也说我

并不是她亲生的。这时候，一股很悲凉的情绪蔓延上心头，感觉自己的命很苦，没有自由，

没有欢乐，看着下面死气沉沉的黎民百姓，却不知道做什么好。中间我问了好几次下面的老百

姓，问他们想要什么，我能为他们做什么，但没有人回答我，而且还有人说我假惺惺。我的无

力感越来越强烈，我跟太后和之前和我争夺皇位的人商量，我不坐这个位置了，我想出去，可

是他们都不让我离开半步。中间有两次从椅子上下来，坐在地上，刚轻松一会儿，又被人架起

来按在皇位上，真是无奈之极。后来我一再想办法，决定张贴皇榜，面向天下有志之士征集治

国方案，又被一个老百姓的头目取笑为很幼稚，听到这些我也很委屈，我觉得我心里是有老百

姓的，我很想为大家做一点事情，可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如何治理国家，我再三询问可以做什

么，也没有人回应我。开始和我争夺皇位的人此时已经退居幕后，声明不再争夺皇位了，决定

在我背后保护我，他开始全国巡视，去重用一些将才，力图为改变国家现状做点贡献，可是一

系列改革都没有结果，国家还是感觉一盘散沙。在这个过程中，太后一再让我练习“治国”，

让我从“杀人”开始，从杀“蚂蚁”开始。可是我始终不愿意，并以自杀相威胁，太后对我十

分失望，而我也在这样漫长的纠葛中，明白这些就是命运，而我真的无力改变什么现状。于是

我成为名副其实的傀儡，把一切都交给太后来管理，我躺倒在“皇位”前面的地板上，感觉很

放松，很舒服，但过了不久，太后病入膏肓，弥留之际不停地念叨着要死了，就是对我不放

心。我有一些感动，这个时候，感到肚子一阵剧烈疼痛，我告诉老师，我好像被人下毒了。进

入和解阶段的时候，我要智光代表的老百姓代表对我说：我已经尽力了。我才安然躺下，但对

太后一点怨恨之心都没有，觉得她杀了我，反而是帮我解脱了这没有任何意义的一生。她一直

哭着道歉，说杀我是为了留我一个全尸，怕她一死，我这么软弱，连蚂蚁都不敢杀的人，肯定

会死得很惨。我感觉也是这样，所以对她没有一点怨恨。内心极度平和。最后她听到我说，我

以后会做一个自由的平民，我们的子孙都会做一个自由的普通人时，她发自内心地笑了，再三

交代我，再也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了。事后，我查了资料，果然如现场显示的一般，光绪皇帝4

岁就登基，一直是傀儡皇帝，一直到38岁，死于中毒。他一直很有仁爱之心，也尝试了不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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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对当时的乱世一点作用都没有。不过慈禧太后并不像书里描写的那样，全部都是凶残的

一面，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大爱的，但因为阅历和能力的限制，让她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这个个案让我深深地感悟到处在高位的人，活得都很不容易，人也应该学会换位思考，我给自

己的要求就是，以后不要再轻易评价任何一个古人，凡事都要看两面。每个人都不容易，就算

再恶的人也有他仁慈的一面，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历史的必然，应该多换位思考，少一点批评，

多一点理解。——山楂 2011-3-13 22:14:35 

回复：我谈一下我用信息水治脚气的感受。2月份中上旬，我脚痒得厉害，每次白天都是

尽全力控制自己不抓，但睡觉后仍然难坚持。有一夜，我用了一袋量子共振信息水靠近脚底，

早上起来一点都不痒了，而且一直到3月10日之前都不痒（这个过程接近一个月）。3月10日夜

里又开始痒了，我以为是前一天没有洗脚，便用热水洗了脚，但洗过后还是痒。我如法炮制，

放一袋水在脚边，第二天早上起来脚又一点不痒了，而且至今一点都不痒。脚不痒我就不再放

了，没有继续坚持。大丰之声 2011-3-13 22:32:38 

回复：今天案主过来说，现在脚好多了。以前脚痛得不能碰到水，这次来深圳后，首次

使用上量子共振信息水，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后，脚碰到水就不痛了，从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

至今3天，加上前天的灵排，现在脚的皮肤颜色完全不同了。案主的姐雪莲给我看了3天前在

深圳拍的脚皮肤溃烂的照片，与今天的完全不同，雪莲又把今天她妹妹的照片拍下了。忠正 

2011-3-14 15:16:50 

回复：我在这个案例中代表了被血腥镇压的百姓。每次听到那个飞扬跋扈的太后说起

“砍”或“杀”的字眼，身上都会起一层鸡皮疙瘩。在她还精力旺盛，雄心勃勃要治理国家

时，我选择了无言地对抗；当看到她开始年迈体衰精力不济时，我心中的怨气和愤恨就开始逐

渐爆发出来。从我嘴里说出的话，都是瞬间感应到的；真如老师一开始就说的，那些话语，经

由更高空间输入到脑袋里，张口就来。我说那老太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实也客观地看

到了她这个大人物的一生操劳和艰辛。只是中途和解的时候，我的怨气和咒骂一连串地冒出

来，颇有点小人得志的感觉。当时心里想哎呀这个形象怎么有点市侩呢。后来气也消了，很渴

望能躺在老太后身边，起初还下意识地挪到了比她低一个头的位置，还是觉得地位有高低。然

后她把我的手牵着，我又怀着激动挪到和她平行的位置，有点忐忑，受宠若惊，最后在平静中

安息。瑜伽猫yogacat 2011-3-14 20:35:29 

回复：这个个案上我的右内侧脚一直痒，不停地挠，我挠的地方就是案主的病症处……

格格 2011-3-15 9:47:51 

回复：在这个排列里我成了慈禧，耳边总响着“太后娘娘吉祥”。不懂什么，没有人给

我教过怎么治理国家，只会杀。认定了只有杀才有用。无可奈何地护着小皇帝，要他学习杀

人，看着他幼稚的样子恨铁不成钢。小皇帝连蚂蚁都不愿踩，训练他从踩蚂蚁开始怎么治理国

家。不断有人过来抢占皇位，觉得这个位置不好坐，自己也走了，但又被拎回来拎在这个位置

上。看着老百姓没有什么好感，觉得老百姓有奶便是娘，一天为他们操尽心，怕他们饿肚子，

拨钱拨粮也换不来一点好。只想着谁不听话就杀谁，要所有的人老实听话。后来大势已去，我

在死之前毒死了小皇帝，这样他就能留个全尸，也不再让人算计，免得死得更惨。他连个蚂蚁

都不敢踩，我不在了，他怎么活。黎民百姓的代表让我道歉，我也心甘情愿，趴下给她道歉，

但趴下的时候怎么都觉得自己还是很高贵，听到她不断骂我，起先还受得住，渐渐就不行了，

我觉得自己为这个国家为朝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自己都熬干了。我大骂“男人都死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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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谁都不愿意来，要我这个娘们背上全部的责任。把我这个女人推到最前面”。我对疯狂骂

我的黎民百姓说“你不得好死”。我骂老百姓是有奶便是娘，谁给吃的就认谁。黎民百姓肯定

了我鞠躬尽瘁，我舒服多了。我说我不会治理国家，不懂，只知道杀人才能镇得住世人听话。

我给小皇帝道歉，说出了毒死他的原委，他说我们的后代都是普通老百姓，我开心极了。我觉

得做个普通人是多么好。小皇帝那么小，玩都不能出去玩，我多么希望他投生老百姓家，小时

候作个普通孩子，好好的出去玩啊。我们再不要投身到帝王家来了。还有人叫太后娘娘，我让

她不要叫了。我说我不是太后娘娘了，现在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看海 2011-3-16 10:36:03

13、（105）丈夫牙周炎、白头发、肾虚、睡眠不好（杀羊）

第3989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3-13 21:29:40 

2011年3月13日，第四例，（20110313D），丈夫牙周炎、白头发、肾虚、睡眠不好。灵

排一开始，是来自青岛的雪莲不断唱“喜羊羊，美羊羊……”，然后雪莲不断被别人踢，她被

踢的地方，就是脸部、腰部、腿部等，就是案主丈夫牙痛的地方、腰痛、腿痛的地方。肾脏部

位也不断被人站在上面踩。然后雪莲的背上是格格，格格的屁股后面是小九妹，原来羊在生小

羊。有一人不断剪羊毛，也有人不断杀羊，还加工成产品。原来白头发，是因为剪了羊毛受到

了报应。有人挖了羊的肾脏，给羊开肠破肚，羊身上当年受苦的症状，全部报应到了案主丈夫

的身上，是案主丈夫前世杀了不少羊。然后向羊道歉，把割掉的脏器还回去，羊身上的疼痛就

解除了。 

回复：我们大丰有一个女孩，今年应该十七八岁了吧，她满头白发，并且是长长的飘逸

的白发，当年在初中是唯一的一个。她怕光，其他都正常。不知这个满头白发与剪羊有没有关

系？ 大丰之声 2011-3-13 21:51:52 

回复：那个怕光又白发的，估计与剪羊毛的关系很小，每个灵排均是独特的，很少有类

似的。忠正 2011-3-13 22:09:45 

回复：第四例，刚开始我没有反应，后来我去踢雪莲的牙，又骑在雪莲的腰间上，一会

双脚分别踩在她的肾脏部位，一会肚子里阵痛，后来小九妹从我屁股后面出来我才舒服……格

格 2011-3-13 22:19:06 

回复：我在这个个案里第一次是“罪犯”，代表了女案主的前世，感觉是懵懂的杀了一

些羊，后来转世也变成了羊，也被杀。第一次被别人踩着打。第一次做“坏人”。因果轮回真

实不虚，心里暗自庆幸自己从小就不吃羊肉，但又在担心父亲一直很爱吃羊肉，真是纠结万

分。——山楂 2011-3-13 22:23:59 

回复：这个案例我代表了很多被砍了头的羊。起初只是身上有些麻酥酥的刺痛，后来被

灵力牵引作出最大弯腰的动作，而且不由地垂着头紧闭眼。在场中我的心一片茫然，不知道方

向，只剩躯体徒劳地打转，惦记着找我的头，只有找到头了才能睁开眼，才能看世界。现在写

来，也感叹灵力精准的选择。我在场上是被宰的羊，没有了判断和方向；而现实生活中的我，

未尝不是因为胆怯懦弱，在懵懂中走了好长一段坎坷。那短短十几分钟的无力和茫然，却似呈

现了自己内心的一面。 瑜伽猫yogacat 2011-3-14 11:45:29 

回复：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我的两个胳膊没了，弯着腰到处走；后来，我要踩着山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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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脚走，她倒着，我正着；后来，我们俩躺到了格格和小九妹的边上；后来，我感觉，我从脖

子那里被挂了起来。我就躺到边上去了；后来，我睡在lulu腿上睡了一下，但还是不舒服，腿

无力，湿湿的，闭上眼还看见一块肠子被抓了出来，后来肚子肚脐眼附近就一直疼（中间被小

九妹压肉饼，没有什么痛苦，她给我揉肚子，痛苦少点了，但效果不是很大），直到案主过来

帮我揉了一会儿我才彻底好了，案主来之前，我还找太阳花帮我踩了一遍身上，人舒服了，可

肚子还不舒服，案主过来的时候我的腿上还起了一层毛一样的不舒服……我代表了羊。丽丽 

2011-3-14 12:35:58 

回复：排列中，一个代表杀羊的，在现场就口腔溃疡，“疡”与“羊”同音，当忏悔，

说“众生平等，要有怜悯之心”时，溃疡消失了。 2011-3-16 10:07:22

回复：我的腰困，感觉两个肾被挖了，追着案主踩她的腰，要“我的羊腰子”。脖子上

还挨了一刀，放血。案主把肾脏还给我，把脖子缝好我就舒服多了。放的血不知道怎么还回

去，老师让案主给我披了红布，我觉得血回来了，又精神了。我和太阳花是这些羊的家长，老

羊。我们让案主保证“不杀羊，保护怀孕的母羊”，她说了，我们很高兴。又看到我们的羊儿

们欢跳起来了。看海 2011-3-16 10:13:00

回复：一上场我的双手自然而然地不断做交叉状，一边弯腰挺腰弯腰挺腰走着一边做着

交叉动作，刚开始我也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就是一直机械地重复做着这个动作，感觉还挺滑

稽的。雪莲代表唱着“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绿草也为我变得更

香……”雪莲代表躺在地上，格格代表整个人就压在雪莲身上，还使劲踩她腰、捣鼓她牙，还

有小九妹趴在雪莲背上躲在格格衣服下面，原来格格是在产小羊的母羊。感觉我有点像是在割

草喂羊，痛苦在产小羊的母羊、被砍头的小羊都跟我无关，场上发生的一切我都熟视无睹，就

是重复着弯腰挺腰交叉手动作，来回不停地走着，走着走着感觉自己又像在磨刀霍霍向猪羊，

但又不像，在我累得走不动躺倒在边上休息的时候突然灵光一闪，终于明白我这奇怪的动作是

代表什么的了，我是代表割羊毛的，我一直不停地割着羊毛，割完一个又一个，对于也是动物

的羊，一点悲悯之情都没有，已经习以为常了。当时我穿着一件白色的毛线衣，代表们都感觉

到我割了羊毛后做成毛衣自己穿了，头上绑头发的线圈也像是用割来的羊毛做的。场上有代表

也感觉到身上的羊毛被割掉了，身体很冷。最后和案主老婆一起安抚场上被杀、被割的羊们，

把割下的羊毛还给这些羊后它们感觉到身体暖和了。（特地强调下：我身上穿的毛线衣不是动

物毛哦，可别让大家以后见着我衣服就想起可怜的小羔羊）火苗2011-3-18 22:09:59

14、（109）右眼失明无光感20年（耍猴）（北京）

第3969条留言   留言者：烟花易冷   来自：北京   时间：2011-3-11 18:04:57 

忠正老师，您好，我是马上要去您那里做灵排的患者。我是一名大学生，在四岁的时候

得的眼病，那时候是虹膜炎，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医疗事故的原因，我的眼病没有治好，反而越

来越严重，现在还有白内障的问题。现在眼睛无光感，主要问题还有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

和玻璃体混浊。得眼病已经20年了，希望这次看病历程能够顺利，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些重症患

者带来希望，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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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2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3-19 22:14:18 

2011年3月19日，第四例，（20110319D），4岁起右眼失明无光感，20年了。案主来自北

京，是一名在校女大学生，由母亲陪同而来。在四岁的时候得的眼病，那时候是虹膜炎，眼睛

无光感，主要问题还有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和玻璃体混浊。得眼病已经20年了，到处求

医，没有好转。现在寻求灵排。灵排开始，现场出现几个猴子，被人耍猴，不停被人转。猴奶

奶年龄很大了，老得不行了。现场出现了蛇，出现棕色的狐狸，出现了贩卖动物的人，把不同

的动物胡乱地塞在同一笼子了，动物之间互相残杀，惨不忍睹。后来猴眼睛出了问题，很痒，

也看不清东西。案主的妈妈说，案主的爸爸是杀猪的，在案主四岁的时候，小孩的二妈得了三

叉神经痛，痛得在地上爬，其动作同现场的一位呈现的动作一模一样。而且二妈曾经指给案主

的妈妈看，说有蛇，但案主的妈妈就是看不见，当时感觉二妈是幻觉，二妈的动作总是把4岁

时的案主吓着。现场看灵排中出现的蛇，同当时二妈描述的一模一样，但不久二妈由于三叉神

经痛去世了。后来案主母女俩向猴子道歉，但猴子不接受道歉，也要让她们母女俩学着猴子的

动作，去敲锣打鼓，去体验当年被耍猴时的辛酸。刚开始母女俩放不开，在现场很多人的帮助

下，母亲先放开了，做了猴的动作，不久女儿也渐渐开始做了，但还是动作很不放开。最后母

亲开始翻跟斗，然后女儿也开始不断翻跟斗了。两个猴的代表，看着被耍猴的这一幕多次哭得

死去活来，终于把母女俩感动了，在不断翻跟斗，这些辛酸的生活，母女俩终于体验到了。原

来贩卖动物的，忏悔后，改行卖蔬菜去了。 

回复：刚开始接触灵排的人，在现场多少会显得有些懵懂；其实每个案主，都可能出现

“想不明白”和“震惊”的情况。这个母亲因为爱女心切，首先突破心理障碍，在场地按要求

学起猴来；但女儿总也放不开，我们在一边很着急，因为和解的时机一旦错过，事后弥补会异

常困难。讨债的代表也憋屈得很难受，那股情绪眼看无法被释放了；于是有人主动出来带领母

女俩满场绕圈，教她们学习卖艺的猴。我则因为学猴走路给她们看，搞得精疲力尽，但也开

心。今天还没缓过劲儿来。——瑜伽猫yogacat 2011-3-20 21:41:30 

回复：第二天早上我到了灵排现场，很多人已经提前很久到了，那位大学生的妈妈一直

在哭，说能不能今天把昨天的场景重新再来一次，因为昨天她们母女俩不够真诚和放开，现在

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为了女儿的眼睛早点恢复，想把昨天她们俩没有做好的学猴子敲锣打鼓翻

跟斗的，想重新来一次……母亲说，昨天夜里回到宾馆，母亲打开电视，电视里“看到”的场

景就是母亲和女儿在现场学猴子翻跟斗，妈妈想，这么快就上了电视？真是快啊。一看整个现

场过程，妈妈的卖力程度不够现场那些帮助他们的学员的十分之一的真诚度，而女儿表现就更

差……母亲真真切切看到了现场的场景，她问女儿，在电视中看到没有，女儿说没有看到。

妈妈看完这些后，把现场出现过场景中的病态人物，全部与家人对应上了，比如那个出现胃

痛的，曾经是家里的什么人等。“看了”电视后她才真真切切感受到猴子被人耍了卖艺时的痛

苦，那时候才真切感受到。今天想调整好状态，想重新来一次。大家安慰了这位母亲很久，说

她开天眼了，电视中“看到”的就是时光倒流的遥视功能，实际就是四维空间的强大灵力场，

让她重新走了一次。原来那位母亲来自河北农村，女儿在北京上大学，母亲说，女儿长得很漂

亮，但就是因为一个眼睛失明，让她们家痛苦极了，在全国就医20多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后来，那位大学生的姨妈，也就是那位母亲的亲姐姐，带着姐姐家女儿和还在喂奶的外孙女，

瞒了所有家人，三个人，乘上了南下的火车，来体验灵排，想确认灵排是否真实，就是灵排出

的2011年2月19日，第四例（20110219D），头痛、颈椎痛、眼睛看不清、耳聋（河北）。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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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了精神病院的场景，“自从得了精神病以后，精神好多了”，这个灵排中的故事，是提示

案主非常较真和执着，当时大家没有完全搞明白案主的状况，建议案主不要太较真，案主说，

她就是执着和较真，现在才知道，她为了妹妹家女儿一个眼睛失明的事，偷偷瞒了家人先来自

己灵排，体验一下真实性。本来体验后，决定第二天为自己的女儿在2月20日也灵排，但晚上

女儿接到丈夫的电话，问她去了哪里，怕这件事走漏了风声，就第二天没有参加灵排，三个人

急急忙忙乘了火车返回河北。回去后，她（姨妈）直接联系了那位大学生，让她找我灵排，而

且没有同大学生的妈妈商量，担心她妈妈反对或者不理解。后来那位大学生下了决定后才告诉

了自己妈妈，最后根据我的建议，妈妈也参加了。昨天，她们母女俩整天参加了灵排，真真切

切感受到了四维空间的灵力和灵力场，感觉女儿的眼睛有救了。傍晚，灵排结束，我在里面的

房间整理，突然母女俩进来了，母亲向我下跪，女儿低着头，希望我继续能为她们服务。晚饭

时，那位母亲透露，20年来，到处求医，所有的钱全部花在了治疗女儿的眼睛上了，这次才看

到了希望。忠正 2011-3-21 8:39:27 

回复：上场不久，觉得自己是一只猴子。最初一世案主母女也是猴子，我们同属一个猴

子家族。我和太阳花代表两只年富力强的猴子，到外面去找好吃的食物（桃子等等）回来孝敬

老猴（案主母亲）和小猴（案主），小猴特别小，身体很弱。还给老猴子倒酒喝，她虽然老

了，但我们还是会养着她。这一老一小全靠我们照顾。我们居住的洞里似乎还住着很多别的动

物，有蛇，狐狸什么的。这一段结束后，耍猴的就出来了。我们被踢屁股，被翻跟头，太阳花

代表的猴子很辛苦。我觉得自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不时去抓那个踢屁股人的眼睛。抓着抓

着就回头去抓案主的眼睛。原来她的眼睛是被猴子抓掉的。老师让案主母女给我们道歉。一点

不能接受，极度讨厌她们。头一直晕，晕到最后把中午吃的东西全吐了。原来这是耍猴子的时

候猴子转圈太多，转晕了。最后我们都在凄惨中死去。但一直惦记着抓眼睛，躺一会觉得有点

力气了，就使劲挣扎起来做抓的动作。脑子里不断浮现着猴子被拴着绳子绕场转圈翻跟头和端

着盘子要钱的场景。我们向场上的人哭诉耍猴人是怎么折磨我们的。想冲上去猛打她们，手都

有些控制不住。老师要我轻点，那个力度没出来，憋得难受极了。最后拿了个充气棒使劲砸地

发泄出来，才觉得舒服了一点。案主母女在场上晃悠，不知道怎么去表演耍猴，我看到案主的

母亲是有点不懂，案主不愿意做动作是心里有点觉得我们在耍弄她们。她们的磨蹭几乎让我发

疯，难受得不想做代表了。本来在那个情绪等待的时候，看到要求的场景就刚好顺下去，案主

母女的配合真可以说是糟透了，我的情绪一会上来一会被憋下去，上上下下，进进出出，等着

看她们表演等得实在太辛苦。当了这么多场的代表，我觉得这一次最辛苦，简直可以说是一种

折磨。我屡次不想再做了，心里又觉得这一撂挑子不干，大家都是前功尽弃，只好苦苦支撑等

待母女二人稍微能做个样子出来。伙伴们开始上场带动她们，都很卖力，瑜伽猫和一位来自海

南阿姨的动作缓解了我的不适，大家都上去翻了，蒋介石代表的猴子让我想起了我们起初在丛

林里无忧无虑的生活，太阳花开始哇哇大哭。我跟着哭了出来，但还是觉得不行。大家敲锣的

敲锣，嗅到了一些耍猴的气氛。母女二人也在大家的带动之下有点进入了状态。尤其是母亲，

跟着大家转圈，翻跟头。我木然地看着，回忆着自己那一世的猴子生活，就是这么凄惨。突然

我醒悟过来，那个翻跟头的猴子是我的妈妈，我大喊一声“那是我妈”，就冲着太阳花抱了过

去，伤心欲绝地哭起来。太阳花是我妈，原来他们踢老猴子的屁股，要她翻跟头，欺负的是我

的妈。我抱着妈哭得死去活来。我觉得对不起妈妈。小猴子当年看着自己的妈妈被耍猴人折

磨，悲痛欲绝。我对妈妈说我要她们怎么欺负我们的，怎么还回来；看她们现在还回来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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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抱头哭了良久才平静下来。最后案主母女过来抱我们，我们也能接受了。大家拥抱在一起。

看海 2011-3-21 10:19:21 

回复：这一场，前面我没什么感觉，中途睡着了。最后受虐待的猴子让案主学猴忏悔的

时候，我开始醒了，并坐起来观看了，猴子情绪爆发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猴子哭，

我也忍不住哭啊。但是我感觉自己又不是猴子，后来，我不自觉地拉了一块白布和一块青布

在自己面前摆出一个菜摊子的样子出来，突然明白自己是谁，原来我是市场里卖菜或现实里

那些对生命有同情心的代表，看到这些动物被虐待很同情他们，呼吁大家尊重生命，多吃素

食。——易生活 2011-3-21 15:10:28 

回复：这次个案中，我代表了一只棕色的小狐狸，还很年幼，无法自己独立生活的那

种，感觉和猴子一家是邻居，我们的洞是紧紧的挨着的。一上场，我就径直走向场地左边最后

的角落，但还没想缩进去，结果看海就过来一直挤压我，说要把我压扁，后来反应过来他可能

是和我逗着玩儿，或者是想保护我，让我回洞里去。我看着看海、太阳花和另外一个男代表围

着案主和案主妈妈，说孝敬猴奶奶，照顾小猴子，然后场内另外一个代表说，我是一只棕色的

小狐狸，然后太阳花代表的猴子妈妈回头问我有吃的没，我这才觉得自己好饿，又很孤独害

怕，也不知道父母去哪里了，反正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向太阳花要了一点吃的，这才觉得好受

了一点儿，心里对她很是感激。后来还专门去致谢，谢谢她照顾我，最后表达了想跟着她一起

生活的愿望，被她揽着的时候，觉得很幸福，第一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后来太阳花和看海被

人类抓去耍猴了，天天卖力地表演，以前的悠闲快乐的生活成为遥远的记忆，而最为讽刺的

是，前世的猴奶奶和小猴转世为耍猴人，他们的那种恨意无法排遣，所以一次次伸出锋利的爪

子，挖向耍猴人的眼睛。场上还出现了一个贩卖动物的人，当看海认出她的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我的父母也是被她抓走了，贩卖了，所以我才成了孤儿，几乎饿死在洞里。后来当她承诺

只卖水果的时候，我开心极了。最后个案进入和解阶段的时候，看着案主和案主妈妈不太进入

状态，大家都纷纷上场，学猴子表演，惟妙惟肖，尤其是瑜伽猫和明亮的“猴子走路”，太像

了。我开始看着他们快乐地嬉戏，很是眼馋，很想出去和他们一起玩，但是又怕被欺负，就这

样非常迟疑不决，然后瑜伽猫过来带着我一起出去了，我也很享受地玩乐，但是我只能四脚爬

着走路，无法像他们一样直立行走，确实是代表的狐狸，哈哈哈！期间瑜伽猫几次叫我“小骚

狐狸”，我好像一点也听不懂，觉得很茫然，事后瑜伽猫和我说，其实她叫我“小骚狐狸”是

想我回叫她“小骚猴子”，看来她发育得比我早，哈哈哈，真是好笑极了！——山楂 2011-3-

21 16:59:28 

回复：这一场给我留下的记忆是从在地上爬开始的，我爬到美女蛇旁边，看着那条妖娆

的蛇，又看看案主母亲，她一脸麻木，又爬开了，后脑疼得倒在了地上。这时案主母亲说看我

爬的动作好像案主二妈，一模一样。说二妈生前指着墙头上的蛇让她看，她却没看见。后来2

个猴子的怨气上来了不接受案主和她母亲道歉。这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了案主被当作猴子戏耍的

场景，还有铛铛的敲锣声。我感觉那是猴子们的愿望，于是立马告诉老师，想让案主这样做。

可是案主似乎不是很配合，放不开，不停地哭。猴子代表看了怨气上来憋得代表很难受，我也

难受，着急，明白情况紧急，于是言语有点急切了“蹲下！要快！！像猴子一样去讨巧，去感

受猴子的辛酸……”跑到中央把脑子里出现的猴子表演动作示范给案主看，现场还有很多人帮

案主制造耍猴气氛教案主翻跟头，做鬼脸……案主从不会到会费了不少功夫。经过大家的共同

努力终于让2个怨猴代表痛哭流涕，母女俩也在不断地讨巧中体会到了猴子们的辛酸。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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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主不断翻跟头的过程中，血液回冲到脑部刺激视觉神经，对她的眼睛会有帮助的。最后，

猴子们接受了母女的道歉，卖肉的商贩也改卖菜了。人和动物们和谐相处了。真好！！——莫

言 2011-3-22 19:43:52 

回复：上场很多代表都感觉到头晕，我也是，天旋地转地晕，晕得都想吐了，看海代表

眩晕的感觉最强烈。场上太阳花代表变成猴子在卖力地表演节目，看海代表也成了小猴子和太

阳花一起表演，表演的场边有蛇、饥饿的小狐狸等。我晕得不行，看着场上热闹的场面想做点

什么来减轻这眩晕感，转了几圈还是晕得不行，看海代表难过得呕吐时我也差点吐了，无奈躺

下休息了。看海代表表演着突然感悟到头是在表演翻跟斗时转晕的，而我也代表了这种晕。原

来案主的前世是耍猴谋生的，而看海代表和太阳花代表是案主耍猴谋生的猴子母子。老师引领

案主以及案主妈妈给猴子母子道歉，猴子母子之前那种被耍弄卖艺的感觉太难过太痛苦了，一

直忘不掉，案主及母亲两人的道歉一点都不起作用，看海代表哭喊着让她们两人也当一回猴子

卖艺体会被耍弄的感觉。开始案主及母亲两人一直放不开，惹得猴子母子心里的气发不出憋得

慌，代表们纷纷扮演猴子给案主及母亲做示范，终于在案主自己奋力做了好多个跟斗后猴子母

子平静下来了也原谅了案主。这个案例代表们都很辛苦，但只要能帮到案主，大家都觉得是值

得的！祝福案主！火苗 2011-3-25 22:05:48

第450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6-29 8:08:47         

上周（199）2011年6月19日，第二例，（20110619B），头痛、胸痛、腿痛、耳鸣20年

（天津），灵排出是因为案主的丈夫开餐厅杀动物引起，忏悔后，20年的疼痛在灵排现场当场

就消失了。这例灵排，让我想起（109）2011年3月19日，第四例，（20110319D），右眼4岁起

眼睛失明无光感（耍猴）（北京）那例，那例前世是因为耍猴，被猴子抓了眼睛。后来仔细看

留言，发现了今生的问题，曾经的记录：“案主的妈妈说，案主的爸爸是杀猪的，在案主四岁

的时候，小孩的二妈得了三叉神经痛，痛得在地上爬，其动作同现场的一位呈现的动作一模一

样。而且二妈曾经指给案主的妈妈看，说有蛇，但案主的妈妈就是看不见，当时感觉二妈是幻

觉，二妈的动作总是把4岁时的案主吓着。现场看灵排中出现的蛇，同当时二妈描述的一模一

样，但不久二妈由于三叉神经痛去世了。”而解剖学上三叉神经在面部有三个分支，即三叉神

经眼支（第一支）、上颌支（第二支）和下颌支（第三支），案主眼睛失明与二妈的三叉神经

痛是同一个部位的毛病，而起病时间两人也是相同，在案主四岁那年。而父亲又是杀猪的，由

此推断，眼病前世是耍猴一事有关，今生与父亲杀猪杀生有关。 

回复：当时灵排完一起吃晚饭，案主的妈妈说，丈夫是杀猪的，眼睛也有问题，现在眼

睛几乎要看不见了，当时我们说应该让孩子爸爸改行，不能再杀猪了，案主妈妈说，不能改行

啊，还得要靠杀猪谋生啊。几个人劝说无效，因为说要谋生，没有办法说服。看了天津这例，

不停止杀生，病是好不了了。忠正 2011-6-29 8:14:22 

回复：刚才我给北京那位耍猴的案主的姨妈（河北）打了电话，姨妈说案主的爸爸后来

眼睛看不清了，就不杀猪了，但现在在养了很多猪，养猪卖。嗨，养猪，最后还是被杀，他

们还是杀生环节上的一链，看样子不远离杀生，不忏悔，她的眼睛不会好。忠正 2011-6-29 

8: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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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4）母亲鼻腔恶性淋巴瘤（狐仙）（江苏）

第403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3-22 8:12:56 

昨天是周一，我表妹电话我，说昨天我的舅妈在医院查到鼻子恶性淋巴癌，表妹说想换

一家医院再进一步检查，同时两个表妹第一时间找我想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和预约灵排，我说

不用再去医院查了，查不查我一样处理。昨天下午舅妈出院了，等周六表妹替代了舅妈来灵

排。表妹说，春节期间，舅妈发现鼻子有点堵，前几天去医院做活检，昨天医院出报告，说是

鼻子恶性淋巴癌。如果换一家医院再去检查，又得鼻子挖一块肉，根本没有必要受这个痛苦。

现在表妹很安心地等待周六的灵排，量子共振信息水今天开始使用。现在，发现疾病的，尤其

我的亲人，第一时间想到使用共振信息水和灵排，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和痛苦。 

回复：老师的亲人使用灵排和量子共振信息水，并且都得到很好的康复，本身就是对社

会众多攻击者的最好回击。 大丰之声 2011-3-27 23:29:31

第406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3-26 21:33:59 

2011年3月26日，第一例，（20110326A），母亲鼻腔恶性淋巴瘤（江苏），由患者小女

儿替代了灵排。患者是我舅妈，3月21日我的舅妈在医院确诊鼻腔恶性淋巴癌，于是今天由小

表妹替代了来灵排。灵排开始，场地上出现了很多狐仙。黄鼠狼与狐仙在争夺位置。又出现了

蛇。黄鼠狼和狐仙在同一个洞里，而且还有蛇。狐仙经过万年修炼，已经不吃动物，只吃露珠

即可。黄鼠狼吃了很多鸡，后来黄鼠狼洞被用石灰堵住了，而且里面被塞了化肥、氨水等。最

后黄鼠狼的鼻子一直痒，一直在蹭鼻子。另外鼻子里面住进了虫，江苏启东海门话称为“孓爬

虫”，躲在鼻子里。后来那个虫被农药毒死了。原来那个黄鼠狼是落难后，被狐仙收留的，但

狐仙已经早就不吃动物了，所以，对黄鼠狼还吃鸡，狐仙接受不了，于是这个矛盾难解决。狐

仙对黄鼠狼教育后，黄鼠狼终于开始尝试吃胡萝卜、西红柿、玉米等。生下的小狐狸，想吃黄

鼠狼，黄鼠狼就对吃素很犹豫，当狐仙教育小狐狸后，小狐狸也吃素了。后来和谐中出现了土

地公公，前排一溜出现了十多个菩萨，还有道教的太上老君。这次排列中第一次出现那么多菩

萨，菩萨的代表身上散发着很浓的檀香味。大家确认，菩萨的代表，均有檀香味，那个檀香味

不是来自衣服或者化妆品。后来我说了一句，“这是我的使命，从我家做起”。要从家人、亲

人开始吃素。然后慧欣把我引到菩萨的位置上，下面跪了很多众生，我开始讲经了，我说，去

年，即2010年11月20日我帮我舅舅灵排胸闷、偏头痛、失眠、胃痛、腰痛34年，结果是杀鱼引

起，但我表妹怎么向鱼道歉，均没有搞定，最后说“从今以后我家开始吃素了”才勉强搞定

了。但实际没有执行吃素，只是不吃鱼，有时还用鱼来招待客人。春节期间，我舅妈感觉鼻子

堵，前几天我舅妈检查到恶性淋巴瘤，我当即决定放弃西医，直接灵排，灵排的结果，就是以

上描述的，明确要吃素才行，连狐狸、黄鼠狼也能做到吃素，何况人。经讲完了，慧欣引导我

到最中间的位置，突然感觉宇宙飞船飞到我的右上侧，于是，我们接收器打开，场上的代表陆

续把接收器打开，能量开始传输，并且打开了宇宙飞船的舱门，由于地球被破坏太厉害了，不

得不从外太空带来能量，来修复被破坏的地球，杀生就是一大破坏。经过很艰苦的努力，才修

复了地球一部分功能。 

回复：我大表妹说：21:52:59 告诉你一个奇怪的事情：昨天中午我在天津烧了红烧肉，

我看差不多能吃了，也就是水快干的时候，盖上了锅盖。过一会我想去盛起来，可是锅盖打不

开了。我让老公来帮忙，他说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后把打不开锅盖的锅放到水盆里，突然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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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凹下去了，还是打不开。最后老公用菜刀把锅盖撬开了，我当时就有种预感……那是一个普

通锅。2011-3-26 21:54:54 

回复：这个就是灵力的作用，让锅盖打不开。 2011-3-27 0:19:56 

回复：开场的场面很美。一个如仙境般的地方，到处云雾缭绕，众狐仙款款而至，或站

或倚，或坐或卧，水流潺潺，山石秀美，还看到土地公公。狐仙奶奶修行了一万年，收留了被

石灰化肥毁了家园的黄鼠狼，给它水喝。可是我们对此很担心。这只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的黄鼠

狼一定还要干坏事。果不然，凶恶的黄鼠狼霸占了我们的家园，并且跑出去吃鸡，狐仙家族无

家可归，眼睁睁看着它把鸡撕咬得血淋淋一口吞下，连个骨头和鸡毛也没剩下。甚至一度黄鼠

狼还想吃掉我们的小狐狸。狐仙很慈悲，没有对黄鼠狼做什么，只是在等着它。渐渐地黄鼠狼

开始尝试蔬菜，从西红柿到玉米到胡萝卜。这时候小狐狸却说想吃掉黄鼠狼，黄鼠狼对吃素又

开始犹豫了。黄鼠狼说这就是它吃素的结果，连小狐狸都要吃掉它。为了度化小狐狸，我让小

狐狸把我吃掉，小狐狸说我不好吃，还是要吃黄鼠狼。我对黄鼠狼说就吃吧，你就让她吃吧。

黄鼠狼过来了，小狐狸吃了它的半个屁股，也没要它的命。小狐狸觉悟了，说看到黄鼠狼这么

痛苦，以后也不吃肉改吃素了。黄鼠狼（太阳花）悟了，静坐融入了虚空。我和瑜伽猫也在对

面坐着，我们三个人面对面打坐都进入了平静，感觉升天成仙了。这种感觉好美。正享受间，

慧欣代表把我拉走了，拉我过去站在土地公公后面说我是一棵大树，一棵植根于大地的大树。

我好不喜欢做这棵树，我很纳闷，我都要成仙了，做什么树，实在不太情愿。可是抬眼看前面

座位上的人有点惊呆了。居然是众菩萨全到了。场的另一侧是老子，骑着青牛，就是太上老

君。完全就是通常佛经的香赞描写的场面“炉香乍热，法界蒙薰，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

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真是十方佛国。金光闪耀，佛国万里，看着诸位菩萨在上面说

话都是一种喜悦。一位代表睡得迷迷糊糊，也不影响他是一位菩萨。下来我告诉他，他不置可

否。在场上看他就是一位打瞌睡的菩萨。有个声音对我说“今天是弥勒佛的道场，今天是弥勒

佛给世人治病”。我认不出到底哪个是弥勒佛，但心里清楚了今天是弥勒佛的道场。众菩萨都

是来助力的。一下子高兴地告诉老师“我知道了，我们每次排列都是不同菩萨的道场，每次是

不同的菩萨来当值”。明白这个太开心了。因为灵排很神奇，一直推理应该是哪个佛菩萨的道

场，但到底怎么回事也搞不清楚。今天终于看到了。原来是不同菩萨的道场。每次排列来的菩

萨不一样。太神奇了。这时候很愿意做树了。佛菩萨可以以任何化身出现。我也甘心做一棵

树。老师进入排列了，给大家说他家里人上次排列的事，讲经说法。老师说宇宙飞船飞来了。

我的手不自然地猛摇，觉得是在摇舱门，舱门徐徐打开。慧欣又把我叫过去，跪在老师前面。

老师说地球人太贪婪了，我突然就浑身无力了，感觉奄奄一息。我对老师说“我回来了，差点

被整死，谁把我派出去的”。闭上眼睛无力睁开。一位男代表和慧欣在我们前面高举手猛挥手

（男代表猛挥手，慧欣高举手），使劲地挥舞。我觉得是在给我们传递能量，如同充电。渐渐

地我又有力气了，睁开眼睛可以坐正了。看海 2011-3-29 14:21:45 

回复：我表妹说： 8:31:59  我妈说晚上感觉好些了。 2011-3-29 18:35:25 

回复：昨天弥勒佛道场，我似乎就代表了佛的使者，强大的灵力让我从四楼的灵排室跑

楼梯到一楼（托灵力照顾还回来穿上了鞋子不至于光脚跑出去），到了大门外面，仰头向天冒

出句阿弥陀佛四个字，很深情地看看晴朗的天和忙碌的行人，似乎又充满了能量，坐电梯回到

了灵排室，开始要大家两手捧起来，给每个人洒水，包括每个菩萨，每个代表及场下的每个观

众，甚至连摄影师都不遗漏；后来又在看海和老师对面似乎给他们补充能量……国才 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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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2:17:46 

回复：这场角色转换非常频繁，由开始的狐仙家族成员，转换为“看起来很美味可口”

的鸡，后来转换为浑身香气四溢的菩萨，到最后，居然转换为被派到地球的“外星人”，真可

谓“一波N折”，蔚为壮观。狐仙和“美味可口”鸡的角色在此就不详述了。重点说说代表菩

萨和外星人。在代表菩萨的时候，双手都是很浓烈的檀香味，我和坐在我旁边的“菩萨”互相

闻到对方的双手上檀香味非常浓烈，但自己闻自己却不明显。中途很多人跑上来闻我们的双

手，真是搞笑极了。经由这次我发现，我在场里一直对香味很敏感，经常闻到檀香味，但对臭

味却一点也不敏感，似乎被“自动屏蔽”了一样，大家都说臭得受不了，我还一点感觉都没。

代表菩萨坐在前排，慧欣代表的可能是佛或者佛的使者，一直围着我们转圈，给我们能量，每

次给一点，我都感觉到手下沉一点，然后我拿到这些能量，很想把它撒出去，撒给下面的人，

火苗代表的菩萨也是这样的，也撒给下面的人，中间我很想做一个曼妙的手势，单手合十的那

种，但在之前要手臂要挥舞出一种很曼妙舒展的姿势来，可惜我做得不像，在做这种手势的时

候，我眼前一直有一尊佛，端坐云端，微笑着俯瞰着大地，甚至我现在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又

出现在我的眼前了。后来老师代表的菩萨说“人类太贪心了”，我也不想再撒东西了，而是握

紧双手放在自己胸前了。然后我从椅子上下来了，围着案主一直转圈，越转越晕，感觉是在地

球周围巡视，保护地球的，她那天穿的是浅灰色的衣服，我感觉她代表的就是地球，完全是钢

筋水泥的外壳了，看不到绿色，我拖了一块蓝色的布围着她转，火苗拖了一块绿色的布，也围

着她转，在转的过程中，我的头越来越晕，几次差点跌倒，我明显感觉到这种晕眩是地球引

起的，是地球在摇晃，能量太大，导致我也几乎晕倒，我同时也意识到在我头晕的过程中，

地球越来越小了，似乎缩水了一般。在我晕得几乎躺倒的时候，我听到慧欣在叫看海，看海

回答说她在摇动宇宙飞船的舱门，听到这话我马上缓解了很多，我也不转圈了，我和火苗都回

到了老师的前面坐下了，但是肩膀很沉重，心里很委屈，总觉得谁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安慰我一

下，这时看海说，她是谁派出去到地球的，搞得一身伤，我听了也很委屈。这时候我听到老师

在用日语说：谢谢。我听了马上肩膀就松了下来，心里也不难受了，好像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肯

定，心里安心了。通过这次排列，明显地感觉到地球还会有大的灾难，而外星人一直在我们周

围，保护着我们，保护着地球，感恩他们的付出，我们自己也会努力，尽力保护地球，保护宇

宙！——山楂 2011-3-30 11:59:19 

回复：我爬到案主坐的一排椅子底下，是爬在案主的鼻子里，一寸一寸地往鼻孔里慢慢

爬，象专爬树的“独尺虫”，我在椅子底下爬行，有两位男性代表也跟着爬进椅子底下，我感

觉自己爬在了鼻孔最深的地方，后来的两位代表一直推着我爬，我一直堵在了案主的鼻孔里。

格格 2011-3-31 10:14:44 

回复：这个个案中出现的狐仙和上周排列商纣王中出现的狐狸精完全不同。狐仙就是狐

仙，狐狸精就是狐狸精。狐仙很飘逸，生活在如同仙境般的地方，流水潺潺，山石秀美。狐仙

只以露珠为食，甚至后来露珠也不吃了，而且觉得呼吸空气也只是和宇宙同呼吸，呼吸之气并

不是己之所有，吸进来又还于宇宙之中，不敢侵占宇宙任何为己之所有。上周排出商纣王的个

案，看到狐狸精在朝野里横行时，真是只觉得臭气熏天，畜牲害人。而人混在狐狸精中间竟然

不觉得，只看到商纣王被狐狸包围着，人畜不分。成仙就要尊其为仙，不尊之为狐仙，心里不

舒服。看海 2011-3-31 13:22:35 

回复：场上呈现了十方诸佛，金光闪耀。这个地方理解了以前看到的三十三重天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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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开篇的狐仙应该还不是住在天上，但也绝不是在地里或者人间，有点像世外桃源，感觉是

哪个深山里。十方诸佛出现时感觉很高很高了，不知道是哪一层天，但是很高很高了。慧欣和

男代表高举着手时，感觉如来佛在了。呵呵，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几

千年。看海 2011-3-31 13:35:49 

回复：老师出现以后，外星人来给我们加能量。渐渐地有了气力，坐在老师旁边。觉得

坐在旁边的老师是燃灯佛，轻轻地说了出来“燃灯佛”，我对老师说“你是燃灯佛，无始劫以

前的燃灯佛”。看海 2011-3-31 23:02:39

回复：今晨接到我小表妹（3月26日参加灵排的）手机短信：哥，您好！早晨我听我妈

说，前两年在原来爷爷住的那屋打死过一窝小黄鼠狼。 2011-4-3 7:16:48

回复：大表妹说：19:30:57 我妈是晚上把量子水放在鼻子上睡觉，早上起来就软一点。 

19:34:29 我妈说感觉鼻子里有脓水流下来。 2011-4-5 19:48:18

回复：最后会软化成液体流下来。忠正 2011-4-5 19:49:30

16、（124）母亲15年前子宫癌，现在复发，淋巴转移（吸血鬼）

（潍坊）

第3865条留言    留言者：谭女士   来自：潍坊   时间：2011-2-21 20:10:26 

堀尾老师您好！我母亲15年前查出子宫癌晚期，经放疗后一直未复查，2011年正月十五

感觉身体不适，然后到医院检查，报告结果是子宫鳞性细胞癌，作了一个PET/CT检查结果说癌

细胞已经转移至颌下淋巴系统和盆腔腹部淋巴系统，医生建议做化疗，请问我母亲适合用您的

药吗？很着急！！希望尽快答复！！！ 

回复：我这边不是药，是量子共振信息水。我治病是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和灵力医学排

列。忠正 2011-2-21 20:27:25 

第410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4-2 22:11:31 

2011年4月2日，第三例，（20110402C），母亲15年前子宫癌，现在复发，淋巴转移（潍

坊）。母亲58岁，15年前子宫癌，现在复发，并且淋巴转移。灵排开始，山楂代表坐到前面的

椅子上，看海代表过去说要扒掉山楂的衣服，说要把山楂洗干净。后来又说要钻进山楂身体里

去，还说要捏其心脏。后来山楂去了旁边角落躺下，格格上去趴在山楂身上，咬山楂的颈部。

我问案主，母亲淋巴转移在何处？案主答颈部，与现场格格咬山楂的部位一致。看海说自己是

吸血鬼，用长吸管在吸山楂的血，格格说她自己也是在吸山楂的血，格格和看海是同一人。出

现一个道士，想让看海不吸血，但看海感觉自己青面獠牙，是妖怪，一定要吸血。易生活代表

了人参娃娃。后来道士做了百草汤，调制了很多很多，看海就开始喝百草汤了。格格扯山楂的

头发，我问案主，其母亲是否掉头发？答曾经掉头发，实际掉头发就是被扯掉的。后来看海就

完全不吸血了，只喝百草汤。小九妹在吃肉，每吃完一口肉，就说阿弥陀佛，本僧帮你超度。

案主说她的妈妈就是经常打坐，但还在有时吃肉，同灵排中像极了。看海后来不吸血了，但要

喝很多很多百草汤，喝得太多太多了，道士做也来不及做汤。后来山楂说“老师救救我们”，

感觉那么大量的百草汤供应不上，只能用浓缩的带能量的东西才行，后来给她们每人喷量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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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信息水，于是她们不再口渴，不再饥饿。我问案主情况，案主说，她妈妈本次子宫癌复发

后，没有使用任何药物，没有放疗、没有化疗、没有手术，只使用了量子共振信息水，山东潍

坊一位叫刘建民的肺癌患者，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治疗好了肺癌，于是他介绍了案主妈妈使用

量子共振信息水，本例实际治疗过程与灵排中呈现的完全一致，只有量子共振信息水才能解决

问题。给山楂的衣服扒开一些，向胸部喷了一些量子共振信息水，她说身体开始暖和了。小九

妹变成了“金童”，看海变成了“玉女”了。后来我点化小九妹开悟。看海说使用量子共振信

息水后，体内排出很多污血，身体得到了净化。看海说，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后，一个字说，

就是“爽”，两个字说就是“超爽”，三个字说就是“超级爽”。小九妹也说出了相同的话。

这例不复杂，就是提醒她妈妈真心修行，不只是表面的，在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的同时还必须

要吃素。 

回复：这场我感觉到自己是吸血鬼，没有脚，身体趴在山楂的身上，在吸山楂颈部的

血，“好味道”，吸饱喝足了休息一下，坐落在山楂的腰部上，扯她的头发，一会又双手从她

的背部推到颈部，饿又继续吸，感觉好“爽”……格格 2011-4-2 22:35:15 

回复：第三例我做了一个道士，挡在青面獠牙的吸血鬼（是看海，与格格代表同为一体

的分身）与案主代表中间，不让其吸案主的血，但她可以用长长的吸管伸到案主身上吸，嘶嘶

有声，一直在吸，我这个半吊子道士道行不高，一会画一张驱鬼道符贴在看海额门上，贴了好

几次都没效果。后来这个吸血鬼感觉吸了那么多血，并没有使自身更好，觉得满身体的污秽，

想转而吃素，我这个道士会做百草汤，就趁机给这个吸血鬼喝。这个吸血鬼一直在吸，慢慢感

觉体内清澈了，但还是要大量的吸百草汤，我趁机又拿老师的信息水加进去给她喝，最后老师

干脆拿一小瓶子水给她嘴里喷了几次，看海感觉才喝足了，并心满意足地说身体里清澈了。

这个案提示案主只要注意完整素食，并使用老师的信息水，就完全能康复。本杰明 2011-4-2 

23:21:53 

回复：这例真是惊险刺激，险象环生。一上场，我就坐到了前排，然后看海几次过来脱

我的衣服，上下打量我，我感觉像是贫穷家的女孩子被卖到青楼，接受老鸨的“检阅”一样，

很不情愿，但又无法抗拒。她每扒一点下来，我乘她不注意，又迅速地拉回去，她后来说想把

我一层层剥开，我就想找个布把自己缠起来，不给她剥。后来我实在很烦了，就去墙边靠着坐

下了，看海说感觉要钻到我的身体里去，还要捏住我的心脏，我笑着说：我才不怕你，我是铜

墙铁壁。她对此很不屑，回答说“我已经钻进去了，你的心都被我吃了”，这时候我才觉得确

实是这样的，好像我已经千疮百孔了，内心也是空荡荡的。格格代表走过来，说想趴在我的身

上，我仰面躺下，她就伏在我的胸前，不停地从我的颈部淋巴的部位开始咬，说要吸我的血，

一边吸，还一边说“好味道”，“喝得好爽”。看海在离我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拿着一个充气

棒，说是吸管，在“远程吸血”，甚至连我的骨髓都吸出来了。我感觉到颈部被两颗对应的尖

牙咬出了两个洞，血液汩汩不绝地流了出来，我越来越虚弱，但内心并无痛苦。中途觉得身体

僵硬了，想挣扎一下，也有气无力的，格格后来又把我翻过来，趴在我的背上，不断地从腰椎

那里向上推，说在挤我的血，挤好了等饿了再喝。易生活代表在我的一侧，说感觉代表的是人

参娃娃，看海吸我的血一会儿以后，就对着他吸食一会儿，说我的血液太粘稠了，要用人参娃

娃调节一下口味，喝点清淡的。格格倒是一直在吸我的血。后来本杰明代表的道士出场了，给

看海喝百草汤，她就停止了喝血，开始喝百草汤，然后说觉得血很恶心了，不想再喝了，但百

草汤怎么喝都喝不够，道士都忙不过来了，有点供应不上的感觉。格格还在喝我的血，我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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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行了，觉得只剩一口气了，对老师说，要老师救我，并说“两面都要救”。我说的“两

面”是指看海、格格和我，因为格格和看海代表的是同一个人。老师拿出信息水，给看海和我

喷了一些，看海马上说喝饱了，说感觉身体内的血液被净化了，而且排出了污血。这时候，格

格也不想再喝了，说喝饱了，而且我的血也被他们喝干了。老师让看海过来，把我的心还有我

的血液还给我，看海说我占便宜了，因为她还回来的都是净化了的心脏和血，我觉得也是，并

且诚心地对她说了谢谢。做完这个个案，就是吃晚饭的时间了，但我一点胃口也没有，走路都

是轻飘飘的，头疼得很厉害，一阵一阵地出虚汗。就像真的是被吸干了血一样虚弱。当天晚上

睡了一觉以后，第二天才好。不过这个个案到最后也没搞清楚为什么他们要吸我的血，而似

乎我们彼此对对方也没有愤怒和恨，很是平和。比较简单，只要认真吃素，使用信息水，就

可以康复了。祝福案主，也感谢案主，在这个个案里， 我换了心，换了血，整个人焕然一新

了。——山楂 2011-4-6 22:39:34 

回复：开始想扒掉山楂的衣服，一次又一次。原来是要钻到她身体里面去。感觉在她身

体里钻上钻下，钻了好几圈。最后捏住了她的心脏，把心拽出来吃掉了。感觉自己是个青面獠

牙的妖怪，如画皮中去掉人皮之后的样子，喝人血吃心。一个道士挡在我面前，不怕他，但也

觉得他碍事。拿了一根吸管（充气棒）隔着道士找空从山楂身上吸血。格格趴在山楂身上咬着

脖子吸，我和格格是一个人。易生活坐在山楂旁边，披着绿色的衣服，是人参娃娃。我喝血喝

太多觉得腥腻无比，吸吸人参娃娃的汁液调剂一下。我和格格猛吸一阵，吸饱了觉得累了就休

息一会儿，然后继续。山楂不反抗，任我们吸，感觉吸了很多，突然觉得恶心了。道士做了百

草汤让我喝。我有点兴趣，喝了几口就停不下来了，不断地喝。开始用吸管，后来用碗，再用

罐子直接往嘴里倒，最后自己都懒得装了，直接张开嘴让道士倒。还是不够。我说这喝到什么

时候去啊。老师拿了喷嘴可以旋转的量子水往我嘴里猛喷了几下，终于觉得喝够了，可以了。

感觉自己的血液全被净化了，甚至比人参娃娃都干净。我看到把原来体内的血排出来了，地上

一滩我排出的污血。老师要我把吸的血和吃掉的心还给山楂。我都还给她了，也给她心里喷了

量子水，说我还给你的都是净化过的。看海 2011-4-7 11:37:59

回复：小九妹一边喝血一边念阿弥陀佛。最后也不吸血了。说我是玉女，她是金童，净

化过后我们成了金童玉女。看海 2011-4-7 11:40:20

回复：谢谢老师，谢谢亲爱的代表们，愿我们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心，真心修行！ 丽丽 

2011-4-8 15:26:02

17、（133）乙肝小三阳11年（杀蛇）（无锡）

第414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4-10 21:19:36 

2011年4月10日，第二例，（20110410B），乙肝小三阳11年（无锡）。案主在上大学时

体检没有发现乙肝，1990年生小孩，发现乙肝，三个阳性，医生建议打胎小孩。后来还是决定

生下了，发现未发生母婴传染。但体检，总是三项阳性。2011年3月6日来深圳替代女儿灵排女

儿的八年闭经。灵排第二天，女儿的基础体温就正常了，母亲认为这次女儿应该月经可以正常

了，灵排后的第19天，女儿真的在没有使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月经就正常了。而且后来母亲

自己再检查肝的指标时，只有两项阳性了。母亲惊讶地发现了阳性的指标少了一项，她认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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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可以用灵排解决问题。灵排开始，现场响起了歌声“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

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

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案主身上压着人，在肝和脾的

部位一直被压着。灵排呈现，有病毒入侵，经过激烈搏斗，但还是被病毒入侵了，敌不过病

毒。继续灵排下去，呈现一个小孩，奶奶责怪他不听话，于是就跑到玉米地里，把一条正在下

蛋的蛇吓着了，后来蛇又被那个小孩打死了。第二天，奶奶发现蛇不见了，找到了被打死的

蛇，就把蛇埋了。后来那个小孩不断打蛇，后来长大后，就经常到山里抓了蛇吃。后来蛇就开

始不断出现在那个家中报复，恩恩怨怨，没完没了。原来是案主的前世打死了不少蛇。后来出

现了白娘子，白娘子一看，许仙身上带着很多冤亲债主，主要是蛇。那个打蛇的修炼成了许

仙，被打死的蛇变成了小青，盘住许仙不放。后来法海和尚出来吓唬一下小青，但没有多大作

用。又出现了黑山老妖，与2011年3月13，第二例，青岛的从小肥胖出现的黑山老妖和蛇的场

景很多相似，立即现场电话青岛问对方，对方说自己肝、脾不好，但肝功能的指标是阴性的。

此时小九妹代表小青，易生活代表了许仙，我代表了一下法海和尚后，就马上切换了角色，变

成了大力丸。我对死死缠住易生活的小九妹说，你曾经搞丢的大力丸在我这里，小九妹马上就

有反应了，说是曾经搞丢过东西，我就不断从我裤袋里拿出大力丸给小九妹，小九妹就开始有

力量了，后来很多现场的众生也不断来拿大力丸，后来我说现在的大力丸是改良的，我不告诉

你们。最后我告诉大家，那个大力丸现在是量子共振信息水。大家均拿到很多大力丸。后来，

黑山老妖瘦身了，我变成了老鹰，就飞出去了。那个黑山老妖变成了老鹰。晚上，我回来网上

一查，小青是兼卖大力丸的，估计是曾经发生过把大力丸搞丢了，无法面对许仙了。期间，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歌声，是蛇不断怀念曾经的宁静生活。本例的乙肝三

项阳性，是由于前世的打死蛇，今生受到蛇的报复，伤了肝、脾，再受病毒入侵引起，抵抗力

被蛇破坏后，就得了三个阳性。 

回复：我在这例中，代表了一个类似蛇灵的东东。案例开始，“长亭外，古道

边，……”的歌声响起，浑身充满能量（后来才知道，唱歌的代表，代表的是菩萨），身体自

然摆动，非常柔软光滑，骨头关节似乎都感觉不到了，轻飘飘的在场里飘，虽然场内斗争激

烈，但我超然世外，心情很畅快。有位代表小蛇灵的，也在跟着我一起在场里飘，但可能由于

修炼的境界不同，小蛇灵并不快乐。随着情节的发展，其他的蛇代表也开始唱一些情节相关的

歌曲，有怀旧性的，有念佛的。我听到后，马上感觉能量消耗迅速，最终落在地上，浑身越来

越无力。直到最后，菩萨又出现了，念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时候，我浑身立刻又充满

了能量。后来又吃到了老师派发的大力丸及其改良版，胸口一下就热了，能量从胸口不断涌动

上升，精神无比愉悦，跳起了欢乐的舞蹈（以前从来没学过这种舞，在场内自然就会了）。后

来在场内试了一下，臂力比平时大了很多。 Fred 2011-4-11 2:04:25 

回复：开始唱歌，唱送别，很投入地唱，还有一些从来没听过的旋律冒出来，旋律很

美，我如同播放机一般把这些旋律播出来。场中间很闹，不知道在干什么。唱了好久睡着了。

醒来看时，发现许仙坐在对面，打死了很多蛇。很奇怪怎么许仙也打蛇了，竟然这般堕落了。

小青俯在许仙怀里，怀着极大的嗔恨心不肯离去。我是白娘子，但好像成仙了，不关心被打死

的那么多蛇，一个美女蛇说“我们不要老是去报仇，就不会被打死了”，觉得她说的是对的。

冤冤相报何时了，这样来来回回出不了轮回。我都不知道修行了多少个世纪才放下了这些。我

感到许仙带着他杀死的蛇灵要一起升天。我说这不可能，这些蛇还根器不够，有人说“众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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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说我说错了。许仙执意要带大家一起走。我看到他带着蛇灵们摇摇摆摆的升高了一

些，但很快因为实在太重，又重坠回到地上。我感到自己拨开重重黑云，在天上看小青，大声

地对着喊“小青快悟，小青快悟，小青快悟，小青快悟，小青，你的时候到了，快点啊”，看

到一条黑蛇在天地间挣扎翻滚，搅得天都黑了；后来地藏菩萨附在了我的身上，我拿着话筒大

声地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对面许仙旁边坐着黑山老妖和

黄鼠狼，都是我们先前排列中出现的人物。这些话对着每一个人说的，地藏菩萨会度化每一

个人。“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说这些的时候，能量好大，一阵阵热量涌过来，又感受到了

金刚的力量，场里的能量巨大。渐渐地地藏菩萨走了。我回到了我自己。老师说小青弄丢了

东西，派送大力丸。我们都过去接。中午感觉大力丸都吃饱了，不想吃饭了。看海 2011-4-11 

10:40:51 

回复：我感觉大力丸吃饱了，一点不饿，不想吃晚饭。 2011-4-11 10:46:52 

回复：第一次感应到什么叫作“场中的能量极强”。我就是小蛇灵的代表，飘飘忽忽转

悠着，却没有大蛇灵那般愉悦舒服。当听到地藏菩萨念诵“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时候，一

股强烈的气流漩涡把我团团围住了。可能别人看来我满场绕圈的速度不算快，但我自己根本停

不下，只知道身体的反应太慢太慢了，那股强烈无比的漩涡，让我头晕目眩，肠胃里更是翻江

倒海。为了避免跌倒，我尽量克制着身体的速度。连头脑中也是旋转风暴了。呵呵，不知道乘

坐宇宙飞船的感觉和这个几分相同。其实当时觉得要是能彻底吐清肠胃之物就好了，原本我腹

腔的淤堵很多的。瑜伽猫yogacat 2011-4-11 11:52:19 

回复：案主事后说，她女儿小时候，大概3、4岁的时候，就喜欢扎着丝巾，说她自己是

白娘子，喜欢同小朋友玩白娘子的游戏。忠正 2011-4-11 12:49:32 

回复：我是打蛇人和许仙的代表。开场后，有很多代表轻飘飘地舞动，有的代表头偏向

一边，脖子好像受伤了。听到她们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

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山坡和一片苞米地的画面，眼睛转向九妹的时候，看到她手上的一个饰品很

像蛇皮，头脑里又出现蛇和打蛇的信息，然后开始回忆起前世的事情，小时候有一次被奶奶打

了，很憋气，跑到苞米地里发泄，一开始是打苞米，后来从苞米地里钻出一条母蛇（母蛇当时

在苞米地产卵，被我打苞米的响声惊吓到，惊恐地钻出来逃跑），我当时正好在气头上，拿起

一个棍子卡住蛇七寸的地方，然后抓起它的尾巴拉起来往地上摔死了，蛇脑袋被砸得稀巴烂，

还用脚把蛇肚子踩得扁扁的。然后就回家了。第二天，奶奶到地里看到了被我打死的蛇，很难

过，把蛇埋了，还跪在被埋的蛇前请求原谅。回家又把我打了一顿，跟我说：“你这样做，会

惹怒蛇神”。后来，家里就常常会出现蛇，大概是那些蛇想来找我报复吧，每次看到蛇我都把

他们打死，或抓起来煮来吃。再后来我抓蛇越来越厉害，经常跑到山上去抓蛇，抓多了以后，

蛇听到我的脚步声就会很害怕，很恐惧。再后来还卖蛇。由于我不断抓蛇，惹怒了蛇王或蛇神

一类的，有一次上山被蛇咬了（去排列前2天我脚上就出现了4个类似蛇咬过的齿印），以为自

己死了。结果没有死，被一个修行人救了。活过来以后，我开始反思，我怎么会杀了这么多

蛇？感觉地上躺着的都是被我杀掉的蛇，深感自己罪孽深重。后来，就出家了。看海代表说我

是许仙，我也感受到自己在一个塔里面壁忏悔读经。后来蛇王也开始思过，说冤冤相报何时

了，如果不是他们有报复之心，也不会引起这么多事。被杀的蛇都放下了，开悟了。我想带着

他们一起升天，看海（白蛇）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带这么多蛇上来，我说因为他们也都是佛。众

生皆佛！——易生活 2011-4-13 8: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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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我在这例中，代表一位守护者，不让病毒入侵，刚开始我很有精神地守护着，并

一度已经把病毒赶到门外，后来我的力量逐渐弱小，病毒也变得不怕我，入侵到代表的身上

了，我只能无力地看着看着……格格 2011-4-13 22:23:53 

第4162条留言    留言者：九妹   来自：深圳   时间：2011-4-12 19:58:10 

排列小三阳这场个案中，在排的时候感觉自己身体无力，便躺在一边上。不知道什么时

候格格也来到了我身边。后来感觉到头上个皮套弄得头很不舒服，便套在手上，那个皮套上面

有个闪闪的亮片（平时我都不带的），不知道为什么手开始像蛇头一样摆动，怎么都停不下

来，别人说我蛇王，但我不知道，只感觉自己的手停不下来，别人在唱“长亭外……”的时

候，感觉心情特别的舒畅，但后来说蛇死了好多，我的内心开始怀念自由自在的感觉，感觉之

所以前面死了那么多蛇，自己有不可推委的责任，如果不去报复，也不会伤害到那么多的蛇，

于是就不想报复了，开始打坐修佛（报复没有任何一方是胜利的，都付出了代价）。

18、（145）爸爸肺癌晚期发现两个星期（李自成吴三桂）（盐城）

第420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4-25 10:11:44 

2011年4月23日，第二例，（20110423B），爸爸肺癌晚期发现两个星期（盐城）。5—6

天前，医生告诉家属，肺癌晚期，已经完全无法治疗了，发了病危通知书，于是来尝试灵排解

决。灵排开始，一个人一直在喊，“我好善良，我好善良”，那人有好多鸡、鸭、猪、猴、

狗，还有驴。驴一直跟着主人，后来驴被别人抢走了。还有关在笼子里很多动物，还有蜈蚣、

蝙蝠、蛇，放屁虫等，什么均有。一个驴被人抢了，主人也没有好好去追。那个自称“我好善

良，我好善良”的，但一直吃那些动物，而且一直干着偷鸡摸狗的事，还去妓院，泡美女。然

后出现状元，状元喊着“泡小妹妹，恐龙勿扰（翻译成现代语）”，皇上钦点配婚等，但配错

了婚。那个状元也很贪心，对皇上喜欢的人，也想夺到手，想成群才对。皇上似乎也不同状元

争，但有一个人，皇上是千万不能让的。“你要谨遵皇上、太后的赐婚”，但赐错了婚，现场

不断说“赐婚，吃荤，赐婚，吃荤……”，后面出现国破山河在……，红颜祸水，交织在里面

的故事是李自成从骑了驴开始，农民起义，一路杀人不少，这些被杀者的症状，全部落到了案

主爸爸的身上。经过灵排，把那些痛苦症状在现场代表身上解除了。同时提醒不能吃荤。 

回复：排列开始时，看海说我是头驴，我感觉自己也很想走动，就跟着主人看海在场上

转圈。转了几圈，有人从后面推着我，就把我从主人身边抢走了，主人刚开始想抢回来，抢了

几次抢不过便不追了。小九妹一直在喊“我好善良，我太善良了！”但却经常干坏事，比如吃

动物、伸脚绊驴等。后来抢驴的人累了，驴就自己一个人走，再走了一段时间，驴也休息了。

原来这是李自成骑驴起义，跟吴三桂争夺陈圆圆，造成了红颜祸水的故事。自走自路 2011-4-

25 13:39:24 

回复：觉得我眼睛有些看不清，代表了女儿的一部分，中间对小九妹代表的爸爸的感觉

就是 一点都不善良。 ——丽丽 2011-4-26 17:05:47



第四章  50个案例原始记录

67

19、（156）肺癌（打猎杀动物）（潍坊）

第423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5-2 8:22:45 

2011年5月1日，第二例，（20110501B），肺癌（潍坊）。肺癌，左肺门肺癌，经量子共

振信息水治疗后，20多天就好转了可以去外地出差了。他的肺癌治好后，他介绍了很多癌症病

人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在山东潍坊一带治好了很多癌症。但他一直没有来灵排，于是建议他

过来灵排，把疾病源头解除。灵排开始，有一代表一直说“肺癌好呀”，另外一位代表说“好

得不得了呀”，一位说，“吃不饱呀”，一位说“好个屁”，一位说“吃么么香”，“我得了

肺癌，你嫉妒什么？”“我是前世的孽。”“你是一个老狐狸……”，“你现在知道痛了吧？

你知道我以前怎么痛了吧？”现场一位代表一直在吐，吐出来的味道很大，全是腐烂的动物的

味道，最明显的是狐狸味。期间，案主也一直咳嗽、吐痰。出现了狼叫，出现了狐狸在山洞

里，有人说引狼入室，血债要用血来还。有虫子咬，“烂命一条，分文不值”，“我自虐”，

“打死也不足于弥补”。期间出现了很多动物，有乌鸦，狐狸，有昼伏夜出的，一烂树，那棵

烂树说“一棵烂树有爱心”，“烂人死在烂树下”，出现了一匹老马死了，动物吃动物，羚羊

死了。有强悍的动物说：“强者生存，这是丛林法则”。土地公公，歪着头睡着，看着这些动

物互吃，也不去管。出现了伐木人砍树，出现了猎人打猎，猎人家里藏了很多打死的动物，猎

人养了一个狐狸作为宠物，狐狸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一切护着主人，当然也一直有猎人带回

的动物吃。土地公公只管睡觉，一直不管这些。这一切已经轮回了三世了，土地公公还是不

管。狐狸得意地说，“强者生存，这是丛林法则”。一颗子弹打来，从后背打入，穿过肺门，

一个动物被猎人打中……猎人打猎时，带着狐狸，那位狐狸很得意，他们认为是强者……现

在，报应来了，前世的猎人，得了肺癌，肺癌的位置，就是曾经打中动物的肺门位置。另外又

有一位代表不断呕吐，把曾经吃下的动物全部呕出，呕得黑血也出来，有些吃下的动物卡在喉

咙口，进不进、出不出，案主不断忏悔，“对不起，是我杀死了你们，你们也是生命，生命是

平等的，我忏悔，以后我不再残害动物，以后我吃素，我保护动物……”，全场曾经吃过动物

的观众也全部趴下一起忏悔。那位狐狸很得意，认为动物没有人能管得了。不料，现在轮到狐

狸吐了，狐狸把几辈子吃下的动物也全吐出了，“动物也得把吃下的全部吐出来，这也是丛林

法则”，一个声音在说。动物世界，这是一个被遗忘的世界，原来也得遵守生命平等的法则，

得把吃下的吐出来，最后佛菩萨来到了现场，灵排在大家的忏悔和佛音中结束。中午大家再次

吃素。 

回复：第二例肺癌，我拿棍子钻一男代表的身体，感觉把他的五脏六腑掏空……格格 

2011-5-2 8:33:55 

回复：案主开始忏悔前，场面已是动物惨遭猎杀的情景。骚臭味儿阵阵飘过，我根本坐

不住了，想走动，却没有移动的力量，只是定定站在前方。随着案主忏悔，我被灵力推动到佛

代表前，围着他绕圈，突然感到心口刺痛，打了个饱嗝，自觉恶臭冲天（我用信息水后自动吃

素已一年了）。后来又在场上转了几圈，大家忏悔的时候，我站在老师身后，右肩疼痛难忍，

差点失声喊叫出来。谢谢这个案例，带领大家多了一个为杀生悔过的机会。 瑜伽猫yogacat 

2011-5-2 10:55:29 

回复：这个个案里面我代表了一个上场就晕晕的土地公公，坐在椅子上，没三分钟，头

就晕乎乎地左摇右摆的，压根儿坐不住了，但是感觉不能倒下，然后又坚持了几分钟，最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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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坚持不住了，就到凳子后面躺着了。闭眼躺着时看到一个猎户去一个很茂盛的山上抓野生动

物，看到他肩上扛着空棍上山，下山时棍上挂了好几个动物。场上乱糟糟的，感觉还没到我来

管的时候，我说了“时机未到”，但场上好几个代表坚持要土地公公有所作为，我回到位置

上，还是没有想去做些什么的感觉，闭眼感应到猎户走下山接下来的情景，看到他院子的墙壁

上挂着密密麻麻的被晒干的动物，院子里有个看门的动物，长得粗粗壮壮的，像是看门狗。这

时代表们又要土地公公来管管，都在等着土地公公做点什么，但是感觉还是没到那个时候，什

么都做不出来。老师带领案主忏悔后，我顺应灵力后排站着，心里想着老师能过来坐在位置上

时，同时慧欣手也做出让老师过来坐的动作。站在后面还继续看到猎户家里的情景，他每天吃

很多肉，他的看门狗每天吃一大盆的肉和骨头，同时头脑接收到个信息：神仙都救不了案主，

只有找老师才行。 这个案子里我自己也不明白代表的角色怎么回事，自己的感觉跟别的代表

感觉时间上差距太大，有点跟不上。火苗 2011-5-2 21:33:41 

回复：我是树的代表，见证了三世猎人杀生和吃动物的过程。上场后，我开始在两个躺

在地上的男性代表和一个不停呕吐的女性代表之间走动，非常的气愤，走到男代表旁边就想用

脚使劲地踢他的右边耳朵，或者踢脑袋，或者踩胸部，都是非常非常的用力。走到女代表面前

就会对她说一些讽刺的话，比如“吐死你”，“你现在知道他们的痛苦了吧？”“活该！活

该！他活该！”还说躺在地上代表案主的是烂命一条，死不足惜！后来，说出是三世猎人杀

了很多动物后，感觉自己使命完成了。倒在地上睡着了。直到最后化解才醒来。——易生活 

2011-5-2 22:55:48 

回复：这例一上场就看到案主的眼睛和脸形像极了狐狸。也许不知转了多少世，生生杀

杀，多少个轮回。自从人们杀动物以充饥，就开始了这种轮回了。所谓人身难得，也就是当轮

回到这一世间做人，可以比动物界更直接去学习佛学，可以更直截了当地参加灵排，直观看到

万千世界生命的轮回转世，（当然也有动物也能修佛学的）。最后做药师王佛的代表，把无量

救赎的无量信息水洒向匍匐在地上真心忏悔的人们，洒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真心忏悔的人们和

有情动物。本杰明 2011-5-3 14:43:56 

回复：吓得我坐到凳子上，脚都不敢粘地啊。觉得案主肚子里都是黑呼呼的东西，恶心

死了。还有种冲动，就是想把自己，还有肚子里的东西都撕出去……好可怕！……丽丽 2011-

5-6 12:04:35

第424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5-5 11:16:56 

刚才我接到山东潍坊的电话，是一位政协委员打来的，她说很抱歉，本来前一阵说要寄

香肠给我的，但第二天，她儿子打篮球时，摔了一跤，眼睛摔坏了，全身多次摔伤，住院了多

处手术，眼睛附近也缝了几针。我说，那次你说要寄香肠我，我说不要杀生，我不要香肠，但

她坚决要寄给我。她因为用了我的量子共振信息水，治好了她家很多人的毛病，所以说要寄香

肠我表示感谢。后来，她儿子摔伤了，至今没有忙到寄香肠这件事上。今天她电话我是说要

完成寄香肠这件事。我告诉她，最近我连续灵排出了两例潍坊的癌症与杀动物有关。（124）

2011年4月2日，第三例，（20110402C），子宫癌15年复发，淋巴转移（吸血鬼）（潍坊），

提示要吃素；（156）2011年5月1日，第二例，（20110501B），肺癌（打猎杀动物）（潍

坊）。后来她说再也不敢吃动物了，后悔当初她没有把“不要杀生”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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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9）女儿胎记、全身过敏（人鱼公主）（上海）

第4247条留言    留言者：hanson   来自：上海   时间：2011-5-5 10:19:36 

5月7—8日，预约了做灵排，主要是处理我女儿身上胎记问题。我女儿于2008年11月出

生，出生时就发现背部从脖子到屁股，大面积的青灰色胎记，双手双脚也有。当时儿科医生说

对于胎记现代医学没有很好的解释，有些人到了2、3岁就大部分退了，也有很多人是相伴终生

的。目前我女儿已经快3岁了，胎记随着身体一点点长大，丝毫没有退的意思。背部的胎记发

现隐约有点像繁体字“书”或“画”，而双手双脚上的胎记，我太太开玩笑说就像是戴了手套

穿了靴子。非常期待通过老师的灵排能解开这个“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胎记之谜”，如果

同时能把小孩子过敏性体质解决了，那就更好了，呵呵。

第425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5-7 21:42:43 

2011年5月7日，第一例，（20110507A），女儿胎记、全身过敏（上海）。女儿于2008年

11月出生，出生时就发现背部从脖子到屁股，大面积的青灰色胎记，双手双脚也有。灵排开

始，小九妹代表的是蝴蝶，是男的。易生活代表的是蜈蚣，咬过人。前世养了很多虫子等。丽

丽代表金龟子，看海代表苍蝇，还有一位代表了烂肉。在一个缸里养了很多虫，用筷子在里面

戳。感觉案主的前世有恋虫癖。抓了很多奇怪的虫子。苍蝇说不要与蜈蚣放在一起。后来说男

女授受不亲。感觉蝴蝶是代表爸爸，蜈蚣是儿子。本杰明代表了老海龟。后来转换角色，小九

妹代表人鱼公主，被格格代表一直刮鱼鳞，在后背和屁股上刮。后背和屁股被抓出来的，就是

后来的胎记，先横抓，后竖抓。感觉全场能量很弱，感觉能量是被看海的妈妈代表吸走的，是

一个巫婆。后来说“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原来是人鱼公主被下了咒语，被锁住了。这是

一个落难的公主。有人说要王子亲一下才行。后来说王子也救不了。闸门坏了，污水不断向外

流到海洋，这个咒语到今天也没有解开，已经沉睡了几千年了。有一个埃及法老，说王子和人

鱼永远不能相见。那个王子一直在人鱼身边，没有走远。后来我不断说“千年咒语灵排解、千

年咒语灵排解……”，越说，全场越有力量了。“千年咒语灵排解，可以看你的公主了”，后

来变成不断说“千年咒语灵排解，千年公主自由了”，有光了，原来这个咒语保存了人鱼这一

个物种，免受水的污染，也免了人鱼被人吃掉而失去这一物种。这是一个善良的咒语。说到这

里，千年乌龟在点头。那个乌龟几百年才吸一口气。这里，几千年前就知道海洋会被人类污

染，也有贪婪的人想吃人鱼，于是用咒语保护了起来，保存了一个物种。以灵力的形式在达到

和谐共处。后面，我用同样的方法，今天给鲸鱼下了一个咒语，从此鲸鱼从贪婪的人们前面消

失了。这样才能保护好鲸鱼，尤其是避免日本人捕杀鲸鱼。最后，又把鲸鱼的魔咒解开。然后

让捕鱼人去修行。 

回复：我一开始代表一只大蜈蚣，是被主人（小九妹代表）从野外抓回来的，老被玩

弄，还拿到外面炫耀给别人看。后来场景换到再前一世，主人是人鱼公主，我是王子，一直在

挠小九妹背部（胎记的原因）的格格是看守公主的仆从。王子只看了一眼就喜欢上了人鱼，可

是被公主母后下了一道千年咒语，永远不能以相同物种的形式见到公主，但一直追随着公主，

在她身边。后来，老师说“千年咒语，灵排解”，我感觉自己回复了原形，自由了。跑到看海

（人鱼公主的另一个代表）那边想救公主，但是公主身上的咒语很强大，王子根本没办法，只

能干着急。不停给公主唱《传奇》，安慰公主。后来，更高的力量出手才搞定。最后，老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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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一个和鲸鱼有关的咒语，需要千年后有人来解。——易生活 2011-5-7 22:12:01 

回复：第一例，女儿胎记、全身过敏，我在磁场转了几圈，小九妹拉着我的左手，我的

左手一直想动，手不停做些姿势和动作，就感觉小九妹的背在吸引我，我的手抓她的背部，横

着抓，一遍又一遍的抓，想渗透到她的肉体里，偶尔还抓她的屁股，先横抓，后竖抓。抓完拍

打，感觉渗进她的肉里了。我就在她身边躺了下来，我这样做只有个目的，就是要案主跟我说

声道歉之类的话，最后案主夫妻过来跟我道歉一下，我马上起来拿一盆水泼给小九妹，把我前

面渗透给小九妹的东西冲洗干净……格格 2011-5-7 22:17:05 

回复：我是案主女儿的其中一个代表，我觉得这个诅咒是从看海那时候开始的，阿姨和

看海是一个人，到案主，又到了我，我是为了解救看海他们而被诅咒的，后来，场上的人说我

们自由了，这声音是从慧欣那里传到老师，老师传给山楂，山楂传给看海，看海传给我。舒服

了！——丽丽 2011-5-9 9:43:02 

回复：人鱼公主被下了千年魔咒，锁在海底很深很深的地方。躺着不能动。能听见王子

的歌声，暂时获得心灵上的慰藉，但依然逃脱不了咒语的诅咒。这是一个善良的咒语，为了保

护人鱼公主不被污染。公主的心依然纯洁无瑕，出淤泥而不染。“千年咒语灵排解”，随着老

师慢慢说出这句话，公主渐渐有了力量，被放出来，得到了自由。老师（不知代表谁）送给公

主力量和使命，问公主“你被污染了吗？”公主说没有。这一刻我（其中一个人鱼公主的代

表）感到心灵的无比洁净。确实是一个未被污染的公主。看到案主夫妻在给吃过的鱼道歉，心

里很痛心，知道他们是自己这一世的父母，但鱼儿就是我自己，不要再吃它们了。后来又很遥

远的声音传过来说“你自由了，你自由了”，我们（和另外一个人鱼公主）高兴得在场上跳起

来欢呼雀跃。看海 2011-5-9 10:18:52 

回复：一个美丽动人的独特案例，我代表了宇宙间的传递信使之一。场上有位身穿白衣

的代表（来自珠海），总说她身上有能量想保护公主，但大家都不喜欢她对公主的触碰。看海

代表的公主纯洁善良，面对白衣代表的跃跃欲试，我花了很大气力制止。感觉白衣者负性能量

很强，她反挡我时手上的力气很硬，像铁钳子箍在我手上，令我身体极度反感。后来慧欣告诉

我，正面能量永远是最强大的，所谓“邪不压正”，她知道我可以做到。后来知道白衣者代表

了捕鲸人，老师让她继续修行。呵呵，这是第一个涉及到古老咒语的案例，当看海用无比沧桑

的声音念出“LARMA，LARMA……”的时候，我随着声调的起伏掉进迷雾般的漩涡里。感觉没有

太大伤害和恶意，就是脑袋昏昏晕晕像灌了浆糊。瑜伽猫yogacat 2011-5-9 20:59:09 

回复：我代表的是一只已在修炼数千年的老海龟，几百年才呼吸一次，见证人鱼公主生

存在这危机四伏的地球海洋中，早就知道海洋会被人类无休止地污染和杀生，使海水变成难以

生存的秽水，只好提前下个咒语，让人鱼这个物种隐藏在多维空间而人类无法觉知的世界里。

海龟这个物种其实也是生存艰难，只好减少消耗地球上的氧气和食物来降低自身排放污染物质

的可能性，希望以此延续物种的存在和照顾到其它物种存在的多样性。案主来灵排可能是佛有

意安排让人们窥探到地球上物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在生态平衡，无外因污染的状态下就能保

持久远的，如果自以为高级物种的人类对地球以持续不断的污染，人类这个物种自身也会面临

灭绝的命运。本杰明 2011-5-10 10:47:03 

回复：一直犹豫是否要给女儿做灵排，因为她身上和四肢大面积的胎记太与众不同。感

谢上天，让我通过灵排知道女儿前世是人鱼公主，所以今世吃鱼就过敏，手和脚就会起疙瘩！

女儿特别喜欢鱼，去动物园金鱼池呆的时间最长，去饭店也要盯着养鱼池看很久，并且看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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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样子很可怕的大鱼，她也不害怕！ 2011-5-12 22:48:55 

回复：今天早晨和我老公想起来，我女儿小时候大概3个月以后到1岁半之前，就喜欢在

床上踢腿，当时还不会站，躺着双脚并拢举高，然后重重地放下，拍得床板砰砰地响，半夜睡

着也踢，阿姨和她一起睡觉，经常被她踢腿的声音吵醒，有时候一天至少100多下，现在想起

来那就是鱼尾巴摇摆的姿势！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女儿从来不要看电视，只喜欢听音乐，

1岁多了以后，别的小朋友都看《巧虎》，可她在电视前面2分钟都呆不住，又跑去玩啦，上个

月，有个朋友送了个白雪公主的碟片，天天看，一天要看3次，就喜欢白雪公主和王子，整天

公主王子的，我现在就怕孩子早恋，哈哈！ 2011-5-13 10:47:38

21、（170）日本3月11日地震海啸原因

第430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5-15 21:49:05 

2011年5月14日，第四例，（20110514D），日本3月11日地震海啸原因。灵排开始，九妹

在原地快速打转，自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天旋地转，然后跌倒在地。格格在地上爬，感觉是

动物，不久感觉是鲸鱼，在海里，突然感觉被火箭类的射中，然后被拖走。然后很多代表，选

择了各式各样颜色的布，披到自己身上，说是外星人，一长溜站到了前排椅子上。火苗说是自

己带着使命的，站到了后排位置。现场说，时间不多了。说地球人好污浊，那些外星人来自很

多星球，努力帮助地球清理污物。说地球人物欲横流，现场出现日本艳妇，然后UFO出现在日

本上空。然后出现了东条英机，外星人说，“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要不断清洗，清洗计

划即将执行。”然后开始清洗，然后清洗被人类污染的地球，清洗被人类污染的海洋。然后把

那些道德低下的人的灵魂带到不同的星球学校去学习，东条英机被带走了。原来在日本上空，

飘着很多的冤魂，怨气很重。外星人在关心着每一个地球人。地球被污染到只剩诺亚方舟这么

小一片了。现场说，地球能有一块是绿洲已经是不错了。地球人已经迷失了。大清洗不断在进

行，外星人乘坐飞船也来清洗，但他们也需要能量，清洗完后，连忙再回他们的星球去充电，

到了地球上，就感觉被地球吸走了很多能量，奄奄一息，直到清洗干净。灵排中提醒人们，要

进行心灵的疗愈，人心干净了，才有力量。最后说，下一次清洗希望是用我们心灵来清理，而

不是用地震海啸来清洗。 

回复：灵排开始，我是动物地上爬，后来感觉自己在大海里，像鲸鱼，最后大海在翻

腾……格格 2011-5-16 7:08:07 

回复：14日第四场，我们排日本地震。老师刚说完进场，我便进入了。我飞速地旋转起

来，当时根本看不到办法控制自己，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人都成了三个人。当时转得头晕、恶

心，一会便倒了地上。这时看到周围很多人都披着各种带色彩的布，像在巡视着我们。感觉他

们根本就不是地球人，他们说他们是超人，有能量的。但我很恶心了，休息了一会便吐了起

来。过了一会，好些了，感觉自己又有些能量了，便又想在地上滚动，几下后又是恶心，又

开始吐了。这样的情况连续了四次。最后慢慢体力恢复过来了。很多人说时间不多了，外星

人来救我们，帮我们清理地球，我说我也要自救，能救多少救多少。当时就感觉任何说教的

话都是多余的，能做多少做多少，能救多少救多少，能清理多少清理多少。九妹 2011-5-16 

13: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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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这例我一开场，就两脚站立不稳，大地如筛子筛东西一样六个面来回震荡，几分

钟就倒下。然后场上有人指出我是东条英机，我认为我没做错什么，没必要忏悔。虽然也看到

场上在海里生活的大鲸鱼被人用火箭弹击中（一种捕杀大型鲸鱼的残酷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用火箭弹头带着几百米长的绳索，击中大鲸鱼后，由于大鲸鱼没有那么快死去，捕鲸船就拉着

绳索跟着鲸鱼几天几夜，直到鲸鱼流尽血液悲惨地死去，然后捕鲸船才把鲸鱼拉到港口，肢解

成一块一块送到超市卖给人类食用，日本人辩解说是作科研用的）。也有更残酷的捕杀鯊鱼的

方法，就是用钓鱼方法钓到鯊鱼后，就一刀割下鯊鱼的值钱的背脊和肢体，不值钱的鱼身还活

着就扔回大海，让这可怜鯊鱼在海里几天几夜后痛苦地死去，而人类自以为的高档人即有钱人

在享用这种毫无营养价值的鱼翅，哪管背后因失去肢体不能游泳不能进食而流血痛苦死去的鯊

鱼。人类的残酷招致的报应之一就是地震和海啸，震不死的就用海水卷走，还用海水打击出核

电厂放射性毒物，让人类自作自受。本杰明 2011-5-17 11:01:52 

回复：上场后有两人披着纱巾在围着大地母亲转圈圈，我也随手拿了一条披在肩上，还

不停的喊“UFO”，后来我们都站在椅子上去了，感觉自己热血沸腾，充满能量，想要飞起

来。原来我们都是外星人，是来视察和帮助地球的，现场还有无明的人类在说“外星人都不救

我们的”，一会又说“外星人也不过如此”，我感觉好心痛，迷失的人类啊！自私自利的人类

啊！失去信仰的人类啊！为了清理地球，我们也耗费了很多的能量，而如此的清理方法似乎也

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后来临走前我把身上的紫色披巾送给了大地母亲九妹，九妹又把它转给

了无明的人类，原来紫色代表人类灵性的最高力量，只有人类的的心灵干净了，地球才会变得

干净，感谢老师的大爱，感谢大家！——醉清风 2011-5-17 14:08:31 

回复：我是保护环境外星人的代表之一，上场后就找了一块绿色的布披在肩上，跟着另

外几个外星使者一起在场上转圈，嘴里还大喊：“保护环境，保护环境……”，然后看到一个

很大的动物代表被人用一把超大的刀从腹部刺进去再拉出来，很残忍地杀害，大概表示日本杀

了大量鲸鱼，杀业太重。然后五个外星代表开始站到凳子上远远地看着地球，想帮助地球。有

一个代表说，地球好污浊，太黑暗了。躺在地上的像是被惩罚的人类。过了一会，我说：“清

理计划即将执行……”，另一个代表说听到“吱吱吱……”的计划开始执行的声音，接着有2

个代表拿了一块绿色的布进到场中央快速翻转，代表地震，海啸，泥石流之类的自然灾害，对

地球在清理，清理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类觉醒，活在爱中，保护环境，停止杀生，与自然和谐共

处。可是，好像清理效果并不理想，有代表看到很多鱼在哭，看到很多鱼说要报复，地球还是

很黑暗，我又收到信息说：“第一套清理计划如果失败，将执行第二项清理计划……”，第二

套清理计划将会非常猛烈。然后有些人类说，你们外星人一直在那边说，又不来帮我们。我们

说：“帮你们只是暂时的，只能起到延缓作用，我们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你们要自救，要让自

己回归到内心深处，联结自己内在的力量源泉，用‘爱’来净化这个世界”，于是有部分人类

代表开始觉醒，尝试着清理地球的黑暗能量，但是似乎力量很弱小，很久才清理出一小片地

方。然后，我又说要对地球母亲忏悔，并念了一段最近网上在传播的忏悔文：“敬爱的大地之

母：对不起！请原谅我们在你身上发动残酷无情的战争。为此我向您深深的一顶礼，忏悔人类

所做的一切。对不起！请原谅我们在你身上制造各种垃圾与污染。为此我向您深深的一顶礼，

忏悔人类所做的一切。对不起！请原谅我们在你身上砍伐过数不尽的树林。为此我向您深深的

一顶礼，忏悔人类所做的一切。对不起！ 请原谅我们在你身上污染了清净的水资源。为此我

向您深深的一顶礼，忏悔人类所做的一切。对不起！ 请原谅我们在你身上熏染了干净的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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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为此我向您深深的一顶礼，忏悔人类所做的一切。对不起！ 请原谅我们在你身上制造大

量的二氧化碳。为此我向您深深的一顶礼，忏悔人类所做的一切。感恩大地之母！承载我们的

生命，包容我们的行为。感恩大地之母！供养我们的一切，滋养我们的生命。感恩大地之母！

我们将反省自己，并终止所有对你伤害的行为。谢谢你！我爱你！庄严美丽的地球！伟大的大

地之母！”，念完以后，老师代表的力量说：“不够，不够，还不够……”，要我们每个人把

这种信息通过自己的方式传播出去，以唤醒更多人，走在正确的路上，拯救地球，拯救我们自

己。——易生活 2011-5-18 7:57:55 

回复：上场捡了一块蓝色的布披在身上，陆续后面几位代表分别披了绿色的和紫色的

布。我们几个开始绕场转圈，然后站在前方的椅子上，高高地看着下面。感觉地球很脏，臭不

可闻，必须清洗。我对旁边的代表说“不清洗他们，会拖累我们整个宇宙。要不断地清洗，

不断地清洗”。打眼又看见东条英机的灵魂在日本上空飘荡，影响范围很大，几乎是弥漫着

笼罩日本。感觉一片灰气，不肯散去。我们把东条英机带走了，送到宇宙学校里学习。一个

代表说是宇宙体育学校，我觉得这个学校更重要的是洗涤灵魂。我们很担忧地球，不知道怎么

帮他们。清洗工程浩大，每次去地球作业都耗费我们巨大的能量，不得不在能量低点时赶紧回

去补充能量。地球人在我们眼里也不同。有奢侈糜烂生活的日本艳妇；也有开始觉醒展开自救

的觉者。清洗过程中丧生的地球生命被我们带到不同维次空间的学校去修行学习。我们是外

星球派来的使者，感觉清洗地球这个活很累人，很不好干，似乎不太可行。有代表说执行第二

套计划。有人说灵排是计划之一，还有很多类似的计划都在地球各地展开。看海 2011-5-18 

10:17:48 

回复：2011年3月26日，第一例，（20110326A），母亲鼻腔恶性淋巴瘤（江苏），那次

灵排我舅妈，出现很多狐仙和黄鼠狼，提示要吃素，后来出现了很多菩萨。灵排最后，也是出

现了宇宙飞船，当时的文字记录是：“突然感觉宇宙飞船飞到我的右上侧，于是，我们接收器

打开，场上的代表陆续把接收器打开，能量开始传输，并且打开了宇宙飞船的舱门，由于地

球被破坏太厉害了，不得不从外太空带来能量，来修复被破坏的地球，杀生就是一大破坏。

经过很艰苦的努力，才修复了地球一部分功能。 ”这段宇宙飞船的描述的同本例很像。忠正 

2011-5-19 7:12:16 

回复：当时看海的记录（3月29日）：老师说宇宙飞船飞来了。我的手不自然地猛摇，觉

得是在摇舱门，舱门徐徐打开。慧欣又把我叫过去，跪在老师前面。老师说地球人太贪婪了，

我突然就浑身无力了，感觉奄奄一息。我对老师说“我回来了，差点被整死，谁把我派出去

的”。闭上眼睛无力睁开。一位男代表和慧欣在我们前面高举手猛挥手（男代表猛挥手，慧欣

高举手），使劲地挥舞。我觉得是在给我们传递能量，如同充电。渐渐地我又有力气了，睁开

眼睛可以坐正了。看海 2011-3-29 14:21:45 2011-5-19 7:21:52 

回复：当时山楂的留言（3月30日）：然后我从椅子上下来了，围着案主一直转圈，越转

越晕，感觉是在地球周围巡视，保护地球的，她那天穿的是浅灰色的衣服，我感觉她代表的就

是地球，完全是钢筋水泥的外壳了，看不到绿色，我拖了一块蓝色的布围着她转，火苗拖了一

块绿色的布，也围着她转，在转的过程中，我的头越来越晕，几次差点跌倒，我明显感觉到这

种晕眩是地球引起的，是地球在摇晃，能量太大，导致我也几乎晕倒，我同时也意识到在我头

晕的过程中，地球越来越小了，似乎缩水了一般。在我晕得几乎躺倒的时候，我听到慧欣在叫

看海，看海回答说她在摇动宇宙飞船的舱门，听到这话我马上缓解了很多，我也不转圈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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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火苗都回到了老师的前面坐下了，但是肩膀很沉重，心里很委屈，总觉得谁应该跟我说点什

么安慰我一下，这时看海说，她是谁派出去到地球的，搞得一身伤，我听了也很委屈。这时候

我听到老师在用日语说：谢谢。我听了马上肩膀就松了下来，心里也不难受了，好像自己的努

力得到了肯定，心里安心了。通过这次排列，明显地感觉到地球还会有大的灾难，而外星人一

直在我们周围，保护着我们，保护着地球，感恩他们的付出，我们自己也会努力，尽力保护地

球，保护宇宙！——山楂 2011-3-30 11:59:19——还提到了当时我说日语。我当时就感觉外

星人的飞船到的是日本上空，还听到了说日语。与本次的灵排也是吻合的。忠正 2011-5-19 

7:31:11 

回复：2011年5月14日，第四例，（20110514D），灵排了日本3月11日地震海啸的原因。

为什么灵排日本地震海啸？实际是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和海啸后，我一直收到信息说要灵

排日本地震和海啸，要把这个因果告诉大家，但由于要灵排的重病人多，占了名额先灵排疾病

了，一直没有机会排地震海啸。终于5月14日灵排上了日本地震海啸了。今天校对稿件，意外

发现：2011年3月26日，第一例，（20110326A），母亲鼻腔恶性淋巴瘤（江苏），那次灵排我

舅妈，最后部分，出现了宇宙飞船和外星人，而且出现了日语，出现的场景一致。外星人把这

个信息插播到了3月26日的灵排最后了。忠正 2011-5-19 7:40:42 

回复：上场后自动站到了凳子上面，嘴里喊着“使命使命——清洗清洗”我是带着使命

过来的，披着好几个颜色布的代表也站上来了，他们站上凳子后我就退到后面一排了，他们都

是我从不同星球派过来执行清洗地球任务的。但是用地震海啸等方式来清洗任务执行得很艰

巨，效果也不明显，大部分地球人很执拗于自己的思想，我们自己也辛苦并劳累，但是暂时又

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完成清洗任务。现在地球上进行的一些方式也都只是冰山一角，很难能

及时有效地清洗完地球，第一套计划执行失败，来执行任务的外星代表很累，我也很无奈，外

星代表提了很多建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地球人自救，唯有自救才能真正救到咱地球

以及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火苗 2011-5-24 22:40:36

第4348条留言    留言者：灯杉   来自：汕头   时间：2011-5-24 13:42:54 

忠正老师在日本地震灵排中出现外星人，是有依据可查的，据日本NHK电视台4月7日消

息，日本宫城县7日晚11时32分（北京时间10时32分）再次发生7.4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在地震

发生后第一时间发布海啸警报。宫城县仙台市在此次地震后出现怪异光线，目前尚不清楚光线

发出的源头。本文来自外星探索网，原文地址：http://www.ufo-1.cn。实拍巨型UFO飞过福岛

核电站上空，似虫子蠕动。本文来自外星探索网，原文地址：http://www.ufo-1.cn。

22、（174）母亲头晕（猴子附体）

第4293条留言    留言者：云深   来自：深圳   时间：2011-5-13 13:42:05 

本周我只想解决一个问题，我妈妈多年来的头晕，超过10年了。感谢老师伟大和同学们

的付出。我的经验是不能贪心，一次最好只解决一个问题。不同类型的问题不能要求同时解

决，但是有时候确实是一次解决了好几个问题，但是切记勿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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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11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5-16 10:32:52 

2011年5月15日，第四例，（20110515D），母亲头晕。儿子替代妈妈灵排。曾经给案主

的母亲和父亲各灵排过一次：（88）2011年2月20日，第三例（20110220C），母亲颈椎痛16年

（南昌）。灵排后颈椎痛就好了。（152）2011年4月30日，第一例，（20110430A），父亲胸

腔积液2个星期（南昌），灵排后一周内，胸腔积液就好了。灵排开始，一上场，现场很多人

头晕，妈妈在前面快速走，爸爸在后面快速追，妈妈说爸爸劣迹斑斑，无可救药。爸爸经常做

出一些猴子的动作。爸爸不断对妈妈说，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有很多猴子的动作。妈妈说，

我们是生死冤家，现场响起了《小草》的歌声。有人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母亲和父亲早就离婚

了，感觉父母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灵排发现，父亲在一次看耍猴时，被猴子附体了，猴子被

人捉弄后嗔恨心在他爸爸身上表现了出来。后来在妈妈身上也发现附了猴子，只是妈妈身上附

的猴子少，爸爸身上附的猴子多，于是考虑把猴子从父母身上捉拿到地狱去。我去了地府，两

腿高翘，感觉成竹在胸，说在守株待兔，等待捉拿猴子。我正想着用糖块，本杰明从场地中间

找来糖块放我身边。我派奕人去捉拿猴子，奕人糖也没有带上。猴子可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就

一溜烟自己来报到了，而且很愉快地来报到，到了才自己拿糖吃。另外一个猴子没有过来，让

猴子的妈妈和猴子的爸爸喊一下，说爸爸妈妈找他们，猴子就回来了。猴子走后，突然爸爸就

安静了下来，爸爸猴子的动作没有了。然后把妈妈身上的猴子也收归回来。妈妈的代表再也不

感觉头晕了，神清气爽，妈妈也安静了下来。然后说让猴子放去花果山，猴子就一溜烟全部去

了花果山。这例，是耍猴人把猴子搞恼火了，猴子附身到了看热闹的父母身上，从此父母的情

绪被猴子控制了，猴子的嗔恨心不断发泄出来，父母一直吵架不宁，最后离婚了。母亲也一直

头晕，把猴子收归后，母亲就不再头晕了。收归猴子到地府，后来放归花果山，是不同维次的

一些空间，在灵排中可以利用。本次灵排，收归猴子，非常顺利。 

回复：个案中我又代表了案主的妈妈，案主的爸爸好缠我，我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我

感觉好后悔曾经跟他生活在一起，他劣迹斑斑，不照顾家庭，无可救药。我一直不停跟他吵

闹，一直骂他老不死，还咒他死，并拿布地上划了界线，一直讲明要跟他划清界线，他是他、

我是我，最好老死不相往来，我的生活有儿子就可以了，整天跟他吵、身心疲惫不堪、头痛、

头晕，直到老师派地府的来抓走附在我们身上的猴，我心情平静了，最后头也不痛，也不晕眩

了……格格 2011-5-16 11:02:57 

回复：一男士不停追着格格，超搞笑。听到他们吵架我就猛然大笑。看这两口子的可

笑。越吵我越高兴。安静了就没意思了。原来我是附在父亲身上的猴子，捉弄他们，搞得他们

不得安宁。老师成了地府的阎王爷的代表，从容走到场中一角，说守株待兔等着我们过去。我

知道该退去了，可是还贪玩想再多玩一会。老师派了个使者给我们送糖，糖来不及吃赶紧自觉

跑过去。我知道这是敬酒，敬酒不吃后面就是罚酒。猴子们陆陆续续都被收进来。坐了好一

阵，突然觉得很无聊，没意思，想回花果山去了。老师说那你就回去吧，我后面还跟过来几只

猴子都跑到外面去了。感觉猴子们急急得离开了。平常说猴急猴急还真是这样。猴子干什么都

是急忙忙的。看海 2011-5-16 15:42:39 

回复：清晨时做了个梦，有幅画特别清晰；这个案开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应该把画画出

来，我就在前面的白板上画下了；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头巨大动物的简笔画，还有几簇小草。

画面感觉很是孤独，虽然那只动物很有体型和力量，而且那个巨型动物身上还有刺。后来案主

说自己小时候画画，都会画上草地，而且那动物是剑龙，自己小时候很喜欢恐龙。灵排中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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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肢体语言、口头表述和歌声来呈现时空交织的情景，这一次又多了现场作画，真是妙不

可言。 瑜伽猫yogacat 2011-5-16 16:42:24 

回复：在场上看到两个人趴在墙上，其中有一个我看他的表情一副想要受虐的样子，就

跑过去把他按在地上踩，既然你想受虐，那我就成全你吧，踩了还不过瘾，把他的头还往墙上

撞，他还叫舒服，他越说舒服我就越想揍他，还说他“贱”。折磨他让我觉得好过瘾啊！原来

被我折磨的那个人是案主父亲的代表，我是其中一只捉弄他的猴子，后面有人拿糖来哄我走，

刚开始我还不想走，后面几个猴子伙伴都走了，我也就跑去和他们到花果山玩去了。醉清风 

2011-5-16 21:54:56 

回复：在这个案中，我是爸爸，其实我原来很爱妻子，但她整天板着脸，我想逗她开

心，哪想她更愤怒。我觉得很开心。就想让她生气。她一生气我就开心！她讨厌我猴里猴气我

更高兴。后来，老师把猴子收回去。我就没劲了。遵道而行 2011-5-16 22:53:49 

回复：初次当代表，心里事后很复杂，但想到能在老师帮助下，帮别人治病心里也就很

坦然。谢谢老师。 遵道而行 2011-5-16 22:59:15 

回复：我是案主的代表，上场后很快认出2个在追逐的人是我爸爸妈妈，一开始我跟着他

们走了一会，后来觉得没意思了，就一个人找个角落躺下来，不理他们了，让他们自己吵去，

我一个人在一边玩游戏，随他们，爱怎样就怎样。对父亲有点不喜欢……，老是想说我怎么有

这样的老爸啊。——易生活 2011-5-17 8:05:58 

回复：这个案讲述的是夫妻二个前世在观看街头耍弄猴子，当时已给群猴附身，而且到

这一世这群猴子仍然在其父亲身上附身，日常生活父母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无俚头吵架。案主是

有极富孝心的，儿子代替母亲单独来灵排。场景展现出生命平等的根本法则，看耍猴表面上普

通人是观众，实质上这个耍猴场面是由各方支付才能存在的，有观众才有人耍猴给人看，否则

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猴子在被耍弄时是充满愤恨的，不管对耍猴人还是看耍猴的人，都是

其报复目标。这例转世都还跟着这对夫妻，终以天天吵架最后离异。这例也惊叹灵排的精确和

有大爱的处理方式，老师用几个糖果就让群猴收到阴间修炼。案主父母就在这一世安宁，不再

因为这个原因吵架了。本杰明 2011-5-17 10:24:56 

回复：在这个案里，我也代表了案主母亲，一上场就头晕，天旋地转地晕，跟在四维空

间晕倒一样，我一直在寻找头晕的原因，但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场上其中一个案主母亲代表跟

案主父亲代表在场上你追我赶、吵吵闹闹得很厉害，他们越吵，我头就越晕，终于明白头晕就

是被气的。晕得不行，只好倒下躺着。看着案主父亲不断做猴子抓挠的东西，老师说有猴子，

我则闭眼看到了这么个场景：案主母亲和父亲前世在热闹的街头闲逛，案主母亲前世是个大家

闺秀，大小姐，案主父亲是个书生，书生手里给大小姐打着伞，他们从街头走到街尾，看到有

人在耍猴，他们也跟从进去看。大小姐看到猴子的样子，皱着眉头对书生说“如果你也像它们

那德行，我就不要你了”，猴子听到了大小姐的说话，心中的嗔恨心被激起来了，灵魂就附身

到两人身上了，让大小姐体会猴子的感受。这辈子就是因为猴子灵魂还附身在他们身上，两人

一直吵吵闹闹不得安生，案主母亲头为此被气晕了近十年。老师把猴子收归地府后，案主父亲

代表、母亲代表停止了吵闹后，我头也不晕了，然后特别想告诉案主：头不晕了，人真是神清

气爽啊！火苗 2011-5-17 20: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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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86）被狗咬，打狂犬疫苗后全身游走性刺痛，咽喉不舒

服，有狂犬病症状（潘金莲、西门庆）（重庆）

第4003条留言  留言者：小蔡  来自：重庆  时间：2011-3-16 16:21:01

2月9日，没注意被狗含到，当时没破皮、没出血，但是为了心安 ，2月11日注射了狂犬

疫苗，第一针注射后就出现了全身刺痛、心跳快、蚁行感；2月15日第二针注射后也是同样的

感觉，还有头晕；2月21日注射后反应就很大了，有莫名的恐惧感、喉咙发紧、后背、颈发

麻，身上一些地方刺痛、觉得大脑里面有东西一样，晚上也睡不好，睡一会醒一会，一般三四

个小时，对声音敏感；到现在已经20多天了，期间寻求过中医，吃了秘方有效果，但是身体受

不住，整得很虚弱，现在也没吃了；听那中医说“疫苗也是病毒，你的体质敏感，加上体质不

好，出现了这些反应”，现在十分痛苦，完全没办法治疗，也有网友说他们自己好的，不过这

时间太长了，不过我另外一个同事打了狂犬疫苗一点事情也没有，按那个中医的理论来说，是

要把体内的毒素排出来就正常了，现在就是感觉整个人精神状态很差，在这期间一个喜欢我的

女生一直支持着我，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请问如何治疗，我今天准备买2瓶200ml的。 

回复：量子共振信息水用了看看变化，如果复杂的，要灵排。 2011-3-16 16:39:20 

回复：使用了信息水之后（每天喝2次，1次10ml），感觉整个人有点变化，不那么容易

紧张和害怕了，经常放屁，感觉消化好了，副作用反应也有减轻，白天信息水一直带身上（不

知道放哪个位置，因为是全身反应），晚上放在头两边，虽然也有反应，不过应该是在慢慢好

转。 2011-3-20 20:32:54

回复：在喝信息水的这2天大便跟以前有不同（我从小就便秘，肠胃消化不好，所以一

直很瘦，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也很瘦），是呈深褐色，里面夹杂有黑色的小斑点。 2011-3-21 

18:05:02

回复：为了加快恢复，上周开始服用一个老中医的调节亚健康的中药，不知道跟信息水

有没有冲突，目前很多症状都缓解了；还有就是这2天晚上睡觉都是10点多开始有睡意，到2点

多就醒了，这段时间睡得比较好，然后后面就是迷迷糊糊的。也不太清楚是睡着的还是醒着

的。 2011-3-28 9:57:55

第4170条留言   留言者：小蔡   来自：重庆   时间：2011-4-15 9:38:53

最近两天发现体重变化，我176.5cm，以前早上起来称106—108斤，现在晚上吃饭后称

122—124斤，明显长胖了。另外再全面描述下我的其他问题，我就感觉自己大病没有，小病很

多，左眼近视675度，闪光50度，右眼800度，鼻炎、咽炎也有，颈椎腰椎也不好，用过其他的

治疗方式效果甚微，现在用了2袋200ml的信息水和2瓶20ml的信息水在治疗。 

回复：量子共振信息水，纠正异常频率，不正常胖的，变瘦。不正常瘦的，变胖。 

2011-4-15 9:43:14 

回复：这例是被狗舔后，打了狂犬疫苗，有强力不良反应的。 2011-4-15 16:16:54 

第4202条留言   留言者：重庆小蔡   来自：重庆   时间：2011-4-22 10:12:05

还是决定把自己的真实情况说出来，记得是小学还是什么时候，不懂事，发生第一次手

淫，结果后面就有这个坏习惯了。最后好不容易在大学戒掉了，结果才发现自己伤精了，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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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还有前列腺炎，比较痛苦。毕业工作后，一次偶然在网上遇到一个老中医，可以治伤精，

服用了他那个药，效果很好。（他的药有禁忌：行为禁忌：禁任何泄精行为。饮食禁忌：忌烟

酒、除了猪肉以外都不能吃，最好猪肉也不吃，麦食、豆类、水果、牛奶、蛋类、鱼类、冷

饮、花椒），可惜由于工作关系（我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饮食上有些没有完全做到。到去

年冬天，已经恢复了比较多了，结果春节过后就出了被狗咬的事情，很痛苦的。去医院体检，

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就是胆囊壁有点毛糙。我最先喝了2瓶200ml的，这期间也在服用那中医的

中药，起效果后，胃口超级好，消化也好，肚子一直觉得饿，不过头上和脸上、还有胸口、背

上长了比较多的痘痘，以前服用的时候也有，不过很少，这次特别多。同时也有用200ml的袋

装，还有2瓶20ml的小瓶。这次又买了2瓶200ml的瓶装在喝，一直消化很好的，经常放屁。 

回复：不晓得那个中药还有没有必要服用呢，现在我在喝信息水，那个中药暂时没有服

用。 2011-4-22 13:50:56 

第4224条留言   留言者：重庆小蔡   来自：重庆   时间：2011-4-28 20:00:13

最近段时间有两天晚上睡觉都有点怪感觉，就是刚睡下，就感觉听到一些声音，好像有

人“压”在我身上，就害怕，就强迫自己醒来了，后面就能睡觉了，只是有点胆小的感觉。这

种感觉只有小时候经常出现，很长时间没出现过了。不知道跟信息水有没有关系，我每天晚上

都会把信息水放床旁边，还有最近几天天气热，感觉人挺累的，今天颈椎也开始不舒服了，总

体感觉就是有很多症状好转了，但是有的症状又好像严重了，而且还有很多以前很久没出现的

症状又出来了。 

回复：根据你以前给我描述的，那俗称“鬼压床”，那个力量来自四维空间，所以你多

病，那种情况要灵排才能从源头上解决。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后，你不再那么麻木，所以就

能清晰感觉到了，这些本来就存在，只是以前你不敏感，没有感觉到而已。忠正 2011-4-28 

21:31:25 

回复：恩，我尽量尽快过来做。 2011-4-28 21:45:09 

第4255条留言   留言者：重庆小蔡   来自：重庆   时间：2011-5-7 9:15:18

最近很崩溃啊，这次买的信息水用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白天想睡觉，晚上也很早就

想睡觉了，但是睡觉的时候刚有睡着的时候，全身就抖一下，还是坐着打瞌睡。晚上在床上反

应更明显，刚一睡着，全身就不由自主地抖起来，特别是脚，把床都弄响了，意识是半有半无

那种，这个好像不正常吧，然后第二次入睡的时候就没有了…… 

回复：“全身就抖一下”——是一个附体的灵魂进出的症状。你曾经留言：2011-4-28 

20:00:13 最近段时间有两天晚上睡觉都有点怪感觉，就是刚睡下，就感觉听到一些声音，

好像有人“压”在我身上，……——描述的俗称“鬼压床”，这两次描述的是同一个问题。 

2011-5-7 20:46:30 

第4280条留言   留言者：小蔡   来自：重庆   时间：2011-5-12 7:26:29

从上周信息水停了到现在（一共喝了4瓶200ml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消化好了，基本上

每天都大便，肠道经常咕咕作响，还经常放屁。自从把睡的床换了一个方向后，近几天没有出

现“压”的现象，每天身上都会带信息水，晚上睡觉都会把2袋200ml的放身体旁边。打疫苗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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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仍然有反复，但是较轻微。另外，我一直有吃治伤精（我伤精的情况就是五脏六腑虚损、

心跳有点快，有前列腺炎、功能有障碍）的中药（就是我以前吃了1年的那个），因为我发觉

我自从打了疫苗和吃了那个治狂犬病的中药秘方后很多症状都恢复到吃伤精中药以前去了。我

还有必要吃这个伤精中药么，不知道信息水可以治这个伤精不？还有一点就是，前段时间喝信

息水期间，感觉功能方面有好转，但是有一点，晚上把信息水放腹部，有两三次遗精，无梦的

那种，这个有点吃不消，后面就不敢把信息水袋放腹部。 

回复：有遗精，性功能开始恢复了。 2011-5-13 20:02:47

第4286条留言   留言者：小蔡   来自：重庆   时间：2011-5-12 13:49:46

有个问题差点忘记说了，清明节的时候我去全身体检了的，器质方面胆囊壁毛糙，最近

段时间腹部那位置有时有点点痛，上网查了下，原来我胸口痛可能跟这个有关。

第4399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6-6 7:47:44

（186）2011年6月5日，第二例，（20110605B），被狗咬，打狂犬疫苗后全身游走性刺

痛，咽喉不舒服，有狂犬病症状（重庆）。灵排开始，一个老虎张开血盆大口。“山中无老

虎，猴子称大王。”虎大王不在家，武松打虎，出现了连串信息。出现了一条狗，把案主舔了

一下。出现了景阳岗，出现了西门庆、潘金莲。案主的前世是西门庆，西门庆非常弱。潘金莲

一直趴在西门庆身上，感觉是很淫荡。潘金莲也很喜欢武松，但武松说潘金莲性欲太厉害了，

逃之夭夭。感觉西门庆软骨头，没有骨气。包公私设刑堂，西门庆屈打成招。武松、潘金莲逃

之夭夭。西门庆其实就是一个无聊小青年。后面说当官的当官去了，成英雄的成英雄去了，潘

金莲找西门庆去了。武松经常出外公干。继续灵排，后来案情搞明白了，是武松打死了一只发

情的母老虎。后来，发情的母老虎就附身在潘金莲的身上，使潘金莲如发情一样，性欲无法控

制，随时要，武松也搞不定，最后武松逃之夭夭。后来潘金莲只好找西门庆去了。现在被附了

发情母老虎的潘金莲的灵，就一直附在了案主身上。所以案主从小就体弱，曾经的留言就是感

觉总有东西压他（就是潘金莲的灵在压他）。小学开始手淫，搞得前列腺炎，还吃了很多治伤

精的中药。案主身上附了外灵，被狗看到了，狗就舔了案主。潘金莲因为被发情的母老虎附

身，性欲强大，想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要，这样同案主的症状完全对应上了，所以案主手淫

又遗精，元气大伤。潘金莲快把西门庆整死了。潘金莲夜夜难耐，武松也受不了，武松就逃走

了。灵排中武松的代表对西门庆的代表说，“兄弟你挡着，全靠你了”。经处理后，发情母老

虎的灵离开了潘金莲，潘金莲的那个强大性欲就消失了，平静了。

后来衙门前跪着一位民女，说“青天大老爷，民女潘金莲与西门庆真心相爱，只是那个

武松杀了发情的母老虎，那母老虎压在我两人身上，我两人屈打成招，致使我们两人背负千古

骂名。您要为民女作主啊。我们两人这般苦楚，世人能懂几分。武松是一个懦夫，留着昏官何

用，不如一棒打死之。”县太爷搞不清来龙去脉，就把武松喊来了（武松就如现在的公安局局

长），潘金莲家人送礼给县太爷来了，有钱，有金条，还有一只金老鼠。县太爷嫌钱太少，就

把钱放在武松的位置上，给了武松。另外嫌那个金老鼠太小，扔回了那个来送礼的人，告诉她

那个金老鼠太小，三天后太太生日，是属牛的，请送金牛。开堂后，县太爷拉拢武松，让武松

编一个名利双收的故事，还让武松立一个碑，在一条必经之路上写上“武松打虎”。武松成了

英雄，县太爷在官位上坐得很稳。后来县太爷懊恼不已，大叹立碑时，忘了在碑上刻上自己的

名字，好让世人传颂。后来县太守希望尽快结案，不惜用新的冤案掩盖旧的冤案。可叹啊，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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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为了和西门庆在一起，背负了千古骂名，遭世人唾弃。

最后和解阶段，武松对母老虎道歉认错，说自己伤害了动物。

自从有了“武松打虎”之说，后人纷纷仿效，当年的这个事件，是动物界非同小可的一

件大事。人类因此更加残忍和贪婪，武松打虎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我们要把错写的历史改过

来，任重道远。武松打虎不是英雄事件，而是个伤害动物的恶劣事件。案主以后要保护动物，

特别要保护老虎，这是他的使命。否则海啸等，就是动物界的咆哮。有时动物园发生老虎咬人

的事，就是老虎的报复。把老虎放回山中。但山中树木也没有，种了很多树。最后潘金莲和武

大郎相约投胎。他们要求案主供两个牌位，写上“金莲”、“大郎”（不写姓），请一个或者

三个或者五个和尚（单数），至少念七遍“往生咒”，自己念地藏经，回向给潘金莲，三遍或

者七遍。本例提醒要还潘金莲清白，也要保护动物。潘金莲是一个受害者，不是世人说的那样

不堪，最后金莲和大郎，在众人的祝福和佛号中飘然离去。 

回复：我在这例中代表武大郎，前面一直躺在地上，后来在和解阶段听到潘金莲说要见

大郎一面，我就起来了，对她说：“金莲，我对不起你，我没能给你优越的生活条件，我人也

长得矮，配不上你。”潘金莲听了，也对我表示歉意，我们和解了，在众人的祝福声中，我们

相约一起去投胎，来生还要在一起。——自走自路 2011-6-6 9:08:05 

回复：这个个案我也代表了两个角色。上场我围着趴在地上的案主转圈，转了好多圈，

转到头晕倒在地上。躺倒在地上，坐在位置上的看海代表踩在我身上也没排斥感，后面看到

格格代表的狗咬了案主一口，其实这个狗是看到了附在案主身上的潘金莲、母老虎的灵要咬

这两个灵的，而不是咬案主。 后面和解的时候我代表了神仙，来提醒案主以后要保护动物，

保护环境。 最后大家唱诵佛歌送金莲、大郎去投胎重新做人，并且做一对恩爱的夫妻。火苗 

2011-6-6 18:02:44 

回复：我是西门庆的代表，被小九妹（潘金莲代表之一）从头折磨到尾，脖子还一度被

她勒得踹不过气来，与案主其中一个症状一样，很痛苦。——易生活 2011-6-6 21:18:20 

回复：我只零星感应到一点信息。开始是右脚，从脚踝下到整个脚背，放射状刺痛；后

来双腿轻微发麻；突然感觉左脚脚踝处被一条狗含了一下又放开。那狗嘴獠牙的感觉，让心里

颤抖不已。 瑜伽猫yogacat 2011-6-7 9:14:53 

回复：灵排后看这些相关人物，很多疑问都没有了。合情合理，合情合理，把很多想不

通的，连不上的都还原了。看海 2011-6-7 12:47:05 

回复：原来人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上的（占10%），没有看到冰山下的（90%）。现在灵排

把冰山上的和冰山下的连成一片（三维空间和四维空间连成一片），就看得一目了然了。忠正 

2011-6-7 12:58:44 

回复：六月五日第二个案例，我代表潘金莲，其实刚开始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那只老虎在

我身上，只是觉得老虎很强大，可以依靠她，所以还挺喜欢的，自己就完全呈现的是兽性的一

面，看到西门庆就像看到了猎物一样吞口水，流哈喇子，舌头伸得老长，带着玩弄的意味把他

舔来舔去，完了还要咂咂嘴，想怎么蹂躏就怎么蹂躏，整个就是一老虎的表现，很淫乱放荡。

作为女人这一面我乐意一直跟随着西门庆，说实话我根本不喜欢武松，甚至鄙视他，看不起

他，觉得他是一个虚伪的假道学者。可西门庆就不一样了，虽然是个花花公子，可是他懂得讨

我的欢心，让我快乐，只恨在情欲的刺激下麻痹了本性，害死了自己的丈夫，走上了一条不归

路，我一个平时都不出门的女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没有了丈夫，除了跟着西门庆再没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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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能依靠了。我不是后世小说里说的那样不堪，都是武松打死的母老虎在附我身上才使我淫

荡不能自控，直至杀死丈夫大郎，那老虎敌不过武松，便借我之手来害死他哥哥。源头都在武

松身上，他成了英雄，而我成了淫妇。当老虎从我身上离开后一下子感觉回归了本性，情欲可

以控制了，也没有以前的淫靡之心，在骨子里仍然是比较传统的，应该是一个媚而不淫的女

人。老虎走了，西门庆在我眼里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想见见大郎，期望他

原谅我能够再续前缘，我知道他今天一定会来的。这时突然有人叫了一声：金莲……就像大郎

当年那样憨厚而怜爱的语调，我喜出望外地看着他，他好像等了很久，迫不及待地说：金莲，

是我对不起你，不能给你好的生活。听到他丝毫不计前嫌，我很感动又惭愧地对他说：大郎，

是我对不起你，当初不该嫌弃你，你愿意和我来世再做夫妻吗？大郎仍然像以前一样痴心，在

我期待凝视的目光中过来，拉着我就走。大郎真是个男人！我忽然想起要和西门庆告别一下，

拥抱着他，许多爱恨涌上心头，痛哭流涕，为了这个男人落得千古骂名，而我不过是他的一个

玩物而已，平静下来我要求他为我做功德，以期望来世投胎到好人家。临走之前请老师郑重地

告诉在场的人，我完全不是书上写的那么淫荡恶毒，当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说把我冤枉了，我受

苦了，好激动啊！ 尤其一转头就看到大郎在我身边，我动情地说：大郎，来世我仍做女人，

你还做男人，好吗？大郎的眼眸里全是光彩，赶紧说：好，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最漂亮的！我

也赶紧说：你在我眼里永远都是最帅气的！我感到幸福极了，兴奋之情难以言喻。经过这么多

年的爱恨纠缠，平常生活的喜乐悲愁是多么难得，我终于有机会去补偿大郎为前一世赎罪。后

世的人都笑话我们不般配，说什么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真让人生气！那些人太不懂生活！在

大家的祝福声和佛号声中我和大郎心满意足地走了出去，我和大郎上一世都没有父母，今天却

有这么多人为我们送别和祝福，满心抑制不住的激动。有了大家的祝福和功德我和大郎一定

能投到富贵好人家里，从此做一对如花美眷。走到外面，看到深圳的花花世界，真是个好地

方啊，就到这里来吧。感谢老师和所有灵排现场的人对我和大郎的祝福和所做的功德，谢谢你

们！ 文姝人 2011-6-8 13:22:51

回复：本例灵排是专门为潘金莲翻案的。现在已经拉开了治疗历史病的序幕。忠正 

2011-6-8 13:50:57

回复：感谢老师，感谢大家，我来说说我这几天的感觉。去深圳前就一直感冒，回来后

还没好，耳朵也不知是因为坐飞机还是怎么一直不舒服，耳膜有被压进去的感觉，还耳鸣（以

前没怎么坐过飞机），感冒还严重了，牙龈也有点痛，很不舒服，其他人出去了，工作又全在

我一个人身上，回来念了一遍地藏经，庙里的事情还没去做。但是没有再遗精了。——重庆小

蔡 2011-6-9 10:15:35

回复：你那个遗精的事与灵排中的潘金莲附体有关，你那个感冒、耳膜有被压进去的感

觉、耳鸣、牙龈痛，同本案没有关系。庙里超度的事情要抓紧做。祝福你。忠正 2011-6-9 

17:20:42

回复：恩，两遍地藏经已经念完，目前身上的狂犬病症状还没完全消失，明天去庙里做

超度仪式。 2011-6-10 19: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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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90）妈妈心肌缺血，胃不舒服（父朝鲜战争，朱雀和蛇）

（博罗）

第443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6-11 22:02:17

（190）2011年6月11日，第二例，（20110611B），妈妈心肌缺血，胃不舒服（博罗）。

姐带着弟弟、妹妹过来，替妈妈灵排。灵排现场出现歌声“月亮走，我也走，我送哥哥到村

口……”，“九月九的酒”，“在那遥远的地方”，“康定情歌”等，灵排呈现了案主的父亲

参军了，后来于1950年12月28日正式通过了军人登记。据说那个年代均是先去参军，然后才登

记上。后来上了朝鲜战场，由于上朝鲜战场时，他才17、18岁左右，太年轻，就一直在后方，

他一直遗憾没有能上前线。后方文工团里有一位来自云南的姑娘，很漂亮，姓徐，跳的腰鼓舞

很漂亮。可能那时有些互相爱慕。但后来父亲并没有与那位姑娘结婚。后来爸爸与案主的妈妈

结婚，案主的妈妈因为那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还经常同父亲吵架。继续灵排，出现了很多朱

雀和蛇，呈现案主的妈妈前世，曾经用朱雀和蛇做动物表演，现在那些朱雀和蛇找上门，找案

主的妈妈报复了，另外，案主的妈妈的前世曾经用马车拉朱雀和蛇去表演，嫌马跑得慢，就一

直鞭子抽打马，后来把马眼睛也打瞎了，马脸上流了很多血，马也来报复，就一直踩妈妈的胸

部等。同时朱雀和蛇把妈妈、案主及其弟弟、妹妹一起踩住，道歉后，那些动物才离开了不踩

他们。案主的父亲5、6年前去世了，是被朱雀和蛇带走的，并且说，如果不道歉，把家人全部

带走。经过道歉后，和解了。如果不来灵排，会灾难不断，先让他们离婚，然后带走他们。灵

排中，呈现母亲有老年痴呆的症状，经过处理后，老年痴呆的症状消失了。这例提醒大家，不

要虐待动物，最好不要去动物园看动物表演，动物被人类戏弄了表演，充满了嗔恨心，会被动

物报复。可能会以灵魂附体的形式报复。 

回复：最初说是孔雀，最后纠正说是朱雀。忠正 2011-6-11 22:20:02 

回复：这个案我感觉自己是一动物，被案主打瞎了眼睛，眼睛流了很多血，我就一直踩

妈妈的胸部、关节、打她的头、也打案主的小腹，后来案主一家真诚忏悔道歉后、我才不打

案主的头、小腹，我的脚才慢慢从关节、胸口离开，并要求拜祭我、烧回眼睛给我……格格 

2011-6-11 22:45:28 

回复：我是脚踩案主的妈妈的胸部、关节、打她的头和小腹。一直唠叨“还债……还

债……”。 格格 2011-6-11 23:13:58 

回复：灵排开始时，瑜伽猫和格格在地上爬，上善若水骑在瑜伽猫身上，我感觉我也要

爬，要爬着找或等什么人，爬累了我靠在墙上，过了一阵子瑜伽猫突然靠过来，在我附近徘

徊，我觉得我要找的人就是她，于是我拉她坐下，我坐到她的旁边。这时说到案主妈妈用孔雀

和蛇表演，我感觉我和瑜伽猫就是那对孔雀投胎，今生过来找案主妈妈报复。看海代表案主的

妈妈。后来经过案主几个兄弟姐妹们的道歉，取得了和解。这个个案说明虐待动物也是会受到

报应的，希望大家善待动物。——自走自路 2011-6-13 17:59:03 

回复：排列感应到案主妈妈的前世是个穷人家的女孩子，很麻木，穿着很性感的衣服在

玩蛇进行表演。表演服类似跳脱衣舞的衣服，露的很多。美女表演蛇，很性感很刺激。现代马

戏表演中也经常看到这样的表演，这些演员是要受到报应的。看灵排看什么都多了一个维度，

好敬畏这个世界。看海 2011-6-14 11:49:18 

回复：我代表了案主妈妈，第一次被代表们放倒在地上压着，还被踩被打。感觉全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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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舒服，胸闷，头疼，眼睛不舒服，腿无力，睡眠不太好，不愿意走动，已经不关心外面的世

界，沉醉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面。

上场没多久，头脑里突然冒出两个字——“朝鲜”，感觉莫名其妙的，正表达时，案主

就说出自己父亲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案主父亲当兵时年纪尚小，不能上前线，属于后勤的一

份子，因为不能上前线，他一直都很遗憾。案主父亲当兵时心里有个喜欢的人，结婚后案主母

亲跟父亲因为这个事情经常生闷气、吵架，感觉不到对方对自己的关爱和照顾。这个事情一直

影响到后来的生活。

踩在我身上的格格代表还用东西弄我眼睛，嘴里一直喊着要还债还债，我看到了案主妈

妈前世是属于养动物让动物表演赚钱的人，这个人一点都不懂得疼惜动物，一不如意，就拿动

物发泄，拉着一车动物的马劳累走得稍微慢下来就被抽鞭子，抽得很狠，马的眼睛被抽得血淋

淋的，格格就是代表这个马来跟案主妈妈索债来了。 

个案和解阶段，案主妹妹上场时，感觉代表的这个母亲特别疼爱案主妹妹，问她是不是

女儿中最小的，案主说是的，疼爱的同时也很担心这个小女儿。 

后面代表父亲的易生活代表说其实他也关心母亲的，我听了心里豁然亮堂起来了，心想

原来他心里也是有我的，后面他坐到我身边时，我还回忆起两人年轻时生养小孩的岁月，恰好

手里拿了个玩具，感觉那就是我们的小孩，让他照顾着小孩。心里对老公的不满完全释放掉

了。火苗 2011-6-17 22:36:43

回复：一星期前，案主打来电话，说灵排后，她母亲的心脏不舒服好了。现在她预约八

月份给她母亲灵排肚子痛。忠正 2011-7-26 8:45:01

25、（192）我的使命和完成我的使命的资金链（欠蟑螂的蛋糕）

（广州）

第444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6-13 6:55:33

（192）2011年6月12日，第一例，（20110612A），我的使命和完成我的使命的资金链

（广州）。案主5月份催眠时，说她的使命是经营很多家医院，但一计算需要很多资金，这些

资金如何解决呢？这次灵排看看使命到底是什么。灵排开始，出现一个走路很优雅的大姐大，

手夹着钱，是案主的代表。又有人说姐只是一个传说。后来出现场面如同猫在戏弄老鼠。出现

了案主的老公，出现了第三者（老公的情人），还有第三者的原来的老公。第三者不断向案主

要钱，并说案主欠他们的。第三者的老公，一直在关注着他的老婆把钱搞到手否。现场出现了

一位慷慨激昂的满嘴“成功学”理论的，在鼓励自己要成功，但收效甚微。案主的背上背着一

个她的打胎掉的小孩“明媚”的代表，有时当有不好的话出现时，明媚就把案主的耳朵捂起

来，让案主听不到，来保护案主。出现案主的大儿子，小儿子。第三者已经到了案主家中叫

板。大儿子奋力与第三者拼命了。出现了很多蟑螂。说案主前世打死了很多蟑螂，又说水淹蟑

螂精。现在蟑螂与人在对峙。那些是修炼了几千年的蟑螂精。继续灵排，原来是前世开蟠桃会

的时候，案主的前世多拿了一些蛋糕，还有水果等，把蟑螂的那一份也拿走了，于是把蟑螂的

后代饿死了。现在蟑螂的前世附体在第三者身上来讨债了。后来让案主把前世欠蟑螂的蛋糕还

了，把钱也还了，第三者拿到案主欠她的，就离开了。案主说，前一阵她就是忍不住说了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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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蟠桃会”，但不知何故。第三者离开后，老公一下子有了力量，但感觉力量比案主差，当案

主告诉丈夫“你是我家的男主人”时，丈夫的力量激发出来了，丈夫愿意承担起家的责任了。

案主说丈夫是比她小三岁。灵排中呈现一位案主的同学想同案主谈业务，但感觉案主的家庭关

系太复杂了，就放弃了谈业务合作。后来蟑螂（第三者）离开后，客户一个个就来了。同学也

重新回来了谈业务，同学还告诉他自己的老婆关注灵排。到后来那位同学有点巴结案主了，还

说自己的老婆不如案主。后来出现了新加坡的客户，出现了韩国的客户，出现了美国的客户。

新加坡的客户的经济实力、还在同谁同时在谈业务、客户的长处、短处，以及心理活动在灵

排中呈现得一目了然。出现了韩国客户，是另外一番景象。美国的客户一直在想生命的意义，

想不明白。但发现灵排，能很容易搞明白生命的意义时，美国的客户对案主的使命更加感兴趣

了。又出现了宇宙星际轨道的运行、太极图、宇宙飞船与生命意义的关系。灵排中呈现小儿子

很喜欢使用量子共振信息水，大儿子半信半疑的。后来使用后，大儿子也喜欢上了量子共振信

息水。后来呈现的案主的使命是搞公益，“守护生命、反对堕胎”时，原来的第三者也愿意还

一部分钱回来了。原来是前世欠了蟑螂的一块蛋糕和水果等，这世蟑螂就纠集了来报复。还债

后，客户就源源不断来谈业务了。而且案主的业务一定要搞公益，“守护生命、反对堕胎”才

是使命。搞公益需要的资金不大，案主目前就能应付过去。但如果搞其他业务，则需要很多的

资金，那个链就一直勒着自己的脖子。这例灵排把案主家庭关系、业务关系、学习灵排对自己

业务的增长呈现得一目了然。案主多次灵排清理后，已经呈现更深、更广深层问题，对她的

家庭、人生目标、业务经营、使命、资金链呈现得一清二楚，如同一个导航仪，在导航她的人

生。这例灵排花了三个多小时。 

回复：前两次我均自动代表了案主的孩子，最近也常梦见她，感觉和案主很有缘分。

但听到是她做个案，并且主题是“使命和资金链”时，我便不愿上场了，心里想说嗨哟还使

命呢，说不定先排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来。排列的前半部分，果真呈现的是家庭纠纷，很

复杂，案主的心思根本无法集中在自己的事业上。我有时在场里绕圈行走，离她家人近的时

候，就不由自主的想避开，感觉麻烦一大堆；盼着案主尽早脱离出来。深深体会到“家和万事

兴”。 瑜伽猫yogacat 2011-6-13 8:22:34 

回复：发现最近瑜伽猫在灵排中有时在看戏，把自己代表的身份也忘了。现在你自己的

留言流露出了你好恶的头脑判断。这就是你说的最近做代表不灵敏的原因所在。忠正 2011-6-

13 8:48:16 

回复：以为只是表达的问题，原来却是头脑强大的问题了。 瑜伽猫yogacat 2011-6-13 

9:15:40 

回复：火苗代表大儿子，丽丽是小儿子。——自走自路 2011-6-13 16:28:48 

回复：丽丽长得高一些，火苗矮一些，呵呵，高的是小的，矮的是大的。忠正 2011-6-

13 16:44:48 

回复：我与灵排接触一个半月后参加催眠证书班，我原来只为混一张证书开医院，却在

那连通宇宙能量的气场里意外地接受了使命，有约20个学员见证。但我也疑惑如此大的使命怎

会落在我一个小妇人肩上？机缘下我就做了这个排列。排列出来的大部分是已发生的。意外地

解决了家庭纠纷是我最大的收获。同时明白我的使命不是靠钱来实现，而是靠度化，我能度化

的人是因为他的机缘到了，我不能度化的人是来度我的，我对我的使命没有了疑惑。老师说也

许那个是第一使命，过后来第二使命，就自由了。我过去的纠结很多是分别心造成的，知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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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有分别心已好久，但最近几例排列才让我体验到如何叫没有分别心。有善就有恶，有福就有

祸，是双生的。比如我家庭不和、全身疼痛可以说是祸，但因此而触碰了灵排，祸解了，修行

提升了，我家庭不和、全身疼痛可以说是我的福，原来，所有让我们身心不宁的，都是来成就

我们的。我领受使命时接受的信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直接参与，而是有机缘的人，特别是绝症

的人是体验宇宙的负面和正面的能量，让宇宙能量按宇宙规则流动起来的第一人选，因为得了

癌症的人医院治不好，在灵排读取得病原因信息后，案主以爱转换释放了信息，癌细胞得到了

完全转换释放，完全转换释放这个名词在医院可以检验求证，西医里癌症治疗后没有检测到癌

细胞后两年才说完全转换释放，五年后没有检测到癌细胞后才说治愈。查阅过去的个案，经灵

排后，有个案半年到一年癌细胞得到了完全转换释放，半途又找医院化疗的不在统计范围。这

些病好的人完全体验了灵排呈现的宇宙正负能量的交锋，就能明白生命的意义和宇宙的规则：

凡是伤害他人的不会快速进化；凡是涉及他人的必须共同同意和被允许。一切都是因果关系。

本案呈现的“成功学”是前两年参加企业管理课程和身心灵课程的呈现，成功学的课程没有持

续引导的机制，打开一个点，兴奋一段时间就暗淡了，能有一个点而带出面的很少。我是去年

11月底接触身心灵课程打开了一个点后，自己持续地继续寻找，机缘下碰触了灵排，修行才急

速提升。而面对事业我已很沉静。灵排是破解生命的意义和连接宇宙正面能量的唯一可控的途

径。——上善若水 2011-6-13 18:54:07 

回复：灵排开始时，格格代表案主拿着很多钱很优雅地绕着场走，我看着那么多钱很心

动，想抢又不敢抢，便到处问人想不想抢钱，准备找个同伙。走到文姐姐那儿，刚问完她想不

想抢钱，她说完想就把钱从格格那儿抢过去了。抢完却不给我，而是扔给了旁边的易生活。易

生活这时就说我代表了案主的老公，文姐姐是第三者，而易生活是第三者的老公。格格把钱抢

回去了又拿出来更多的钱，我对格格感觉一般，就喜欢她手上的钱，时不时用手去摸一下钱，

就很舒服。格格明知我跟她在一起是为了钱，还拿钱去养小三，却就是舍不得离开我。我知道

养的情人还另有老公，有点气愤，但心想只要把钱搞到手就什么都不怕。遵道而行和九妹代表

的案主夫妇俩一直在打架，惹得火苗代表的大儿子很愤怒，把我们逐一踢个遍。我受伤了，开

始有点意识到自己的可怜与不对。后来发现我们是蟑螂附体，是找案主要债的，案主还了债，

小三和他老公就走了。我代表的案主老公有种被小三出卖的感觉，这时代表案主的看海和代表

儿子的火苗及丽丽不计前嫌欢迎我，我突然有一种再世为人、重新感受家的温暖的感觉，就和

老婆重归于好。在家里，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甜蜜地谈起了家务事。老婆要出去谈生

意忙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做饭带孩子，有了老公的支持老婆又有精神去做她的事业了……希望案

主的公益事业能够以燎原之势发展起来！——自走自路 2011-6-13 19:23:22 

回复：我有点不敢回忆这个个案自己代表的角色，这个角色因为对母亲深沉的爱爆发了

最原始也是最激烈的情绪出来。我代表了案主的大儿子，案主还没表达要解决什么问题，我就

已经提前共振到了信息坐到了场地的边上，一个人坐在那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动也不想动，毫

无关注他人。场上吵吵闹闹的场面我已经见惯了，引不起我半点的情绪。一个人坐了一会走到

案主身边倚靠在案主肩头，身边的人还是争吵个不停，原本没有任何情绪的心突然像被点爆的

炸药一样快要爆发了，越来越恨，恨得要打人杀人，跟老师表达了后场上还是那么吵闹，忍不

住爆发出来了，护着母亲，不让他们靠近，嘴里骂着，还狠狠地踢了代表案主后夫的自走自路

代表、遵道大哥代表、代表案主后夫情人的文姐姐代表以及代表情人老公的易生活（在此深深

向各位代表道歉，万分抱歉！），我不能也没法看到他们欺负我最深爱的妈妈，无论她需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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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都一定要以我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保护她不被欺负、不被伤害，就算是妈妈的老公我也不

客气。把他们打了一顿，当时如果不是自己的主观意识稍加控制了真能把他们几个打趴在地

上，把代表妈妈的格格代表拉到一边去，护在身后，不让那些人靠近。妈妈虽然顾念弟弟，想

给弟弟一个完整的家，我都不为所动，还大吼她“不许去，不许去！！！”并说“幸亏当时我

不知道他们打你这个事情，如果当时我知道他们打你，我肯定拿刀过去把他们都杀了！！！”

站在我身后的妈妈骗我说想喝水，让小弟弟去帮忙倒水，我主动跑去倒水了，我跑过去的路上

听到背后的妈妈说是骗我的，把我骗开好跑回去的。我听了心里有点恼，但是这点恼在对妈妈

的爱面前不足一提，我还是跑去倒了水端给偷溜回去的妈妈喝。我也不想再拉扯妈妈离开，但

是我还是有其他办法，我狠狠地把坐在妈妈身边的后爸代表自走自路、遵道大哥、文姐姐他们

给拉到别的地方去，当时不知哪来的劲，他们怎么反抗都没用，都被我给一个一个拉离开妈妈

的身边，把他们拉开后，我坐下来守在妈妈的身边。他们说的前世欠的，今世要还这些因果关

系我一点都不懂，我就是不能让别人欺负自己的妈妈。不过妈妈在老师引领下要偿还前世欠的

东西，我听到他们说欠的蛋糕，我自己主动跑到后面去拿了好多蛋糕让妈妈还给他们。拿了一

次感觉不够，再次跑到后面把整箱的蛋糕都抱来还给他们了。妈妈在忏悔的时候我也主动帮妈

妈说“对不起，我妈妈现在把欠你们的东西还给你们，对不起……”这个角色对妈妈深沉的

爱。为之深深感动，案主能有这么一个好儿子，真的好有福气。 火苗 2011-6-13 20:39:34 

回复：前半场把对妈妈的爱呈现得淋漓尽致，后半场对妈妈的不接纳也表现个七八分，

真的是爱恨交加。后半场，我一个人围着场地转圈，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目标、任务，但对与妈

妈有关的东西很排斥，包括量子共振信息水。我转了一圈又一圈，开始疑惑是不是要去妈妈的

公司上班，但是又在否定，妈妈自己都没照顾好自己没树立好榜样，乱糟糟的生活让我不想接

近她，同时也在不由自主地排斥她，一圈一圈地走着，一圈一圈地思考着。中间格格代表还感

受到需要拿两袋信息水出来有用，我听了心里在想肯定跟我没任何关系。但是奇怪呢，我转了

N多圈后，突然对格格手里的量子共振信息水感兴趣了，我仍然转圈走，经过她身边的时候瞅

着她手里的袋子，看了几眼，心里琢磨着：那个东西是什么来着？真那么有用吗？像妈妈说的

能治好我多年的鼻炎吗？我又转了四五圈，才小心翼翼地跟代表妈妈的格格说：你这是什么信

息水，可以借我用用吗？格格给了我信息水后，我就好奇地直接把它贴在鼻子上，后面思考着

自己的目标时也一直贴着鼻子，躺下休息的时候也是，一刻都不离手，还跟老师抗议“你这东

西放在鼻子上不太方便啊”，老师说让妈妈帮忙换个包装，我想想也是的，就专心体验这个信

息水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了。感觉一个鼻子还真稍微通了，对这个玩意还真有点信任、有点兴趣

了。对妈妈也有点信任了，也想靠近她了。看到她和后爸恩爱的场面还特别的高兴，有家的感

觉真好。火苗 2011-6-13 21:06:00 

回复：我是案主其中之一个代表。案主的老公、老公的情人、情人的老公（有两个代

表），四个代表都在觊觎案主的钱。老公拿了要去给情人，但情人是套了钱去养自己的老公和

孩子。案主四面受敌，心思无法放在生意上，客户也被烦走。精力都用来防家贼了。当时我和

另一位案主的代表九妹感叹“真是家贼难防”。虽然案主的老公、老公的情人、情人的老公住

在不同的地方，可在我的眼里他们却同属一个组织，似乎商量好一般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发起进

攻，协同作战。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有计划有准备。感觉好蹊跷，他们分散在代表们中间，却

强烈地发射出一种频率让我觉得他们是一伙的。再细细一看，场上总共五位代表身上变幻出蟑

螂身，连头上的两个长须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下觉得这五个蟑螂是一伙的，来找案主索债。到



第四章  50个案例原始记录

87

底欠什么呢？我又一下感应到蟑螂的信息，“欠我们一块蛋糕，欠我们一块蛋糕，还我们的蛋

糕”。慢慢又觉得还有水果，各式各样的水果，苹果、香蕉、猕猴桃、水蜜桃、西瓜、梨、葡

萄……还有很多很多，好多水果，没完没了。“家贼”们还在不停打案主钱的主意。我觉得不

给蟑螂还债，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就静静看着其他的代表拉扯。和解阶段，老师让案主趴

在地上让案主道歉还蛋糕。我觉得我也要过去给蟑螂道歉。趴在案主身边，对蟑螂，也就是

老公（两个），第三者、第三者的老公说“对不起”。案主扭头看我，那一瞬间，我突然感

应到案主前世是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时候，把蟑螂给自己子子孙孙备下的口粮、蛋糕和水果都

拿走了。蟑螂太小，王母娘娘没有看到，就把它们辛辛苦苦积蓄的东西全部卷走了。这些美味

的蛋糕和水果其实是这些蟑螂的，并不是没有主的。所以这一世，他们要来讨，附体在案主的

亲人身上不停要拿案主的钱。感觉到这些蟑螂的意志力非常坚强，他们说他们是修行千年的蟑

螂精，目的就是要把欠他们的拿回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甚至会和案主同归一尽，把蛋糕还

给蟑螂们以后，这几位也高兴了。小三拿了钱不要案主的老公，把钱给了自己的老公。老公有

点怅然所失。我回去和老公坐在一起，靠着他，和他很恩爱。合作的人看到案主家庭稳定，又

找上门来谈生意了。我紧紧地听着他们谈判，感觉看这一切看得很清楚。老公给了我最大的力

量，有了他我什么都不怕。在外面奔波疲惫回到家里就瘫在老公身上，问他晚上吃什么，在他

面前完全是一个小女人样，贪享老公的宠爱。老公的疼爱给了我极大的支持。我觉得我完全可

以平衡好家庭和事业的关系，两边都能处理好。老公不用管我做什么生意，回到家里只当我是

他的小女人就ok了。两个儿子我也看到了。还是要感谢老公在背后支持着我，我才可以在奋斗

事业中还有力量看到他们。大儿子很疼爱妈妈。看海 2011-6-14 10:18:46 

回复：灵排开始时，我代表案主，拿着很多钱优雅地绕着场走，跟在我身后的一男代表

对我的钱虎视眈眈（感觉他代表案主的老公），走了几圈我坐在地毯上，老公的代表也跟着我

坐下，时而摸我的钱，男代表身旁还坐着一女代表（文姐姐），我知道她是第三者，但我无法

改变现状，内心非常痛苦，很无助……一会一女代表（丽丽）也坐在我的身边，我感觉她代表

了案主的小儿子，我跟她非常亲，一直握着她的手、关注着她，我知道代表案主的老公现多半

是为了我的财产，但我还是对他不舍，对他还是有感情，而且我想给小孩一完整的家，心情很

矛盾和纠结，表面很坚强内心很软，后来又一女代表（火苗）她代表我的大儿子，她一直劝说

我离开男案主，但我的心里还有他，希望他能回头，心回到这个家、给小儿一个完整的家，代

表大儿子的火苗一直拦截我，不给我们回到男代表（自走自路）的身边，我只好欺骗她我要喝

水，她听话地帮我去倒，我带着代表小儿子的（丽丽）赶紧回到男代表（自走自路）的身边，

唉，纠结纠结心非常纠结……老师帮改变案主的灵力场，我就感觉我应尽我的能力做些公益的

事情，反对堕胎，一会我的腿不由自主跑到了老师的小房间，拿二包信息水出来，呵呵呵其实

我是想拿一箱出来的，感觉有天会与它有某种关联，我拿着信息水心情非常平静，不知不觉睡

着了……格格 2011-6-14 10:46:36 

回复：灵排是持续的，我4月2日夫妻关系排列里有与小三冲突的信息，之前并没有直接

的冲突，但6月2日偶然的发生了正面冲突，我被小三狠命打了两巴掌左太阳穴，把我多年的左

耳后淋巴结连线的穴位打通了。我报警后，老公和小三拍后脑勺说出假装分开、骗我回家给钱

的阴谋。但我放弃了追究没有立案。 6月12日我在资金链排列里，意外地化解了与钱有关的老

公和小三的因。说明了排列是持续的。 上善若水 2011-6-15 9: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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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99）头痛、胸痛、腿痛、耳鸣20年（开餐厅杀动物）（天津）

第4473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6-20 16:10:17

（199）2011年6月19日，第二例，（20110619B），头痛、胸痛、腿痛、耳鸣20年（天

津）。案主是位近60岁的老太太，描述时，说全身痛，头顶痛，乳房痛，乳房痛得一直手摸乳

房在揉，看样子不是一般的痛，在大庭广众之下一直大幅度揉乳房。灵排开始，格格代表了一

头牛，一直说看到在案主的后面厨房的地上有很多血，杀了很多动物，地上全是动物的五脏六

腑，惨不忍睹，是牛看到了这一幕。继续灵排，出现了狐狸、狐狸精，出现了老鹰报复，出现

了蛇、出现了杀海豹，海豹的叫声让案主耳鸣。不断一世一世往上推，出现了一世一世的冤冤

相报，还出现了妲己，还说借体修行，是动物灵附在老太太身上，借老太太之手，杀了很多动

物……到了这世，很多鱼来咬案主的乳房，很多鸟啄案主的头顶，有一个老鹰死死勾住案主的

膝盖。并且现场出现了一个场景，易生活代表，腿一歪就重重摔了一跤，案主说，20年前，她

就是那个样子重重地摔了一跤，腿一拐就摔了一跤，原来是腿被报复的动物绑住了，就重重地

摔了一跤。那头看到满地是血的牛，上一世与案主是夫妻，看到这一世案主怎么这样残忍，那

头牛一直泪流满面。案主夫妇俩趴下道歉，老太太向动物道歉得痛哭流涕。那些冤冤相报，最

后让融化到了宇宙意识中去了。灵排结束，案主说，她一下子全身全部不痛了，尤其是头顶、

乳房、膝盖，全不痛了，是20年来的第一次感觉不痛了。事后，老太太说自己吃素，不杀动

物，老公开餐厅，每次餐厅买鱼、买鸟，是老太太她自己去的，餐厅收钱也是她自己收的，她

是老板娘，虽然自己不动手杀动物，但餐厅是他们自己的，也等同于那个杀生。幸亏，几年前

他们把餐厅关了。这一例很生动地呈现餐厅老板杀生受到动物报复的案例。案主后来说，她这

辈子真的救过一头牛，看样子，她的前世与牛是很有缘的。另外说，因为全身痛，最近三、四

个月，光买各种按摩仪，就超过了七千元，但完全不管用。灵排完，不但全身全部不痛了，而

且她看上去非常慈眉善眼，她笑逐颜开了。 

回复：我和格格是同类，身后有人驱赶；格格说她本来很有灵性，但因为看到屠杀的血

腥场面，被吓呆了。格格哭的时候，我的眼泪几乎也是同步的。用泡沫棒打案主的时候，感觉

并不是怨恨，反而更像是恨铁不成钢的气愤。我用暗红色的布缠住案主，告诉老师这表示很陈

旧的血迹。后来提要求，我说要案主夫妇俩把场地整理好，因为那些摊开凌乱的色布，代表了

屠宰场血腥暴力的画面，要他们清理、忏悔。瑜伽猫yogacat 2011-6-20 16:26:06 

回复：我是九妹，昨天共振到开餐厅杀动物的案例。一开始我便想压在案主的头上，然

后看海说自己是狐狸时，我感觉自己很漂亮，姿势很优雅地压在案主的头上，看着别人打她我

很开心。看她没有任何的反应，我又拿了一条红色的布套到案主的脖子上，我拉着，任别人用

力地打她。感觉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原来案主的老公是开餐厅的杀了好多的动物。但案主跪

下来道歉时，说对不起，我却怎么也不能原谅她，但当她说以后再也不杀生的时候，并且还要

宣传不让别人杀生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然后感觉想摸案主的头了。并且回到了座位上安心

地开始打坐。一只手举起来罩住全场，两只手很热充满了能量，这时候听格格说，他的背已经

开始热了，小九妹也说浑身热热的。然后我又开始向下面每个被伤害的生灵撒圣水。感觉整个

被危害的灵开始向上升起，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位置。把他们的肉身用玫瑰花瓣葬好。原来案主

也是有使命的。他忘掉了自己的使命。她身上的病痛是在提醒她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下场后

跟案主交流，她说以前她是可以给别人看病的。生下来就特有灵气。从她老公开始开餐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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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灵性就慢慢消失了。 九妹 2011-6-20 17:32:49 

回复：我代表了妲己，一只千年修行的老狐狸。看案主丈夫是封神榜里的武成王黄飞

虎，而案主就是黄飞虎当年养的神莺，啄伤了我的眼睛。我被女娲娘娘收走了，现在我偷偷跑

出来找他们报仇。他们哪里会是我的对手。我完全控制了他们，叫他们杀动物给我吃。就差叫

他们杀人了。老师叫他们给我道歉，我渐渐放下了刻骨的仇恨，也感觉放下了自己的残忍和报

复。我对老师很是佩服。对他说“我是一只千年修行的狐狸，很佩服在下，请在下给我指点一

条明路”。老师叫我绕场行走十圈。十圈完全走过，我融入了宇宙意识。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

兽性了，感到自己飘飘若仙，成仙了。自称自己是女娲娘娘的代表过来对我说，我对你还不放

心。听起来怪怪的。她关了我那么多年，我一点进步没有，照旧放不下嗔恨，找回来凶残的报

仇。现在我悟了。我对她有点不以为然。她说要带我回去，我觉得在哪里都行了，已经和宇

宙融为一体。我对她说“谢谢你对我的照顾，以后我会自己照顾自己了”。看海 2011-6-20 

17:41:24 

回复：我代表了一头牛，上场就看见案主身后有一大滩血，地上全是动物的五脏六腑，

非常恐惧，感觉上辈我与案主是同类，到了这世竟让人屠杀我们，我不敢过去，失声痛哭，对

案主失望之余双手抓她的关节，案主的头让鸡、鸭等家禽啄，胸被鱼咬，打案主的脖子、腰，

对案主没有怨恨，但很生气，后来案主跪下来道歉，我很快没有了怨气……格格 2011-6-20 

18:06:19 

回复：我代表案主，上场看到格格爬着走，就想说：“一头老牛”，后来走着走着，突

然感觉一股力把我的右脚给弄瘸了，倒在地上。然后有代表过来踩我。听到看海说她代表的

狐狸附在案主身上，我说她借体修行，对她有点不满，再后来睡着了，直到化解的时候才醒

来。——易生活 2011-6-21 9:11:53 

回复：案主表达完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正儿八经站在摄影机旁边，丽丽让我进场，我说

我现在已经是在场里的状态了，淡然地看着场上情景，站了好一会，走到前排位置坐下，什么

都不说，但场上发生的一切我都清清楚楚的，就让一切自然发展吧。代表说这一切都有人在背

后看着，躺着的文姐姐突然说“火苗是女娲娘娘”，我微笑着说是的，我清楚看着发生的一

切，知道狐狸是偷遛出来的，知道它出来干嘛，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狐狸与鹰、武成王之

间恩怨我不想插手，他们的恩怨让他们自己了，了了这些恩怨狐狸它才会放下过往。我心里是

疼爱这个狐狸的，在等着它处理完过往，带它回去。但后面它还没完全放下，不愿意回去，时

间不等人，我也由它意，带着愿意跟我走的丽丽回去了。出场后心里还是不放心又回场里，表

达对狐狸不放心的意思，并让它对我说“谢谢你照顾我，现在我会照顾自己了”，我听了就放

下心了。 呵呵这个个案里没有人关这个狐狸，关它的是它自己。 火苗 2011-6-23 22:07:30

回复：我回来后看你的第一本书《爱的传递》，太好了，第二本、第三本书连着看，有

的地方和我的经历相同，我一生就一个愿望，找一个懂我的老师，解开我一生的谜底。我在我

出生8个月就救了一头大牛。有记忆后，后3天的事提前3天早知道了，而且灾难重重。小时候

我没杀生，结婚后开酒店才杀生。我出生后光笑不会哭，奶奶说我不能活，没管过我。我是7

月初7生的，第2年麦熟我哭个不停，把奶奶吓得抱着往外跑，出门一看，我家养的一头大黄牛

在蹬腿（抽筋），牛长满谷眼（翻白眼），死定了，正好来了一个牛医生，一针下去好了，我

也不哭了，又笑了，牛也好了。我一开酒店灵气没了，十六年了，开了十年酒店，去年八月

二十请来一个师父，给我按四个香炉，我又恢复了灵气，治好了3个小孩，在医院不退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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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吓着，我也不用去，把名字给我就行。（案主） 2011-6-24 12:04:03

第450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6-29 8:08:47   

上周（199）2011年6月19日，第二例，（20110619B），头痛、胸痛、腿痛、耳鸣20年

（天津），灵排出是因为案主的丈夫开餐厅杀动物引起，忏悔后，20年的疼痛在灵排现场当场

就消失了。这例灵排，让我想起（109）2011年3月19日，第四例，（20110319D），右眼4岁起

眼睛失明无光感（耍猴）（北京）那例，那例前世是因为耍猴，被猴子抓了眼睛。后来仔细看

留言，发现了今生的问题，曾经的记录：“案主的妈妈说，案主的爸爸是杀猪的，在案主四岁

的时候，小孩的二妈得了三叉神经痛，痛得在地上爬，其动作同现场的一位呈现的动作一模一

样。而且二妈曾经指给案主的妈妈看，说有蛇，但案主的妈妈就是看不见，当时感觉二妈是幻

觉，二妈的动作总是把4岁时的案主吓着。现场看灵排中出现的蛇，同当时二妈描述的一模一

样，但不久二妈由于三叉神经痛去世了。”而解剖学上三叉神经在面部有三个分支，即三叉神

经眼支（第一支）、上颌支（第二支）和下颌支（第三支），案主眼睛失明与二妈的三叉神经

痛是同一个部位的毛病，而起病时间两人也是相同，在案主四岁那年。而父亲又是杀猪的，由

此推断，眼病前世是耍猴一事有关，今生与父亲杀猪杀生有关。 

回复：当时灵排完一起吃晚饭，案主的妈妈说，丈夫是杀猪的，眼睛也有问题，现在眼

睛几乎要看不见了，当时我们说应该让孩子爸爸改行，不能再杀猪了，案主妈妈说，不能改行

啊，还得要靠杀猪谋生啊。几个人劝说无效，因为说要谋生，没有办法说服。看了天津这例，

不停止杀生，病是好不了了。忠正 2011-6-29 8:14:22 

回复：刚才我给北京那位耍猴的案主的姨妈（河北）打了电话，姨妈说案主的爸爸后来

眼睛看不清了，就不杀猪了，但现在在养了很多猪，养猪卖。嗨，养猪，最后还是被杀，他

们还是杀生环节上的一链，看样子不远离杀生，不忏悔，她的眼睛不会好。忠正 2011-6-29 

8:36:18 

27、（201）头昏10多年（开餐厅杀动物，与父亲的关系）（天津）

第447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6-20 20:09:16

（201）2011年6月19日，第四例，（20110619D），头昏10多年（天津）。案主61岁，说

头昏10多年。灵排一开始，有一个代表说“我知道原因，不告诉你。”另外一代表开始大幅度

晃案主的头，晃成转圈，过一会另外又有一个代表前后晃案主的头，说是案主的祖先。看海代

表说喜欢吴宗宪。另外一位代表说小沈阳是小瘪三。然后有说是黑鹰让他杀生。天灵灵，地灵

灵，各路神仙都显灵。吴宗宪的意思是“无祖先”，没有拜祭祖先。黑鹰在脱皮。继续灵排，

祖先在责怪案主，说要他光宗耀祖，要让别人尊敬，但案主现在有辱没先祖。祖上积了很多

德，差不多要在这一代要断送了。爷爷是大财主，做了很多好事。案主与父母的关系很疏远。

说案主是朽木不可雕。说案主只想赚快钱。智光代表了案主的爸爸，爸爸生病时，大小便在

床，说案主没有去关心，不过案主的爱人经常去照顾。案主看到父亲脾气不好，于是很看不

起父亲，丽丽代表了母亲，说她很能忍受父亲的这种脾气。后来案主的父亲也说对不起，他是

为了想要求得一个地位，才故意这样耍脾气。灵排让案主回归自己的序位，自己做再大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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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自己还是儿子，不会因为自己的地位高了，可以在序位上凌驾到爸爸之上。天女代表了一

条狗，被慢慢勒了脖子，慢慢痛苦而死。格格代表是兔子，被剥去了皮。瑜伽猫代表了蛇，被

装在蛇皮袋中，一直受到惊吓。后来案主夫妇俩向那些被杀的动物道歉，那些动物才安息了。

后来案主向自己的先辈说，1、我知道了我的使命了，要走正道，光宗耀祖，感谢祖宗积德深

厚。2、重视家风，不再败坏家风。3、要积德积福，绝世不再杀生。4、告诉名门正派的祖

宗，自己会发扬优良传统，多行善，多做好事。向祖先保证后，祖先就不再摇案主的头了，案

主就不再头昏了。 

回复：一上场，就感觉会阴部位尖锐的疼，如同一条线环绕下体；我想自己是被撕裂

了。杀动物时，很多都是这种方式吧。还不确定代表了什么动物，但我总要用布把自己遮住，

甚至盖过头。后来突然明白过来，我是被装进袋子里了。道歉的时候，案主一说到“杀”字，

我就不由自主开始颤抖，这种惊恐的感受，异常细腻。安抚我的时候，花了很长时间。听到案

主说了好多次对不起之后，我才让他们慢慢的、轻缓的把“口袋”从我身上褪去，当身体完全

暴露时，我还冰冷僵硬，不能动弹。于是案主又不断抚摸我，从头到脚，渐渐的，我开始摆动

头颈，我能感受到自己像蛇一般晃脑袋、吐信子。终于身体灵活起来，也没有束缚了。我激动

地围绕场上爬了一大圈，边爬行，边扭动身体，欢快庆贺重获的生命和自由。 瑜伽猫yogacat 

2011-6-21 7:58:32 

回复：这个案我代表了一动物，（兔子）手被砍、剥皮、开肚、撕裂般的痛，案主两夫

妇向我们道歉忏悔，帮我缝伤口，我身体的疼痛才慢慢消失……格格 2011-6-21 8:46:49 

回复：我是案主祖先的代表，开场就走到案主背后，抓住他的脑袋一直摇。感觉摇了很

久，说他“太糊涂，忘了来这里干什么的”。但是对他并无恶意，只是想提醒他一些事情，后

来想起来是要他“光宗耀祖”，当说出要提醒他的信息后，就不想再摇他的脑袋了。祖上积德

很厚，但在他这代几乎被断送了，因为他开餐馆杀生很多。最后还提醒他“光宗耀祖要走正

道，不要走歪门邪道，不要杀生，做对大家有益的事，才会得到大家的尊敬”。——易生活 

2011-6-21 9:21:11 

回复：这个案我代表了提醒案主使命的角色。一上场，案主表达完头晕十多年，我马上

接上话说“我知道原因，但不告诉你”，然后很欢乐地哼起歌来了，那自在欢乐的情绪谁都影

响不了。易生活代表摇案主的头，其实我也想摇，谁让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但看有人在摇了我

就不摇了，比划出摇的动作，这个动作就磨石磨那样不停地摇。整场我一直在等案主清醒过

来，个案最后看到案主跟父亲关系和谐后，我确定我是来提醒案主他的使命来的，案主向父

亲道歉、向被他杀的动物道歉，并安抚担心、惊恐的动物时，我一直围着案主、案主爱人转

圈，把他们俩圈在里面，最后告诉案主以及案主爱人，他们的使命是保护动物，禁止杀生，并

希望得到他们的承诺。他们承诺后我也完成我的使命了，没想再摇他头了。 火苗 2011-6-23 

20:52:35

28、（219）丈夫咳嗽时右边头发麻一个月内两次（杀动物，刘邦

后代）（北京）

第4571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7-18 8: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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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011年7月16日，第三例，（20110716C），丈夫咳嗽时右边头发麻一个月内两次

（北京）。案主曾经灵排过，是（198）2011年6月19日，第一例，（20110619A），丈夫脖子

酸痛（堕胎，喜洋洋与灰太郎）（北京）。本次为丈夫灵排咳嗽时右边头有发麻，一个月内已

经发生过两次了。灵排开始，一个代表说要吃扬州炒饭，然后另外的说要吃各地小吃，然后出

现很多人棒打案主以及案主丈夫的代表的头，几个代表左右交替打的动作完全一致。还有代表

勒案主丈夫的喉咙、拉丈夫的舌头，搞到咳嗽，还打头。原来那个咳嗽和头部发麻是被打出来

的。后来让案主丈夫代表趴下，有人踢他的头，打头。现场出现身上长脓的味道，说让他们睁

开眼睛仔细看。然后有黑白无常分别踩脚底、踩头。灵排呈现，案主是御厨，杀了很多动物，

杀了天鹅，把天鹅的脖子拧成麻花，转几圈，把鸭舌头拉出来，把熊掌砍下，把猴子天灵盖砍

下，浇烫油，猴子活活死去，孔雀、穿山甲均杀，把猩猩的嘴唇也砍了，把梅花鹿的肚子也剖

了，还杀果子狸。还把骆驼的驼峰也砍了，还有大鱼。杀了以后给皇帝吃。那个丈夫的前世是

皇帝，妻子的前世是御厨。当丈夫代表和妻子一起向那些动物道歉、忏悔后，那些症状消失

了。灵排结束后，案主说，她的丈夫曾经一直说他自己是刘邦的后代，而且说有家谱，能说得

出自己是刘邦的第几代后代，但妻子一直不信，认为丈夫是吹牛的，从来没有当一回事，这次

灵排让他相信丈夫是刘邦后代了，否则哪来那么多珍稀动物可杀。案主说，十年前开始她突然

吃素了，不再吃动物了。这次灵排，让他们看到了真真切切的被杀动物报复上门了。  

回复：十年前我看了在世明师写的书才吃了全素，然后跟随了在世明师修行，十年来全

家也跟着基本素食，小孩身体越来越强壮，但先生在外和客户吃饭还在吃荤，所以他身体走下

坡路，我经常说他，本来上帝给了你无比强壮的身体，却被你糟蹋得有毛病了，而我却从小体

弱，跟随了明师，身体越来越好。刘大帅（案主） 2011-7-18 22:24:17  

回复：今天早晨在陪我先生做香功的时候，发现他的脸色已经很正常了。他喉咙虽然还

是有点咳，但已经不是咳得把脸都憋红了，我感觉至少已经好了95%，剩下的一点点，我感觉

只要坚持用一周的共振水就会全部好的，然后让他每天坚持做二次香功，当然吃素是不能改变

的前提啊。刘大帅2011-7-18 23:27:37  

回复：简直是太不可思议的治病方法，太神奇了。又简单又有效，真的是我最想要的治

病方法。大多数人认为只有花钱到医院，让医生和护士忙个不停才算对得起所花的钱。刘大帅

2011-7-18 23:33:22  

回复：一直无力，摇摇欲坠，又感觉自己不是人。原来和文姐姐代表的猴子是一样的。

个案里呈现杀动物，而且杀的多是稀有灵物，不是普通家禽。瑜伽猫yogacat 2011-7-19 

11:59:45  

回复：起初是琢磨各地的特色小吃，什么天津大麻花，灌汤包子；新疆烤羊肉串、上海

点心……然后确定自己是御厨，琢磨用各种珍稀材料做菜，包括猴脑、猩唇、驼峰、天鹅、梅

花鹿、野生大鱼……。那猴脑是把活猴固定在桌下，去掉脑盖，用熟油直接泼在上面（写这个

的时候还觉得胆战心惊），可怜排列中的活猴还怀里抱着一只小猴子，被入菜的是一只怀孕的

猴子。猩唇是直接把猩猩的上嘴唇给割了，一直觉得没有上嘴唇，空空的，案主给我缝上上嘴

唇时，又觉得如做了手术一般，缝合的地方肿痛起来，案主给嘴里嘴外喷了多次信息水，才渐

渐觉得肿消下去。应该是猩猩的上嘴唇被割掉后，嘴里面也化脓烂掉了。做这些都是给皇上吃

的，自己一口也没吃，心思都在怎么做上，没有动过吃的念头，绞尽脑汁想着做什么，连天鹅

的脖子都给拔了，号称食神。小九妹代表的大鱼头尾分家，要求重安鱼头鱼尾和鱼鳞，用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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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可怜的动物啊，都死得好惨。人啊，自己也只是一种动物，凭什么这样去吃别的动物

呢？排列总是看得人胆战心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三维的生活真是太低级了，感觉一

到三维人就昏头了，什么都敢吃，什么都敢干，仿佛被灌了迷魂药，糊涂了。看海 2011-7-19 

12:02:23

回复：我是案主丈夫的代表，从开始到结束都被小九妹代表的鱼压着，直到最后道歉和

解。——易生活 2011-7-20 16:58:31

回复：一上来我代表案主的丈夫，格格对我又踢又打，用小熊打我的头部，头部发麻，

还勒我的喉咙、拉我的舌头，我坐下时几个人用塑料棒打我，然后格格又要我趴下继续打。原

来我前世是皇帝，特别爱吃稀奇古怪的食物，就让做御厨的案主给我做了好多，换着花样的

吃，有天鹅翅膀、鸭舌、熊掌、猴脑、孔雀、穿山甲、猩唇、驼峰、梅花鹿肚、果子狸，野生

大鱼。和解时，我和案主给众被杀的动物纷纷把被剥离的部分缝合回去，给猴子补回脑，缝合

脑壳，给天鹅补回翅膀，给猩猩缝合上唇，给鱼缝合身体各部分，补回鱼鳞。——自走自路 

2011-7-20 17:19:39

第4599条留言  留言者：刘大帅  来自：北京  时间：2011-7-26 21:56:44   

灵排回来我就发现我先生的脸色变亮了，感觉他咳嗽已经基本好了，但因咳嗽时间前后

有几年，所以偶尔还会习惯性咳嗽，但虽然有咳嗽，却没发现他右头部发麻的现象了，而且体

重也自然的下降到了139斤。

29、（233）母亲胃炎、便秘十多年（打死老鼠）（博罗）

第461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8-1 8:48:54   

（233）2011年7月30日，第三例，（20110730C），母亲胃炎、便秘十多年（博罗）。案

主曾经为母亲灵排过，“（190）2011年6月11日，第二例，（20110611B），妈妈心肌缺血，

胃不舒服（父朝鲜战争，朱雀和蛇）（博罗）。”灵排后，她母亲的心脏问题解决了。于是母

亲认为灵排很管用，说还有十年的便秘，希望女儿继续为她灵排便秘的事。今天灵排，要解决

母亲便秘的问题。灵排开始，一位男士的肚子自然鼓起来，不断鼓起来，好几个代表笑着摸那

位男士的肚子，说他如怀孕了。有代表说与案主妈妈有仇。有代表不断说下三滥。有几个代表

背着道具布，说在搬家，有说背着苞米。有说圈地运动，那块地盘是他们的。有代表说一肚子

下三滥。有代表不断顶案主妈妈代表的肚子，掐腹部，咬脖子。有代表说捡破烂的，好穷，说

一群野孩子。有代表不断用膝盖顶案主妈妈代表的腹部。呈现了一帮捡破烂的。突然灵排呈现

了记者在造假，制造假新闻，来吸引人眼球，或者为了拉到报纸广告，以接到用户投诉为名，

恐吓企业。然后再制造明星私生活的新闻，制造一些同性恋的新闻……然后说新闻是老鼠吃了

一张人民币……继续灵排，是案主的母亲把老鼠窝给端了，把小老鼠全打死了，现在老鼠报复

上门了，在四维空间里，老鼠就躲到案主妈妈的肠道内，这样老鼠就不会被案主的妈妈打死

了。原来那个便秘是老鼠在四维空间里钻进了案主的妈妈肠道引起的。老鼠的代表说，谁踩死

老鼠，谁的脚就长鸡眼，这样长了鸡眼，就让人走路走不快，这样就不会打到老鼠了。现场几

个人回忆了一下，长鸡眼同打死老鼠确实很有相关性。后来老鼠出来游行，要鼠权。最后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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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案主妈妈的代表一起向老鼠道歉，但老鼠在肠道内不愿下来，后来重新给老鼠做好了家，老

鼠确认安全后，才从案主妈妈的身上下来了。这例呈现，案主妈妈十年的便秘与打死老鼠有

关，道歉后，老鼠从案主妈妈的肠道内下来了。那个揭露记者造假的事，应该是插播进来的。 

回复：恶臭阵阵飘过，一干人窸窣窜动，场地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原来是群鼠在

活动。后来呈现出记者为赚眼球，为名为利进行“新闻制造”的过程，这个社会，虚假实在太

多。 瑜伽猫yogacat 2011-8-1 9:47:27 

回复：在场上，总觉得一会儿膝盖疼，一会儿腿肚子疼，还闻到臭味，有一阵子还没精

神在场边睡着了，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别的代表读到的信息说我们是老鼠，被打死了，很惨。

有个男士，肚子一瞬间鼓起来很大，原来他代表的是母老鼠怀了小老鼠。后来跟着大家在场上

转圈、游行，要鼠权，要生存权，才慢慢轻松起来。星期五早上隔壁办公室用鼠笼抓了只老

鼠，不知为啥，我看到老鼠的眼睛亮晶晶的，觉得它好干净漂亮，真想放了它，没想到排列的

时候就代表了一只老鼠。广州 梦客 2011-8-1 15:08:55 

回复：这场感应到的信息不多，一开始看到场上代表老鼠的代表只是顺手牵羊，后来变

明偷明抢……越来越嚣张，越来越张狂……——易生活 2011-8-2 9:56:15 

回复：这个案我代表了案主母亲，在场边上走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格格代表，结果被她抓

住，用膝盖顶肚子、用嘴咬脖子、很难受。躺下后被格格双腿跪在肚子上，小九妹也想整个人

压在我身上，整个人动弹不得。火苗 2011-8-4 23:23:23

回复：那天我坐在参观席上也闻到了一股股恶臭味。就是动物尸体腐烂的味道。可是

现场没有腐烂的动物尸体啊，可能是三维世界里没有，而四维世界里有，可我闻到的味道是

三维的还是四维的？能闻到这种臭味时，我应该到场里还是继续坐在参观席上？ 2011-8-7 

12:17:18

回复：你闻到的味道是来自四维空间的，能闻到这种臭味时，表明你已经在灵力场里

了，这时应该从观众席到场里，然后凭感觉继续表达信息。忠正 2011-8-8 10:53:54

回复：上场我就头、肩、腰痛、关节、肚子也不舒服，感觉代表了案主的病症。后来走

到火苗身边，感觉她是代表的妈妈，我双手出尽全身力量掐她腹部，咬脖子，偶尔还用脚踢、

顶她的肚子……格格 2011-8-8 13:54:54

30、（240）父亲喉癌术后复发（吃蛇，邪教奥姆真理教）（海口）

第465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8-15 10:04:51   

（240）2011年8月13日，第三例，（20110813C），父亲喉癌术后复发（海口）。父亲喉

癌，两年前手术过，现在又复发了，准备次周再次手术。突然，海口一个教授告诉案主的女

儿，去年教授和家人来深圳灵排过三例，教授自己40年的腰痛，灵排呈现是因为打死蟒蛇引

起，在灵排过程中腰痛就消失了。灵排妻子的下肢浮肿30年，灵排一周后，浮肿消失了。后来

灵排妻子颈椎僵硬数十年，灵排十天内就好了。听到这个消息，海口那边连忙联系我，希望插

队进来灵排，以阻止家人下周第二次为喉癌手术。灵排开始，呈现一个很厉害的女人，捏父亲

的脖子。然后各路人物粉墨登场，后来上了绞刑架，绞在脖子那边。然后出现侠女，然后出现

邪教，邪教与僵尸在一起练功。然后出现了穿着和服的女人，快速走着小步，呈现日本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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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出现了麻原彰晃，麻原正在吃虫子、老鼠，以这样的方式来练功，并且捉了僵尸的魂，安

放在中间。灵排时，无意中在四维空间，闯入了日本的邪教奥姆真理教的领地中。麻原说，

可以放人，但必须要拿钱。但又得到警告，那个人不能救，因为那人的功德本来就没有了正

分。格格代表钻到凳子底下去了，感觉是钻进了案主爸爸的鼻腔内。然后感觉又进一步钻进了

咽部。文姐姐也钻到凳子底下去了，也感觉在咽部。易生活，横着也钻进了凳子底下，感觉

在咽部有很浓的浓痰，有脓，发臭。那些邪教练功的练得走火入魔。那些练功的，要练到僵尸

还魂。中间我与麻原彰晃在四维空间中多次较量，麻原要我拿钱赎人，麻原对我的量子共振信

息水也感兴趣，我只答应给他一车量子共振信息水，但他只要钱。后来我答应教他们灵排，懂

得因果报应。奥姆真理教的不想知道因果报应。最后说让我欠着人情，万一他们的人被抓了，

请我也手下留情。继续灵排，呈现案主的父亲在林业局工作，经常去一些餐厅吃蛇，那些餐厅

是非常隐蔽的，就是在农村里的，看上去就是农户，也没有招牌，但知道的人会去吃蛇，还有

野鸡吃。那些当干部的，吃完了象征性地只付两元钱，有时还带了新毕业的大学生也去吃蛇，

那些大学生不敢吃蛇，也逼着吃。最后向蛇道歉，并且说生命是平等的，格格代表的蛇，听到

“生命是平等的”后，马上从案主父亲的脖子上下来了，钻进了凳子底下，游走了。这次游走

的方向，正好与一开始进凳子底下的方向相反。关于功德的问题，后来我送了案主一本《灵

排——透过疾病看因果》样书，让她看“（173）2011年5月15日，第三例，（20110515C），

过敏性鼻炎40年（地狱功德簿）”，让她明白，让家人多做好事，让功德本上赶紧加分，因为

她父亲的功德本上没有正分数了。 

回复：上场我用手指捅代表案主爸爸的易生活喉部，感觉就是想让他喉咙不舒服。个案

结束时，肚子突然不舒服，老师让我跟格格她们道歉，道歉后肚子马上舒服了。火苗 2011-8-

15 10:19:37 

回复：开始我不知道自己代表了什么，只感觉自己很快、非常灵敏、很快速从凳子前面

爬到后面去了，一会又钻到凳子底下去、感觉被卡在喉咙部位。里面有臭味、有黄的东西粘粘

稠稠象痰脓，怎么都无法爬过去了。感觉自己是条蛇、被案主父亲当盘中餐吃了，所以我才

来报复案主的父亲。案主道歉说“我爱你、对不起”，我一点反应都没有，直至她说“生命

是平等的”等等，我感觉得到了承认我是个生命，钻到凳子底下爬走了……格格 2011-8-15 

12:25:12 

回复：感觉案主（父亲）前世是邪教组织的成员，与我们奥姆真理教多少有点关系。我

们在找灵魂练功，案主父亲的魂就被我们摄来了。我们也不是能摄谁就摄谁的，关键在于这个

人的功德指数。易生活代表案主父亲，感觉他身体沉重，孽障很重，躺在我们真理教的大堂里

已经是半个死人。场地里一个女人本来代表麻原，头发披肩，面部颜色斑斓，虫子和老鼠的幻

影不断被她吸入口中。这个幻象看过去令人毛骨悚然。我惊了一下，感觉我们这拨人在老师的

带领下已不知何时闯入真理教的总部。我吓得要命，觉得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出现在这里也太危

险了，惊愕得看着那个代表麻原的女人要做些什么。但她一直紧闭双眼。感觉她拥有邪术，不

知是人还是妖。可能是这个代表初次到来，没有读到她身上的信息，就在一个瞬间，我觉得自

己和她成了一个人。我成了麻原的代表，先前还觉得虫子老鼠恶心，现在这些虫子和老鼠的幻

象已进入我的身体，而我丝毫也再无半点恶心之意。我看到门口正中间坐了个人，非常好奇，

这是个不速之客，我跑过去看这个人是谁。若水此刻身披金黄色布，也紧闭双眼，一动不动。

我凝视着这个人，心想这是什么人，跑到我这里做什么来了。突然我认出来了，这个人是堀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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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正。坐在我门上的正是堀尾忠正的元神。原来他到处救人找人，搜到我门上来了。若水端坐

着，如一尊佛，纹丝不动，我不知道他的虚实，但感觉他不是一般人，也是菩萨界了。我对堀

尾忠正的元神（若水代表）说，“早知道你应天命救人，一天到处乱跑，今天居然跑到我这里

来了”，然后我指着地上半死的易生活代表说，“你是为他而来的吧，你是来救他的吧”。若

水一直不说话，搞得我很烦。其实我知道人给他也行，我也没有非要要这个人。但我觉得不能

白给，怎么着他也应该拿点东西来换吧。手下有人说拿两瓶信息水来换，老师也陆续拿了几瓶

水出来，我们都觉得太少了。干脆要他拿些钱来换。但又觉得钱他也拿不出多少，让他自己想

点东西来打动我们换人回去。他说教我灵排，我觉得这个很难学，认为他在忽悠我们。后来

我突然收到信息对老师说“今天你到我地界上救人回去，有朝一日我真理教如有人被其他处拿

去，你也要救我的人，今日就当你欠我一个人情。”老师答应了，我也觉得不看着那个人了，

随便他怎么救那个人。但我们警告老师，这个人现在没有功德，而且孽障很重，不值得救，没

有功德来换了，要救只能凭你的功德。反正我们放了这个人了。除非这个人的后代现在拼命作

大功德，功过抵消，这个人才会越来越轻，才回得去。但我真理教已经放了他了。看海 2011-

8-15 13:11:41 

回复：我是日本女人，粉墨登场后又成了奥姆教徒。感觉休息时都睁一眼闭一眼，身上

披挂斑斓颜色，那个邪教，很多令人咂舌的教义规矩吧。瑜伽猫yogacat 2011-8-16 9:06:30 

回复：我代表了案主的父亲，上场一会就被格格、文姐姐代表的债主，勒着脖子，拖着

走，嗓子有异物感，有被堵塞住。感觉很无力，后来，躺在地上睡着了，最后那些人和老师达

成协议，争取到一点时间给案主和案主父亲做功德。——易生活 2011-8-16 11:03:50 

回复：这例一上场就给小九妹用手勒住脖子，生痛生痛的。期间还嗅到腐死蛇尸一样的

气味。一直喉咙和上肺部不通，有阻滞并咳嗽的症状。向伤害过的动物代表道歉，认识到生命

是平等的，并承诺以后再不伤害动物后，这些症状就消失了。本杰明 2011-8-16 19:36:49 

回复：我是邪教的一份子，抓了很多人来。———丽丽 2011-8-16 20:56:27 

回复：本案我一上场坐下就感觉道行很高，已经到了将近坐化涅槃的境界。我盘腿坐着

睡着了两次，被智光扰醒，但始终是任他来任他去的修行。开始我坐的凳子底下庇护了好多动

物，看到老师被奥姆真理教缠上，我起身围着场里走，本来想救代表案主父亲前世的易生活，

却找不到救他的理由。后来格格代表的蛇和其他动物得到案主道歉后回到凳子底下，智光也向

我道歉不该打扰我的清修。我也正告了案主要找回我静修的松树林，有一座庙，要在那念经回

向，放生，有松鼠、穿山甲等动物。——若水 2011-8-16 22:24:20

回复：作为麻原的代表。中间我盯着老师一度寻找他的弱点，期望他哪个地方品德有问

题，比如贪一些或者嗔痴，这样我就可以趁虚而入，击败他。但是盯了一圈又一圈，发现他洁

身自好，严以律己，没有进入的地方。心中感叹此人无懈可击。再跟着看下去，觉得不能再用

凡夫俗子的眼光找他的弱点，此人已分明在菩萨界里行走，非我辈之流观之。可见此次闯邪

教，但凡修为不够，说不定早被麻原干掉，再别说救人。也深刻明白所谓功力就是修为，修为

越好功力越高。修为不够就要远离是非之地。看海 2011-8-18 7: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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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4）妹妹子宫癌（堕胎，开餐厅杀火鸡）（英国）

第465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8-15 16:33:58   

（244）2011年8月14日，第四例，（20110814D），妹妹子宫癌（英国）。案主的妹妹一

直在英国，前一阵正好有事回国，本来要参加8月6、7日的灵排，但听说大运会开幕预演要封

路，于是6、7日的灵排就取消了，于是案主的妹妹就于8月5日途径香港回英国了。这次由姐代

替了灵排子宫癌。曾经同样的，姐替代妹灵排过一次，“（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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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排完第8天，20多年的偏头痛就

好了。灵排开始，好几个人感觉左下腹部有痛，若水的大脚趾夹住了一个泡沫棒，感觉是输卵

管被夹住了。妹妹代表的肚子上压了一个人，感觉是被堕胎的小孩。背上又背了一个，一直说

要回英国去。另外，在一个房子里，有很多僵尸在跳，有人在喝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另外

呈现了案主10年前去世的父亲，对她们姐妹俩不放心。当案主向堕胎的小孩道歉后，小孩从妹

妹的肚子上下来了。背在妹妹背上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灵排颇费周折，原来那个很多僵尸

跳、又有人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的地方，是妹妹曾经在英国开的中餐厅，那边杀了很多动物，于

是被冤死的动物就成为僵尸不断在跳，人们就在僵尸跳的地方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为什么那个

一直喊着要回英国？那些动物是英国的，被抓到了中国人开的中餐厅中，经常光顾的也是那些

中国人，最后进了中国人的肚子里，感觉那些动物被带离了英国，所以一直喊着要回英国。后

来案主向被杀的鸟道歉，并且说生命是平等的后，文姐姐代表的那个动物变得越来越小，然

后变成了一个蛋，而且还会飞，原来是一只比较大的鸟（火鸡），被杀掉的火鸡附体到了妹

妹身上。最后，当向被杀的火鸡道歉后，火鸡就离开了。然后现场就响起了苏格兰民歌“友

谊地久天长”，大家随着友谊地久天长一起跳起了舞。然后，经久不息的的歌是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 For your friends are my friends, And my friends are your friends.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看样子英国的动物还是很喜欢友谊地久天长和Be 

friends，很喜欢中国人去的，但不喜欢被杀生。幸亏那个中餐厅在几年前已经关闭了，否则

问题更严重。

回复：上场满脑子都是英文，还用英文跟瑜伽猫打招呼“hello”，同时共振到头晕，感

觉自己应该代表了案主远在英国的妹妹。格格和父亲坐在前排位置上，我虽然坐在父亲不远处

的面前，但是我跟父亲的距离很遥远，感觉跟他中间隔着什么，靠近不了。易生活代表了案主

妹妹堕胎的小孩，这个小孩是来报恩的，所以对妈妈没有任何的怨言，做好超度他的事情就行

了，案主格格和我跟堕胎的小孩真诚道歉并答应做好承诺他的事情。爸爸妈妈俩人坐到一块，

我和格格来到爸爸妈妈面前，格格哭泣着想念爸妈，我也伤心地哭泣着想爸爸妈妈，格格跟爸

妈说了很多想念的话，但我这边感觉因为跟爸爸有距离，心里虽然还有很多话，但是说不出

来，只是很伤心痛哭。然后和格格来到爷爷面前，我在爷爷面前放开了很多，大哭着想念爷

爷，因为在外面很少回来看望爷爷，哭着说对不起爷爷。格格大哭很担心我的病，让爷爷保佑

我，我不担心自己的病，只是很伤心，感觉自己走得太远了，没能经常过来看望祭拜祖宗，对

不起祖宗。跟祖宗道歉完来到代表火鸡的文姐姐身边，跟她道歉，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已

经把餐厅关掉了，以后再也不杀鸡了，也不吃肉了，并把她送回英国乡村，能看得见大海的地

方。火苗 2011-8-15 18: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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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我有一阵一直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走路是蹬着地的，感觉挺重的。原来

是火鸡。忠正 2011-8-15 19:35:18 

回复：恹恹的，头痛头晕想睡觉，后来跑到看海身边躺下，感觉是和酒在一起的；除了

脚踝疼痛，一直搞不懂自己代表了什么，脑中有个画面闪过，是几片翠绿的生菜叶子，一堆菜

叶子。后来觉得和若水，是两袋东西，但还是不确定具体是什么，就是觉得魂也掉了；后来

看老师的裤袋是钱袋子，不断击打，说“赚钱，赚钱”。稀里糊涂的被认定为“鸡”，觉得

又是又不是。等老师揭开谜底才恍然大悟，原来是火鸡啊，这真是太陌生的形象了。 瑜伽猫

yogacat 2011-8-15 21:54:24 

回复：还想起来，火苗对我说“Hello”的时候，我瞪着她，喉咙里似乎有咕噜咕噜的感

觉，但说不了话。现在看来，那是火鸡的反应了。 瑜伽猫yogacat 2011-8-16 7:58:42 

回复：在这第4例排列中，我一直在敲类似木鱼一样的东西，一直在敲，问案主，案主说

自己的妈妈念经很多年，也一直有敲木鱼，这些案主不说，我们做代表的不知道的，后来敲着

敲着，感觉很困很困，就这么倒下去了，感觉很轻松的到了另一个世界，后来案主自己说妈妈

去世的时候走的很安详，没有一点点痛苦。 小伍 2011-8-16 9:20:38 

回复：代表了案主的孩子，上场后拣起一个娃娃熊，在场上四处走动，觉得很孤单。后

来走到小九妹代表的妈妈身边，躺下来，压在代表的肚子上，很舒服，没有恨意。自己是来报

恩的，被堕掉了，不知道去哪里。一直跟着妈妈。最后，案主代表妈妈道歉的时候，希望妈妈

可以烧一些小孩子的衣服、玩具、吃的东西过来，并且边烧要一边说“宝宝，对不起，妈妈把

你遗忘太久了，妈妈对不起你……”。——易生活 2011-8-16 12:41:47 

回复：在本案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家在哪？绕着场走了好多圈，感觉脚腕套着脚镣，

磨得脚踝破了，血肉模糊，血流到脚底粘粘的，但还在走，要找回自己和找到家，又累又空

虚，魂也没了。后来还是撑不住一头栽倒了。后来老师说文姐姐是鸡蛋，文姐姐拉着我像鸡一

样跳舞，我突然找到了自己和知道了自己的家在哪，是英格兰的火鸡。——若水 2011-8-16 

13:08:33 

回复：起先代表一个酒鬼，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睡醒之后看到案主趴在地上道歉。不知

道文姐姐代表什么，老师说是一个蛋，我的左腰下侧突然开始疼痛，痛到极点时我说是鸡，控

制不住要咕咕咕咕的叫，感觉是一只将要被杀死的鸡，极度害怕。然后感觉案主姐妹浑身很多

鸡，要她们说生命是平等的，不要再杀生了。我一直提着酒瓶（一瓶农夫山泉），任何时候都

不肯放下。案主姐妹给鸡道歉的时候，我不要酒瓶了。老师说我是餐厅的厨师，我也趴下去给

鸡虔诚的道歉了。看海 2011-8-16 14:59:17 

回复：我在格格的个案中不知代表哪个人，一直坐在靠东边墙下，头老是不舒服，有人

唱黄沾那首《沧海一声笑》的歌，头晕就好点。最后还信息给格格后就不晕了。本杰明 2011-

8-16 18:39:42 

回复：我代表了格格的妈妈，感觉自己冬天里都会披着被子念经，敲木鱼。九妹和小九

妹是我的两个女儿，有点不放心格格，最后告诉她：要照顾好自己，就放心了。中间有一段很

害怕，连明亮代表的丈夫都害怕。修得真的是很清净，我从来没有这么清净的感觉！阿弥陀

佛！——丽丽 2011-8-16 20:35:45 

回复：我是案主，我代替我妹妹排子宫癌，灵排呈现出的事情很真实，我仿佛又看见了

爸爸、搂着代表爸爸的代表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前几个月我也代替我妹妹排了她二十多年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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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灵排后的第八天我妹妹的偏头痛彻底解决了。所以这次她回国例行检查身体、查出子宫

癌后，没有吃任何药品，而是立刻要求老师帮灵排和用信息水，我相信妹妹的子宫癌灵排和用

信息水一定会痊愈，我们等待着灵排后的神奇效果。谢谢代表！感谢老师！……格格 2011-8-

16 22:07:19 

回复：上次我妹妹灵排偏头痛八天就完全治愈了，她相信这次通过灵排和信息水很快好

起来，她是医生，但她现在坚持不吃任何药品，她己经答应不吃鸡，这几天在念往生咒，我们

在静观其变……格格 2011-8-19 22:33:59

回复：我一开始就躲起来然后悄悄的向外面偷看，见没人注意我就开始很自由的活动

了。感觉自己有一对翅膀在海边很自由快乐的飞，飞了一会就感到失落茫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

么，踏着沉重的脚步绕圈子却始终找不到目的地。后来老师说去了老宅子里，案主的妈妈成天

敲木鱼。我把代表案主爸爸的代表挤出去了，看案主不顺眼把她也赶出去，听说案主的妹妹要

去英国，我突然说：我也要回英国去，就缠上她不走了。案主的妹妹爱唱歌，我特讨厌她的歌

声，认为一点都不好听，常常勒住她的脖子，掐着她嗓门不想她出声，后来附在她身上。在现

场代表不方便，我只好从后面趴在她身上其实应该是趴在前面的，头还顶着脖子。在和解的阶

段我感觉自己开始变小，越来越小，外面还有一层膜一样的东西包着，藏在案主妹妹的肚子

里。老师和看海都说是蛋，是鸡的蛋，我也感觉希望能在肚子里孵出来。案主和她妹妹的代表

道歉，表示不再杀生了、不开餐厅了我才出来。文姝人 2011-8-22 15:23:02

回复：刚才接案主电话，说患者在英国，今天去了医院做了检查，说检查结果正常，医

生说可以不吃药了。实际患者拿了药后，至今一颗也没有吃过。只灵排和使用了量子共振信息

水。今天医生说正常了。忠正 2011-8-26 23:17:24

第4687条留言  留言者：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1-8-27 21:29:35 

我是7月14日帮我在英国的妹妹做灵排的，昨天晚上十点多钟，我妹妹在电话里非常快乐

地告诉我，她这几天感觉身体似乎好转，但不确认，于是她昨天在英国的医院做了B超和生化

检查，生化检查要过几天才能拿到检查报告，B超的医生说她的子宫癌可以不吃药了，呵呵呵

其实她药一粒都没吃，我妹自从知道患上子宫癌一直痛苦难受，昨天终于开心快乐了。在此非

常感谢老师！……格格

第4738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9-13 21:24:03 

刚才得到“（244）2011年8月14日，第四例，（20110814D），妹妹子宫癌（堕胎，杀

鸡）（英国）”患者的反馈：“谢谢你帮我做了灵排，我昨天去看了医生，医生说现在看不出

有什么问题，半年后再复检，我现在每晚睡觉都把信息水放在身上。”患者在英国，是QQ上反

馈。 

第4742条留言   留言者：格格   来自：深圳   时间：2011-9-14 16:21:56 

我妹妹子宫癌，8月14日我帮她灵排，然后她一直喝量子共振信息水，把水袋放在下腹那

里，8月我妹妹在英国做了B超和各种检查，B超医生告诉我妹，可以不吃药（呵呵呵她一颗药

也没吃过），前二天我妹妹又去复查，昨晚电话我，医生告知癌没有了，看不见了，在此衷心

感谢堀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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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恭喜格格。感谢堀尾老师。——璇 2011-9-14 17:39:56 

回复：祝贺格格！ 火苗 2011-9-14 18:53:44 

回复：可喜可贺，呵呵。——易生活 2011-9-14 20:39:20 

第4658条留言  留言者：本杰明  来自：广州  时间：2011-8-16 21:14:06   

看到一篇讲述马加爵事件的博文，原来他们的恩怨情仇，是跟他们的前世的恩怨相关

的。马加爵的前世是在深山里修炼了五百年的大蟒蛇，而这世被他杀死的四个同窗，他们的前

世是四个同胞兄弟，是猎人。这四兄弟打猎为生，杀死了这条大蟒蛇，并吃了它的肉，然后大

蟒蛇就一路追随报仇。这世的事件引起全球人民都轰动。基本上人人都知道。 写这个马加爵

事件的博文的人，是个修行者，有一个因缘，接到同是马加爵同寝室的另一个同学的求助，这

个同学自从马加爵事件后，一直胸闷，并经常会断气假死发作。中西医都无法医治，西医说是

神经官能症，中医说是什么气不通……最后才找到这位修行者，看到马加爵事件的深层因果。 

原来这个胸闷的同学，前世也是四兄家的，他们其实是五兄弟，当时只是吃了蟒蛇肉。这世这

个同学就没被锤杀。在求医过程中，有缘被佛引导，开始得到正信，并在化解这场隔世仇恨。

我们灵力医学排列现场经常会出现这些场景，呵呵，在三几个小时就全部呈现出来，不用那个

修炼者那样独自几个月来处理。呵呵，想想我们老师开创的灵排事业，是真正无量伟大事业。

本杰明 

回复：从这个角度讲，灵排确实比佛教等宗教更简明、直观。 大丰之声 2011-8-16 

22:32:54

32、（252）母亲痰多，后脑嗡嗡响，梦见很多死去的人（前辈盗

墓打死蛇）（宁波）

第469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8-29 7:27:14 

（252）2011年8月27日，第一例，（20110827A），母亲痰多，后脑嗡嗡响，梦见很多死

去的人（宁波）。女儿替代母亲来灵排，说母亲痰多，后脑嗡嗡响，梦见很多死去的人，吃了

很多药也治不好。灵排开始，看海代表说要吃面疙瘩。案主说她们老家是有吃面疙瘩的习惯

（但看海不知面疙瘩是何物），小九妹代表说挖出来很多蜈蚣、蛇，易生活代表感觉被附体

了。看海代表不断说要吃的菜名。格格代表一直打案主妈妈的后脑部位，也用棒把后脑刮出很

大的声音。原来母亲后脑嗡嗡响是被棒棒刮出来的声音，但到医院查不出器质性病变。继续灵

排，原来外婆曾经去世了11个小孩，有些小孩又饿又冷，于是托梦给母亲，难怪母亲梦见很多

死去的人。继续灵排，奶奶的爸爸原来是一个盗墓者，挖了很多人的坟墓，挖墓时，把别人坟

墓中的蛇、蜈蚣等打死了，那些被打死的蛇，就在四维空间中钻进了母亲的喉咙里，所以母亲

总感觉喉咙有异样，并且痰多。奶奶的爸爸是一个盗墓者，有时把墓中挖到的东西卖给洋人，

也卖给神父，干了很多损阴德的事，于是女婿（奶奶的丈夫，即爷爷）很看不起盗墓的那位前

辈，爷爷科举考试总是考不中，矛盾纠葛很多。后来和解阶段，道歉不应该盗墓，不应该打死

蛇，要念往生咒。而那位参加科举考试的爷爷，实在瞧不起盗墓的前辈，他与前辈各走各的

路，说希望后辈念心经给他，并且要自己的后辈不断说“我明白了因果报应真实不虚”。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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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排呈现了前辈错综复杂的问题，报应或者托梦到了后辈身上了，通过灵排，和解了。 

回复：案主才表达完，马上共振到案主母亲痰多的情况，总是要有痰出来，同时后脑勺

很痛。去打案主母亲代表的后脑勺，是一戳一戳的那样打，自己感应的多痛，就打得她多痛才

行。 坐在位置上，感觉是饿寒交迫的长辈，对案主的母亲有点怨恨，所以才那样打她头，提

醒她忘了做某些事。原来我也代表了案主母亲去世的哥哥或姐姐。后面让案主找吃的送过来，

而且以后过年过节一定要带吃的穿的来祭拜我们才行。火苗 2011-8-29 8:41:06 

回复：我代表案主妈妈，上场被智光代表一直跟着，他是一个过世的亲人，贴在我身

上；走了一会我想唱情歌，刚开始是忘情水“给我一杯忘情水，让我一夜不流泪……”，然后

是两只蝴蝶，“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来跳个舞，风中花香会让

你沉醉……”，但是这些想法和歌都不是来自妈妈自己的想法，而是附体的灵的想法，附体的

智光我不确定是案主的爸爸还是其他长辈，反正他挺饿的，通过这些爱情的歌曲来充当精神粮

食，让自己不那么饿。后来慢慢的，感觉“精神粮食”也无法支撑下去了，很饿，很累，躺在

地上了。然后很多人靠近我，很多是家族里的前辈在要东西，也有一些其他的灵；而且感觉

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加、体质的减弱会有越来越多的灵来找。最后向他们一一承诺给他们要的

东西后，他们都离开了。还给曾经伤害过的蛇念了很多《往生咒》。——易生活 2011-8-29 

11:23:20 

回复：代表了蛇灵，觉得很多圈绕着案主母亲；但不是太多气力，也饿得奄奄一息，还

有咽喉发紧，吞咽困难。渐渐发现原来代表的不只一条蛇灵，而是众多。蛇，在灵排中出现很

多次，这种无足的爬行动物，灵性极强。 瑜伽猫yogacat 2011-8-29 15:17:24 

回复：感觉自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又冷又饿，梦想穿的、吃的，喜欢桔子香味。后

来感觉是案主的祖辈的坟被破坏了，坟边有桔子树。要案主修坟，坟边种桔子树。——若水 

2011-8-29 18:18:11 

回复：代表奶奶，感觉父亲是个盗墓小贼，挖坟掘墓刨疙瘩，但实际上一辈子没挖出过

什么真正值钱的东西。老公和他（父亲）不和，我也不知道到底该向着哪一边。反正在家的时

候也吃不饱，父亲指望我嫁个富贵人家借机爬上去也没有成功，嫁了以后跟着这个秀才还是吃

不饱。一直喊着要吃面疙瘩，最后确认应该叫疙瘩汤。要案主做一碗青椒肉丝疙瘩汤，带点咸

菜、花生米，咸菜是大头菜的那种酱咸菜。看海 2011-8-31 16:43:38

33、（254）丈夫事业没有起色，挣不到钱（吃花甲，堕胎）（宁波）

第469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8-29 9:31:54 

（254）2011年8月27日，第三例，（20110827C），丈夫事业没有起色，挣不到钱（宁

波）。妻子替代丈夫灵排。灵排开始，有代表说憋住了，说寻找发财的机会。然后出现了邱吉

尔，拉登，蒋介石，原来是男案主喜欢看那些历史人物，喜欢看伟人、名人传记。后来出现了

一位代表站得很高，说站得高、看得远，如同美国的自由女神。后来那个站得高的代表，感觉

掉下来，被拖到海里了。男案主一直在寻找赚钱的机会，发现一直找不到，即使找到了很好的

机会，但总有几个环节不满足条件，而无法成功。后来又想组成团队，还是没有成功。灵排呈

现女案主特别爱男案主。男案主一直想能赚到一笔钱后就金盆洗手，过上好日子。后来想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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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的彩票大奖。最后发现男案主什么也没有成功，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妻子也

是任劳任怨，没有任何怨言。男案主想了那么多年，一直思考致富，但感觉外面的世界的竞争

太残酷了，一事无成。现场响起了《夕阳红》的歌声，男案主年龄大了，还是一事无成，最后

只好说靠老婆了。现场出现三位代表，头顶着盘子或者空箱子，等待着天上掉下钱来。有时确

实有珍珠、玛瑙、翡翠、金子掉到盘子或者箱子里，但那三位代表被鬼扯住了，出现的珍珠玛

瑙全部掉进了海里。现场说，有珍珠、玛瑙，有眼不识泰山。灵排呈现，是案主一家吃太多的

花甲了，包括其他海鲜，花甲把珍珠、玛瑙拉到海里去了。然后出现前世，一个农妇打扮的，

只靠着一身嫁妆，男扮女装，去骗别人的钱财，就是我们常说的“放鸽子”，而且另外的前世

还抢劫、制造冤案，今生就一点钱也挣不到。后来又呈现了堕胎的小孩，也让他们挣不到钱。

案主向花甲道歉，随着道歉，那些代表身上看到的贝壳越来越少，逐渐消失了，当承诺以后不

再吃海鲜，也教育别人不吃海鲜时，被贝壳夹住的那些珍珠、玛瑙等就还了回来，一些钱陆陆

续续回来了。那个被堕胎的小孩一直不屈不挠不放过案主，案主反复道歉后，被堕胎者才态度

好转了，但要求取一个名字，但无论怎么取名字，对方均不接受。后来说要的名字是“马绝

缘”，最后不断道歉和解后，说愿意要“马结缘”这个名字了。在取名字的过程中，有好几个

代表共同提到了一个名字，但案主没有吱声，后来我意外发现，案主的妹妹和女儿于前两周来

灵排回去那天，发来一条感谢的信息，那条信息后署了两个名，一个是熟悉的妹妹的名字，另

外一个是第一次见到的名，应该就是女儿的名。本次在取名中有好几个代表提到那个名，巧合

的是一直说的是案主女儿的名。我也是事后删信息时才发现了女儿的名，是一个很富有诗情画

意的名，居然现场大家共同提到了要取给被堕胎的小孩。应该现场大家不知其女儿的名，因为

两周前案主的女儿是跟着案主的妹妹来的，女儿基本没有同外人有交流。本例丈夫挣不到钱是

同吃海鲜杀生有关，另外也同前世骗了别人钱有关，另外与堕胎有关。金钱、事业同疾病一

样，也是一个因果报应。 

回复：本案开始代表案主老公穿着披风迎风而立，胸怀大志的感觉。只想空手套白狼，

谈大项目收中介费，但被骗没收到中介费又失信于人。后来代表钱，被案主堕胎的女儿扯住。

母女和解后，应出生而未出生的儿子把我代表的钱的小半部分和另外两个代表的钱留给案主一

家后半生丰衣足食，把我代表的钱大部分给案主做公益事业，而且强调公益是利益归于公众

的意思，不是慈善，更不是拿钱到处分给别人的意思。马结缘是把钱用于反对堕胎的公益事

业。——若水 2011-8-29 10:51:21 

回复：这个个案共振的信息不多，上场开始感觉头闷闷的，肩膀很沉。 后面发现原来是

被格格代表头顶上的东西压得头闷闷。火苗 2011-8-29 12:05:11 

回复：代表了案主的丈夫，上场前，我到吃东西的地方，看着五花八门的饼干和糖果，

很像小商品，脑子里一直冒想法觉得这些东西是小玩意看不上，然后走到场上，被一幅画吸

引，觉得自己有点文艺气息，不太适合经商。后来，场上有很多代表一直在说世界历史名人

的名字，我感觉自己象他们一样有大格局，是做大事的料，小事根本看上眼；一副“指点江

山，慷慨激昂”的架势，然后，躺在一个小角落里，期望等待一个大项目出现；等着等着就睡

着了，等醒来的时候，我感觉人生已经过半。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就爬起来，走到另外一

个地方看时研究起小东西来，看着地上一些卡通卡片，在思考他们有什么市场需求，什么人

会喜欢，市场空间有多大。准备踏踏实实的做点事。之后，又去向堕胎的孩子道歉，跟堕胎

的孩子说对不起，让他有事就托梦给妈妈，等玩够了就让妈妈超度他。——易生活 201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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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52 

回复：案主老公的经历跟我父亲很像。我父亲在钱方面也是非常坎坷，他以前学的是畜

牧兽医专业，国内改革开放 ，承包责任制以后，父亲从单位里辞职出来做养殖，自己做生

意，打拼几年赚了一点钱，在老家建了一个房子，因为生意及养殖与动物有关，在那些年，父

亲直接或间接的造成过不少杀业，后来没过两年生意就不行 了，赚的钱全部赔上不算，还欠

了银行、朋友的钱，差不多是之前赚到的双倍以上。之后用了差不多15年时间，才慢慢把债务

还完了。现在开个小商铺，基本上都是在做农民客人的生意，可以说是穷人的生意吧，而且生

意还必须得赊欠才能做下去，因为农民普遍很少积蓄。这些年下来，我一直很奇怪父亲的生意

为何这么辛苦，要被这么多人欠债；我和我妈妈还一直叫他不要再赊账给别人了，辛辛苦苦还

赚不到钱，很多人还赖账。后来，今年年初接触到佛法以后，有段时间每天打坐观想，有一次

观想到父亲前世是个地方小官，仗着有点权势，经常欺负当地小老百姓，勒诈了不少钱，种下

不少业因。在今世，他就要还债，那些赊帐的农民，都是他前世曾经伤害过的小百姓。另外，

在今世我父亲曾经有过好几次可以去做小官，但他一直回绝了，可能是潜意识里知道自己曾经

在官场上犯过错误，所以这世就一直回避去当官。年初接触到佛法后，我四月份回家给我妈妈

带了一个《地藏经》的念佛机，让妈妈每天太阳下山以后，开始播放，播放前“祈请”我父亲

的冤亲债主来听经，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再把念佛机关掉，并把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就

这样每天播放，一直播到现在大约5个月了。另外我从3月份开始吃素，希望父母也渐渐的吃

素，并且我也告诉他们吃肉的种种不好，无论是从肉体层面动物蛋白会引发慢性疾病，还是从

灵性层面动物的灵有嗔恨会报复去给他们讲，他们都不太接纳，说我观念有问题，我为此还跟

他们发过脾气，后来渐渐的也不强迫他们，只说希望他们尽量少吃，吃得清淡一点好。之后，

因为灵排了解到杀业的果报真实不虚，也很严重，就叫我爸和我妈以后不要杀生，让我妈不

要养鸡了，以前我们家总喜欢养几只土鸡，逢年过节或有亲朋好友过来就会宰杀来吃，每次都

是妈妈宰杀；开始他们不同意，后来过了几天不知怎么的，想通了，给我打电话，说决定听我

的了，不养鸡了，也尽量吃得清淡点，我想多半是菩萨在帮忙。农历6月30，我开始接触到念

咒，看到报父母恩咒，说7月份每天念49遍并回向给父母，祈求帮助父母消除身上的业障，大

约念了15天的时候，正逢周末，我打电话给父亲，跟他问好，彼此聊聊近况。他突然跟我说，

他感觉自己最近各方面都蛮顺利的，工作、心情、精神状态都不错，连打牌都不太输钱了，也

能控制自己，不像以前总喜欢熬夜，还有些欠了很久钱的人还了他钱。另外还说我妈妈的高血

压也降下来了，之前吃了一年多药也不见降低。我当时挺惊讶的，后来想想应该是前面做的帮

助父亲那些忏悔、消业的事情，起效果了；惊叹于因果报应真实不虚，父亲前世的业与今生的

杀业造成了他的生活境遇，与案主很像；当我们对宇宙规则有更多了解以后，就可以看透我

们生活境遇背后真实的原因，我们也就不会再怨天尤人，一切的境遇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种下

的因果；戒杀、吃素、放生、行善等可以帮助我们忏悔和消除身上的业障。当我们明白了因

果，相信了因果，就开始有更进一步了悟这个宇宙存有真相与运作规则的机缘，我们就可以更

好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而不会再迷乱颠倒。下一步，我打算让我父母学习佛法。——易生活 

2011-8-29 14:08:41 

回复：和格格、若水一起，顶着空器皿等天上掉钱。最近代表了好多次钱。 瑜伽猫

yogacat 2011-8-29 14:56:35 

回复：我拿了个盆子，在守株待兔，等钱从天上掉下来，呵呵呵钱真的掉落到了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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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里，我想拿钱给案主，但没力量，脚一直被小九妹紧紧抱着，根本无法拿给案主……格格 

2011-8-30 7:41:47 

回复：我一上场就感觉口袋空空，需要寻找发财的项目，转了好几圈，请教了一个代表

有没有好的项目。我发现有一个《参考消息》报纸，里面有赚钱的项目的广告，我发现需要很

多投资，风险很大，又有些投资小的项目，需要组建一个团队，需要一批人才。后来几个代表

举着金盘等待上天掉钱下来，我说有一个好机会，就看有没有运气了，买彩票中500万，买彩

票既解决了没钱的困扰，又做了公益事业，以后有钱了更能做公益。后来有位代表说有钱了但

是拿不出，我道出一句箴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后来说是案主吃了花甲，吃了海鲜。

我抱着一个量子共振信息水的枕头，感觉自己象个海洋的动物，对案主说：“海洋的动物与人

类是朋友，你以后包括你的朋友不要吃海鲜了。”案主很虔诚的忏悔、道歉和保证以后不会这

样做了。我与案主有很大的共鸣，总有很多感觉。健康第一，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健康、事业

与爱情婚姻要平衡发展才是完整的人生。——肖锡川 2011-8-31 7:53:10 

回复：一直感觉吃了什么，不断不断感觉，终于确定是花甲。格格、九妹和案主的衣服

都像是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花甲。吃了很多很多。这些花甲来报复，把财宝全部卷进僻静海深

处。在那里，静静的海底一隅，花甲密密麻麻的裹满了财宝，丝丝网网，在外面根本看不出

来里面是什么。案主不断道歉，又答应念往生咒，慢慢的感觉花甲退下去。看海 2011-8-31 

16:34:47

34、（264）小舅摔跤、发烧半个月，疑似中风在医院抢救中（前

妈的女儿在向阴间拉，杀鱼）（南通）

第4730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9-12 9:24:20 

（264）2011年9月10日，第一例，（20110910A），小舅摔跤、发烧半个月，疑似中风在

医院抢救中（南通）。8月25日小舅舅摔了一跤，然后发烧，住院，医生诊断为中风，但检查

脑中也未见明显的出血块，现在严重到在医院抢救中，又在不断做检查，查不出原因。患者自

己感觉说有鬼把他向阴间拉。由外甥女代替了小舅舅来灵排。灵排开始，一个人不断踢另外一

个人的脚，被踢者只好一条腿抬起来前伸单脚走路，这样那个脚就不被踢到了。一个代表去牵

另外一位代表的脚。但单腿走路还要避让被踢，很容易摔跤。灵排呈现，外公前后娶过两个老

婆，前任老婆生有一个女儿，因为是女儿，外婆很不喜欢那个女儿，对家也一点不关心。后来

前外婆去世了。外公又娶了后妻，案主的母亲及小舅舅是外公后妻所生。前妻所生的女儿在19

岁时去世了，现在她很妒忌后妈生的小孩，于是她不断打案主小舅舅（患者）的头，不断在拖

他去阴间。一位击鼓鸣冤，一位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为了不让患者被拖向阴间，去世的外公、

前外婆、后外婆三人压住小舅舅不让被拖走，但患者那位去世的姐不断拖。原来前外婆重男轻

女，不喜欢自己的女儿，生前也没有好好照顾好女儿，在阴间倒是很喜欢后娘生的儿子。后妈

也经常要求前妈生的女儿照顾后妈生的几个小孩。那位前妈生的女儿怨气很重。另外，患者喜

欢捕鱼，现在鱼也来拖他去阴间。案主说，其小舅舅确实喜欢捕鱼，即使走路，眼睛也是盯着

河中的鱼。原来那位去世的大女儿生前曾经一直向自己母亲要一件橘橙色的衣服，但一直没有

得到，原来大女儿的前世是锦鲤，颜色就是橘橙色的，这世一直向母亲要橘橙色的衣服，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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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没有实现愿望。患者的前世也是喜欢捕鱼，把锦鲤的鱼鳞也扒走了。被剥了鱼鳞的一直说龙

鳞被剥了，要追讨，但一直没有讨到。现在那些鱼，就从患者头部伸进患者脑袋然后插到心脏

内，挤压心脏，难怪患者心脏也不好（患者的哥哥还安装了心脏起搏器）。患者去世的大姐一

直在打患者头部。那个发烧，是因为一直打头部引起的。患者的父亲在患者6岁时去世，患者

感觉自己很没有力量，也一直想跟着父亲一起走，没有多大生存的愿望。案主说，她的几个舅

舅、母亲、姨妈等总是无缘无故摔跤，母亲曾经摔跤脑部还手术过，这次灵排才恍然大悟，是

被前面去世的大姐踢、拖、打头部引起的。灵排还呈现，池塘被污染了，鱼无法生存了，只剩

下一些泥鳅，蛇也生活在池塘中。上门报复的鱼把患者的一个肾也挤坏了，被挖走了。不断清

理池塘的污染物后，鱼才稳定下来。父亲压住患者，感觉患者没有长大，承担不起家的责任，

放心不下，不愿离开。当患者的代表告诉父亲自己已经长大，可以承担起家的责任后，就不再

压患者，离开了。但当道歉后，去世的女儿，要求回向给她，要念四个经文组合。灵排呈现这

些后，要求患者家属赶紧做法事，超渡已经去世的那位前外婆的女儿，另外超渡外公、前外

婆、后外婆，共四位。案主反馈，次日（周日）就已经做了法事，全家中，只有那位学历最

高、当老师的大舅舅不信，没有参加，其他舅舅辈的成员全部参加了。大舅舅前不久也摔了一

跤，而且心脏还安装了起搏器，但大舅舅不信，案主只能感慨了。 

回复：刚才得到消息，灵排后，全家去了庙里做超度，但学历最高、做老师的大舅舅不

信，也不屑一顾，今天大舅舅心脏病发作，说到上海治疗去了。忠正 2011-9-12 19:12:49 

回复：小舅舅继续在南通的医院内试图找病因，医生无论怎么检查，也找不到病因。忠

正 2011-9-12 19:14:30 

回复：我代表了舅舅，上场一会就被格格代表叫趴下来，躺在地上，被她敲脑袋，还要

把“舅舅”拉去黑暗的地方，代表是下地狱吧；亲妈和大妈都跑过来压在我身上，不让她继续

拖。中间感应到我的妈妈其实对同父异母的姐姐并不是那么好，毕竟不是亲生的，很多事情都

让姐姐做，尤其是家里又比较重男轻女，姐姐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得到多少爱，估计还受了不少

委屈。后来，“父亲”的代表明亮过来压在我身上，但没有恶意，也是说不让姐姐把“舅舅”

拉走。这么多人在拉扯和压“舅舅”，怪不得要发高烧不退。父亲很关心和关爱自己的孩子，

一直放不下“舅舅”。父辈们向姐姐道歉后，父亲还是不太放得下“舅舅”，最后得反复告诉

父亲说“谢谢你一直关注我，我现在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自

己的孙子，可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了。”他和2个妈妈才渐渐肯放心了……——易生活 2011-

9-12 20:28:36 

回复：开始排列前十几分钟，突然感觉脑袋有问题，思维迟钝，舌头也慢了好多，话也

说不快。我就说我傻掉了，原来第一个个案就是处理脑部问题的。后来代表的是锦鲤，是那种

得闻佛法的有些修行的锦鲤。 瑜伽猫 yogacat 2011-9-12 21:19:55 

回复：代表案主的后外婆，老公在小儿子（小舅）六岁时死了，留下一个十几岁的继女

和几个孩子我一个人养，继女想要一件橙色的衣服，她亲生妈妈做不到，我这后妈也没做到。

我要工作，孩子靠继女照顾，继女贪玩不照顾弟妹时会被我责骂。感觉老公死后与继女相依为

命一段日子，没把继女留住很伤感，也向继女道歉。——若水2011-9-13 23:36:37 

回复：案主反馈：我小舅不发烧了，不过还在医院，医生说观察二天。我小舅自己说，

没病不要用药。我大舅去上海看病了。我都不敢给他们打电话。 2011-9-14 18:46:18 

回复：刚才打电话，我小舅要回家，现在就是有时有点口齿不清。案主 201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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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1 

回复：我小舅说，没什么不舒服，医生还要帮他做各种各样的检查，他说明天找机会逃

出来。案主 2011-9-15 19:26:14

回复：医生说还得住二个星期。医院要完成赚钱任务。案主 2011-9-15 20:32:18

回复：我代表案主小舅去世的姐姐，灵排当天我拿了一块橙色的布，而且很欣赏这块橙

色的布，说想穿着这种颜色的衣服跳舞。感觉自己怨气很大，只有责任，没人爱。两位妈妈的

爱都给了其他兄弟，特别是亲妈，对自己没一点爱意。后来，要两位妈妈说爱自己，还要求妈

妈先过来道歉，还要求有橙色的衣服。两位妈妈答应了，后妈还流着眼泪，我也感动流泪。

（这个灵排，共振到我小时候受的委屈及无助。小时候妈妈不懂爱女儿，对儿子很好。直到今

年3月我通过一个课程，才放下对妈妈的恨，接受妈妈不懂爱的表达。）后来，亲妈说跟我一

起跳舞。我们跳起了鱼舞，我们变成了锦鲤。后来，我知道还有爸爸及一条白鱼的问题要解

决，感觉自己能量不足（早上5点45分起床从广州赶来做灵排），想休息就躺下了。 2011-9-

16 15:08:27

第4750条留言   留言者：九妹   来自：深圳   时间：2011-9-16 10:59:44 

这个案例里我当时代表了一尊佛像。感觉他们原来都是庙前一个池塘里的红色的鱼，后

来鱼塘被污染了。并且来了一个不是同类的东西。提醒完以后就走了。九妹 

35、（269）结婚12年不怀孕（爷爷打死蛇和踩蛇蛋）（广州）

第473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9-12 14:10:53 

（269）2011年9月11日，第三例，（20110911C），结婚12年不怀孕（广州）。灵排开

始，有几个人被封起来了。案主夫妇俩身上被压了多个代表，并踩他们夫妇俩的脚底。有人说

孩子丢了，遵道而行代表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坏人，别人说他干了太多的坏事，殃及城池，小九

妹总看别人的脚。格格代表了送子观音，看守住易生活代表，说不给出去。智光代表了庙里的

菩萨，案主夫妇曾经向菩萨求过，想要孩子，但菩萨指点他们后，他们不开窍，所以至今没有

孩子，有几个代表一个说案主欠了他们的，才让他们断子绝孙，说他们家有业障。易生活急着

想投胎，但被格格看住了，不给投胎，说这是案主夫妇必须承受的。继续灵排，男案主的爷爷

挑着粪桶，看到蛇，就一扁担一下把蛇打死了，并且后来发现了蛇蛋，把蛇蛋也踩了。蛇被打

死，爷爷走开后，男案主用棒棒把打死的蛇挑起来，在小朋友面前炫耀自己胆大……那是案主

五岁时发生的事情。爷爷打死了蛇，并踩了蛇蛋，孙子还挑着被打死的蛇玩，让蛇断子绝孙，

现在受到了报应，自己也无小孩生了。结婚12年了一直怀孕不上。灵排知道原因后，夫妇俩向

蛇道歉。蛇灵要求案主夫妇要做3300件无向功德，回向给众生，并且要自己的子孙后代永不杀

生，做完这些功德后，丑字年有子，并且要案主懂得因果，也要学佛。要学因果，开智慧。那

位菩萨曾经多次开示过案主要懂智慧，但案主听不懂，无动于衷，所以一直无子。这次一个排

列，让案主懂得了因果报应，菩萨很开心，也很赞叹灵排。菩萨让案主夫妇俩把庙堂里的菩萨

像擦干净，但男案主做事有些丢三落四，打扫时也不干净，菩萨多次让他们返工，直至打扫干

净。案主答应永不杀生后，被封住的小孩就放出来了，那些等着投胎的很多，在排队呢，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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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男案主的杀生，那些被封住了，不让投胎，所以，夫妇俩一直没有小孩。案主脸相上很明显

如蛇，灵排结束后，那个蛇的面相明显淡了。小九妹一直说，自从第一次看到男主人开始，就

很不喜欢男案主，实际不喜欢的原因是面相有蛇印。本例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杀生引起的因果报

应。灵排呈现，案主应多做好事，好事做得多，有可能提前生子。 

回复：我代表了蛇的长辈，案主在小时候玩耍时杀死了我们的孩子，我亲眼目睹，我对

案主有很大的怨恨，所以一直在看着易生活，坚决不能让他投胎到案主家里，我害怕易生活趁

我不注意会逃脱，还把他的手绑了起来。我就是想让案主断子绝孙。灵排和解，案主答应以后

不杀生、积德、多做好事，我才松绑，让易生活到案主那里……格格 2011-9-13 15:04:45 

回复：我代表了拿到名额等待投胎的孩子，上场后，走到智光代表后面，背对着场上所

有的人，我不确定智光代表的是案主家族前辈还是菩萨，但确定我听命于他，就在等他的一个

命令，说可以去投胎了，我就去了。可是，蓄势待发的等了很久都没有结果，等待的姿势也由

站着变成坐着，然后躺着……后来随着因的呈现，原来是男案主的长辈杀过蛇，蛇的嗔恨牵连

到案主这里来；案主明白了因果的究竟，智光代表点化他们说：“要做三千三百件无相功德的

事情，三三得九，九九归一”，化了以前的恶缘，才可以有机会怀上小孩，并且还说了我代表

的小孩大概在一个什么时候投胎。我感应到三千三百件无相功德就是念三千三百遍往生净土神

咒回向给被伤害的蛇，本来这个事情是要他们自己去琢磨的，但是我代表的角色好像有点着急

投胎，就把这个信息表达出来了。我悄悄告诉他们多放生可以加速我代表的孩子投胎的缘，并

且告诉他们做放生的时候，要把功德回向给众生，而不是只回向给自己。因为提到做善事的时

候，女案主总是在强调自己近来一直在做好事了，但是没什么效果。我说感应到她在做善事的

时候，总是在想着自己，图回报。而不是本着利益众生的想法，因此没什么功德。另外，还感

应到这个在等待投胎的灵魂，之前是生活在大海里的，感觉如果出生以后长大了应该会对大海

有一种熟悉感，会很喜欢大海。——易生活 2011-9-13 15:37:28 

回复：我代表等待出生的孩子被冰封起来了，等待着观音菩萨的指令，只要指令一到就

可以出生。——若水 2011-9-13 21:09:48 

回复：男案主头一天来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很怕他，有点发憷。等这个个案结束时，我

才敢好好看他的脸和眼神。我代表了等着投胎的第三个孩子。现场唱了好几首歌，当中有几句

词特别贴切：“爱你，忘了苏醒”、“真的好想你”等等。女案主转头好好看过我一眼，在那

一瞬间，我清楚地觉知到她就是我的妈妈。我是多么渴望马上就去到她的怀抱，可是我不能

够，因为我被封住了。我和若水的姿势，活像一个字母“Y”，也是染色体的“Y”。感觉要投

胎到他们家等了好久好久，真的是苦苦等待。最后和解时老师代表了蛇王，我早年曾吃过蛇肉

蛇胆，也慌忙趴下来深深忏悔。 瑜伽猫yogacat 2011-9-15 10:49:53 

回复：这个案例我感觉不大，只是一直想说殃及鱼池。最后原来是爷爷打死蛇由孙子来

承担。——九妹 2011-9-16 10:42:28

回复：这个案例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想很想折磨案主夫妇的，可是我那时的身份是看住

瑜伽猫跟若水两个孩子。看见遵道而行代表在折磨他们的时候很乐意，当案主夫妇都伏在地上

的时候就上去压案主了，我只想狠狠地压着案主夫妇，不让他俩动。……到排列中期的时候得

知是得罪了蛇，我下来了，因为我曾经也有打过蛇，很狠地打死了那条蛇，当时是初中，我看

见它把咱们家鸡蛋吃下去了很生气。我意识到我错了，不应该杀生，在案主们忏悔的时候我也

很虔诚地道歉。 草草 2011-9-18 22: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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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70）找亲生爷爷（父亲掉河中被救，捕鱼的爷爷的水泥船

沉没去世）

第473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9-12 16:27:05 

（270）2011年9月11日，第四例，（20110911D），找亲生爷爷。案主说，父亲小时候

是被曾经卖小孩的挑着担子卖的，至今不知父亲的亲生父亲（爷爷）在哪儿，想通过灵排

帮父亲找到亲生父亲。有代表唱着，“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名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

亲！……”。有人说傻了，小孩被卖了。原来是案主父亲的亲生母亲，到处找自己的小孩，找

不到自己的小孩，最后傻了。灵排出现了一个小木船，上面有拱形的蓬，是用一片片篾片编

制而成，呈现爷爷是在小船上捕鱼的，捕了很多很多鱼，还有很多有鱼籽的鱼。爷爷的祖籍是

“徐闻”。出现了父亲的养父母，所有的凳子全被打翻倒了，说她是地主婆，原来是在文革

时，父亲的养父母被专政打翻了，说她乱说话，被评为了地主。案主承认，父亲的养父母是被

评为地主，因为地主的成分，父亲在文革期间遭受很多磨难，父亲曾经向广东省的很多市公安

局写信，表明那个地主成分的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只是养父母而已，但没有一个公安局曾经

回复过信。出现一个挑着担子的，说在卖小孩，这个场景是父亲自己听说的、在脑中根深蒂固

的场景。灵排呈现，案主父亲的出生地叫“土垚”，有一个地名叫大埔，有人也叫大博，还有

一个地名叫马坡。案主的亲生爷爷叫“渔鄉”，以小船捕鱼为生，这是承袭了多辈的祖业。后

来改名“渔湘”，1966年改名为“渔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的意思，并且1966年买了一条

比较大的水泥船，水泥船上有船舱，分成三个船舱，并且有三个盖子，那个船于1967年中间断

裂，沉没，爷爷丧生。爷爷是一个哑巴。我在描述这些看到的场景时，瑜伽猫在同时无意识地

用黑布铺出一个近似菱形的图，上面有三个圆圈，仔细一看，就是那个水泥船的造型，还有三

个盖子，中间斜45度断裂。灵排呈现案主的父亲出生于1921年4月8日21点，但案主父亲并不知

道自己的出生日期，经常以建党日7月1日，或者10月1日国庆节作为自己的生日。在父亲3岁

时，掉到河中，被现在的养父救起，事后，养父母多方寻找，没有找到其亲生父母，就把其带

大了。因为是掉河中被救起的，这个事实很残酷，如果讲给小孩听，小孩可能无法承受悲伤，

所以，养父就编了一个故事，说别人挑着担子卖的，被买来的。而案主的父亲一直想从其养母

那边打听更多的关于生父母的消息，养母一直不讲，于是父亲十分生气，加上其养父母是地主

成分，父亲14岁（可能案主记错）离开其养父母，独自参加了工作，大概几十年以后（可能

20—30年后），没有了阶级斗争的压力后，才去看望了自己的养父母。案主说曾经有一次父亲

还带了案主去看望过父亲的养父母一次。在灵排现场，案主说父亲的养父母没有养育好自己的

父亲，并且说父亲的养母生不了小孩，才养了他父亲，是为了为自己送终才养的小孩。这样的

话，让父亲的养母大哭，十分委屈，父亲的养母是一个心里没有一丝杂念的最纯朴的农民，是

因为河中救到了小孩才把他养着，孙子辈的还这样责怪她，让她伤心痛哭。父亲的亲生母亲，

发现孩子不见了，到处找，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后来疯了。这例灵排呈现，案主的父亲有一

个强烈愿意，想要找到亲生父亲，想找到亲生父亲的最大目的，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想摆脱

在养父母那边的地主这个不良成分，并不是为了什么感恩之心而寻找。灵排过程中，案主没有

主动向父亲的养父母表达感激之情，反而爆发了多次冲突。最后由代表们，完成了亲生父母向

养父母表达感谢之情。灵排差不多要结束了，一位代表说不舒服，要打人，于是他把案主的亲

生爷爷的代表狠狠地打了一顿，打了好久才感觉舒服，被打者（亲生爷爷的代表）也是感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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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才舒服，后来那位打人者说是代表了那些被捕杀掉的鱼。最后亲生爷爷的代表向鱼道歉后，

才达到和谐。这例灵排的最后结果揭示，这是一例因果报应的案例，案主亲生父亲的祖辈，祖

祖辈辈一直以捕鱼为生，捕杀了很多鱼，最后案主的爷爷是一个哑巴，父亲又被鱼拖到水中，

差点淹死，幸亏养父救起。其亲生爷爷，最后水泥船沉没，葬身水中，与鱼为伴，还是没有逃

脱被鱼的报复。灵排结束后，案主父亲的养父代表仍然感觉很生气，说对我也很生气，说这例

灵排不应该排，让他很不舒服，有这样的后代，他感到十分伤心。我告诉案主父亲的养父的代

表，已经呈现给了案主这是一个因果报应的案例、而不是否定养父母的案例。养父听到因果报

应后，满意地笑了，从案例中走了出来。本例在灵排过程中，我在读信息时，多次流泪，是所

有灵排中我流泪最多的一次，本例灵排触及到了人性最深处的爱，当一个人得知一个小孩找不

到其亲生父母后，自然激发出了内心深处的父爱、母爱，把一个不相识的小孩养育大…… 

回复：我代表的是案主的爷爷，刚上场觉得嗓子很紧，像是不能说话，感觉应该是个哑

巴。过会身体发凉，可能是掉入水中了。 然后，我很困，躺在现场不想动，可能是死掉了。

直到养父说想见孩子的亲生父亲时，我突然就清醒了，嗓子又紧了。看这孩子的养父我有种深

深的愧疚和感激之情。只想给他叩头。 2011-9-13 15:40:52 

回复：这场代表案主的父亲，案主描述完问题后，我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感觉很孤独，

过了一会想唱《七子之歌》，“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

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内心寻找亲生父母的渴求仿佛从小

至今一直萦绕在心头，一直对养父养母不把自己亲生父母状况告诉自己而耿耿于怀，代表养父

养母的听到我这样说，非常的伤心，尤其是养父，冲着我大喊，说我不体谅他们，他们是为了

保护我才不告诉我真实的状况，养母则在另外一个地方伤心地哭泣。可是我并不接受他们的解

释，背对着他们，说他们不理解我的痛苦，态度很冷漠。最后和解的时候，我面对着养父养母

伤心欲绝的状况丝毫不为所动，虽然说着道歉的话，但心里并不感觉自己亏欠他们，从小到大

都是靠自己努力打拼出来的，有出息以后也给过他们不少好处。当代表亲生父母的代表出现的

时候，我也很冷漠，并没有那种熟悉、渴望、与亲切的感觉，好像他们与养父养母没有什么区

别。没有得到我期望的那种见到血脉亲人之后，所涌现的爱的感受。直到代表亲生父亲的代表

对着养父磕头、感谢他们养育我的时候，我才有点感动，仿佛那一瞬间看到平凡的爱的伟大，

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不过很快又止住了眼泪，回复到不苟言笑的冷漠状态下。我感应到案主

父亲渴求寻找亲生父母的愿望背后的真正动机，其实一直在渴求一种“爱”的感觉，执着地认

为这种爱的感觉只可以在血脉之间出现和传承，对外人或非血脉传承的人始终是冷漠的。个案

结束后，我与案主交流，我说我感觉你父亲对待事物总是不悲不喜的状态，有点淡淡的忧伤，

任由别人大哭大闹、悲痛欲绝，他都不为所动，依旧执着于自己的想法。他脱口而出，说自己

的父亲很冷血；我觉得这个词形容非常贴切，当代表时就是那种感觉。——易生活 2011-9-13 

16:14:23 

回复：本案代表案主的亲生奶奶挨家挨户敲门寻找被卖的孩子，沿路乞讨，衣衫褴褛，

手脚皮肤瘙痒糜烂，最后傻掉了，死在路上。死后知道是孩子落水、丈夫没救回孩子，回家撒

谎说孩子被卖了，丈夫是哑巴，我也不怪他，我非常感谢养育我孩儿的养父母，和丈夫的代表

一起给他们叩头谢恩，对他们感恩戴德。但对案主找到我们后没有欣喜而感遗憾。——若水 

2011-9-13 20: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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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73）脑子太乱，工作效率低，工作、生活一团糟（前世杀

小狮子）

第4748条留言   留言者：奕人   来自：   时间：2011-9-15 18:16:36 

思维意识很混乱，做起事来没条理，效率低，提不起劲，容易被干扰，虎头蛇尾，经常

完不成计划；内心脆弱，脾气暴躁，说话有时口无遮拦，有时又词不达意，老抢别人的话；经

常判断失误，生意很少而且也总谈不成，工作上走了很多弯路，家庭生活也一团糟；家里也很

乱……总之，我的人生安排得很乱。现在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4756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9-19 10:39:48

（273）2011年9月17日，第三例，（20110917C），脑子太乱，工作效率低，工作、生活

一团糟。案主在纸上写了一大堆问题，包括自己家庭的关系、与客户的关系，工作的关系，总

之，自己说一团糟。灵排开始，说案主前世是一个乱世英雄，乱了朝纲。出现了程咬金，然后

是程咬金投胎。格格代表夹着刀，趾高气扬，踱着步。瑜伽猫一手拿着玉玺，一手拿着镜子，

权利和美貌全要抓。不久，小九妹代表如同疯了一样见人就咬，格格也咬人。案主说，她就是

对亲近的人要咬，控制不住。小九妹把在场的每个代表几乎咬遍了，但就不咬案主本人，咬完

后很失落。那个咬，控制不住，咬得很多代表直逃。继续灵排，呈现是案主的前世杀死了小狮

子，现在被狮子灵魂附体，于是就如狮子一样，控制不住，想咬就咬，想发火就发火。在家

里，突然发火，破坏家庭关系，向客户突然发火，客户跑了。而且，前世还偷了如意，把如意

偷下凡了。最后，向狮子道歉，并且道歉不应该偷如意，如意被收走了，意味着权利被收走。

并且说“我如同一张白纸，从零开始”，说“如同一张白纸，从零开始”后，现场很多代表头

晕的感觉慢慢消失，不再脑中一片乱的感觉，案主慢慢兽性消失了。同时让案主说，这个咬的

兽性，很好地保护了自己的童年，现在长大了，现在要以新的姿态面对生活。灵排结束，案主

的面相变了，以前就是一个狮子的面相，很圆的脸，灵排结束，感觉脸没有以前那么圆了，而

且原来卷卷的头发，看上去太长了，不适合现在的面相了。案主很高兴，请了所有人员吃晚

饭。 

回复：我应该是案主朋友的代表，很想亲近，但始终咱们都是有点距离，排列的时候都

是在她左右，可是小九妹要咬人的时候就觉得很恐慌，不是痛，而是她冲人而来的那种恐惧！ 

草草 2011-9-18 22:42:38 

回复：权利和美色我都抓在手里，感觉自己是个有权势的女人。后来总在编一块金黄色

的布，当场面开始惊险混乱，说有狮子要咬人的时候，我的心倒还淡定坦然，觉得那畜生不会

咬到我。但我还是被咬了两口，当时呵斥它也不看看我是谁（连主子也敢咬？！），但它已经

疯了，而我的东西还没编好，只得暂坐在一旁，继续编。我总能安然等待那片混乱的结束。后

来编了个如意端在手里，感觉有位菩萨高高立着，裙裾飘飘静观一切。案主曾有一世是金毛

狮，偷了如意下凡为非作歹。曾经只是兽的心，后来换回人心了。既然已在人道里轮回，就不

要再贪婪，要求太多是会徒添烦恼和痛苦的。一切世相，皆是虚幻，真正的平静和幸福，要从

内心来获得。祝福案主！ 瑜伽猫yogacat 2011-9-19 15:18:20 

回复：这两天梦很多，都是做梦做醒的；以前很少连着做梦，就算做梦醒来很快就忘掉

了；周日中午梦见叫一个名字叫苏畅的整容医生听电话，周日晚上梦见我的砗磲手链少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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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子。继续观察…… 2011-9-19 16:29:21 

回复：从上周开始，就不断有新的生意信息，这一拨的单都很小，价钱也低，不像第一

次排列后都是大单，但是接触了一回就没戏了；这一拨的单显然向前推了一步，谈得更深入，

似乎都快落实了……等落实了向大家汇报。 案主 2011-9-19 16:52:01 

回复：我是九妹，在这个案子中，我刚开始代表奕人在人面前非常安静的一部分。后来

在案例进行到后面，感觉自己是文殊菩萨，案主是我原来的坐骑，私自偷了如意下来做人。案

主兽性难训，不懂人间情爱，一味索取，不懂得如何爱别人。教训她做狮子又想做人，做了人

又想做狮子，想要的太多。后案主真心想改正后，菩萨就走了。这个案例让我知道，不能什么

都想要，什么都想要就什么都得不到，会很痛苦的。哪方面都做不好。 2011-9-19 19:11:34 

回复：这个案感觉自己脸看上去很女人，身体却像狮子，我不知为何就想咬人，不咬牙

齿感觉不适，每个人都可以咬，就是不咬案主……格格 2011-9-19 19:53:55 

回复：代表了案主现在的男朋友，上场后，案主代表之一的丽丽想要依靠我，躺在我旁

边，我有点烦，不让她靠，说你先搞清楚自己的事再过来。感觉她现在要处理的问题，男朋友

一点也不可能帮上忙，完全要她自己去面对和处理。——易生活 2011-9-20 10:27:18 

回复：本案开始代表程咬金，啥三板斧，粗野地横着走。后来转换角色，我躲着案主，

但还是被小九妹狠咬了几口，恐惧无比。——若水 2011-9-20 17:26:08 

回复：今天我去拜访了案主，她跟我说，灵排后这二天她本人感觉到自己脾气没那么躁

了，人变温柔了……格格 2011-9-20 22:21:43

38、（277）肾萎缩、肾炎、肾性高血压、肾性贫血一年（前世捕

杀海洋动物，今生遗忘去世的哥哥、母亲）（陕西）

第4785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9-25 8:19:39 

（277）2011年9月24日，第一例，（20110924A），肾萎缩、肾炎、肾性高血压、肾性贫

血一年（陕西）。灵排开始，有人掐案主的腰部肾脏，好几位代表出现喘不过气的感觉，出现

了毛蚶，出现了潜水抓海洋动物，鼻子被水呛的感觉。灵排呈现大浪翻滚，一位捕捉海洋动物

卖的，后来在大风大浪中，电线杆折断，脖子被电线勒死了，这是案主的前世。案主的再前世

是海马。现在那些被案主前世捕杀的海洋动物上门来报复了，尤其是贝壳类的上门了，在案主

身上不太好夹，发现肾脏好夹，于是，就夹住了肾脏。另外，案主的母亲，早年没有生育小

孩，于是领养了舅舅家的小孩，领养时只有一个月大，后来，领养后不足一年，那个小孩就去

世了，于是那个小孩就一直坐在案主的肾脏部位。案主的父母在案主5岁时就离婚了，不久父

母均去世。现在，被领养的小孩的亲生母亲，一直扶着那个早夭的小孩，怕其掉下来，于是那

两位一左、一右踩着案主的肾脏部位。后来领养的小孩的母亲离开了，于是那位去世的小孩怕

掉下，就骑跨在案主的两侧肾脏部位，原来肾萎缩、肾炎、肾性高血压、肾性贫血是肾脏被挤

压引起的。灵排呈现，那个早夭的孩子，还不会自己吃东西，但只喊饿。当案主向那位去世的

小孩（领养的哥哥）道歉后，并且与自己的亲生父母联接后，那位早夭的小孩就从案主身上下

来了。向被捕杀的海洋动物道歉，并且答应将来宣传保护海洋动物时，那些夹他肾脏的贝类、

蟹类，就从案主身上下来了。即刻，案主灰色的脸，有了血色了，整个脸舒展开了。中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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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时，脸色红润了，案主同大家一起吃了一样的饭菜。以前按照医生的要求，菜里是不能放盐

的，中午案主就吃了普通带盐的菜了。因为海洋动物的含盐量高，是咸的，由于案主前世捕杀

了大量海洋动物，案主今生受到报应，连盐也不能吃了，通过灵排，问题解决了。本例的主题

是，人类要与海洋动物和谐共处。 

回复：2011年9月24号，第一例，我脖子痛了三天，我进场就像有人掐住我的腰，就像气

球放掉里面的气的感觉，慢慢的喉咙被东西卡住，上不去，下不来，难受，透不过气，然后走

到格格身后，身子左右晃动，要哄小孩睡觉，感觉我就是案主的母亲，案主坐在我旁边我好轻

松，心里舒服，老想看着他，瑜珈猫把案主挪到我对面坐着，忽然我心里好难受，头痛，然后

我把案主请回来坐在我身旁，感觉好安祥，想睡觉。 带刺的玫瑰 2011-9-25 8:27:01 

回复：老师，处理完案主的事，我的脖子马上就好了，好轻松，好舒服，真是太神了。 

带刺的玫瑰 2011-9-25 8:27:29 

回复：玫瑰你记错了，是我让案主从椅子下来，坐到中间（和你并排）你说你很舒服；

后来让案主挪到你对面的，不是我；我只是跟着转到了案主对面。因为看了你留言心里憋住，

所以解释。 瑜伽猫yogacat 2011-9-25 8:50:09 

回复：淡淡的海的腥味儿飘散，我对窃窃私语者有无名愤怒，但她大声说话时我就对她

没感觉；后来知道，因为前一世，她捕杀海洋动物，侵犯过我，我代表了一位大海守护使者；

有人问案主所学专业，答曰装潢，我蹦出一句“离题十万八千里”；个案呈现了另一主题，人

与海洋生物。同时要案主发愿不再吃海鲜。另一角色，总看案主，无不揶揄地对着他说“恭喜

啊，八窍通了七窍了；了不起啊，八窍都通七窍了。”暗指他一窍不通。喊着喊着，开始痛恨

他的僵硬和淡漠，要压下他的身板，要他俯首臣服。这时我代表了案主的母亲的一部分，因为

早年离家，找了第二个丈夫，其实对案主照顾极少；我很强烈想表达的，就是要案主从内心接

纳父母，承认父辈大，父辈在上；自己小，自己在下。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我很自然涌出爱意

和祝福给他。感觉对父母顺服，才能真正幸福。 瑜伽猫yogacat 2011-9-25 9:34:27 

回复：代表案主現世，開場後，我不想上場，坐在觀眾席裏，感覺自己與他們不是一個

世界的。後來排列呈現很多魚蝦，海裏的生物，感覺自己前世是生活在海裏的。後來想唱大海

“如果大海能夠喚回曾經的愛……”，感覺自己不可能回去了，很無奈。——易生活 2011-9-

25 10:30:20 

回复：我代表案主的疾病状态，双侧肾痛早在前天已经出现，最痛的是右侧的。灵排进

行中一直被一个代表先是用手捏着肾的感觉，后来躺在地上后又被那个代表压住肾脏部位，右

边一侧压的更严重。但在灵排现场，被这个代表捏或压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不痛。但在和

解阶段，全身都不舒服，好像越来越严重，整个人跟重感冒那种感觉，头晕目眩，恶心肚痛，

极难受。后来案主本人向压在我身上的代表道歉和解后，这个代表离开了，但痛苦只减少一

些，后来代表亲生妈妈道歉和解后，这种强烈的痛苦感觉才减轻，直到案主和我一起向案主前

世吃的海生动物道歉，并承诺不再吃海生动物后，所有病态痛苦才完全消失。我是第一次代表

严重疾病，呵呵，体验深刻，也理解了以前有代表在灵排场上代表疾病痛苦时的大呼小叫了。

本杰明。 2011-9-25 10:54:21 

回复：开始感觉自己象蟹，一会就转换了角色，一个身（附中附）、四条腿，二条腿明

显感觉是小孩的，二条腿是布满了皱纹的大人（后来感觉是养母），小孩的腿在案主的右边的

肾位置，养母的腿在案主左边的肾位置，各自坐在案主的肾上，养母一直摇着我，好像在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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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害怕掉下来，把案主肾的位置越夹越紧。不知过了多久，养母从我的身体剥离出来了，

我更加害怕掉下来，双腿把案主的肾夹得非常紧，养母走了，我还不会走路，没有人喂养，感

觉非常饿、非常冷。灵排和解，我向案主要了吃的和穿的，然后从代表案主的身上下来了……

格格 2011-9-26 9:02:45 

回复：代表案主的前世捕捞海底生物为生，老婆在岸上卖捕捞到的海产，我不须带氧气

筒，直接憋着一口气就能在水底行走。一天海上遮天蔽日翻巨浪，案主前世被巨浪翻到岸边被

尖利的巨石撞到腹部，又被岸边吹倒的电线捆住了脖子，死于海中。而案主更前世是海马，老

婆是美人鱼，海马能接收多种频率，转世为人的使命是促进人类与海洋生物频率对接，案主前

世却利用带来的海底生存能力为害海洋生物来谋生，得了报应。今生的疼痛是提醒案主：人类

要与海洋动物和谐共处。——若水 2011-9-26 14:56:59 

回复：这个个案，鼻子很酸很酸，老想吸鼻子，像冷感冒那样难受，跟案主反馈，他说

有鼻炎的。胸腔还很闷，有点反胃。格格坐在代表案主的本杰明代表上面，我躺到格格旁边，

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贝壳类生物，贝壳里面弓着身体。躺了一阵，围绕着本杰明转圈，后面在

本杰明肾脏部位停下，用贝壳夹住案主的肾脏，感觉全身就那里最好夹。是因为案主前世把我

们从海里挖出来，我们没地方可去，就夹在他肾脏那里。听到易生活代表唱的《大海》歌曲很

有感觉，回忆起之前在海底的生活，希望案主能把我送回海里。案主跟母亲连接时大家都感觉

不到案主的发自内心的感情，我共振到案主内心感情，心里很委屈，很想哭，想说爸爸妈妈只

顾着自己，都没考虑我的感受。 案主和爸爸妈妈产生连接后把我送回大海，我就高兴地在海

底生活了。火苗 2011-9-27 18:42:50 

回复：刚才姐弟俩过来，说B超检查，两侧肾脏均变大了。 忠正 2012-1-7 11:45:39

第4802条留言   留言者：醉游天下   来自：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时间：2011-9-30   22:04:17 

老师：您好！上星期日去参加了您的案例，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没想过中国人的医疗

技术也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回家后我和同学说了我们的灵排过程，他们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

议。其实那天刚开始时我也觉得很奇怪——这样也可以治病？然而当我步入场中时，发现自己

也置身在海边、呼吸海风的气息，感受大海的环境，然而只是一个贝壳，当被人打捞出来时，

害怕的同时也有些不安，渴望被放生，放生后又感觉那样的安静，太棒了！ 还有就是第二例

小精灵渴望自由的那种感觉，以及别人觉得自己是怪物的态度时那种强烈的态度。 

第4791条留言   留言者：冰雪聪聪   来自：深圳   时间：2011-9-28 15:36:39 

老师好！上周六上午给我弟做排列（肾病），效果很好。 

第4801条留言   留言者：今天你很幸运   来自：曲靖   时间：2011-9-30 21:16:03 

上周六我们和老师一起做案例，我是第一次去，上去不久我就有感觉，自己有时像小狗

一样不停地闻东西，有时我就像一条鱼，一会又像一只小海马，这个案主以前是捕鱼的，出现

很多和大海有关的东西，后来案主给这海洋生物道歉，也承诺不再捕杀海洋生物，慢慢地我就

感觉我代表的海洋生物很开心了，这个过程中我做了平时根本做不来的动作，这个最后告诉我

们的是要和自然和谐相处，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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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83）素食馆经营障碍多（以前是海鲜馆杀生，堕胎）

第481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0-4 8:29:54 

（283）2011年10月2日，第一例，（20111002A），素食馆经营障碍多。灵排开始，小九

妹和格格代表在墙边倒立，接着5、6个代表倒立，渐渐，腰弯曲过来，如虾状。然后出现了螃

蟹、乌龟，各式各样的动物造型。小九妹代表开始悬空在格格代表的下面，在鼓泡泡，是代表

对虾。前侧，有代表说越来越冷，是冰柜里的动物。有的在找出路，但找不到，是被关起来

的动物。那些动物怕听到刀的声音。原来这是海鲜馆，有很多被杀的动物灵在里面。还有章

鱼，还有玳瑁。现场气氛感觉很紧张。案主说，他们开的素食馆之前是开海鲜馆的，他们是

从海鲜馆的老板手上转让来的。智光代表了案主，刚开始是胸有成竹，感觉开素食馆是一个

潮流，但没有想到经营越来越难，小九妹代表和格格代表，把智光代表的腿也绑起来了，智

光代表走路很艰难。智光代表说，可能是经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跑深圳去考察一下。去了

深圳，那些动物拉不到案主的腿了，案主感觉一阵轻松。感觉深圳的消费水平比海口高。回到

自己的素食馆，那些动物又来扯他了。案主看了渐渐闭上了眼睛，不想看到这么惨的场面。那

些曾经被杀的海洋动物的灵，他们并不知道已经换了老板了，还在报复。现场有好几位代表吐

了，吐得只好退出了场，他们说是吃了不舒服，顾客吃了吐，再也不回来了。继续灵排，出现

了案主的老婆与案主吵架，说案主自从开了这个素食馆后，越来越忙，脾气也越来越不好，也

不见钱挣回来。案主说在弘扬一种文化。案主最后叹息，说，我也要吃饭啊。原来海鲜馆还杀

了狗，是别人家养的狗，走丢了，被海鲜馆抓了，也杀了卖。继续灵排，发现原来那个地方是

一个水塘，是属于一个黎族人的。此时，本源代表头扎头巾，就是一个黎族人的打扮。后来有

人为了霸占这个地方，发生了械斗，打死两个人。后来，那边填了水塘，盖了房子，又发生三

角债纠纷。最后，那个地方被海鲜店老板搞下了，他自称与公安有关，而且有公安人员在里面

成为股东的，其实那人是吓唬城管的。后来小九妹转换了角色，变成了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一位

老太太，是因为案主与老婆吵架声音太大，把老太太吵醒了。出现了案主堕胎的小孩，压在案

主身上，案主承认是有堕胎的小孩，随着灵排的进行，发现案主有与其他女人堕胎的小孩，刚

开始案主不承认，后来承认了一个，后来灵排又出现了一个，又不得不承认，后来再出现了一

个，犹疑了很久，才承认，说不喜欢原来的女友，但认识了现在的老婆后，就同前任女友分手

了。但灵排呈现的不是如案主描述的，因为案主没有说实话，很难与堕胎的婴灵和解。我告诉

案主，这个要案主忏悔到痛哭流涕时才管用，案主不诚心，则附体灵很难下来。案主说放弃处

理与前女友那段。前女友的代表并不原谅他，其中一位堕胎者，希望案主念经，案主说那就念

阿弥陀佛，随着案主的不断念阿弥陀佛，案主开始流下忏悔的眼泪，后来失声痛哭了，附体灵

终于下来了，安息了。那个从坟墓里跑出来的老太太，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后来与老太太花

了很长时间的沟通，小九妹代表的老太太终于原谅了案主，但要烧一个拐杖，烧值钱的（金银

财宝），金银纸。要十个帅老头，要出租车，豪车，珠宝，床，大房子，老年播放器，播放迪

斯科，整盅玩具，还要刑具，说老头不听话就用刑具，食物，几本经书，藏獒，假牙，一个小

孩，帅小伙一位，墨镜，比基尼（沙滩），说先把帅小伙烧了，然后领老太太回家。此前，向

被杀的海鲜馆里灵道歉后，那些动物后来知道了杀它们的不是现在素食馆的成员，于是那些动

物灵全放松了，不再袭击餐馆人员和顾客了，但找前任海鲜馆老板去了。这些处理完，看到的

画面是，信佛的、信基督的、信天主教等的，三教九流全来了。有一架钢琴，自动发出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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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曲。最初只有钢琴声，没有弹奏者，后来若水代表看到贝多芬在弹奏。店堂里的横幅是

“生命高于一切”。灵排结束了，本杰明代表的前任海鲜馆老板还被以前杀生的动物压住，不

让出来。本杰明代表说，感觉那个海鲜馆的老板将会得肺癌而死，是因为受到被杀动物的报复

而得肺癌。阿弥陀佛。 

回复：个案开始整个气氛很紧张，头不舒服也跟着倒立才舒服点。场上越来越冷，冷得

鸡皮疙瘩起了一回又一回。确定我们是海鲜馆里的海生灵魂，我们不知道海鲜馆换了老板，不

懂素食馆跟之前的海鲜馆有什么区别，我们一直生活在紧张、惊恐的氛围里面。我们特别怕听

到厨房里锋利的刀的声音，也怕滚烫的开水的声音。我们这些海生动物的灵魂从厨房跑到餐厅

里，呆在餐厅里捣乱，客人越多我们越害怕、恐惧，所以就越发的捣乱，希望他们生意越来越

差，直至关门大吉。和解阶段，素食馆的老板过来道歉，我们说不关他们的事情，是原来海鲜

店的老板的责任，我们都找代表海鲜店老板的代表报复，不管他怎么道歉，我们都不放过他。 

这个个案同时也代表了案主的小孩。在案主和老婆吵架的时候我一直躺在案主老婆的旁边，感

觉跟妈妈很亲切。妈妈很生爸爸的气时，让我也去打爸爸时，我下了手，感觉无论他做错了什

么，他始终是我的爸爸。后面爸爸终于认识到自己之前犯下的错误时，我心里蛮怜悯爸爸的，

帮他念阿弥陀佛给他之前堕胎的婴灵时，我眼眶也湿润着。火苗 2011-10-4 8:32:55 

回复：双手合十，本该是尊观音的样子，却向右偏着，反正是歪了。素食不素。原来曾

经是海鲜馆，诸多海生生物的灵魂一直不得安息。后来代表了案主的前女友，感觉不只堕胎一

个小孩，至少两个。同时场里有位婴灵指认我是妈妈，我却对她没感觉。我代表的估计也不只

是某一位女友。因为案主的主题是处理事业，这一堆感情私事还没有充分心理准备，无法继续

推进，老师征得案主意愿后，说下一次处理。但时机凑巧，案主在念诵阿弥陀佛之时，心灵触

动，声泪俱下，于是我这边的情绪得以引发，我紧抱着一个孩子，不断哭喊，我的心好痛，心

好痛……肝肠寸断、胸腔欲裂。最后对他说，也是自己作的孽，要他先认个错，多说几声“我

错了”。他一直不觉得自己有错，场里道歉了半天，对不起说了一堆，就是没说自己错。付出

那么多，换不到他的认可，心真的很凉。瑜伽猫yogacat 2011-10-4 16:22:22 

回复：我双手合十，但一直歪着。老师当场问案主，说你店里有佛像吧，当时案主不置

一词，但饭间他说，一看我的动作，他立刻想到店里的佛像，那幅画挪过地方，没挪好。瑜伽

猫yogacat 2011-10-4 20:50:22 

回复：我代表吃素食的顾客，上场没多久就想吐，后面实在忍不住了，就跑到场外，在

场外一会就感觉好了，没有吐的感觉。我再次来到场中，当听到案主代表说素食也要加油，我

说这油有问题，我这次吐得更历害了，跑到场外吐了起来。第三次进场时我代表案主，感觉很

郁闷，开素食馆，又要赚钱又要做好事又要提供健康食品，好难！后来，我睡觉了，我被案主

忏悔到痛哭流涕所感动，自己也流下了眼泪。最后要求案主要严格把关食品原材料，提供健康

食品。——蝴蝶 2011-10-5 13:32:48 

回复：灵排开始，我需要倒立才舒服，然后做了好些奇怪的动作，不知代表什么，一会

手脚在地、身要腾空、让小九妹爬到我的身下，我感到自己力气很大、背着她随时随地跑着

走，一会我感觉自己转换了角色，一定要去绑智光的脚，让他每走一步都非常艰辛，最后还跟

小九妹把他的双脚各绑黑白布、缠绕着智光的脚，让他寸步难行，最后在老师的指引下，案主

道歉，我把绑的黑布拆除了……格格 2011-10-6 10:41:53 

回复：本案代表案主与前女友应出生未出生的孩子，躺在案主身上很舒服，对案主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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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情绪，觉得亲生妈妈很可怜。本来是为了传承案主家业而投胎，但案主为了和老婆结婚而

堕胎，丝毫没有怜惜爱他的人和将要出生的生命。后来案主有所觉悟，痛哭流涕，我就告诉案

主——素食馆空气流通不好，客人有缺氧感，须改进，不要把素食与佛教捆绑。后来转换角色

为基督教徒，贝多芬在弹奏“命运进行曲”，客如云来。——若水 2011-10-6 22:20:46 

回复：我在这例代表之前经营海鲜店老板，案主还在交叉双手，我就搭在代表案主的智

光背上，心里高兴极了，因为找到了顶替的人了。我这个店经营不好，莫明其妙的没多少客

人，想了N多办法也没效果，现在找到一个顶店的，有点解脱的感觉。过后整个人都头晕，想

要休息，就躺下。没想到灵排后阶段那些被我杀的或间接杀的动物会群起攻击的，被压得脑晕

胸闷，后来感觉左肺下面有一块东西压着，感觉这个前店老板肺部有疾病，有一个信息说是肺

癌。最后还被代表动物来报复的格格压在下面，格格说要一直压着，中午饭也不想吃。阿弥陀

佛。本杰明 2011-10-8 11:39:22 

回复：这例，那些被杀的动物灵，不断在报复案主代表和进餐馆的食客。最后当案主和

现在素菜馆的其他股东和经营者一起向动物灵道歉、忏悔时，动物灵停止了惊恐，动物灵经辨

认，这些不是原来杀它们的那个海鲜馆老板，动物灵说要找的不是现在的这批人，它们要找的

是原来的海鲜馆老板。最后，那些动物灵全部压到原来海鲜馆老板的代表本杰明身上，那些代

表动物灵的，直至灵排结束时，也没有从本杰明代表的身上下来。本杰明代表也感觉到那个海

鲜馆老板将来可能得肺癌。这里的因果报应呈现得一目了然。本例的转折点是现在的素菜馆的

股东和经营者一起向动物灵道歉、忏悔时，动物灵停止了惊恐，停止惊恐后，才有机会静下来

仔细辨认杀生凶手，发现杀它们的不是现在的素食馆经营者，是餐馆已经换老板了，最后那些

动物灵全部压到原来海鲜馆老板的身上去了。我们是否在灵排的最后要对原来海鲜馆老板进行

处理呢？因为海鲜馆老板并没有来现场，现在需要解决问题的是现在的素食馆的经营者，并不

是海鲜馆老板需要解决问题，这里的被杀海洋动物压到海鲜馆老板身上这样的果报，是海鲜馆

老板应该受的。海鲜馆老板没有来现场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灵排下去，帮

助海鲜馆老板解决这些压他的海洋动物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应该画蛇添足，不应该继续

处理帮海鲜馆老板，如果继续处理，就会发生因果转移，即使我们做好事，悄悄把海鲜馆老板

的疾病解决了，海鲜馆老板并没有受到教育，他还会继续杀生，那么后面将有新的被杀动物

灵报复他，所以他的病还会复发，所以，我们继续处理下去也是徒劳的，而且可能发生因果

转移。正确的处理方法，是让熟悉海鲜馆老板的，转告他，有这样的事情，至于是否愿意解

决，将来由海鲜馆老板自己决定，外人无人能为他的命运负责，他的果报，由他自己受。忠正 

2011-10-9 7:19:21 

第4822条留言   留言者：东子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0-7 20:23:11 

在事业中也会存在引起灵的不满的事，案主是合伙开素食店的，经营一直不好，通过灵

排，追溯到前一个老板是开海鲜店的，由于大量屠杀海洋生物，导致海洋生物的不满，而进行

报复，导致经营不好，案主自身跟前女友发生关系，后又跟其他人，一个怀孕又堕胎，在场的

很多代表说到呕吐和心烦，是被生物和灵附体，说明我们要与生物和谐共处，有一颗慈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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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87）癫痫，思维不正常，情绪不正常（母亲遗忘去世者，

堕胎，杀动物）（上海）

第484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0-17 10:32:50 

（287）2011年10月15日，第二例，（20111015B），癫痫，思维不正常，情绪不正常

（上海）。患者46岁，女，未婚，由其70岁的母亲带来灵排。灵排开始，小九妹和瑜伽猫各拿

了一个自己做的气球，说一个是猪心，一个是狗心（我一直没有来得及问，那个气球她们自己

是如何用塑料膜自己做的），然后又出现蛇、鱼，灵排呈现，易生活的代表，代表了患者母亲

的一位朋友，曾经告诉过患者的母亲不要杀生，要吃素，但患者的母亲认为是太过严肃了，没

有当一回事。灵排呈现，是患者母亲的前世曾经杀了很多动物，现在这些动物报复上门了。灵

排时，有代表说，人从自行车上掉到河里了，头也摔伤了，患者母亲承认，患者在小时候曾经

坐自行车时，连人带车掉到河里了，头部也摔伤。一位鱼的代表说，患者掉到河里，是鱼干

的，鱼在报复她。格格代表了患者母亲的父亲（患者的外公），很早去世了，但患者的母亲一

直没有给供品，把牌位放庙里没有再管，于是一直感觉饿。另外患者母亲的一位姐（患者的姨

妈），也很早就去世了，于是那位去世者，由外公带着，由于没有吃的，肚子饿，于是就抓挠

患者的胸腹部来提醒这事，于是患者的胸腹部被挠得只好手舞足蹈，那个就是癫痫发作时的动

作。格格做出的手舞足蹈的样子，患者的妈妈说，发病时，就是那个手舞足蹈的样子，一模一

样，虽然案主及母亲没有提供任何线索，但灵排出的发病动作一模一样。后来患者的母亲不断

向被杀的动物道歉，道歉后，那些被杀的动物有些离开了，但被杀的鱼的代表一直说脸上在流

血，并且是被刀背曾经拍晕了，而且尾巴也被砍了，案主的母亲承认喜欢吃鱼，一直是自己动

手杀鱼，向鱼道歉后，并且把鱼血擦干净、把脸、尾巴也缝合后，鱼的代表才舒服。当案主的

母亲不断道歉后，鱼离开了，此时有一条大鱼也感觉自己错了，不应该吃了很多蝌蚪，于是那

条大鱼把很多的蝌蚪吐了出来，吐了很久才吐完。患者的母亲向自己的父亲、姐姐道歉，不应

该遗忘他们，不应该不给他们供品，答应给供品后，那个外公和姨妈答应再也不折腾患者了。

灵排其他问题结束了，但海龙王的代表，就是不从案主身上下来，最后当把海龙王的一个珠子

还给海龙王后，海龙王嘴里含着珠子，才愿意离开。这例是患者的母亲前世杀生，今生把去世

的父亲、姐姐忘了，于是那些就来报复，就报应到了女儿身上，女儿除了癫痫外，精神也不太

正常，让其道歉时，患者无法配合，均由母亲和代表协助完成。患者在现场的想法，均由现场

的代表即时读了出来。 

回复：上場很嚴肅地坐在牆邊，案主媽媽的代表“九妹”靠近我後，說我看起來太嚴肅

了；之後，小九妹代表、瑜伽貓代表拿了2個“心”讓我吃，說是狗心和豬心。我捂住嘴巴，

閉上眼睛，打死也不同意。心裏還一直說“我沒有吃，我沒有殺，都是她們家做的”。感覺自

己代表了案主的朋友，很早很早之前就很嚴肅很正式地跟案主媽媽說過殺生吃肉的不好，提醒

他們不要殺生吃肉，但當時被她當作笑料一笑置之了；之後跟案主媽媽確認，確實有這件事；

案主媽媽還說對呀，當時沒有信佛不懂，當然不相信呀，覺得魚呀、雞呀、豬呀不就是讓人吃

的嘛。要是那時候就相信就好了。——易生活 2011-10-17 12:24:07 

回复：上场前我让小九妹吹泡泡，说好吹两个，我们一人一个。进场后发现手里拿的很

像内脏，一大一小，原来分别是猪心和狗心。另外有人说看到泡泡里各自有一个小孩。那两个

心一直在萎缩，而案主代表一直很紧张，要保护那极度脆弱的泡泡。后来我又有信息，感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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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挂在案主妈妈的胸前，像蛇，怨恨不大，但挂了很久很久。其实有时候灵性不想伤人，也盼

着能尽早有个好的出路。 瑜伽猫yogacat 2011-10-17 14:08:32 

回复：本案代表被杀生的动物压在案主身上，代表海龙王的代表把我项链挂件——珍珠

拿走含在嘴里。这颗珍珠是我前几天买了一件衣服，挂在价格牌上的，衣服没有一个部件与珍

珠有关，当时觉得奇怪，顺手把它挂在项链上了，原来它是为了做本星期灵排道具而来到我身

边的。一切都不是偶然——若水 2011-10-17 14:15:50 

回复：这例我代表被案主前世杀掉的一只动物，跟另一个穿黄色上衣的女代表是一组

的，是在一起被杀的动物，可以相互看到被杀的场景。我是被从背部一刀剌进身体里死掉的，

旁边那个黄色衣服女代表是被钝器重砸在头脖颈位置，后又被刀剌进身体放血而死的。因为

是一起被杀的，我跟这个女代表有相互的感应。案主前世是一个屠夫。本杰明 2011-10-18 

7:49:02 

回复：本案我代表了案主的前辈（外公），她们把我放在寺庙，不管不问，没怎么拜祭

我，我非常生气，拿案主的女儿出气，把一婴灵放在她身上，用头不停敲她的头，让她思维不

清楚，我就躺在她身上，抓她的痒痒，让她手舞足蹈，右手还要她举起来，抖到她抽筋。灵排

忏悔和解，我代表的外公希望案主在家里摆个灵位、供吃的……格格 2011-10-19 8:19:21 

回复：上场头晕，和若水对称躺在案主两边。瑜伽猫、小九妹上场前做的气泡，她们看

着好玩，我看着就感觉像两颗动物的心，挺恶心的。在场上她们拿着走来走去，我也很抗拒，

不愿多看。案主及案主母亲来道歉后我才愿意慢慢从她身上移开，躺到一边去。 火苗 2011-

10-19 22:19:49

41、（289）胸部紧张，心脏悬半空中、有破碎的感觉，抑郁焦虑

不安20年（前世烤狼，堕胎）（盐城）

第4819条留言   留言者：亭亭玉立   来自：盐城   时间：2011-10-6 14:03:42 

1985年高考由于感到压力大，考前的第一天晚上，感到胸部紧绷。后来考到本科分数上

了大专学校，因此感到抑郁、焦虑、失眠。后来医生诊断是：抑郁性神经症。20多年来，吃了

多种抗抑郁的药，也做过心理咨询和催眠等都没有很好的疗效。感到活得很累。我主要解决的

问题是：胸部紧束和破碎感觉影响心情和生活20多年。 

回复：另外加个要解决的问题：我的心总是觉得悬在半空中。这7—8年一直靠服强安定

药来维持睡眠。 2011-10-6 17:32:08 

第484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0-17 14:41:43 

（289）2011年10月16日，第一例，（20111016A），胸部紧张，心脏悬半空中、有破碎

的感觉，抑郁焦虑不安20年（盐城）。案主女，45岁，是案主高中时的一位同学介绍而来灵

排，那位同学是精神科医生，那位精神科医生曾经两次来深圳灵排过，参加过4天灵排。灵排

开始，看到夜里有很大的篝火，案主的前世在烤狼，狼被吊在架子的链条上，四肢向上，肚子

朝天，案主的前世在用火烤狼。周围有很多狼，虎视眈眈，很多狼看着案主在烤狼，但由于狼

怕火，不敢接近。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火被大雨浇灭了，于是狼蜂涌而上，把案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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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吃了，只剩白骨，被烧焦成半死的其他狼发出惨鸣……现在案主受到了曾经被烤的狼的报

复，不断捶打案主的胸部，几乎要把心脏打碎了，感觉心脏打得悬在半空中。另外，有两个被

堕胎的小孩也压在案主胸部。案主代表如五马分尸，被五根绳子吊起来。当案主向狼忏悔后，

狼不解恨，狼的代表也把案主用火烤，曾经案主绑了狼烤，现在案主被狼绑了烤。当案主不断

向狼道歉后，被狼绑住的案主代表的绳子被解开一根，继续道歉。小九妹还代表了曾经被案主

吃掉的鸟，案主吃鸟时，把眼睛也扔了，当案主道歉后，并且还了鸟的眼睛后，又解开了绑案

主代表的一根绳子，并且要求案主不要戴戒指一类的东西，否则会把眼睛搞坏。另外小九妹还

代表了被案主前世杀掉的鱼，案主继续道歉，又解开一个绳子。另外，格格和小九妹分别代表

了被堕胎的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格格希望案主做一场法事后就离开了。小九妹代表的被堕胎

的男婴，要食物、祭拜、玩具、取名字。案主现在在上大学的女儿的姓名是“×欢”，案主给

被堕胎的男婴取的名字为“俞乐”，表示欢欢乐乐的意思，但小九妹代表的婴灵不要那个名

字。后来小九妹代表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俞果”，这个名字把案主吓一跳，案主说曾经在

几年前，想给女儿改名字，改成“俞果”，但小孩的爸爸说，原来女儿名字“×欢”已经用习

惯了，不便再改了，于是就没有改，没有想到，灵排显示，那个名字“俞果”是那个被堕胎的

婴灵需要的。至此，案主再也不怀疑灵排了，此前有代表读到的信息是案主一直心里在想这灵

排是真的吗？当小九妹说出“俞果”这个名后，案主再也不怀疑灵排了。当案主不断道歉后，

那个堕胎的男婴，也从案主身上下来了。案主的脸相，刚开始看上去是长的，如狼，随着不断

道歉，脸越来越圆。在其中涉及到鸟的时候，小九妹的眼神和神态像极了鸟。灵排结束后，小

九妹说感觉到一头牛，鼻子上被栓了绳子，案主说，她的鼻子也有问题，忘了说了。小九妹的

代表要求案主的床单、床头上有温和的狼的图案，还有鸟、鱼的牌位放家中。 

回复：本案代表案主前世在寒冷的夜晚在篝火上烤着一只羊，但其实是一只狼，周围黑

漆漆的树林里无数只闪闪发亮的狼眼睛虎视眈眈，我恐惧篝火熄灭狼就会扑过来，突然电闪雷

鸣，下起了大雨，火被大雨浇灭了，于是狼蜂涌而上，瞬间把案主的前世撕碎吃光，只剩白

骨，而那透骨的恐惧感并没有因为肉体的消失而消失，灵魂看着那堆白骨还在极度的恐惧中。

胸口气管喉咙都不舒服，后来让狼的几个代表轮流踩我的背、胸口、喉咙等部位释放负面信

息后才恢复，案主也打嗝放气很久释放信息。本案体验了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状态。——若水 

2011-10-17 15:59:02 

回复：这例我代表设计出一种烤羊的能转动的机构的人，在妲妃要用这种机构来做折磨

人的刑具时，我又根据妲妃要求改进成能烤人的机构，用五个柱子拴住人的四肢和头部吊在空

中，下面可以用碳火烤，也可以下面放蜈蚣毒蛇之类的恐怖动物，让反对妲妃的人上这种刑

具，让这些人在非常恐怖残酷的状态下被折磨而死，真恐怖。这例的起缘是讲案主的前世，是

在三千多年前的商纣王时期的妲妃转世而来，当时妲妃对其臣民使用的恶毒的刑罚，因果引回

自身，这种因果之一便是案主有一世是猎人，在野外烤狼时被大雨浇灭篝火而被同样是转世成

冤亲债主的群狼攻击（群狼是当时被处以这种刑罚的人转世而来），而被群狼撕成碎片，又被

吃掉，于是案主在这一世，自己身体经常有破碎的感受。后来不知转了多少世，轮回无数，跟

冤亲债主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到现在才有机会通过老师的灵排解脱。根据妲妃的旨意改成刑

具的当时的工程师也同时解脱了吧（我也被代表受过这种恐怖刑罚的智光猛踩）？因果不虚

啊。阿弥陀佛。本杰明。 2011-10-17 21:32:36 

回复：案主在做灵力测试的时候，我就感应到了她的紧张。就这么不断喊着“我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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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我双手捂胸，等着宣布排列开始。我冲上前去，把案主的身体用枕头等道具布严严实实

地盖住，围成一堆。我不断冒冷汗，一阵一阵，贴身衣服湿了一回又一回，哭也哭不出，极其

难受。然后呈现狼，我把烤架画在白板上，却不忍心画出被烤的内容，那样太残忍了，我宁愿

看着那个空空如也的架子，来配合这场呈现。我开始狼啼和狼嚎，先是凄惨的，后是开心胜利

的。但群狼上前撕咬仇敌（案主前世）的时候，我后退了，那血肉模糊的景象绝对不是为了充

饥，仅仅是一场泄愤。这时感应的信息变成了“同体”。其实，报复是柄双刃剑，割伤对方的

同时，也伤害了自己。看着这演来演去的反复伤害，我的心里溢满了深深悲哀。切记“同体”

二字! 另一角色，我代表了和解时的鱼，天空是蓝的，大海是蓝的，我在一片沉静祥和的蓝色

之中得到了解脱。 瑜伽猫yogacat 2011-10-18 8:56:39 

回复：灵排完的当天，案主说，再也没有了那种心脏要蹦出来的感觉了。心脏蹦出来的

感觉，就是以上案例中呈现的被打、被压引起的，灵排中化解了。忠正 2011-10-18 9:23:05 

回复：开始我就泪流满面，感觉到案主对不起我，感觉是她一个堕胎的小孩，我还带着

一个弟弟。不久感觉到要头躺在案主胸口的位置才可以，并不时打案主的胸口和头，老感觉有

人帮我梳头发，动作有点粗鲁，常把我的头发梳下来。灵排案主跟我忏悔，我让案主帮我做一

场法事，另外给我起个名我到时就会离开案主的身体了。案主答应了，我去帮智光解开了脖子

上的一根布，走到观众席。最后案主逐一地忏悔道歉。到狼的那一世我感到我要上场，我在

案主狼的那世也代表了一个重要角色，捆住智光手和脚的布经我解开了……格格 2011-10-18 

9:31:11 

回复：应该说，本例灵排后，效果是很明显的。刚才案主来电为她妹妹预约灵排妹妹的

牛皮癣。如果没有明显效果，不会让妹妹也来灵排。忠正 2011-10-18 9:52:01 

回复：在灵排过程中，案主的代表智光一直被吊着拖了很久，然后如五马分尸样被勒了

五根绳子（头和四肢）。我过去察看情况，小九妹（代表被杀的动物）一再警告，如果谁来解

这个绳子，那人也被绑起来，包括老师。这里被绳子勒着，就是因果，只有案主自己忏悔才能

解决，任何人无法替代，如果谁去解，就会发生因果转移。后来案主不断忏悔、道歉，勒在案

主代表身上的绳子才一根根解开。 忠正 2011-10-19 7:13:10 

回复：個案開始時就和小九妹一人手拿著一個娃娃在場里兜圈，在找人，兩個布娃娃是

被墮胎的兩個孩子。把智光代表找到后就有心思讓他不好過了，把他拖了全場幾遍，之後把他

架起來還得分尸，很怨恨。守著支架，不準他跑掉。後來案主也被拖了，當時覺得必須拖人了

才解恨。此個案代表的是大力拖人的“狼”哦！ 2011-10-19 11:54:57 

回复：这个个案我代表了围在篝火外面狼群中的一只狼，大雨淋灭篝火后，与其他狼一

起向案主前世报复。感觉狼爪子撕案主前世的肉都撕累了，还不愿意放下。吃案主前世的肉也

是为了报复，感觉很难吃，想吐。当案主向被“五马分尸”的狼忏悔时，胸口积了一股闷气，

很难受，其他两位狼代表也表示很难受。我很想帮“五马分尸”的狼松绑，但案主被堕胎的两

位小孩代表不同意。经与其他狼代表商量，让案主先给堕胎的小孩代表忏悔，当案主忏悔至痛

哭流涕时，堕胎的小孩代表自发去松了一根绳子。——蝴蝶 2011-10-19 12:14:26 

回复：这个案例中我上场就感觉这肚子痛，肚子里长了个东西，我还弄不懂自己代表的

是什么，后来小九妹的代表说她好像有一只母狼怀着一只小狼，我感觉自己代表的就是那只母

狼，我很痛苦地给案主的代表拉着在地上转了个圈，不停地打了她，把那个小狼交给了她，后

来看到小狼转世后变成案主的小孩，案主给小孩道歉后心里的气才全部出完。 范 201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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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10

第4851条留言   留言者：亭亭玉立   来自：盐城   时间：2011-10-18 15:55:47 

这次灵排让我感到很震惊！为什么多年来，到处求医，还是治疗不好我胸部感到破碎和

像根绳子勒着的感觉呢。通过灵排，我知道了因果的报应。因为前世欠下的债，今生要还。我

现在开始下决心吃素，再也不敢杀生了。感谢老师和老师灵排团队的朋友们！ 

第4853条留言   留言者：亭亭玉立   来自：盐城   时间：2011-10-19 11:49:30 

昨夜我突然感到喉咙痒和痛，我马上起来，把量子信息水放在喉咙上，躺在床上。过了

40分钟就不痒了，痛也好多了。后来头又感到痛，我又把信息水放在脑袋上，不知不觉中头痛

没有了。真的好神奇。感谢忠正老师的伟大发明！在此感恩，阿弥陀佛。 

第4855条留言   留言者：亭亭玉立   来自：盐城   时间：2011-10-19 13:30:09 

在饱尝20多年来的痛苦中，我的高中同学程（也是老师的大学邻班同学）介绍我做灵

排。起先老公不同意，我在网上和弟弟聊天请他说服老公，弟弟问灵力排列是科学吗，我说我

也不知道，我是“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后来老公同意了。我在耐心排队等待去深圳的过

程中，也是半信半疑的。程医生送给我老师的书《爱的传递》等，也只是三心二意地看看而

已。不排不知道，一排吓一跳！我前世做了那么多的恶事，难怪20多年身体、心灵遭受到深深

的痛苦折磨，这些都是因果报应啊。以前一直当着“抑郁性神经症”来治，去上海、苏州、南

京求医。吃抗忧郁的药使我的体型发胖。要不是舍不得女儿，我早就想离开这个世界。为了女

儿，一直苦熬到今天。等10月16号做完灵排后，我发现自己能够耐心看新出版的《灵排——透

过因果看世界》，觉得很有道理。这几天睡眠比以前好了。在去深圳前的一段时间，自己感到

有点惶恐，第一次坐飞机去那么远的地方，能够顺利找到老师吗等等。平时吃一粒强的安定

药，居然加了2粒，只能睡着2—3个小时。排完后的第一天晚上，我吃了一粒就睡着了，这几

天都睡得很踏实，没有做恶梦。另外，这2天我心里想着为2个堕胎的孩子超度，要找寺庙的师

父。今天从银行办事出来后，碰巧遇到了那个师父。还有中午我鼓起勇气和老公说要做灵位放

在家里的事情，他不相信灵排的，竟然同意了，出乎我的意料，只是要求放在书房。呵呵，感

谢老天的安排！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回复：《灵排——透过疾病看因果》，以后出《灵排——破解疾病和历史》，《灵

排——破解因果和疾病》，再下一本书就按你的《灵排——透过因果看世界》。忠正 2011-

10-19 13:48:09 

回复：呵呵，準備好了面對自己，那個神奇的力就給我們做了最好的安排；看似碰巧都

不是碰巧撒。真好，祝賀案主。——易生活 2011-10-19 13:54:57 

回复：呵呵，老师现在出的书名是《灵排——透过疾病看因果》，“以后出《灵排——

破解疾病和历史》，《灵排——破解因果和疾病》，再下一本书就按你的《灵排——透过因

果看世界》。”《灵排——透过因果看世界》，看书名就是很有智慧的一本书，欢迎欢迎！ 

2011-10-19 16:37:39 

第4859条留言   留言者：亭亭玉立   来自：盐城   时间：2011-10-19 18: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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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看到老师写的：现在的疾病，是患者应该受的，如果没有让其意识到因果，无法救

患者，无法得智慧，无法改邪归正。我们的灵排是协助案主找到因果，引导案主自己去忏悔、

道歉。很受益！谢谢老师！ 

第4862条留言   留言者：亭亭玉立   来自：盐城   时间：2011-10-20 21:59:27 

灵排回来后，一直忙于场上要求做的事情，可以说是心想事成了。知道了毛病的源头在

那里，心安了许多，从此改邪归正。还有不想玩QQ农场了，那是以前困惑难受时，为了转移注

意力玩的。现在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有时间的话，我要多多的虔诚忏悔，多多的说“对不

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多看老师的灵排书。阿弥陀佛。

第4880条留言   留言者：亭亭玉立   来自：盐城   时间：2011-10-25 20:01:49 

忠正老师你好！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因果报应、灵魂不灭了。以前，经常听别人说：人

死了，就一了百了。自己也认同。因为没有亲眼见过鬼等，不相信有亡灵等存在。头脑总是认

为见到的才是真实的。其实，人死了，只是灵魂离开了肉体，换了件衣裳。就在我来深圳之

前，我在QQ上告诉了郑州的一位好友（以前同在网上一个健康工作坊学习过），他也说：你见

过灵吗？我说没有。那你还相信这个灵力排列，说我愚蠢。我理解他也是好心。我那时也是半

信半疑的。为了身心早日解除痛苦，我还是要去深圳亲自看下灵排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通过灵

排，现在知道了，自己前世和今生杀生，遭到了报应。灵排的场景，至今让我想起来“不寒而

栗”。我在场上也受到了相应的痛苦惩罚，所以顿生对佛对因果报应的敬畏，不敢再杀生了。

我觉得看灵排也是深受教育的。有时自己也跟着感动，情不自禁流下了热泪。可惜我离深圳很

远，要不然可以经常去看灵排。说不定清理好自己，也能上场做代表。靠近老师的朋友们，你

们真是太幸福了，我好羡慕你们哦。前几天我问老公，深圳回来后我有没有变化。他说：不

“缠着”他了。以前一感觉难受，我就向他“诉苦”，动不动把他当做“出气筒”。高中同学

程医生夸他人真好，也许前世有缘吧。我们在谈恋爱时，他就知道我有“毛病”，也没有嫌

弃，多年来一直呵护我。在此，感谢程医生，感谢老师，也感谢老公和女儿，感谢帮助我的每

一位朋友！ 

第4882条留言   留言者：亭亭玉立   来自：盐城   时间：2011-10-27 15:55:10 

记得在场上，格格代表的堕胎女孩说总是觉得有人在拽她的头发。当时有人问我是不是

掉头发很多，我说是的。去之前，每次梳头，总是掉很多头发。我当时以为秋天的缘故呢。回

来后，还是。看来，这就是因果报应吧。让我想起谚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还是要在生

活中，莫做恶，多行善。 

回复：因灵排出我前世曾经用“五马分尸”杀狼。所以，我现在掉很多头发，这就是

果。起先在家里时，我觉得奇怪怎么掉一小把头发。有次去理发店剪发，帮我洗头的小师傅

说：阿姨，你的头发掉了很多哦。现在想来，接触到灵排，并去做个案，是缘分到了。感谢老

天的安排！叩首。 亭亭玉立 2011-10-27 20:19:56 

回复：我感觉我头发很长，有一人帮我梳头，但她梳理得很粗鲁，当时感觉到我的头发

一直掉下来，所以我当时我就说出“你平常肯定会无故掉头发”……格格 201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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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92）父亲失眠、气喘两个月（红色娘子军，慰安妇，奥姆

真理教）（海口）

第4871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0-24 10:33:01 

（292）2011年10月22日，第一例，（20111022A），父亲失眠、气喘两个月（海口）。

灵排开始，有人如穿着和服在走路，有人感觉腹痛，说慰安妇。有人唱起“万里长城永不

倒”，有人说“南京大屠杀”。出现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太太，身上被紧紧裹住，如木乃伊。有

人唱起歌“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

军扛枪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共产主义真，党是领路人，奴

隶得翻身……”。有人喊着被强奸了，有人喊着卖国贼。小九妹说要掩盖那段历史。现场看到

高速公路上一辆卡车的高音喇叭放着日本军歌，呼啸而过，上面有站着的人喊着“绝对不能承

认那段历史”，那是日本右翼分子。我突然代表了案主的父亲，在呼天抢地用指甲狂扣、狂抓

自己的胸部，喊共产党无能，日本人篡改历史，中国人为什么不去管？那股强大的抓狂的力

量控制不住狂抓，胸部已经抓破，虽然剧痛，还是控制不住要狂抓，只好手指尽力弯曲，指甲

内勾，以免继续抓破胸部，但这个努力徒劳，根本控制不住那个抓狂，这次真正体会到了抓狂

的感觉！！后来吐了几次，呕出来一条蛇，后来又呕出来一条蛇，后来呕出来很多很多蛇……

原来案主的父亲压抑着对日本的愤怒，那股愤怒无法释放，于是就吃蛇，吃蛇时就想像着每吃

掉一条蛇就相当于吃掉100个日本人，于是案主父亲就不断吃蛇。“真是恨铁不成钢，没有人

比我更爱国的”。“你们不向日本人抗议，我就退党。”我妈妈曾告诉我，我们家被日本人强

暴过，但我不能告诉你，千言万语啊，千言万语啊，你们先说，我说多了会被当成反革命。我

想通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潜伏，我的意识潜伏了下来……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

我蠢蠢欲动，共产党不好，只欺自己人，日本人越发嚣张。某一天做梦，居然梦到自己的母亲

是慰安妇……从此我一直等梦。后来听到了“向前进向前进，妇女们怨仇深（像自己的母亲在

说）……”，“人民”在哪里？共产党没有看到慰安妇。后来把床换了一个位置。后来母亲就

失去了记忆。梦境中周围全部是敌人。后来案主的父亲发现了日本奥姆真理教放沙林毒气毒死

了日本人，于是他非常高兴，大喊，干得好，干得好，把日本人干掉，然后他想写一封信给麻

原彰晃，鼓励他们，甚至愿意捐出所有家产给他们，但又怕共产党抓，纠结啊，放弃吧，后来

那封信就没有写。共产党在慰安妇这个问题上不作为。后来想到自己有一个好女儿，感觉很自

豪，只有女儿能救我，女儿叫我不要吃蛇，蛇代表罪恶、邪恶。梦境被破坏了，马克思的梦也

破了。后来女儿拿了一本书《爱的传递》给我，啊？怎么又是日本人！？不看。后来我看了这

书，我寄予了作者很大希望。可惜，共产党有眼无珠，共产党应该好好培养这位作者去日本当

间谍，然后把日本首相杀掉。后来想想不对，日本首相换得太快了，应该杀日本天皇……后来

听说天皇断子绝孙了，后来又听说日本地震也是因果报应，我释怀了，释怀了，对日本那块释

怀了。想到共产党心里就堵得慌，理智在愤怒之上。“有前途没希望，有希望没前途”，意识

能改变世界，共振水能加强作用……醒来，还在床上，只是春秋大梦而已。后来感叹生不逢

时。后来出现了日本兵强奸中国妇女，另外“红色娘子军”中，实际有被日本兵强奸的，后来

家人觉得很耻辱，被赶出了家门……最后成为了红色娘子军，但后来拍电影的时候，把红色娘

子军完全歪曲了，我们明明是被日本侵略者欺辱的，非要说成是被国民党怎么怎么的，我们有

苦难言……后来建了红色娘子军纪念馆，有游客来参观，简直在刀刺我们的心，我们已经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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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侵略者奸污了，还要被人参观，还把我们描绘成英雄……明白这些后，很唾弃那个红色娘子

军纪念馆。后来出现了靖国神社，也是假历史造就的，这个“靖国神社”假历史激励了三代日

本人，但对第四代有害无益。也看到了那个“红色娘子军”纪念馆的意义，也曾经激励了几代

人。后来那位被日本兵奸污的妇女，生下了小孩，那个妇女觉得那个生下的小孩很罪恶，多

次想“二选一”，要么自己自杀，要么把小孩杀了，要么两者同归于尽……后来儿子也很恨母

亲，感觉母亲没有好好养育自己……因为母亲觉得生下的这个小孩很罪恶，怎么可能好好地养

育？和解阶段，现场是经久不息的“摇篮曲”，由母亲重新抚养一次小孩，而且摇篮曲渐渐由

女声转换成男声唱，因为现在的这个小孩没有父亲养育，缺少男性的力量……那些曾经被日军

强暴过的妇女，命运很悲惨，父母、兄弟姐妹遗弃了她们，社会遗弃了她们，政府没有看到她

们……她们自己感觉自己很“脏”，最后阶段，我们为那些妇女在现场举办了婚礼，有男人爱

她们，娶她们，证明她们是干净的，没有被社会遗弃……这个灵排如同“套娃”一样，历史套

历史，一层套一层，解开一层又一层，这例一直在泪水中排完。由于涉及的信息太庞大了，只

能挑选了其中一小部分情节来写这个案例。父亲的失眠，就是总梦见日本兵的事和共产党的不

作为，而那个气喘，是那个强奸中国妇女的日本兵在追中国妇女时追得气喘吁吁，包括强暴

时，那个日本兵的灵附在案主父亲的身上……灵排结束，案主说，曾经听奶奶说过，她们邻村

的人全部被日本兵杀死。海南确实有一个红色娘子军纪念馆…… 

回复：10月22日 第一例案主的父亲是70多岁老人，我代表案主的奶奶，眼睛视力差，看

什么都很模糊，一段历史失忆，自己无法意识到失忆。口头禅：人活得那么明白干什么？开场

只是在观众席中坐下，希望自己安静下来。基本看场上的东西均模糊，也不想正视案主父亲的

代表老师。他一说话就不舒服，心烦不安，双脚擦地闭目。当儿子开始说一些深压内心的事情

时，他那边越大声说，我这边就咳得越剧烈，一咳我当然什么也听不清了。（咳嗽，有人说关

于自己的秘密用咳嗽来阻挡呢？还是用咳嗽让自己听不见呢？）剧烈地咳嗽持续了很长时间，

满头满身都是汗，已经无法安心坐着了，累，想躺下，但一躺就更不安了，于是坐着靠墙。

当案主父亲的代表继续语无伦次地从娘子军到真理教/慰安妇……叙述，我开始掩面低声哭泣

了，我说救救我的儿子吧，他疯了，妈妈没有做慰安妇，但儿子那边还在胡说着，于是上去给

他几个耳光，说道：让你再胡说八道。但打了没用，儿子还说不要打搅他的思路，这时，更失

望了，根本无法看儿子，只是耳边响着他疯了的言语。我想跪在忠正老师面前让他来救一下儿

子的灵魂，让那个日本人的灵魂赶紧离开他，但是这时老师变成儿子了，我很无奈，更无助。

这时，儿子开始追女子，这一幕我完全闭上了眼睛，恐惧让身体完全卷曲，还向下滑，一有声

音身体就恐惧地震动，知道没有声音，才敢张开眼。（之前意识否认自己是慰安妇，但身体却

透露无疑了），但拒绝回忆。这时，见儿子就趴在自己面前，正是日本人的灵魂、却是儿子的

肉体时，内心开始绝望地哭了，接着哭喊着跪地求他：求求你离开我儿子，求求你离开他，我

什么都忘了……（根本不想听日本人的忏悔，越忏悔越忆起越痛苦，我只关心他快点离开，让

儿子能正常起来）再次坐起的时候，看到儿子一天天正常起来，我都笑了。做为母亲个案就停

在这里就好了，很舒服了。但是场继续走下去，场上人不停地继续议论着慰安妇等等的事情。

情绪烦躁，身体发抖，要阻止这些言语。接着摇篮曲出现，我就说：对，就停在这里。人活得

那么明白干什么？我的疑问： 1．满头满身大汗的咳嗽是什么？ 2．这个案例的失忆要不要忆

起？ 一平 2011-10-24 10:34:00 

回复：我闭着眼睛在抓狂时，感觉脸上挨了几个耳光，看了一平代表的留言，才知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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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打了耳光。忠正 2011-10-24 10:40:52 

回复：案主曾经为其父亲灵排过，“（240）2011年8月13日，第三例，（20110813C），

父亲喉癌术后复发（杀蛇，邪教奥姆真理教）（海口）”，当时出现过吃蛇和日本奥姆真理

教，当时出现奥姆真理教我们觉得很奇怪，这次灵排知道了，是其父亲做的一场梦，后来还梦

见我去了奥姆真理教那边。忠正 2011-10-24 10:41:17 

回复：今晨，老想说“慰安妇”、“白内障”。一是眼睛有“白内障”，二是“明了”

为何小九妹老用布裹着人，生活就是那样“白内障”。一平 2011-10-24 10:48:48 

回复：灵排中知道一位本姓杨的妇女，一直住在红色娘子军纪念馆中，直到老死。忠正 

2011-10-24 11:06:41 

回复：田原等：海南幸存慰安妇生存状况调查与思考——已确诊的疾病居前者的是：慢

性腰痛、腹痛、腿痛、头痛、白内障、关节炎、心脏病。——婚姻质量：约有40％左右的人没

有婚姻。而在建立了家庭的60％的受害者中，大多嫁给了比自己年龄大上10岁、20岁的老头，

或者离过婚的男人。——养老知识需要及有关健康知识需求调查发现，绝大部份幸存慰安妇老

人对相关知识几乎无需求。一平 2011-10-24 11:12:55 

回复：我知道了，若水那边代表的一群慰安妇和我代表的慰安妇为何情绪有不同。因为

我生了孩子，比她们幸运一点。没能生下孩子的慰安妇更凄惨了。一平 2011-10-24 11:13:50 

回复：角色很多，现场近乎愚钝状态，我的身份由日本人、中国被奸妇女、娘子军塑像

（后来转到了背面，不愿以之前的面目示人）、日本靖国神社塑像（深深谢罪）转变到了纠结

母亲（被奸后还生了孩子）……那一段惨痛历史，原本早已沉淀在时间的厚厚尘埃中了，神奇

的灵排却能将这一段蒙尘重新擦洗干净，尽管，那些烙刻在灵魂深处的耻辱过去，深仇大恨，

绝对不容易回忆和打开……最后，《摇篮曲》的歌声持续响起，我抱着一个孩子轻轻地、温

柔摇晃……老师终于开口，点破了我曾经想过“二选一”，这道生死选择题。我的泪才落下

少许，否则一直都是懵懂的，得过且过，感觉泪没有了，早已哭干了。 瑜伽猫yogacat 2011-

10-24 12:11:28 

回复：什么叫丧家之犬？昨天我体会了一把丧家之犬的感受：当电台中听到日本文部省

篡改历史教科书，又看到我们的政府不作为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自己如丧家之犬，那时我就有

想法，如果我是做到部长级别的官，我一定会出来救中国，而且，我坚信，我的能力（至少是

爱国之心和廉洁之心）可以当到部长级别的干部。当时我如丧家之犬不断抓狂，把我自己的胸

脯就这样抓破了，在肋骨之间抓得肌肉也不剩，而不是所谓的体无完肤，不只是抓掉了皮肤，

而是抓掉了所有，只剩骨头……可惜，我们的字典中的词太苍白了，只有“体无完肤”、“切

肤之痛”，说来说去只说皮肤，没有词能说到抓破所有肌肉，找不到对应的词……写到这里，

眼泪又下来了。那是案主爸爸的感受……忠正 2011-10-24 14:43:07 

回复：我代表的是案主父亲，在呕出很多蛇后，感觉肚子饿了，说了一句，“吃的蛇胆

太多了，那个蛇胆有麻醉作用，所以蛇胆吃多了，肚子饿了也不知道。现在吐完了蛇胆，胃感

觉灵敏了，知道肚子饿了。”忠正 2011-10-24 16:25:18 

回复：2011年10月22日第一例：进场就软而无力，不想说话，心有点堵，气接不上。过

了几分钟，就不停地打嗝，想反胃，不舒服，在案主身边来回地走，总是想跟她说什么，好像

不知道怎样向她开口，不好意思。 带刺的玫瑰 2011-10-24 17: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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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93）肩膀痛、腿痛、失眠一个多月（槟榔女，鲍鱼仔，龙

虾）（湖南）

第487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0-24 11:58:01 

（293）2011年10月22日，第二例，（20111022B），肩膀痛、腿痛、失眠一个多月（湖

南）。灵排开始，看到的景色如南沙群岛。有几个槟榔女在卖槟榔，一个小年轻，别人称他为

“鲍鱼仔”，他以卖鱼为生，其他全是卖槟榔的，只有他卖鱼，独家经营，刚开始他还看不上

那些槟榔女，后来渐渐，与那些槟榔女熟悉了，也有时还帮槟榔女看摊。后来有点不务正业，

与好几个槟榔女好上了，也不卖鱼了，最后自己没钱了，也没有人喜欢他了。后来，他重操旧

业，做起了大买卖，运来一船又一船的龙虾，卸货时，是装龙虾的筐子从船的跳板上滚下来

的，那些龙虾只好蜷起身体。而大龙虾是古罗马斗士转世而来。现场的代表均要不断翻跟头，

不翻跟头人不舒服。那个鲍鱼仔是案主的祖先，他贩卖了那么多龙虾，现在那些龙虾也翻跟头

到了案主的床下，来抓案主的肩膀、腿，引起了肩膀疼、腿痛，案主的床下也全是龙虾，还有

曾经被拍死的鱼全部找上门来了。感觉没有地方睡，只好找案主家。灵排中案主的前辈在案主

耳边吹号，提醒她要祭祖。前辈杀生太多，但很疼爱后辈，最后前辈自己承认错误，强调杀生

与后辈无关。道歉后，那些龙虾、鱼离开了案主。灵排提醒案主要尊敬祖辈，祖辈虽然做错了

很多事，但始终是祖辈，因为好久没有祭祖了，要案主把祖先的牌位擦干净，好好摆好，其中

有座坟墓在椰树里，与大海平行。灵排完，夫妻关系也好了。灵排提示案主，至少要祭祖四

辈。 

回复：我是一位槟榔女，隔壁就是卖鱼小伙的摊。我天天看见他，心里情愫暗生，起初

还有些羞赧，都没有勇气注视他的脸，只能用眼角余光偷偷瞄他年轻的轮廓。后来渐渐放开

了，与其他女孩一起和他打情骂俏。热带的风吹暖了青春躁动，但热烈的感情却也不会如磐石

长久。最后曾享受众星捧月又倍尝失落冷清的鲍鱼仔，一改从前吊儿郎当的脾性，做起了风生

水起的大买卖。感觉案主家族中，好些男性都会有点男科小毛病，不太碍事，但至少皮肤瘙痒

什么的。现场总想拿橘子枝叶摆在鲍鱼仔下体，如同象征性标志一般。 瑜伽猫yogacat 2011-

10-24 12:25:50 

回复：10月22日第二例我代表的人物不清晰，可能是一歌女。或卖酒饮料爱唱歌的女

郎。生活状态深度哀伤中的极度空虚，整日微醉。生活环境，南方酷热。上场有一种深度的哀

伤（在肚脐那个位置，一般我的哀伤都在心附近。但这次在肚脐有哀伤，所以我说深度）。接

着找了个角落，站着双腿时不时轮换弯曲伸直，要唱“美女加咖啡”和“月亮代表我的心”的

歌，一直唱，有时闭着眼睛唱。一直感觉到脖子上半部连着两腮的部位发热，是醉酒的模样

吧。身体完全透露着极度的空虚状，眼前有男男女女，在眼前但完全与自己无关。我是代表酒

吧中的歌女吗？若水把橘子到处往胸脯里放，觉得气氛有点象酒吧，但都是汗酸味，没有香水

味。对面能看到屋子外面，热闹得如集市一样的街景。酷热，坐下小睡以后，眼前满地龙虾

滚，小鱼跳，螃蟹爬……这些与我何干？场上个案走完，我起身。头痛，心脏剧烈跳动，我说

坏了，怎么角色还在身上。是醉酒后的头痛？还是那案主老公的高血压头痛呢？（我生活中几

乎没有头痛过的）这种头痛感是：头如装了水的杯子，躺着坐着不动的时候，水也不动，头就

不痛。但是走动，或低头，杯里的水就动了，头痛就跟着来了。这样的头痛从当日下午4点到

夜里3点，当我从觉中醒来时头痛感觉不到了。我的疑问：1．头痛，喝酒，高血压有没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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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2．做代表很难，遇到生活中没有经历的东西，有动作情绪出现但搞不清身份。有经

历类似的，又会把角色定在自己的范畴里了。如何解读清晰呢？ 一平 2011-10-24 15:54:35 

回复：原本只打算當觀眾，陪朋友在觀眾席裏看的，沒想到開排後，收到很明顯的信

息，就進入了。開場後，腦子裏一直出現“美酒加咖啡”的歌，想唱，聽到場上有代表說“檳

榔”，腦子裏馬上出現“檳榔女”這幾個字，找老師拿了麥，唱起鄧麗君的“美酒加咖啡，我

只要喝一杯，想起了過去，又喝了第二杯，明知道愛情象流水，管他去愛誰，我要美酒加咖

啡，一杯再一杯……”，九妹是案主的代表，聽到我唱歌跑過來，挨著我，一起唱歌，兩人有

心心相惜的感覺，尊重彼此，鼓勵彼此，由知音一步步走向相愛，後來確定我是代表案主老

公。一開始2個人的相處並不被案主的親朋好友祝福，但是她很堅持，最後還是生米煮成熟飯

了，朋友們也就支持了；結婚後兩人的感情也慢慢地由火熱進去平淡，甚至有想離婚的念頭。

最後才知道，原來那種想法是由於不敬重和祭拜祖先，祖先從中阻攔引起。提醒案主要去祭拜

祖先。——淨觀小生（原易生活） 2011-10-26 9:58:36

44、（296）母亲心烦、睡不着，头晕，头痛三年（吃蛇胆，拿仙

桃）（海口）

第487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0-24 17:27:57 

（296）2011年10月23日，第二例，（20111023B），母亲心烦、睡不着，头晕，头痛三

年（海口）。灵排开始，有两个人连在一起，感觉是双胞胎。双胞胎的孩子说没有钱花。案主

说，她有双胞胎的弟弟和妹妹。我代表了案主家里曾经挂着的弥勒佛匾，弥勒佛说多子多福。

但匾上的三个仙桃被案主的妈妈、弟弟各拿走了一个，另外一个仙桃，在后来建房子的时候，

搞丢了，于是那个弥勒佛越来越饿，三十年没有吃过东西，由原来大腹便便的，变成了如芭蕾

舞演员般纤细苗条了。小九妹代表代表案主妈妈，格格代表是案主妈妈去世的一个小孩，后来

变成了小蛇，与杨芳代表的小蛇一起缠住了案主母亲。儿子和媳妇（瑜伽猫和文姝人代表）一

直在搜妈妈的钱，在找妈妈的钱藏在哪里。格格代表说，她的胆（蛇胆）被案主妈妈吃了，一

直来要索回胆。案主妈妈的头晕，原来是蛇在前面晃引起的。小九妹代表的案主妈妈，把蛇胆

还回去后，蛇就走了。弥勒佛一直等着小九妹的代表来还那三个仙桃，我想先找一张纸，把三

个连在一起的仙桃画好，走进小房间，正好看到有三个橘子连在一起的。（这三个橘子是今天

一早若水特意拿到小房间的，昨天的第二例中，代表的槟榔女们，大家有橘子吃，我代表的鲍

鱼仔没有橘子吃。今天早上若水拿了三个连在一起的橘子放到小房间，不知是说送给我的，还

是她自己留用的），一看就是那个仙桃。小九妹代表把仙桃还给弥勒佛后，弥勒佛护好仙桃，

担心再被人拿走，吃完一个半后，就感觉肚子又大了起来，恢复成三十年前的样子了，于是把

余下的一个半橘子分给了大家。此时奇迹出现了，在场的极大部分的代表拿了橘子皮在吃，大

家说好吃，感觉味道同平时的不同，大家吃得招惹得观众席上的观众也上来拿了吃。按常理，

是没有人吃橘子皮的，但场上大家说好吃，全部的橘子皮全被吃完了。也有人解释可能的原因

是，吃蛇胆太寒了，要用橘子皮调理一下。也许是在四维空间中运作。儿子和媳妇的代表（此

时已经转换成儿子和儿媳妇），又开始要小九妹（案主母亲的代表）脱袜子检查，以验明是否

藏有钱物。文姝人（儿子代表）说感觉好像没有母子情，感觉就是来讨债的。小九妹代表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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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篮曲”补充能量，后来看到，原来是母亲的上辈子时，来了两个年轻的和尚来化缘，案主

妈妈因为心情不好，化缘时，和尚不但没有得到，而且被打了，因为那两个小和尚看上去就是

14岁的样子，案主的妈妈怎么也不相信是和尚，没有施舍任何东西，反而把他们打了一顿，所

以这辈子投胎成儿子儿媳来讨了。画外音说“有缘才来化缘，化缘是为了结缘，最后才是团团

圆圆。”欠的东西还了以后，母亲的代表一切正常了，有代表就睡着了。 

回复：紧搂着文殊人的腰部上场，还用布条把我们两个紧紧捆住。代表了双胞胎之一，

也代表了贪钱的儿媳妇。我总忍不住去掏老太太的衣袋，小九妹身上所有的口袋都被我掏遍

了，呵呵，我反复掏，搞得小九妹直求饶。我们夫妇两人特别惦记老太太的钱物，想尽一切办

法索取。后来真相大白了，原来我们是讨债而来，是她欠了我们的。另外上场前和上场后，我

都是搂着文殊人，又要去搂火苗，想一手搂一个，没成功。或许，当年的双胞胎，差一点就是

三胞胎了。 瑜伽猫 yogacat 2011-10-24 19:42:04 

回复：上场我对小九妹说，让她把欠我的东西还给我，她说不知欠了我什么，我气得拿

块黑布绑她的腰，在来回地折腾她，不给她休息一下，前面感觉到自己是小孩，不知何时感觉

到是一条小蛇，我的蛇胆曾被案主吃了，所以总不舒服，所以一直缠绕着案主，就是想让小九

妹还我的胆。灵排到最后，我让小九妹画回一个胆给我，并让她缝好，开始小九妹只是随便帮

我缝，我感觉不行、胆会放得不好，我让她认真地又帮我缝了一回，我爬走了……格格 2011-

10-25 8:31:29

45、（304）房颤、房扑、早搏、停博，心律失常一年三个月（药

酒中药材动物灵打心脏，因果转移，坟两岸三地）（上海）

第4911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1-7 10:10:19 

（304）2011年11月5日，第一例，（20111105A），房颤、房扑、早搏、停博，心律失常

一年三个月（上海）。案主曾经在大学工作，也搞过气功治病等。自去年八月份开始出现心脏

心律失常，房颤、房扑、早搏、停博，医生决定要案主安装心脏起搏器。案主最近来看过多次

灵排，也介绍了上海的大学教授来灵排，看到了灵排的神奇，决定本次灵排解决自己的心脏问

题。灵排开始，出现一个画面：是中药铺，一个长长高高的柜台，上面有一个大玻璃罐，上面

贴着一个“福”字，是药酒，里面浸泡了很多动物尸骨。格格代表说自己是被挂在墙上，没有

翅膀，被竹签穿过心脏、喉咙，确认是代表蛤蚧。另外还有代表青蛙、蛤蚧、龟壳、海马等，

现在那些药酒中的动物灵全部来打案主的心脏部位，有几位代表整个人站在案主心脏部位。另

外呈现，案主有生父母、养父母、奶妈，相当于有三位母亲。案主的亲生母亲一直想找到自己

的儿子，但就是有重重阻隔，见不到自己的儿子，案主从小就被亲生父母送走，事后一直没有

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案主自从知道是领养的以后，一直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但一直没有

找到。灵排呈现，曾经一度母子两人同时到过上海东方明珠塔下，但母子还是没有见到。灵排

呈现，母亲为了找到案主，曾经在上海陆家嘴一带摆摊三年，想找到自己的儿子，但一直没有

找到。灵排还呈现了在江苏海门的奶妈一直很想他上坟看一下，灵排中也具体显示了坟墓的位

置。另外养父母也希望案主上坟看一下，灵排呈现，这些坟墓分布在了两岸三地（长江两岸，

三个地方），案主说是那样的，坟墓分布在长江的南岸、北岸，还有一处在崇明岛上。灵排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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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案主的亲生母亲前世杀了不少动物，让动物母子分离，这辈子自己儿子（案主）就被外人

领养了，自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了。案主的亲生母亲生前一直苦苦寻找儿子，生前一直没

有找到，死后灵体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就附在案主心脏部位。另外，母亲看到儿子到处帮别

人，把别人的责任（因果）背到自己身上，案主身上的很多问题是来自其他人的。灵排中出现

了一个猫，眼睛炯炯有神，在寻找目标，与“（279）介绍朋友患胰腺癌的父亲去医院治疗后

一个月去世，自己内疚。自己曾经子宫癌（完形治疗中带来的猫灵附体，因果转移）”那例猫

的神态很像，也发生了因果转移。灵排呈现，案主自己的前世，曾经逃婚，说好与一个女子结

婚的，后来案主逃婚，那个女子这辈子也找上门来，索要婚礼。和解阶段，案主答应为自己的

生母、养母、奶妈上坟。并且向母亲保证，不再插手别人的事情。从灵排出的案主行为规则中

看到，案主的帮人是有私心的，让被帮助者背负内疚，而让案主得益，是一种隐性索取。案主

因为与他人界线不清，承接别人的很多因果问题，发生了因果转移。当案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后，并且道歉后，那个猫灵也离开了。小九妹代表在案主身上盖上了红色布，再外一圈是黑

色布，再外一圈是红色，再外一圈是黑色布，一圈一圈，如同年轮，整体如心脏的形状，以前

的心脏是没有界线的，所以容易受到外界干扰，现在已经有了层层防线。案主完成了前世的婚

礼，结束婚礼后，女方再解除婚约，女方说今后案主的一切与自己无关。案主向所有被杀、被

泡酒中的动物道歉，最后的画面，还是开头的那个出现中药铺的画面，高高的柜台上面有一个

大玻璃罐，上面“福”字不见了，盖子打开了，全场大家闻到很浓的酒的味道，还有酸酸的味

道，最后案主把玻璃罐砸了，告诉动物们全部自由了，动物灵离开了案主的身体。本例灵排，

花了3小时40分钟。 

回复：代表了猫，也有“因搅合别人私事，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之意。案主意识到从此

要明白界线之后，猫才离开了。猫，在三百多例灵排中，出现的次数寥寥无几。一种是家养的

宠物猫，是正常情况；另一种，就跟涉及别人的因果有关。深深体味到，猫，实在是一种特别

的，非同寻常的动物。 瑜伽猫yogacat 2011-11-7 10:50:27 

回复：此個案中代表動物折磨人的一部份，總是喜歡用繩子狠狠地勒住其他代表的脖

子，然後守著不讓他們有自由的行動。當時感覺自己的眼神很犀利，團團圈住一部份代表，將

他們與世隔絕。 ——草草 2011-11-7 11:50:26 

回复：2011年11月5日第一例：心脏心堵、房颤、房扑、早博、心律失常。进场就心慌，

不舒服，反胃。过了一阵，感觉全身黑黑的像只鸟张开翅膀在飞，然后来到案主身边，坐下就

感觉手背麻，像在冰里放了很久了，感觉在慢慢往上移到了手臂，手背只剩下骨头了，过了十

来分钟，我在想：一点点小事，怎么会这样呢，觉得很郁闷、无奈。我是代表案主身心的一部

分。带刺的玫瑰 2011-11-7 20:46:38 

回复：代表案主的亲生母亲，前生逃婚杀了逼婚的人。今生在农贸市场卖水蛇和龟，戴

着竹帽，剥了很多蛇皮，受到报应，浑身痒，皮肤抓烂，就把手往墙上打。腿痛。感觉很后悔

把儿子送人了，自责，自虐。感觉就剩一口气了，就想见儿子一面再死。——若水 2011-11-7 

23:10:56 

回复：我感觉自己是爬行动物（蛤蚧），被人从屁股串到了心再从喉咙串出来，心跟喉

咙非常难受，我爬到案主的身上，疼痛感才逐渐消失，最后案主逐一道歉忏悔，我爬走了……

格格 2011-11-8 9:34:50 

回复：这个个案场上胸一直很闷、不舒服。后面主持案主前世未完成的婚礼。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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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9 0:09:22 

回复：代表案主心脏，一开始被什么打，是头顶部位，右边有闷痛的感觉。后来场上有

动物打案主时，我自己的心脏就噗噗乱跳，或颤动的感觉。本杰明 2011-11-9 11:31:00

46、（305）月经流血不止，输血十次（堕胎，中药材中动物灵报

复）（顺德）

第491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1-7 11:23:04 

（305）2011年11月5日，第二例，（20111105B），月经流血不止，输血十次（顺德）。

案主2009年1月16日开始月经不停，输血过十次，最近仍流血不止。灵排开始，出现了血流成

河，有厮杀的场面，后来看到鹿被射杀，放血，灵排现场出现很浓的麝香等气味，案主承认，

吃了很多中药，安宫、补血一类的，里面含有动物鹿等的成分，但吃了以后，未见疾病好转。

格格代表了案主的前辈，一直在哭，后来投胎过来，被堕胎了，于是被堕胎的婴灵一直在案主

小腹部跳跃，踩案主腹部。另外婴灵也坐在案主的下腹部，用屁股捻案主的腹部，双手搅案主

腹部。案主说，小腹部有囊肿。案主还有失眠，是因为婴灵在哭。另外灵排看到鹿去河边喝水

时，又被人射杀。现场看到有人取活熊的熊胆，还有蛇胆、牛胆。那些动物代表一直说，“吃

进去的要全部吐出来”。并且说“安什么宫？补什么血？都是乱扯。”看到的画面是动物在抓

案主的子宫内膜。现场还看到这样的画面，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招牌，楼前面有很多的

动物灵在抗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的头上很多人被盘了蛇，但他们只睁一眼、闭一

眼，没有认真对待，于是领导失眠很严重。灵排呈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曾经收到过我的《灵

力医学排列》那书，有人也看过，但没有回应。鉴于很多动物作为药材已经写到了《药典》上

面，现在也不知如何处置才好。和解阶段，案主向堕胎的小孩道歉，向被杀的动物道歉，并且

承诺不再服用含有动物药材的中药。“书载时珍尝百草，未见时珍猎百兽”。这一例，月经流

血不止近三年，与堕胎及服用含有动物药材的中药有关，现在案主受到了婴灵和动物灵的报

复。 

回复：智光被我和火苗一人拉一边往两边摔，摔得他精疲力尽倒在地下，他两个漆盖一

抬起来，我和火苗立马就把漆盖踩平。原来信息是人把鹿驱赶奔跑热血沸腾后就锯充血的鹿

角。我说案主吃了鹿胎胶，案主承认吃过。——若水 2011-11-7 22:55:43 

回复：我是案主的前辈，好不容易投胎成小孩，而案主不负责任打掉我了，我非常气愤

和不平，边哭泣边在案主的身体上跳起来、踩她。我要让案主身体也不能正常运转、我要报复

她。我拿红布绑她的下腹、让红色的东西不停地向外流，一直到案主道歉忏悔、满足我的需求

我才离开她……格格 2011-11-8 9:45:18 

回复：我曾经也有流血不止的顽疾，也让我错误地吃下过很多动物性补血制品，阿胶吃

了太多太多。其实吃了之后并无明显效果，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剂罢了；就像曾吞下那些巨量

的止血药，明知无效，又伤胃口，还可能产生无法估计的负面作用。但在无缘明了万物有灵

和因果的时候，却唯有医生和药物补品作为寄托。案主来到刚满一岁的灵排场，实在是一份

有缘殊胜的幸福（注：本留言者本人曾经月经流血不止十五年）。瑜伽猫yogacat 2011-11-8 

10: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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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和若水很兴奋、激动地拉着智光用力甩着，智光累倒了躺下是我们期望的，他稍

微一抬起膝盖就被我们用脚踩平，踩的地方也是案主平时痛的地方；他坐起来就被我们扳倒。

很有征服的感觉，嘿嘿。火苗 2011-11-9 0:47:46 

回复：我代表骡或驴，跟着智光代表的动物要在北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喊冤，不会讲人

话，只会啊啊乱叫。被人杀死取胆剥皮，做什么中药材，好像是安什么宫，补什么血……全是

乱扯，死后的灵总在喊“安什么宫补什么血，乱扯”。当时有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以前鲁迅

讲过那句“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虽然不是明确地为我们申冤，也给我们出了一口气。呵

呵，从数千年来被一种籍着莫明其妙的疗效而被杀害的种类来说，对中医真的是这样评价，鲁

迅恰如其分。 2011-11-9 11:18:36

回复：刚刚那贴是我写的，一下忘了留名。可能要我多罗嗦二句。灵排回来后查了一下

我国动物药种类的相关资料，其中祖述宪写的《关于传统动物药及其疗效问题》比较详细罗列

和分析我国动物药的发展史。论文详细叙述世界上所有民族的用药史上都有使用动物治病的过

程，只是多数在使用过程中无效就抛弃了。本杰明 2011-11-9 11:52:32

47、（315）女儿晕车（抓蜗牛，惊扰松鼠）

第4941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1-15 12:40:52 

（315）2011年11月13日，第三例，（20111113C），女儿晕车。女儿喜欢旅游，但坐了

汽车上时间稍长就晕车，今天灵排就想解决这个问题。案主是我（忠正老师），女儿不在现

场。灵排开始，众人皆头晕，像在坐车，在山里颠簸。遵道而行把智光从椅子上拉下来，同文

姝人一起整智光。后来瑜伽猫也去整他。智光狂叫“我是有身份的人。”众人均笑他，“什么

身份？就是个破老师，身上的衣服里只有43.8元！”智光代表案主父亲，是中学老师（我读

初中三年级时，我爸爸的工资就是40多元）。忠正老师场里走着，口中哼着“叮铛，叮铛”

（应该是学校的上下课敲钟声），忽然被格格和小九妹走过来拖住右腿，摁倒在地，并说不

允许动。然后，格格、小九妹、文姝人、瑜伽猫去整智光，而智光一直大呼，“我是有身份

的人。”瑜伽猫唱“看有身份的人，有啥不一样”，引来遵道而行也一起唱。听到众人的嘲

笑，智光嚎哭道“我要养家糊口。”面子上的好衣服只有一件。小九妹抢过那件衣服，说“好

丑。”她们总欺负智光代表，老实人就是被欺负。后来用椅子把智光围在角落里。格格、小九

妹、文姝人三人还围在椅子边，智光又嚎哭，“我要养家糊口”（我母亲在生产队辛辛苦苦干

活，到了年终决算，年年倒欠，累计欠了队里两百多元，包产到户前清债，小队长、大队长到

中学逼我父亲还钱，把工资全扣了……我看着这一幕，直掉泪，是我初中二、三年级时，那年

的春节就是靠我十元奖学金一家六人过了一个春节）。杨芳说看到松鼠在跳。我说女儿多多去

云南玩时，是看到很多松鼠。若水在一椅子上坐着困得打哈欠，下巴都快掉了。若水代表我父

亲的外公，即我的曾外祖父。格格背上背了个圆垫子，在地上爬，绕着多多转，不停抖动，格

格代表的是蜗牛，女儿多多很小时就喜欢抓蜗牛玩，画的第一幅画很像蜗牛壳，一圈一圈，发

散出去的圈。格格说多多经常不懂怎么喂养她，喂的均是她不吃的食物，饿得她口水都快出来

了！说多多抓了很多蜗牛，都是她的三姑六婆。智光代表被小九妹、文姝人拖着要求还钱，智

光代表一直在悲泣“还钱就还钱，就去挖野菜算了。”就这么步履艰难地走着，还说悄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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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一些钱给外公。智光代表被生活拖得很紧，没有什么希望了，倒在了地上，说，“没有力气

了，没有什么希望了。只希望家里考个大学生。”“吐血”。“去上海农场。”“家里有个大

学生了，别人就不敢欺负我们家了。”杨芳和格格都在找多多（瑜伽猫代表）索命，索三姑六

婆的命，并不停地晃她，摇她脑袋，说多多很喜欢去水边捞她们（蜗牛）。松鼠说是多多进树

林，惊扰到她们了，一家三口受惊吓，走失散了，现在不停来摇晃汽车。智光不停艰难前行。

慢慢又有劲了，说看到希望了，家里有人考上大学了。说自己可怜，外公还更可怜。回头又给

了点钱给外公。突然格格代表迅速爬向忠正老师，然后抓住忠正老师的右手食指，说“女债父

还。”（忠正老师右手食指上真有一块皮肤病伤疤，就是格格大拇指按下的地方。）格格代表

不停钳老师食指，不停叫“女债父还。”我平时就觉得食指那边又痛又痒。智光说，生活就这

样了，没什么了，心的重点放在长辈那里了。瑜伽猫跑到白板那边画鸟（忠正老师说女儿多多

就是喜欢画鸟），杨芳代表看见红色鸟很生气，说红色太张扬了，松鼠不断摇晃汽车。格格突

然跑去打了智光一耳光，说要打到僵硬。老师说父亲是发生过面瘫。格格说找教师还不起，还

是找忠正老师还。文姝人一直追着智光代表说要还钱。格格代表要求忠正老师向她道歉，并保

证让女儿绝对不许抓蜗牛，并且去给蜗牛们撒放一次食物，撒蜗牛爱吃的食物！并且为了让案

主（忠正老师）牢记，还使劲咬了老师食指两次，咬出的形状像螺印。松鼠还来忠正老师背上

跳来跳去。忠正老师说，背上那个地方是有痛。杨芳代表捆住瑜伽猫（代表多多），一直生气

前世招惹过松鼠和画红色的鸟的事情，因为红色太张扬！要求案主给松鼠们食物。一定不要张

扬。格格代表蜗牛结束后，又回到找案主父亲还钱的角色里。最后要求家里一定要放松鼠一家

三口的雕像。忠正老师和智光代表去还钱给格格和文姝人代表，她们接受了，并且说，“一直

想帮你们，可惜一直不知如何帮”，但说我父亲欠了她二十多元，说一直没有还。那个是我父

亲的小姑妈（我祖父的小妹妹），但要求忠正老师的父亲本人去姑妈坟烧点纸还钱，说“我们

不是缺这点钱，是为了他名声着想”（忠正老师说这二十多元钱是1966年借的）。买的纸钱一

定不能低于20多元。若水（代表父亲的外公）说，“你父亲对我还算恭敬，可你（忠正老师）

对我不恭敬”，老师向他道歉，并送了钱给他。若水代表说他要的不是钱，要反省下自己的态

度。不要有分别心。这个分别心把老师和钱隔开了，要开窍、要悟（忠正老师突然想到，平时

做买卖时是有很强的分别心，看不上眼的人，给再多钱也不卖）。若水代表然后丢给忠正老师

一包钱，说这是你爸爸积德给你的一点。以上灵排出的涉及我父亲的很多事情在《爱的传递》

第一章2—9页上有写，涉及曾外祖父的在186、211页上有写，完全吻合，还有很多呈现的事

情，书上没有写，后面我补充。 

回复：个案开始，智光一直说他是有身份的人，我就感觉他好好笑，一个才领43.8元人

民币的教师也叫有身份？我和小九妹就去剥智光的衣服，我们都能欺负的人，就是想看他的身

份在哪里……一会感觉到自己换了角色，成了蜗牛，被案主的女儿抓来玩，还喂我们吃些不是

我们的食品……把我的兄弟妹妹三姑六婆也抓了，我就去钳案主的右手第二手指，一直不松，

还咬他几口，嘴里一直说“女债父还”，我在责怪案主没有教育女儿，也感觉到案主的爸爸也

有责任，我打了案主爸爸的脸，我们是蜗牛，但也是生命……一会跑去摇瑜伽猫的头（代表多

多），摇摇头、晃晃她的脑。灵排和解，我代表的蜗牛要求案主去给我们喂一次食物，是我们

蜗牛吃的食品，害怕案主忘记，咬了案主二次，案主说一定会记住，我最后才爬走。我前面代

表的一部分是案主一位死亡了的老人，案主的父亲欠了我20多元钱，我死了，他的父亲都没还

给我，现要求案主还20多块钱（买纸钱烧）给我……格格 2011-11-15 13: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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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灵排中呈现了我父亲、父亲的外公（我的太外公，也称曾外祖父）。我父亲出生

在上海，2岁时，由于日本轰炸上海，我的祖父就悄悄去了国民政府的军工厂，是保密单位，

后来军工厂一路撤退到南京、安庆、武汉、重庆，与家里失去联系，祖母以为我祖父在轰炸中

被炸死了，就带着我父亲去了江苏海门她娘家。后来我祖母再嫁人，就把我父亲遗弃了，我父

亲由他的外公带大。我的祖母是领养的，即那个外公不是我的父亲的亲生外公（我的祖母后来

再也没过问过她的养父，是我父亲把他的外公养老送终的。）解放前夕，看到共产党来了，有

土地的人慌忙把土地廉价卖了，太外公没有文化，不懂形势，看到土地很便宜，就买了很多，

最后评成分时成了地主。由于地主成分，我父亲考上大学，政审没有通过（当时填的表的阶级

成分写的是外公的，后来谁也不敢给他更改），后来就开始当代课老师。自从开始工作，我父

亲就给他外公钱。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政治斗争激烈，我父亲只好搬家去了启东，到了人

生地不熟的地方，一直受人欺负。我母亲原来是学校会计，到了启东，只好种田去了。我父亲

很看重教师这个身份，那时代课老师的工资比种田的还低，但他就是喜欢教书，感觉有文化

也很自豪。母亲在农村里种地，但男女同工不同酬，同样的劳动，女的工分低，每年年终决

算时，年年倒欠债数十元。后来到了要包产到户了，要清账时，已经累计倒欠200多元。大队

长、小队长催着要还钱，最后找到我父亲的学校，把我父亲未来的工资全部提前扣走了，灵

排呈现的就是那一幕。《爱的传递》上写的我的十元奖学金让一家六人（包括我太外公）过

了一个春节，就是扣完工资后、春节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自从我爸爸开始工作挣钱后，每

月给他外公钱，成了习惯了，后来，我家越来越穷，我父亲还是每月给钱他。后来到了我考上

高中那年，我父亲把他的外公从海门接到启东，搬家时劳累又淋雨，在我上高中的第五天，父

亲吐血住院，诊断是肺结核大出血。智光代表说的“吐血”就是那件事。出院后，家里越来越

穷。一天，我父亲看到报纸上有如东县的一个农场招聘老师，工资高，我爸爸看到了，就去应

聘，面试后那边非常满意。后来，那边农场派人来学校调查，和我爸爸同校又同队的一个物理

老师想去那个农场，说我爸爸得过肺结核，农场知道肺结核一事后，那边就没有再要我父亲，

后来那个物理老师也没有去成。智光说的“去上海农场”，就是那个“如东农场”。那么为什

么名称灵排出来不一样呢？一平曾经写过大丰的知青纪念馆一事，是同样的，一平说的就是上

海在大丰的农场，我父亲应聘的是上海在如东的农场。昨天，我电话我父亲，说起农场一事，

他说不知道是上海开在那边的，但我知道。后来想起来，是一平说的那件事，当时我就接通了

信息。父亲说，当时同农场说好的，要带上他外公一起去的，农场也同意，后来被物理老师说

了有肺结核，没有去成，而那个物理老师，又被另外一位老师告了什么状，也没有去成，最后

三个应聘的，一个也没有去成。这条招聘消息是我父亲在报纸上看到的，其他人没有看到，是

我父亲说了出去，才引起了其他老师跑去应聘，还说了我父亲生病一事。另外灵排中说欠了20

多元，欠钱那个事是在1966年，我家搬到启东时，建房子建到一半，没有钱了，我父亲连忙跑

到他如东县的小姑妈（我祖父的小妹妹，我称呼她为姑婆）那边借了35元，那时可能看着我父

亲太可怜了，就说钱拿去吧，没有说还与不还的事，我父亲以为不用还了，加上后来一直没有

钱，就一直没有还。后来姑婆一次同我祖父说起钱没有还，祖父传话到我爸爸那边了，我爸爸

才知那个钱不是送给他的，是要还的，连忙把钱还了，那时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我父亲曾经多

次说起过这事。灵排中，说到要去姑婆那边上坟，于是告诉我爸爸这事，我爸爸说，还钱的时

候，姑婆说别人还欠她20多元，请我爸爸去要债，后来我爸爸一直没有要回，直到姑婆去世也

没有帮她要回这钱，这次说的20多元，应该是那件事。因为我爸爸欠的是35元，后来还了。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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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中这些细节全出来了。关于太外公说到的孝敬老人的“分别心”，我目睹了我家里的很多矛

盾，是由于我太外公引起的。我母亲曾经对我父亲说过，那时太外公年纪还轻，不要那么早给

那么多钱，到年纪大了再说，但我父亲从小那边长大，同他感情很深，从第一个月拿到工资

开始，我父亲就每月给他钱，太外公就又抽烟又喝酒，就把钱花掉了，然后等着我爸爸寄钱过

去。后来年龄大了，我爸爸又把他接到我家来。我母亲很不喜欢太外公的原因，是他口无遮

掩，总是说，要是共产党不来，他多么多么富有，实际共产党来后，他的土地全部被没收，后

来住的茅草屋只够放下一张床和一个灶。他每年到我家过春节时，总是那样吹牛他曾经多么富

有，让周围邻居均知道他曾经是地主。本来我父亲为了躲政治成分才跑启东去，他来过年，一

直说很富有，让我母亲很愤怒。我父亲保存的给他的汇款单，一大堆。小时候，我看到太外公

又抽烟、又喝酒的，那个烟酒让我家更加雪上加霜，我就很痛恨烟酒，所以我烟酒不沾。说的

分别心，就是这个。灵排中全部出来了。《爱的传递》中，关于太外公的写得不多，没有想

到，灵排时，就呈现了。忠正 2011-11-15 14:20:33 

回复：我上初中时，我父亲只有一件像样的外套，一件衬衣。那时候有称为“假领”的

（实际是假衣，不是假领，领是真的），只有一个领子，穿在里面，外人看了是穿了衬衣，实

际里面穿的是粗布衣服，外面看上去领子是真正买来的布做的。我父亲在70、80年代穷成那

样。忠正 2011-11-15 14:36:09 

回复：十月十一日凌晨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见我的祖母的亲生母亲向我要东西，

我醒来，一想是的，我祖母是领养，我小时候见过我祖母的养父，而且在我读高中的时候祖母

的养父才在我家去世的。每年我家祭拜时，会把这些祖先祭拜，包括祖母的养父母，唯独把祖

母的亲生母亲、亲生父亲忘了，也几乎没有人提起。这次托梦来了。今晚连忙烧了一些东西给

她，包括想到的人。在烧的过程中，我身上有些部位的痛就消失了。真是祖先一个也不能忘

记。忠正 2011-11-10 22:57:38 2011-11-15 14:40:01 

回复：也许我是天魂人，我此前自己的灵排中均是天界的、地府的、外星的、宗教的，

就是不见我的祖先出来。后来我发现，要灵排我的老婆或者我的小孩，才会带出我的前辈进入

灵排中。也可能是，灵排受到的阻力太强大了，远远超过了祖先的因素。也可能是天魂人的缘

故。忠正 2011-11-15 14:46:25 

回复：我代表了折腾案主父亲和讨债的角色，在排列过程中看到的一幕幕真是让人很心

酸。排列一开始智光就说他是有身份的人，我就来兴趣了非要扒了他的衣服看身份，并说：我

们这儿还没见过有身份的人，扒了衣服开开眼界，看口袋里有多少钱……我们扒了他的衣服，

掏出钱包一看才43.8元，笑翻了，原来就一穷教书先生，把他唯一一件穿得出去的衣服到处扔

着玩，就不给他穿，哈哈哈，我们欺负的就是老实人！后来角色换成要钱的人（生产队），把

他围起来堵住，给了钱才让他出去，一直跟着他，觉得钱还没还完，他一有钱就被我们抢了，

他常常急得哭。后来我用算盘一算，还欠人20多块，就在智光耳边提醒，他不理会就只好算

了，在和解的时候，要案主爸爸亲自把那20多块钱买了纸烧给欠钱的人，这笔钱还了后，他这

辈子的功德才算圆满了。文姝人 2011-11-15 14:54:28 

回复：本次灵排，我才搞明白那个如东的姑婆是我祖父的最小的妹妹。因为祖父在抗战

中失散了，后来抗战胜利后才到了南京，我到了上大学时，才有机会去看了祖父。我父母说，

在我小时候，我曾经见过我祖父一次，是他曾找回来老家一次。因为祖父失散了，祖母又是领

养的，所以，基本也没有什么人来往了，加上家里穷，串门也没有这个本钱了，所以，我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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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谁是谁。灵排完了，我电话问父亲，才搞清楚。抗战胜利后，很多外出的人没有钱回家，

想回家，一路挣路费，回到家，最快的半年以上，长的两三年才够路费。抗战胜利后，其实政

府没有人管老百姓，就是大家欢天喜地了一夜，然后大家就踏上了漫漫数年的回家路。紧接

着，就是国共内战。 忠正 2011-11-15 15:03:55 

回复：天魂人完成因果的主要方式是文化、信仰。天魂人是以德为本，以师为主。他们

不管其血脉如何，不管是在哪个区域范围，都是标准的舍己利他的上士。天魂人完成因果的方

式就是六度中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现代天魂人完成因果的做法，就是坚

定正确的信仰，培养高尚情操，以造福人类、普度众生为己任，积极推动人类文明进程！（老

师无疑是标准的天魂人） 瑜伽猫yogacat 2011-11-15 15:57:13 

回复：主要代表了案主女儿。灵魂深处留下过不太愉快的，关于水的记忆，对水有一种

又爱又怕的感觉。天性活泼，爱在水里玩，也爱看天空的飞鸟。画很多鸟，下手时感觉都是很

开放的线条，纯粹的大红色会令自己不舒服，现场时以为没有蓝色笔，还惹怒了另一位代表。

我的世界里，玩过的东西很多很多，无意伤害过的小小动物也很多很多，让我道歉，我能接

受，可是一说不许我张扬，我就开始对抗了。我的性格本不被设限，我是那么自由；我不要限

制。瑜伽猫yogacat 2011-11-15 16:13:41 

回复：松鼠就是这世来找前世惊扰它们家的人，它们希望多多不要再打扰它们生活了，

开心也不要太张扬，因为它们失散多年不开心，看到红色就发怒，讨厌张扬，它们希望的雕像

是让案主记住它们的存在……鱼姐姐 2011-11-15 2011-11-15 17:32:37 

回复：感觉到生活的无奈，但是帮助老人、孝敬老人，我没有分别心。生活再困难，先

得给老人钱，每次感觉到一个人背着家人痛哭，特别是亲戚借给我一袋米，又被别人抢走，说

不出的伤心，后来感觉到对生活、生死非常的淡定。没什么大的奢侈要求，还是那么节俭，对

自己管得好严，经历了人世的沧桑，心里有一片平淡。智光 2011-11-16 8:59:26 

回复：智光代表了我爸爸，上文说到“亲戚借给我一袋米，又被别人抢走，说不出的伤

心”，抢米的是我祖母后来找的那位丈夫，把我爸爸借来的米也抢走了，祖母后夫是一个恶

霸，《爱的传递》209、210页上有写。忠正 2011-11-16 9:05:25 

回复：上海被日军轰炸后，祖母带着我爸爸从上海逃到启东老家避难，碰上了恶霸，那

个恶霸让我们家族中三个女的自杀了，后来我祖母被迫与那个人结婚了，把我爸爸遗弃了。后

来他们家没有生下小孩，但前后领养了4个小孩，领养每个小孩均有极强的目的性，那个恶霸

领养的第一个小孩，是他姐姐的小孩，他的姐姐去世了，后来就把他姐的小孩领养来，领养回

来的第二天，就让他参军去了，然后把他姐姐的财产全部占为己有。我妈妈的妈妈的姐（就是

我外祖母的姐）很富有，送给了我舅舅很好的房子，上面有很多很好的木材，我舅舅说就送给

姐吧（送给我妈妈），被那个恶霸知道了，就让人出来骗我爸爸搬家去启东，说同他妈妈（我

祖母）有照应。我爸爸信以为真（有照应），加上我爸爸外公的成分问题，就从海门拆了房

子，用船运到启东，船刚到启东，东西就被恶霸抢了，人也被打了……从此后，我家开始了长

达40年的噩运。忠正 2011-11-16 9:35:07 

回复：还要喂松籽。忠正 2011-11-16 11:59:05 

回复：我小学二年级时，夏天摘了自己家梨子树上的梨到公路边去卖，也到放露天电影

的学校操场去卖，那时我十岁。忠正 2011-11-16 20:13:34 

回复：灵排现场，我在一旁做灵排记录。这个个案让我看到了那时候的生活艰难和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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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生活的坚持与无奈！心也随着颤抖！蜗牛的亡魂（格格代表）飕飕爬向案主（忠正老

师）讨债时，嘴里嚷着“女债父还”，并迅速的钳住了案主的右手手指。案主说右手食指上确

有一块伤疤，总是好不断根，容易复发。我凑近一看，果然就在格格代表手指掐住的位置。后

来还被格格代表使劲咬了几口，形如螺印。案主说没想到在排列女儿的问题的时候，把手指伤

疤的问题也给排列出来了。希望老师的问题都能解决掉，这样就有更多更大的能量来帮助更多

的人。——薄荷之露 2011-11-16 20:54:30 

回复：这几天灵排中呈现的我爸爸那一幕总会在我脑中映出，我总流泪。小时候我看到

父母为没钱着急，四、五岁时，我就向海门的外婆去要钱给我父母，有一次我带回了外婆给我

的五元钱。上小学了，二年级那年，我夏天暑假跑公路边去卖梨。也是我十岁那年，家里没有

钱了，梨卖完了，我就想把家里的“药芹”（可能是芹菜的一种，大概有60厘米长，那个菜在

启东很少见，我家从海门拿来的种子，因为那个菜有一些药味，我们那边称为“药芹”）拿出

去卖。如灵排中那样，我爸爸的代表智光说是“有身份的人”，作为老师，让我爸爸去卖，我

爸爸肯定不愿意的，于是我自告奋勇说第二天一大早我拿去市场卖。夜里父母把药芹的黄叶摘

了，洗干净，放那边。我担心放那边等到第二天会发黄，于是我就全部泡到水里（因为我看到

家里菜均是随挖随做菜做饭，不会放一夜，这次是为了卖，才提前一夜准备）。早上起来，从

水里捞上来，发现水怎么甩也甩不干，我是用布兜背着去了市场。后来，一位中年男子看中

了，说要买，说好价钱后，说让我背着药芹跟着他给他送去，并拿钱。我跟着他走，走进了我

爸爸的中学，后来进了他们的食堂，然后，那个饭师傅（我们那边那样称呼）叫来很多老师，

有些老师我也认识，但我不认识那个饭师傅，那个饭师傅对着几个老师说，“你看，他背上、

屁股上全是水”，有几个老师问我，身上哪来那么多水的？我说是布兜上的，是芹菜上的。然

后，那个饭师傅，就拿在秤上秤。后来就是那个饭师傅的冷嘲热讽。不久，我爸爸也来了，看

了一眼就走开了，后来那个饭师傅没有给我钱，说会把钱给我爸爸。说能把钱给我爸爸，我就

放心了，回家上学去了。今天早上看到的场景是，饭师傅说我芹菜掺水了，所以故意说我身上

有水，让大家看了证明，然后再秤重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已经是十一、十二月份

了，江苏的天气很冷了，身上有水是很冷的，我只想把药芹卖出去，就根本没有感觉身上冷，

也没有想到那个是叫“掺水”。我不认识那个饭师傅，那个饭师傅应该认识我。那件事，可能

让我父亲很“失身份”，这就是智光留言中“每次感觉到一个人背着家人痛哭”。我一直为从

小能为父母分忧感到骄傲。直到2007年初，参加一个心理学课程，回忆童年时，才第一次知道

那是童年心理创伤，那时是我第一次为童年的经历而流泪。九天的课程后，我哭着回家。忠正 

2011-11-18 7:28:35

回复：邓小平的一大功绩是实行了“包产到户”。其实我在上小学前，看到农村饭也吃

不饱，农村上工如怠工、出工不出力、同工不同酬时，我就想到了包产到户，很简单的，自留

地里的东西，大家珍惜；集体的东西，大家不珍惜。如果全部变成自己的东西，不就大家珍惜

了？盼着有包产到户这样的梦，到了我初中二、三年级时，真的听说要包产到户了，心想这样

就可以吃饱饭了。没有想到，还没有包产，要先清帐，我家欠了队里200多元，把我父亲半年

的工资全部扣走，过春节时，全家没有一分钱……幸亏我挣了十元钱的奖学金回来，全家六人

过了一个春节。忠正 2011-11-18 9:24:56

回复：另外，我家没有宅基地和自留地，我家的宅基地和自留地是租了我祖母家的。因

为我父母户口从海门迁到启东时，开了一个海门已经放弃宅基地和自留地的证明，证明上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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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着阶级成分，因为我爸爸的外公是地主成分，上面有地主成分的字样，我爸爸为了保住“老

师的身份”，就没有递交给启东已经放弃了海门宅基地和自留地的证明，到了启东后一无所

有。忠正 2011-11-18 9:27:14 

回复：灵排中，智光一直说“我是有身份的人”，这几天我深深体会到，我爸爸为了保

住“老师的身份”，而付出了很多。最初代课老师的月工资是18元，比种田还低，但我爸爸就

是喜欢教书。忠正 2011-11-18 9:33:12 

回复：现在说的“一国两制”，其实，我爸爸读高中时，那边就是“一国两制”。那时

启东先解放三年，共产党领导，海门是国民党领导。启东、海门是邻县，启东穷得饭也吃不

上。海门富裕，我爸爸的外公，一位孤寡老人，还能供得起我爸爸读高中。我一位远房叔叔在

启东上初中，光脚跑20多里路上学，叔叔后来高中考上南通中学，一路步行，穿过海门，半路

路过我爸爸那儿，爸爸的外公，也给我叔叔好吃好喝的，我叔叔把柜子中能吃的东西一扫而

空，还带走，但外公还是笑眯眯的。我爸爸读的海门中学，就是因为海门迟解放三年，才读完

了高中，如果早解放，我爸爸就没有机会读高中了。刚读完高中，海门解放，高考政审，没有

通过。主要是海门人对政治比较麻木，没有想到共产党来了，第一件事是政审……以上是我叔

叔告诉我的，我的叔叔后来考上了中央财经学院，我爸爸政审没有通过，只好代课。后来海门

不断政审，我爸爸只好躲去启东，启东那边，我爸爸的母亲的成分是清白的，虽然祖母早就把

我父亲遗弃了，但为了一家子的前途，还是采纳了，是我那位叔叔的哥哥出的点子。自从踏上

启东后，噩梦就此开始了…… 2011-11-18 10:01:12 

第4982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1-30 23:58:52 

“（315）2011年11月13日，第三例，（20111113C），女儿晕车（抓蜗牛，惊扰松

鼠）”，灵排提示，女儿以前抓了蜗牛，现在需要给予喂食一次，喂食蜗牛还好解决一些。灵

排中还提示：“海边，螺，喂的东西全是不喜欢吃的”，考虑到还曾经抓过海螺，于是，让女

儿专门从成都乘了火车回到深圳，是昨天回到深圳的，今天下午我们专程去了惠州多多曾经抓

过海螺的地方喂食，喂食的是紫菜。在喂食前，我们在海边走，没有闻到什么特殊的气味。后

来我们喂食紫菜时，我闻到一阵很腥的海生动物的气味从海里冲鼻而来，并感到一阵头晕，应

该是海生动物过来了。向海生动物深深道歉。

48、（319）二十六岁儿子心动过速，预激综合症，胆小、焦虑

（电视《动物世界》，杀动物，堕胎，升旗）（无锡）

第495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1-21 7:56:37 

来自无锡的信。 

回复：忠正老师，您好！

国庆期间，经朋友介绍，我拜读了您的著作《爱的传递》和《回归本源》，书中一个个

鲜活的案例，令我激动不已，犹如在黑暗中见到了曙光，我坚信，天就要亮了……

老师，我儿子14岁那年，其父亲患抑郁症自杀了，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无法愈合的

伤口，从此一个阳光少年变成了一个郁郁寡欢之人，可以说历尽千难，总算大学毕业，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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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不错的工作，但郁忧、焦虑，特别是焦虑伴随至今，整整12年，有几次心动过速去医院，

医生说是预激综合征，因此他整日提心吊胆，担心心脏病发作，12年间，其中的酸甜苦辣无法

言表，曾到过北京、上海、无锡等地精神卫生中心治疗，但情绪时好时坏，不能痊愈，断断续

续服用中药12年，眼看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如此下去，怎么才能工作和生活？怎样养育下

一代？我看不到希望，作为母亲，我心急如焚、心如刀绞，拜读完您的著作，我就像抓到了救

命稻草，请救救我儿子，让他从此摆脱药物，开始崭新的生活，给他希望，给他阳光，一切全

拜托您了。您书中介绍了“家庭系统排列法”，我有所疑问：1、书中介绍的排列好像有很多

人在场，可对于心理疾病的治疗，人太多了，会不会不太合适？（我是指学员），因为我在上

海精神卫生中心求医时，杜亚松教授就带了好几个学生在场，我儿子说他跟医生说的都是假

话，这说明人多了，他缺乏安全感，无法信任医生，也就无法向医生敞开心扉，因此误导医生

的判断；2、排列后是否能彻底治愈，从此摆脱药物？3、请您不要将我的来信作为案例发表，

好吗？忠正老师，请帮我安排“家庭系统排列”，企盼您在百忙中给我回信，一切拜托！叩

谢！来信地址：（略）……

2011.10.10。 2011-11-23 8:48:02 

回复：我收到信后，即电话了来信者，告诉她可以用“灵力医学排列”的方式处理，不

是“家庭系统排列”，儿子可以不来现场，母亲一人来灵排即可。我们的所有的案例均是公

开的，但没有写姓名、地址，对方接受后，安排灵排。（319）2011年11月20日，第一例，

（20111120A），二十六岁儿子心动过速，预激综合症，胆小、焦虑（电视《动物世界》，杀

动物，堕胎，升旗）（无锡）。灵排结束了，我公开一下那信内容，让大家对照了看，可以发

现，西医和灵力医学的处理实在太不一样了。 2011-11-23 8:48:15 

第4959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1-21 19:26:27 

（319）2011年11月20日，第一例，（20111120A），二十六岁儿子心动过速，预激综合

症，胆小、焦虑（无锡）。今天天气稍冷，有几位代表还在路上，开始的时间迟了几分钟，当

案主坐上案主席，我还没有开始问案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时，我听到了《歌唱祖国》的歌声，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

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

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歌声响了

好几遍了，我问，还有谁去洗手间还没有回来？说有几位。但那个歌声如冲锋号，要我赶紧

排，于是我就不等了，问案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案主说“‘要解决二十六岁儿子心动过速，预

激综合症，胆小、焦虑’的问题”，案主刚说完，我就随着旋律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着《歌唱祖

国》前进。有人在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有人抱在一起，有人不停走着。智光说看到的是电视

画面。随着歌声，我的后面跟了一串代表，如仪仗队，智光拿起了一块红布，原来是天安门广

场仪仗队升旗。升完国旗，我就走了，带刺的玫瑰说“老师，你忘了敬礼了！”，我回头一

看，她们全在向国旗敬礼。我觉得奇怪，怎么我没有敬礼的动作来推动？我说了一句，“你们

长在红旗下，我没有得到保护”。格格和遵道而行使劲拉扯丽丽代表，说丽丽代表案主，而若

水和她连一体，也被拖进去。几位代表堆在一起（丽丽、若水、蝴蝶、草草，杨芳），她们

代表一群动物，死掉的动物，遵道而行踩着丽丽的双脚，用绳子绑着丽丽和草草两代表的脖

子，感觉是被拴起来的动物，遵道而行口中发出“嗤”、“嗤”声，大家说他是代表猴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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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智光代表再也没有力气唱《歌唱祖国》了，看到一只山羊，那只山羊长着长胡子，听到说

《动物保护法》，但他们没有得到保护。场面上的老山羊在慢慢走、袋鼠跳，山羊后来慢慢老

死了。火苗代表案主儿子，后面被人（文姝人）拉着要站起来，前面被人（格格）按着要坐

下。一会儿小九妹来整儿子。然后把她拖到了四人堆中。格格代表说拖到一起吧，她们是一家

的。儿子被整得心跳加速。老师（我）突然说“手起刀落”、“杀鸡儆猴”，遵道而行在对面

说“他病了”，叫了很多次“他病了”。无锡一个鼋头渚的动物园里在开会说，“动物是分等

级的，动物吃动物是理所当然的。”老师突然说“蛇胆川贝液……”，智光代表嚷，“电视广

告太多了，哎，把电视关掉。”火苗代表被一堆人一直在折腾着，格格代表说，火苗代表是丽

丽代表生的，是丽丽的儿子。瑜伽猫代表躺在那边，一直用脚蹬在儿子的腿上，儿子说她们总

是来吓他，弄得他好紧张，总被吓得没有力气。呈现的画面是小九妹代表像一条小狗，总趴在

儿子身上，对着儿子耳朵乱叫，格格代表总拉扯儿子的腿脚，抓脚底，儿子难受得在挣扎。出

现了黑熊抬花轿，但没有新娘，累倒地了。然后出现了豹子在狂奔、跳得很高，“动物可以得

第一名，我怎么不可以啊？”豹子又开始狂奔，跳得很高，那个跳得很高，原来是电视《动

物世界》里的开头序幕，那个片头是合成的，豹子本来没有能力跳得那么高，累得心脏怦怦乱

跳，不断跳，停下时，如同1000米长跑完，如同要死的感觉，原来案主儿子预激综合征、心动

过速的感觉，就是那个豹子跑出来的，而那个镜头是技术合成的。案主说，儿子是喜欢看电视

《动物世界》。那个豹子跳着跳着，就跑到了火苗代表的案主儿子的心脏部位。智光说，看什

么电视麽，全是电视搞的。儿子代表要死的感觉，就是儿子有时候就是那样的。老师代表也说

要累死了。这时儿子代表又被那些代表拖到另一边，九妹过来狂打豹子，小九妹还追着不放，

狂叫、吓他。豹子被整得不行了，大叫“那是假的，那是合成的，我投降”。文姐姐双手捂着

儿子代表的耳朵，保护他，并赶紧把他带到安全地带。豹子成了儿子的化身，继续遭受小九妹

和格格代表的折磨。格格还一边假装痛苦地叫他“乖，听话”，其实，儿子快要被整死了。然

后，感觉儿子代表了一个鸡，被人丢到了狼窝里，被狼吃掉了，被吃掉那时的恐惧，充满全

身。转换身份，格格说自己代表了案主的爷爷，他们三人是在同一个空间（阴间）。儿子说，

慢慢又听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了”，爷爷说，这个儿子是代母亲受过。案主不够孝敬爷爷，

爷爷就吸案主儿子的精气（阳气）。小九妹代表了案主流产的小孩，流产的小孩双脚压在儿子

的胸前，爷爷的脚压在他的心脏部位上，还使劲抖脚！场面中那五个代表一直堆在一起的，是

动物园里被杀死的动物。有鱼、有狼、有豹子，要求案主向她们道歉，并缝合好被刀割的伤

口。家里要放鱼的雕像，看到鱼要放生。有代表领悟到，不食动物、饿死的那些动物，饿死

后，灵魂可以转世成为人道。案主向流产的小孩和爷爷道歉，但两人均听不进去，还把儿子压

得更厉害！爷爷的代表说，“我在阴间一直帮你照顾你流产的小孩，你却这么不尊重我，所以

你的儿子在‘代母受过’”。要案主在坟头祭拜、烧纸钱、烧米饭，无论什么时间，只要祭拜

即可。流产的小孩说案主从来没有对他做过什么，要求祭拜烧米饭，米饭要装得很满很满，要

一个漂亮、高雅的名字，叫“朱小雅”，要求哥哥向她道歉。道歉后，被压在下面的儿子慢慢

感觉有力气了，又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了。后来向文姝人代表的灵魂道歉，这个灵魂一

直陪伴儿子和流产的小孩，同时要向爷爷的另一个代表道歉。后来小豹子又开始跳了，但跳不

高了，但明白了一个道理，英雄误导人，她们那么雄伟，原来也都是造出来的。最后，又回到

了开始的第一幕，“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灵排结束，我突然面向大家一个敬礼。原来，

开始升国旗少掉的那个敬礼，到了最后才出现……那个《歌唱祖国》是电视新闻联播的开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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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而那个豹子，是《动物世界》节目的序幕。 

回复：……升完国旗，我就走了，带刺的玫瑰说“老师，你忘了敬礼了！”，我回头一

看，她们全在向国旗敬礼。我觉得奇怪，怎么我没有敬礼的动作来推动？最后，又回到了开始

的第一幕，“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灵排结束，我突然面向大家一个敬礼。原来，开始升

国旗少掉的那个敬礼，到了最后才出现……忠正 2011-11-21 19:29:53 

回复：参与过多场案例排列了，真切地感受到人生在世一定要多多行善，尊老爱幼，否

则在无形中就会招到因果报应，后代也可能为之受过。何时了？从现在做起吧！——薄荷春天 

2011-11-21 20:56:53 

回复：我去洗水间，回来发现灵排早已经开始，我不知道这个案是排列什么。进场感觉

到美丽代表了案主，我代表了案主死亡的爷爷，感觉到火苗则代表了案主的儿子，我一直跟着

火苗，用脚踩她的胸口、抓她脚和身上痒痒，让火苗焦躁不安、哭笑不得，看见她痛苦的表情

我感到满足。不知何时老师躺在了火苗的身上，我感到老师变成了案主的儿子，我把目标投到

了老师身上、脚底下，拚命地抓痒痒，脚不停踩在他的胸口上。我之所以这样对待案主，原因

是案主不够孝敬我，我还一直帮案主照看流产了的小孩，所以她的儿子是‘代母受过’，灵排

案主道歉，我有悔意，同意不再搞案主的儿子，但要她要求祭拜我这先辈……格格 2011-11-

22 9:11:46 

回复：本例我被格格代表在脚后跟上狠咬了好多口，就是动物园里活鸡被扔进狼窝或者

豹子窝，被狼或者被豹子活活吃掉时的惊恐，狂叫。忠正 2011-11-22 10:15:18 

回复：预激综合症就是那种突然每分钟心跳200多下，而到医院检查时，又查不出名堂。

西医说了一大堆理论，但看了一头雾水。实际是什么？就是如豹子或者人长跑突然停下来时的

症状，或者被人快速按压心脏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外灵信息突然降临案主身上引起的。外灵

不折腾时什么症状也没有，那个症状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西医一头雾水，根本没有搞清楚

是怎么回事。看了本案例，就知道，西医根本治不好。要解决附体灵才行。忠正 2011-11-22 

10:37:17 

回复：开始是仪仗队的一员，感觉国旗高高升起后，我前面的（老师）居然没有敬礼就

走了，深感奇怪。后来感觉一堆动物尸体，自己也横七竖八地躺着，不知道代表了什么。但听

到“鸡掉进了狼窝”，“狼”的发音让我兴奋起来，我不断咽口水，有点想上去撕咬老师的腹

部。突然明白右肩断裂般的痛了。大约是被捕狼夹给打的。痛得我咬牙切齿，但心里怨恨不

多，我要求案主对我说“我看到你了，生命都是平等的，我以后会爱护生命。”最后要她边

说“对不起，不该伤害你，我现在帮你疗伤”。边安抚我，然后再宣布我自由，我从此自由

了。（感觉不是案主直接伤害了我，也许案主也是代人受过。） 瑜伽猫yogacat 2011-11-22 

13:46:04 

回复：我代表被剖开腹并挖掉内脏的鱼，最后，要求案主放回内脏并缝好伤口同时要她

道歉。收到此信息，更强化了不能吃鱼及不可杀生的念头。——蝴蝶 2011-11-23 18:24:08 

回复：这个个案我在场上慢慢走着，被文姐姐代表抓住，抱得紧紧的，我就感觉到我代

表了案主的儿子。文姐姐想让我跟她玩，但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走路的时候她要拉着我去一

边躺下睡觉。我躺下来想好好睡时她又要把我拉起来。不大一会格格、小九妹也过来折腾我，

她们俩用力揉我心口，这也抓一下，那也挠一下，一点都不消停。小九妹还一直在我耳朵边怪

叫，叫得我心神不宁，也睡不好觉。而且她们三人一直在我边上折腾我，我感觉越来越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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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事情稍有风吹草动都怕得不行。最后老师躺倒我边上，案主儿子的信息落到他身上了。 

我这才舒服点。火苗 2011-11-25 19:20:56

第4963条留言   留言者：鱼姐姐   来自：重庆   时间：2011-11-22 11:04:20 

这次灵排又代表了一次鱼，感觉鱼类也是生灵啊，人类不可以滥杀无辜…… 

49、（326）母亲心脏病（前世杀孔雀拔毛）

第4977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1-28 9:17:04 

（326）2011年11月27日，第二例，（20111127B），母亲心脏病（前世杀孔雀拔毛）。 

回复：（326）2011年11月27日，第二例，（20111127B），母亲心脏病。我听我姐姐

说，几年前我妈妈有心脏病，我太忙没有多问。最近我灵排中，发现了几例心脏病是被动物打

出来的，于是我赶紧给我母亲也灵排一下。灵排开始，我被小九妹和格格抓住了，拍打胸部。

然后让我仰天躺地上，小九妹和格格两代表猛打我胸部，我用双手护住胸部，感觉打得太重

了，我承受不了了，她们给我垫了一个垫子保护，继续打，还掀开垫子问我是否承受得住，

后来垫子加到三个，我手还护住，打得太重，很难承受，还打腹部，打膝关节。有代表说，

吃药山海丹。小九妹还在我耳边大叫，我母亲应该还有失眠。小伍说，现在有很多心脏病人吃

山海丹。我代表了我母亲。智光代表说，“把所有精力全部用在发明创造上面了”。智光代表

了我。杨芳说，有一根羽毛做的箭，并射中了背。有代表说有一点点遗尿。智光说，“发现了

灵排是最大的快乐。后来想想妈妈的病好像与外婆有关”。智光后来又说，“我为父母扬眉吐

气了。我到世上来是干什么的？要往哪儿去？经常问我是谁？使命是什么？要往哪儿去？相信

佛家说的心定才产生智慧，对政府改造观念很郁闷。我对不起父母，他们有什么病我并不知，

最大的郁闷是有人不了解，最大高兴是有一大帮人跟我灵排。”杨芳说，你妈妈把孔雀打死并

拔了羽毛。智光说，“父母在我心中已经不存在了，我太累了，真想睡几天，日夜太累了，但

想到了我的事业、为了后人，我还是生活下去，对钱很淡漠，对事业专一，我就活在灵排世界

中，我也不知道灵排中会发生什么事，有时我也很恐惧灵排，我想找志同道合的人，把此事做

下去，也有时感到我太自私了，没有照顾好父母。我很少出门，就是睡觉、吃饭、电脑，很少

关心我的家族。”丽丽说很少与人交流。智光说，“我的问题确实是与我的家族有关，是别人

发现的。”丽丽说，火苗代表多多，瑜伽猫代表多多妈。后来转换角色，格格和小九妹去压玫

瑰代表去了。再后来，格格代表和小九妹再次转换身份，穿着红衣服唱戏。唱的是地方戏，唱

的有《天仙配》里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感觉唱得很压抑、很伤感。杨芳说，唱时听

着烦，就离开了，但不唱了又想听。两人唱不停，感觉妈妈应该接收到很多信息，应该会失

眠。智光说，“房子很简陋，我能看到一些东西（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两人说现在不悲哀

了，也没有兴趣唱了，离开了。草草代表说感到好饿。玫瑰代表说不该来这里。玫瑰被绑起来

了，并被拖走。智光说，“捐了很多钱，我感到在最小、最简陋的小房子里。”玫瑰说，我的

心脏要掉了，上面压了小九妹和格格，并被戏弄。智光说，“看到很简陋的房子里，筷子、菜

刀均挂在墙壁上，烧饭用柴禾，看到一个水缸，装菜是个竹编篮子，房子漏雨。”小伍说，吃

很少就肚子胀，吃很少。智光说，“自己打粮食，感到生活很痛苦。”哭了。有代表感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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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越来越痛。格格和小九妹又唱又舞。又有悲哀感来了。智光说，“平时吃红薯、吃玉米饭，

偶尔有馒头吃是最高兴了。有时几天吃不上东西。我想我妈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生活下来

的。我经常胃胀痛，我发奋读书改变现状。”智光说，“等我有钱了，救助像我一样贫困的孩

子。”有代表说，眼前有通道不知通往何方。智光说，“我有时想想我父母这么苦，哭了。其

实他们都不容易，太不容易了。”杨芳说，还感觉是公鸡啄你母亲心脏，现在感觉好高兴。格

格和小九妹、杨芳一起弄玫瑰代表。格格是妈妈的祖先，爱好唱戏。智光说，“这次我又上一

阶梯，但太累了，接触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又看到师父，头发白长，眉毛也白长。这次我

拿了本书就下来了，好像不十分懂，师父说，等你读懂此书即成功了。其实读这书是很痛苦

的，如打碎石头一样，并说他也没读懂这本书，说这书每翻一页都会很痛苦，一页一页翻完就

成功了，我把该给你的、不该给你的全都给了你，看你自己了。”听到说“精诚所致、金石为

开”。又说“此生读不懂，下世再读”。“此书很大很大，与我谈论的老人在修持，上下求

知。”场上格格、文姐姐、玫瑰、杨芳在跳舞。杨芳是捉弄她们的，又来小九妹捉弄玫瑰。瑜

伽猫代表说很关注老师。智光说，“终于明白了不用阶梯，自己就可以上去的。”文姐姐说，

“连你妈妈的命也不要了，你不要你妈妈啦？”老师拜下，连说对不起，格格阻止他，叫他唱

地方戏给她听，才肯放过他妈，老师唱黄梅戏。后要求老师给她梳头、整理她衣服，说，“像

跳舞一样给我睡下就行了”，并画好眉毛，要说“我是她儿子，你安息吧，我已把你打扮得漂

漂亮亮，唱大戏吧，你不要再缠我妈妈了”。老师又再向小九妹、文姐姐、杨芳等拜下说对不

起。还有火苗、丽丽、玫瑰一起拜下说对不起。主要向小九妹和文姐姐。文姐姐狠抽老师说，

你不用心救你妈妈，我狠抽你，不放过你。世上父母是痴心的，你不把父母放在心上，气死我

了，不断抽打，小九妹和文姐姐不断骂，发怒气，很气，要他关心父母。小九妹代表日本养

母，文姐姐代表父亲。小九妹说为什么平时不回家看看？老师答，想回家看看，但每次离开深

圳，就有政府部门会来查公司，来捣乱，所以就不敢离开深圳。小九妹不解地说，那么就继续

灵排，找原因，解决。于是连着开始下一个灵排。 2011-11-29 16:19:17 

回复：看到智光开始说的话，就流泪了，今年的泪真多，不知道哪天能停。周一早醒来

就知后背偏左中了一刀/枪/箭（不知道是哪个）……一平 2011-11-29 17:47:09 

回复：很不好意思，涉及我父母的灵排，现场代表们也饱受饥饿的痛苦。涉及我父母

的、我早年的，主旋律就是饥饿。我从1966年出生，童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

生，一直在饥饿中度过。后来去了日本，日本养母给了我钱，我一看日本物价太高了，舍不得

用，我悄悄把钱省下，给了我中国生母，我还是饿肚子。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说起我在学校中

饭一直吃的是面条时，日本养母才发现我在日本还是饿肚子。后来搞油公、量子共振信息水的

研究，还是饿肚子，我直到2000年，才开始不饿肚子，能吃饱饭的只有12年。也许是饥饿惯

了，我的生活中没有奢侈品，也没有香烟、没有酒、没有咖啡、没有茶叶，去年开始，只有素

食。忠正 2011-11-29 22:27:20 

回复：是灵排中代表不断说饿，灵排完代表们每人吃三碗饭，饭后又自己买东西吃，我

才意识到这个饥饿不是一般的饥饿，一回想，我饿了30多年，我父母饿的时间就更长了。忠正 

2011-11-29 22:32:12 

回复：我是观众，感觉很热，想吐。于是被要求上场，面对老师眼睛，感觉老师身上有

光环。但是眼睛很犀利，让我感觉很害怕。就在远离老师的一个角落坐下了。坐下来看见一个

代表老师的人被挨打的时候感觉很爽，然后听到老师被红衣女说要唱歌，老师唱《天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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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跟着那女的流泪。不知道为什么坐在那里背痛得厉害。但是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就周日

下午去看的。后来看到老师不断说没有人懂他，但是我很想告诉他，我懂。我非常理解他。当

一个人说世界上就十个人懂的、甚至没有人懂的时候，我很想站起来说我懂，我相信他。但是

我没有说。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代表还是做观众，给搞糊涂了。晚上回到家，还在心里念念叨

叨说我相信他，我懂他。搞不清楚什么状况。快到天亮6点左右，我非常明显感觉身体中有什

么东西离开了身体，然后就想好好睡觉了。有点害怕……老鼠 2011-11-30 10:34:07 

回复：你本来是观众，感应到信息后，就成为了代表，这个时候应该进场，如同其他代

表一样，把感觉到的信息表达出来。因为你周六早上没有来参加开场前的训练和被告知灵排期

间的注意事项，周日下午才来，所以你就不知道如何作为代表参与了，实际是你的信息在现场

没有走完。因此，来观摩的，一定要接受周六早上的训练。忠正 2011-11-30 11:49:30 

回复：本來是做記錄的，殊不知被遵道而行代表給拖到一邊去，再上來兩個人壓著都透

不過氣，壓了些時間后就又被拖走又被壓。心悶胸悶接囧而來，那時候大概是下午2點半，吃

飯不久，可是已經是餓到不行的那種，餓到手腳顫抖，做老師媽媽代表著實不易啊……——草

草 2011-11-30 14:30:41 

回复：孔雀这世化作公鸡找你妈妈，老师，您要跟老人家说了，千万不能杀生呀，要不

然老人家病会有麻烦呀…… 其实我们大家都不要杀生了，阿弥陀佛……！鱼姐姐2011-11-30 

2011-11-30 17:45:51 

回复：我代表了老师的今生和前世，前世是一个修行的道士，三次见过自己的师父，第

一次是好像在天上似的，有几个台阶，是好多的，在华清宫这个地方看到自己老师，没有帽

子，很长的披肩的长发，都是白的；第二次是台阶少了好多，还是看自己老师，老师给了一本

书，字刚开始不认识，但是后来那本书好大，好大，这本书就是老师全部的修行记录和方法，

还有老师也自己没有学过的全部在上面，老师说学这本书的内容像金刚一样，自己要有诚心才

能学会，后来认真学了这本书；第三次去见过自己老师，这时候已不用台阶了，是坐在一个像

团铺上面的自动自然地飞上去的，那种感觉太好了，见老师不用台阶，修行到家了。今世看到

老师妈妈长时间做饭时用的房间和房间内放的东西，简陋的生活用具，看到妈妈当时困苦的日

子，使我流下伤心的泪，另外我一心放在灵排上，对于家人关心特别少，灵排就是我的全部。

有时候觉得特别累，想睡个十天半月的，不想动，不想听，但是每次灵排当中发现一点新东

西，我会感到兴奋，有不断的探索，忘记了累，也不知道累，为了灵排而生活。觉得自己对于

家人很内疚。智光 2011-11-30 17:47:56 

回复：格格代表的，可能是我的姨婆，即我外祖母的姐，或者是太婆，即我外祖母的母

亲。因为一年前曾经听我母亲讲，她的外婆去世时，姨婆曾经对着去世的太婆说，你活着时一

直很宝贝她们的（即把她们当宝贝一样），现在你走了，就走好吧，以后不要再“缠”她们

（指我的母亲和舅舅等）了。因为当时我母亲用了“缠”这个词，所以我印象深刻，感慨我

的姨婆懂如何与去世的灵打交道，但我又担心，用“缠”这个词心里有些不踏实。因为这个

“缠”字用词很特别，所以我就马上锁定这两个人。今晨我电话我母亲，我母亲先说，那个

“缠”字是姨婆说的，说我应该不认识她，我说我认识，我小时候见过的，我还记得。后来我

妈妈说，想起来了，我见过，说我母亲生我弟弟时，姨婆非常高兴。姨婆是没有子女的，后来

领养过一个儿子。我问，是否就是那个姨婆曾经给了我妈妈房子，后来我父母拆了房子去了启

东的？说就是的。那个房子是姨婆给我舅舅的，舅舅就给了我母亲，我母亲拆了这个房子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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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启东去的。母亲说，后来姨婆去世时，妈妈没有过去参加葬礼，提到头发没有理好、口红没

有涂好，我母亲说可能的，可能那个领养的儿子不会梳头、涂口红，所以没有搞好。灵排中，

看到了那个姨婆，我帮她把头发、口红、衣服整理好了，并唱了她喜欢的歌。忠正 2011-12-1 

10:29:38 

回复：我不知什么原因，上场就想打案主，感觉到他代表了妈妈，我打他的胸口，好像

有很多话要向她倾诉。是案主妈妈家的先辈，我生前非常爱好看大戏，所以我死了一直喜欢

唱，越唱越悲，唱到悲惨的时候就不由自主敲打案主的胸口和膝盖，一会我转到一女代表那

（玫瑰），感觉到案主已经变回他自己，我一直不停地唱、跳，唱到悲惨的时候，又情不自禁

泪流满面。然后又跟小九妹搞玫瑰代表。和解时，我要求案主帮我全身披上大红布，象戏服，

红布把我盖起来时还要整齐有序，梳理好我的头发，帮我涂口红，并要案主给我拜三下，我不

缠案主的妈妈了……格格 2011-12-1 13:15:33

回复：灵排中也看到了我母亲被计划生育堕胎掉的小孩，名字当时也取好了，叫

“平”，但计划生育，被迫打掉了。灵排中获知是一个女孩。我感觉很内疚。忠正 2011-12-2 

16:01:30

回复：今天是我父亲生日，母亲电话中说，原来母亲散步步行一公里，胸口就闷，最

近，走很多公里，也没有胸闷的感觉，灵排心脏病后，不一样了。忠正 2011-12-7 17:09:54

回复：这个个案我代表了多多，感觉离父亲很远，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希望得到爸爸

的关注。火苗 2011-12-9 21:02:02

回复：《回归本源》303页，我曾经写过：我母亲的外婆，曾经去世三天后，又活过来

了，别人问她去了哪里，她说，她走过一条独木桥，然后就见到了阎罗王。阎罗王对她说，

“你家小孩在家里哭呢，你回去吧”，于是就又回来了。这三天中看到的很多景象同佛经上讲

的一模一样。后来回来后，又活了40年。我妈妈说起这件事时，说到几个细节，她的外婆去世

时，妈妈的姨妈（我的姨婆）曾经对着去世的外婆说，你活着时一直很宝贝她们的（即把她们

当宝宝一样），现在你走了，就走好吧，以后不要再“缠”她们（指我的母亲和舅舅等）了。

因为当时我母亲用了“缠”这个词，所以我印象深刻，感慨我的姨婆懂如何与去世的灵打交

道，但我又担心，用“缠”这个词心里有些不踏实。另外一个细节，妈妈说她的外婆有时有精

神病，现在明白，应该是有能与灵界沟通的能力，外人看了以为是有精神病。从她去了阴间，

回来后，又活了40年可以推断。通过这例灵排，我又把前辈的一些事情连贯起来了。 忠正 

2012-1-4 9:11:31

50、（330）过敏性鼻炎20多年（鼻中女鬼、狗、青蛙、公鸡）

（盐城）

第4994条留言   留言者：忠正   来自：深圳   时间：2011-12-5 22:01:41  

（330）2011年12月3日，第三例，（20111203C），过敏性鼻炎20多年（盐城）。案主灵

排完（328）2011年12月3日，第一例，（20111203A），每隔三秒打嗝，持续一年多（八卦男

女关系，曹操墓造假，刘欢）（盐城），继续灵排过敏性鼻炎。灵排开始，忠正老师唱着《运

动员进行曲》的旋律，绕场走，老师指了一下本杰明代表说，他是校长。案主说，爸爸是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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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智光代表案主的爸爸，本杰明代表校长）。大家围场走，九妹反向走。智光说，“你们把

学校搞成什么样？”本杰明说，“孩子嘛，让他们玩嘛。”忠正老师说，五年过去了还是那个

样子。智光说，“教育要革命”，几个人拉扯智光。老师说，1973年，案主开始上学。案主

说，1967年生。智光说，学校不能搞革命，教育不能乱。智光代表了案主的爸爸。格格代表钻

到椅子下面，说，1980年就钻得很深了。老师说1973年，塞了什么东西？案主说，没有到上学

年龄，塞到学校里了。本杰明说害怕阶级斗争。格格说，1993年，爬到最里面了，扎根在鼻子

里了。老师说，这么多年了，爸爸被批斗的场面一直没忘记。场景倒回到1978年3月，教室的

西边有坟墓，文姐姐也钻椅子，是后来来的，在椅子后面，代表了一个女鬼。案主说，父亲

学校的边上是有坟墓。1978年3月，智光说，终于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说“我现在活得像

一个人了”，案主突然想起来，说，因为有一个与父亲同名的人，爸爸被错抓了。智光说，

1979年3月，可以回家了。九妹代表案主，依恋爸爸（智光代表）。忠正老师说，终于可以走

路了，养了一个大公鸡，一只脚被绳子拴住了。格格和文姐姐感觉脚很长。智光说，一分钱也

没有，走路上班，没有自行车，后来有了自行车了，凤凰牌自行车，名牌。买了手表，上海

牌手表。感觉现在是人上人了，说有缝纫机就更好，但要80元，把鸡卖掉，但又不敢卖，怕人

说“投机倒把”，就问村里人能不能卖。九妹唱《社会主义好》。案主说，后来爸爸骑了自行

车，跑到南通去卖。智光说，卖鸡的钱，不够买缝纫机。老师说肚子好饿（鸡饿）。1988年至

1990年，格格钻得根深蒂固了。智光说，想养猪，后来感觉当官了。案主说，爸爸当了副校长

了。钱还不够用，少说话，多做事。当官了，整天忙。说发现别人贪污了一毛二分钱，对单位

和人看不惯，曾策划办校办工厂，想搞个电池厂，电灯泡厂，勤工俭学，想孩子到校办工厂上

班。忙完了要给孩子们安排婚姻大事，智光让女儿相亲，女儿不接受，自己找了一个。案主后

来说，家里小时候养了一只狗，后来失踪了，格格说是自己。老师代表那个公鸡，也来到鼻

子里。狗、鸡和女鬼在案主鼻子里。鸡爪蹬鼻子，鼻子会出血。左鼻，格格，1988—1990年。

右鼻，文姐姐，1995年。2000年，更严重，加入了鸡。后来瑜伽猫也进入，是青蛙。智光腰

痛，老了。案主承认，父亲腰椎间盘突出，四处看病，感觉中风了，案主承认父亲小中风。走

路滑了一跤。案主确认前年股骨小中风。文姐姐整智光，让其自打耳光，放倒在椅子上，原来

中风，是那个学校附近的坟墓里的女鬼跟着父亲回家整的。智光（父亲）认为家里很吵，是鸡

叫。想死，又死不了。格格在扯鼻子，感觉鼻子痒痒的。智光说有手机了，但看不清字。案主

承认买了一个手机，很大的字也看不清。案主向鸡道歉，并且把绳子解开了。向女鬼道歉，不

应该把她吵醒，并且带走。把格格代表的狗从椅子里面拖出来，也带走到女鬼那儿，原来狗失

踪，是被女鬼带走的。后来，瑜伽猫代表的青蛙感觉很孤单，案主确认，小时候抓过青蛙。后

来，老师转换成青蛙的代表，拼命呱呱大叫，案主向青蛙道歉，道歉不应该伤害它们和子孙，

后瑜伽猫和丽丽代表了蝌蚪。青蛙要求一片荷叶，洒上露水，并且把小蝌蚪还给了青蛙，瑜伽

猫要求说，“这个世界万物是有灵的，生命是平等的”。后来就安息了，一切平静了。在场的

来自上海的外星人案例的妈妈说，看到青蛙呱呱大叫时，与案主打嗝是同步的，看样子，这个

青蛙叫，也是与案主的打嗝有关，说不定如果没有灵排这个过敏性鼻炎而发现了青蛙，打嗝还

不一定就马上解决了。  

回复：运动员进行曲，就是平时做广播操前放的音乐。http://video.sina.com.cn/v/

b/26387552-1640169970.html 2011-12-5 22:06:05  

回复：我感觉自己代表了狗宝宝的灵魂。灵排开始，我进场爬过去，一直爬到前面的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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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下面（鼻孔）。刚开始是慢吞吞地爬，老师一直说年份，但就是不说1980年。我不停问老师

为什么不提1980年，老师还是说年份什么什么事，我讲自己是1988、2000年之间已经爬进案主

鼻子一侧很深很深了，根深蒂固了。还要了块红色的布，而且住在里面已经非常舒适。我还感

觉到我的腿细长，把案主的鼻孔一侧堵塞了，感觉到有时案主的鼻孔会流血。案主忏悔道歉

后，案主把我拖了出来，我离开了……格格 2011-12-6 8:29:59  

回复：进场就四手四脚趴在案主身上了，感觉对她的咽喉和鼻腔有兴趣，遂拿纸贴住，

不让皮肤裸露太多。她先很配合地环抱着我，我告诉她我不是她的孩子，让她双手放下。后来

文姝人和格格两人躺在椅子下面了，我几次三番说自己是趴在她俩身上的。一直不清楚自己代

表的是什么。接着我们几个挤成一堆，都是在案主的“鼻孔”里了。感觉案主鼻腔会灼热、堵

塞、出血丝等。我的腿脚仿佛无限延伸，柔软地、深深地顺着案主鼻腔通进去，倒挂着。公鸡

也被招来了，霎时更拥挤更热闹。鸡飞狗跳、狗吠蛙鸣什么都有了。后来老师一语道破，原来

我代表的是青蛙。和解时老师也自动转换成了气鼓鼓的大青蛙，最后的要求是重新创造一幅自

然和谐的景象——淅沥春雨中，池塘里两片荷叶互相依偎，大青蛙躲在深绿荷叶下，小蝌蚪游

动在新绿嫩叶上。在“万物有灵”和“生命平等”的宣言中归于宁静祥和。个案结束，这清新

动人的美好感受，让我久久回味不已。 瑜伽猫yogacat 2011-12-6 17:26:21  

回复：上场就和小九妹代表早恋的学生，抱在一起睡觉了。——若水 2011-12-6 

22:38:57  

回复：刚开始上场时双手反过来掐着腰，可感觉这样没力量，就双手正过来掐着腰，在

场地中央踱来踱去。可过一会儿，双手越来越无力，虽然掐着腰，但是快垂下来了。此时，一

直低着头，有股力压我头。我感觉我曾经比较有权利，但现在有一种被批斗或权力被剥夺了的

感觉。随着老师说时间到了某一个年代时，我感觉头可以半抬起来了，虽然是头在右前方半抬

的样子。但过一会儿，老师说时间又倒回到那一个年代时，头又被压下去了。后来随着年代的

前进，头能抬起来了。这个案例，我感觉我代表了一位曾经被批斗过的案主前辈。……万体 

李華峻 2011-12-7 10:13:52  

回复：这个个案我代表了案主的爸爸。像电影一样回放了爸爸一生。从文化大革命，到

改革开放，是这一代人时代的命运。这个时代就有这样的人物命运。最后得了病，为了小孩上

学自己贩鸡仔，特别反对贪污腐化，别人贪污了一毛二分钱就觉得太那个了，还被别人批斗，

但是不管怎么批斗坚持自己、坚持真理，后来也说了几句违心的话，感觉到良心不安，最后有

一个手机还看不清上面的字。中风了。智光 2011-12-8 11:12:48

回复：代表案中的校长，宅心仁厚那种，不太管孩子嬉闹，喜欢孩子表露天性。对后来

的阶级斗争没有感觉，反正不喜欢同事间斗来斗去，无聊，还是看看孩子们整天嬉闹好。本杰

明2011-12-8 13: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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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灵排“（195）2011年6月18日，第一例，（20110618A），牙齿剧痛、肩膀剧痛

（世界之王）。”出现了世界之王搞转基因研究，灵排中，发现转基因似乎违反了自然规律，

于是一直想灵排一下那个转基因食品，但一直没有找到时间。于是我的手机备忘录中一直写着

我想灵排的内容，转基因、猪流感、禽流感、艾滋病、非典。由于手机屏幕一行能显示的字不

多，我顿号也没有使用，直接写的就是“转基因猪流感禽流感艾滋病非典”，手机一打开，看

到的就这些字，但由于要灵排具体患者的疾病，一直没有机会灵排这些。

“（227）2011年7月24日，第一例，（20110724A），妈妈高血压十多年（上海）”，那

例灵排，母亲62岁，有高血压十多年，家族中外公、姨妈均有高血压。灵排呈现，高血压是因

为吃了转基因食品引起。自从吃了转基因食品后，人类精神分裂了，人类疯狂了，干出了很多

疯狂的事情，做了很多不讲伦理的事情，原来那个转基因搞出来的产品，频率是紊乱的，所以

很多人疯狂了。看到这例母亲及其家人的高血压是由于转基因引起了，于是趁热打铁，下午就

专门灵排转基因食品。

“（230）2011年7月24日，第四例，（20110724D），转基因食品。”发现猪流感、禽流

感是转基因食品引起。

转基因食品——无法得到更高的能量，频率紊乱。猪吃了，精神分裂，鸟吃了也精神分

裂，人吃了也精神分裂。是人的贪婪，制造了转基因。猪流感，是因为猪吃了转基因食物；禽

流感，是鸟类吃了转基因食物引起。 

猪流感到底是怎么回事？猪得了一种怪病，其特征为突发咳嗽、呼吸困难、发热及迅速

转归。检测DNA，发现了猪体内有新的DNA产生，按照以前科学家的认知，只有病毒才会携带那

些简单的DNA，于是科学家想像在DNA外面还有一个壳，这个壳就是病毒的壳，DNA由病毒携带

而来。实际并没有壳，那个DNA直接就是在转基因的食物中携带进来的，而这个DNA是在转基因

的过程中，把正常的基因打碎后的片段。这个DNA片段是一个异物，猪遇到异物后，体内产生

防御反应，第一个症状就是产生了如感冒样的症状，于是就取名字“流感”，这样就真相大白

了。

禽流感是鸟吃了散在地上的转基因食物，得了精神分裂症。人吃了转基因食物，人也全

得了精神分裂症，最后是猪拱猪，人拱人。

灵排完了，才知“转基因、猪流感、禽流感”是一体的，虽然我在手机备忘中那几项一

直写在一起，没有想到是同一件事。

（234）2011年7月30日，第四例，（20110730D），灵排艾滋病成因及对策。

灵排呈现，艾滋病是由于基因紊乱引起。灵排呈现，有科学家在研究DNA/RNA结构，在早

期生物化学研究时，在研究、拼接嘌呤、嘧啶时，形成了新的DNA/RNA结构，当时还是早期研

究时，几乎对这些一无所知时，科学家是无意中制造、传播出去的。病毒很稳定，潜伏期很

长，后来病毒有了免疫力。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是被实验出来的，艾滋病毒可以使基因紊

乱，染色体紊乱。后来出现有人悬赏500万美元求购疫苗，后来从这批疫苗中传播了出去。这

个是在碱基连接起来的时候形成的。这个艾滋病与转基因不同，转基因的研究有极强的目的

性，是故意制造的。而艾滋病病毒是随机研究中，无意中出现的。是紊乱的基因，紊乱的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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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后来灵排中，又出现了世界之王，在帆船酒店中开会，他们策划研究生化武器，1982年开

始了对艾滋病有目的的研究，到1984年，把那个碱基也搞清楚了。后来有国际组织贩卖相关的

疫苗、检测仪器设备，挣了很多钱。后来有人搞基因的方法研究治疗艾滋病，是走进了死胡

同，原来是在研究碱基如何配对时，无意中制造了艾滋病毒，搞基因研究太危险，是人类在自

取灭亡。人类无法控制基因研究，灵排呈现唯有量子共振信息水不触碰基因，来纠正紊乱的共

振频率才有效。用基因以毒攻毒没有用。艾滋病毒结构，嵌入了无意义结构，破坏了基因的功

能表达，使人体的部分功能丧失，才引起疾病。

艾滋病病毒是基因链里的一个小段，在被切割的时候就开始变异。破坏了人类的免疫系

统。

（250）2011年8月21日，第三例，（20110821C），灵排非典的成因及对策。

灵排呈现，非典是国外来的，有目的、有组织、有预谋的。非典是美国的机构制造的病

毒，这是一个防疫产业。本来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疫苗，等待中国非典患者死亡达到十万、八万

时再出手，倾销疫苗。然而中国人用中药，居然把非典控制住了。国外的防疫机构感觉非常恼

火，那事先准备好的疫苗还没有来得及投放市场，没有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中国用中

药就把非典控制住了。原来是美国针对中国的病毒武器，这一战役没有成功。后来那个疾病正

式定名为SARS。更详细信息，看具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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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说明：在大多数灵排案例的标题括号内有1-2项说明，那个说明表示的是该例灵排呈现的特征，

因为随着灵排案例的增多，相同病名的案例会越来越多，有时查阅案例时因为病名相同，一下子找不到到

底是哪一例，括号内标了特征，便于查找和回忆。这个特征并不一定表示病因。后一个括号内表示案例来

自何地，没有写明地名的是来自深圳本地，或者对方没有透露地名。

未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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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早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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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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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  2010年7月6日，（20100706-），心脏杂音（堕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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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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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0）-  2010年11月16日，（20101116-），鼻炎（创业励志）（A20=A46）。

有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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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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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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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0年10月17日，第一例，（20101017A），高血压20年（前辈饿死）。 

（26）6、2010年10月17日，第二例，（20101017B），在美国发生车祸后全身瘫痪。 

（27）7、2010年10月17日，第三例，（20101017C），头痛、浑身痛十多年（北京）。 

（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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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0年10月31日，第一例，（20101031A），罕见的遗传代谢病（堕胎）（北京）。 

（3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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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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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0年11月7日，第一例，（20101107A），解决健康问题（葬礼）。 

（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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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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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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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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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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2011年1月9日，第一例，（20110109A），风湿性关节炎疼痛和僵硬。

（71）2、2011年1月9日，第二例，（20110109B），母亲老年痴呆（海难）（江苏）。

（72）3、2011年1月9日，第三例，（20110109C），打鼾。

（73）4、2011年1月9日，第四例，（20110109D），嫂子晚期脑癌（湖北）。

（74）1、2011年1月16日，第一例，（20110116A），肺癌（蝗虫蛀）（江苏）。

（75）2、2011年1月16日，第二例，（20110116B），小孩发育六岁如四岁。

（76）3、2011年1月16日，第三例，（20110116C），糖尿病三年（水库内淹死）。

（77）4、2011年1月16日，第四例，（20110116D），十四岁儿子多动症、自闭症（哈尔滨）。

（78）1、2011年1月23日，第一例，（20110123A），晚期肺癌半年，耳聋一年（海口）。

（79）2、2011年1月23日，第二例，（20110123B），先天性左眼近视、弱视（猎人打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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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2011年1月23日，第三例，（20110123C），肺高血压10年，脑梗塞（湖北）。

（81）4、2011年1月23日，第四例，（20110123D），乳腺癌。

（82）1、2011年2月19日，第一例，（20110219A），白血病（江苏大丰）。

（83）2、2011年2月19日，第二例，（20110219B），帕金森综合症（中日战争）（上海）。

（84）3、2011年2月19日，第三例，（20110219C），直肠癌晚期（广东江门）。

（85）4、2011年2月19日，第四例，（20110219D），头痛、颈椎痛、眼睛看不清、耳聋（精神病

院）（河北）。

（86）5、2011年2月20日，第一例，（20110220A），家族性糖尿病（1968年援越抗美战争）（云

南）。

（87）6、2011年2月20日，第二例，（20110220B），肥胖。

（88）7、2011年2月20日，第三例，（20110220C），母亲颈椎痛16年（屋后坟墓）（南昌）。

（89）8、2011年2月20日，第四例，（20110220D），5岁女儿夹腿（杀鸡）。

（90）1、2011年3月5日，第一例，（20110305A），女儿掉发、斑秃、肛门白斑（山泉，堕胎）

（辽宁） 。

（91）2、2011年3月5日，第二例，（20110305B），女儿先天性智力不好，月经前精神狂躁（前世

婚礼）（无锡）。 

（92）3、2011年3月5日，第三例，（20110305C），精神病12年（杨贵妃）（江苏大丰）。 

（93）4、2011年3月5日，第四例，（20110305D），哮喘30年（平坟）（江苏盐城）。

（94）5、2011年3月6日，第一例，（20110306A），颈椎囊肿十年（蚂蚁窝）（辽宁）。

（95）6、2011年3月6日，第二例，（20110306B），女儿闭经8年（孙中山、蒋介石等）（无锡）。

（96）7、2011年3月6日，第三例，（20110306C），母亲两腿难受、沉重发冷6年（蚯蚓钓鱼）（无

锡）。

（97）8、2011年3月6日，第四例，（20110306D），从小累、精神状态不好（外星人）。

（98）1、2011年3月12日，第一例，（20110312A），直肠癌术后复发广泛转移，人造肛门（前世情

杀）（呼和浩特）。 

（99）2、2011年3月12日，第二例，（20110312B），妹肺结核（堕胎）（青岛）。 

（100）3、2011年3月12日，第三例，（20110312C），父亲胃癌晚期淋巴、肝转移（念佛与仙姑）

（江苏苏州）。 

（101）4、2011年3月12日，第四例，（20110312D），脚踝湿疹、疼痛（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

（新疆）。 

（102）5、2011年3月13日，第一例，（20110313A），食道划破手术后三年插管鼻饲，二次手术后

（五四运动）。

（103）6、2011年3月13日，第二例，（20110313B），从小肥胖、下肢浮肿（唐僧、许仙）（青

岛）。

（104）7、2011年3月13日，第三例，（20110313C），失眠26年（车祸中去世的妹妹在窗台唱歌、

拆婚姻）。

（105）8、2011年3月13日，第四例，（20110313D），丈夫牙周炎、白头发、肾虚、睡眠不好（杀

羊）。

（106）1、2011年3月19日，第一例，（20110319A），身体紧张和沉重（商纣王）。

（107）2、2011年3月19日，第二例，（20110319B），父亲肝癌晚期放疗后（日本战争失败后）

（广西）。

（108）3、2011年3月19日，第三例，（20110319C），母亲老年痴呆（坟墓没有搞好）。

（109）4、2011年3月19日，第四例，（20110319D），右眼4岁起眼睛失明无光感（耍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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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110）5、2011年3月20日，第一例，（20110320A），母亲乳腺癌9年，头顶痛、头晕、恶心（堕

胎）（成都）。

（111）6、2011年3月20日，第二例，（20110320B），眼睛干涩40多年（渡江战役）（上海）。

（112）7、2011年3月20日，第三例，（20110320C），乳腺增生20年，手痛、腿痛（堕胎8次）（广

州）。

（113）8、2011年3月20日，第四例，（20110320D），很忙，但没钱进。

（114）1、2011年3月26日，第一例，（20110326A），母亲鼻腔恶性淋巴瘤（狐仙）（江苏）。

（115）2、2011年3月26日，第二例，（20110326B），打呼噜、呼吸停顿（堕胎）（南京）。

（116）3、2011年3月26日，第三例，（20110326C），腰痛30年（堕胎）（兰州）。

（117）4、2011年3月26日，第四例，（20110326D），失眠、抑郁症8年（第三者）（中山）。

（118）5、2011年3月27日，第一例，（20110327A），颈椎痛4天（明朝嘉靖年间江湖故事）（成

都）。

（119）6、2011年3月27日，第二例，（20110327B），过敏性鼻炎（从破四旧到邓小平年代）（上

海）。

（120）7、2011年3月27日，第三例，（20110327C），阴道炎十多年（崇祯皇帝冤魂和皇太极）

（杭州）。

（121）8、2011年3月27日，第四例，（20110327D），臆想症、人格分裂18年（足球）（潮汕）。

（122）1、2011年4月2日，第一例，（20110402A），丈夫白血病（大宅内两冤魂）（常州）。

（123）2、2011年4月2日，第二例，（20110402B），夫妻关系不和谐（堕胎）（广州）。

（124）3、2011年4月2日，第三例，（20110402C），子宫癌15年复发，淋巴转移（吸血鬼）（潍

坊）。

（125）4、2011年4月3日，第一例，（20110403A），糖尿病十年，腿湿疹（抗美援朝后的父亲）

（北京）。

（126）5、2011年4月3日，第二例，（20110403B），25年前冰地摔倒后，全身疾病至今（秦始皇）

（青岛）。

（127）6、2011年4月3日，第三例，（20110403C），感情纠结五年（堕胎）。

（128）1、2011年4月9日，第一例，（20110409A），女儿近视十年（南唐后主李煜）（无锡）。

（129）2、2011年4月9日，第二例，（20110409B），儿子口吃三年（爷爷附身）（山西运城）。

（130）3、2011年4月9日，第三例，（20110409C），母亲腰痛15年（前男友，堕胎）（上海）。

（131）4、2011年4月9日，第四例，（20110409D），儿子胡言乱语，精神病5个月（大宝法王）

（无锡）。

（132）5、2011年4月10日，第一例，（20110410A），母亲乳腺癌5个月术后（对对联，堕胎）（上

海）。

（133）6、2011年4月10日，第二例，（20110410B），乙肝小三阳11年（杀蛇）（无锡）。

（134）7、2011年4月10日，第三例，（20110410C），女儿鼻腔癌3个月（杨门女将）（广州）。

（135）8、2011年4月10日，第四例，（20110410D），一直挣不到钱（前辈抢钱）（昆明）。

（136）1、2011年4月16日，第一例，（20110416A），肾衰竭（堕胎与生育教育）（北京）。

（137）2、2011年4月16日，第二例，（20110416B），母亲睡不好，胡思乱想13年（藏珠宝字画）

（苏州）。

（138）3、2011年4月16日，第三例，（20110416C），肺癌两个月（战争攻城）（广州）。

（139）4、2011年4月16日，第四例，（20110416D），二姐精神分裂症30年（朝鲜战争）（广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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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2011年4月17日，第五例，（20110417A），母亲头痛几十年，中风走路不稳，摔倒骨

折，换人工关节两月（舅舅淹死）（广州）。

（141）6、2011年4月17日，第六例，（20110417B），晚期直肠癌手术后发烧40度，肛门痛（卓一

航的四世）（呼和浩特）。

（142）7、2011年4月17日，第七例，（20110417C），儿子情绪激动，精神不集中，头痛，疑心重

（希腊美人海伦）（青岛）。

（143）8、2011年4月17日，第八例，（20110417D），儿子过敏性鼻炎四年（吸血鬼）（广州）。

（144）1、2011年4月23日，第一例，（20110423A），弟弟脑癌两次手术后复发（前世多世仇杀）

（南宁）。

（145）2、2011年4月23日，第二例，（20110423B），爸爸肺癌晚期发现两个星期（李自成陈圆

圆）（盐城）。

（146）3、2011年4月23日，第三例，（20110423C），乙肝大三阳五年（法海和尚）（佛山）。

（147）4、2011年4月23日，第四例，（20110423D），腰痛、胳膊麻20多年（堕胎三次）（黑龙

江）。

（148）5、2011年4月24日，第一例，（20110424A），儿子口吃、学习困难、打呼噜很明显（格桑

与央金）（平顶山）。

（149）6、2011年4月24日，第二例，（20110424B），父亲老年痴呆14年（母亲间歇性精神病）

（浙江衢州）。

（150）7、2011年4月24日，第三例，（20110424C），近两年婚姻走下坡路，与丈夫分居（苏

州）。

（151）8、2011年4月24日，第四例，（20110424D），投资借出的钱收不回（青岛）。

（152）1、2011年4月30日，第一例，（20110430A），父亲胸腔积液2个星期（爷爷踢背）（南

昌）。

（153）2、2011年4月30日，第二例，（20110430B），手僵硬、肩膀痛一个月（白蛇传）。

（154）3、2011年4月30日，第三例，（20110430C），自十岁时起背痛、事业总不成功（男，堕

胎）。

（155）4、2011年5月1日，第一例，（20110501A），过敏性鼻炎、哮喘、近视21年（阿拉伯王子）

（常州）。

（156）5、2011年5月1日，第二例，（20110501B），肺癌（打猎杀动物）（潍坊）。

（157）6、2011年5月1日，第三例，（20110501C），强迫症、嗜睡（林黛玉）（无锡）。

（158）7、2011年5月1日，第四例，（20110501D），舅妈20天内突然肝衰竭西医需换肝（地狱之门

打开）（天津）。

（159）1、2011年5月7日，第一例，（20110507A），女儿胎记、全身过敏（人鱼公主）（上海）。

（160）2、2011年5月7日，第二例，（20110507B），父亲哮喘、两条腿无法行动。

（161）3、2011年5月7日，第三例，（20110507C），弟弟精神病三十年（爱没有表达）（珠海）。

（162）4、2011年5月7日，第四例，（20110507D），后肩痛、脖子痛（五万鬼请求帮助）。

（163）5、2011年5月8日，第一例，（20110508A），外婆脑梗塞15年，瘫痪8年、腿骨折（外公引

起）（上海）。

（164）6、2011年5月8日，第二例，（20110508B），母亲肺癌发现18天（西游记）（山东莱阳）。

（165）7、2011年5月8日，第三例，（20110508C），母亲腰椎痛、脚骨坏死（堕胎）（广州）。

（166）8、2011年5月8日，第四例，（20110508D），全身痛三年（中日战争国共战争）（佛山）

（167）1、2011年5月14日，第一例，（20110514A），母亲风湿性关节炎近40年，腰椎间盘突出，

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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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2、2011年5月14日，第二例，（20110514B），女儿胰腺癌晚期广泛扩散（考秀才）（温

州）。

（169）3、2011年5月14日，第三例，（20110514C），从小焦虑症20多年（不接纳父亲）。

（170）4、2011年5月14日，第四例，（20110514D），日本3月11日地震海啸原因。

（171）5、2011年5月15日，第一例，（20110515A），眼角外侧皮肤黄斑（南京）。

（172）6、2011年5月15日，第二例，（20110515B），手指、胳膊、腿发麻2年多（科举高考制

度）。

（173）7、2011年5月15日，第三例，（20110515C），过敏性鼻炎40年（地狱功德簿）。

（174）8、2011年5月15日，第四例，（20110515D），母亲头晕（猴子附身）。

（175）1、2011年5月28日，第一例，（20110528A），更年期综合症（蛇与石头，堕胎）（南

京）。

（176）2、2011年5月28日，第二例，（20110528B），白血病一年，化疗六次后复发，目前诊断为

淋巴瘤（珠海）。

（177）3、2011年5月28日，第三例，（20110528C），场景性尿失禁，压力性尿失禁20多年（投

胎、堕胎）（江苏）。

（178）4、2011年5月28日，第四例，（20110528D），肩膀痛近两月、牙齿痛一星期（地狱之火燃

烧）。

（179）5、2011年5月29日，第一例，（20110529A），腰痛十年（日本慰安妇部队）（南京）。

（180）6、2011年5月29日，第二例，（20110529B），父亲中风后3年，现吞咽困难（饥荒年代）

（济南）。

（181）7、2011年5月29日，第三例，（20110529C），手腕痛、颈椎痛半年，手腕拉伤（阿依尔，

大小狐狸）（江苏）。

（182）1、2011年6月4日，第一例，（20110604A），大孙子自闭症、多动症（堕胎，魏忠贤）（湖

北）。

（183）2、2011年6月4日，第二例，（20110604B），直肠癌六年、肺癌两年（前辈冻死小孩）（上

海）。

（184）3、2011年6月4日，第三例，（20110604C），13岁女儿近视（包青天、丈夫车祸）。

（185）4、2011年6月5日，第一例，（20110605A），耳朵内有翅膀拍打在鼓膜上的声音，流脓水，

听力不好（假历史）。

（186）5、2011年6月5日，第二例，（20110605B），被狗咬，打狂犬疫苗后全身游走性刺痛，咽喉

不舒服（潘金莲、西门庆）（重庆）。

（187）6、2011年6月5日，第三例，（20110605C），母亲晕车四十多年（生辰八字搞错）（江

苏）。

（188）7、2011年6月5日，第四例，（20110605D），破解秦兵马俑之谜（秦始皇与秦妈）。

（189）1、2011年6月11日，第一例，（20110611A），9岁半通灵儿子很害怕看到去世的人（太婆太

公投胎）。

（190）2、2011年6月11日，第二例，（20110611B），妈妈心肌缺血，胃不舒服（父朝鲜战争，朱

雀和蛇）（博罗）。

（191）3、2011年6月11日，第三例，（20110611C），舌头溃疡，肩膀痛（强奸坠楼案）（广

州）。

（192）4、2011年6月12日，第一例，（20110612A），我的使命及完成使命的资金链（欠蟑螂的蛋

糕）（广州）。

（193）5、2011年6月12日，第二例，（20110612B），母亲断指7个月，双腿麻4、5年（法海除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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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广西）。

（194）6、2011年6月12日，第三例，（20110612C），丈夫背痛20年（薛仁贵，堕胎）。

（195）1、2011年6月18日，第一例，（20110618A），牙齿剧痛、肩膀剧痛，头晕（世界之王）。

（196）2、2011年6月18日，第二例，（20110618B），父亲糖尿病20年（前辈近亲婚姻纠葛，堕

胎）（东营）。

（197）3、2011年6月18日，第三例，（20110618C），父亲神经元病变（张学良假历史）（南

通）。

（198）4、2011年6月19日，第一例，（20110619A），丈夫脖子酸痛（堕胎，喜洋洋与灰太郎）

（北京）。

（199）5、2011年6月19日，第二例，（20110619B），头痛、胸痛、腿痛、耳鸣20年（开餐厅杀动

物）（天津）。

（200）6、2011年6月19日，第三例，（20110619C），17岁儿子右脸胎记（德国希特勒、卡尔.马克

思、海灵格）（东营）。

（201）7、2011年6月19日，第四例，（20110619D），头昏10多年（开餐厅杀动物，与父亲的关

系）（天津）。

（202）1、2011年6月25日，第一例，（20110625A），肾衰竭手术后心脏憋闷（同性恋、人妖）

（北京）。

（203）2、2011年6月25日，第二例，（20110625B），对长辈尊敬心不够，从小叛逆（中日战争）

（广州）。

（204）3、2011年6月25日，第三例，（20110625C），母亲中风后遗症（祖先牌位扔厕所）（潍

坊）。

（205）4、2011年6月26日，第一例，（20110626A），小孩身上痒，两腋下奇痒半年（建房挖皇帝

墓）（南通）。

（206）5、2011年6月26日，第二例，（20110626B），丈夫跨下痒15年，长手掌大黑色物（建房挖

基督徒墓，少林寺）（南通）。

（207）6、2011年6月26日，第三例，（20110626C），父亲眼内有黑影半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

港）（南通）。

（208）1、2011年7月2日，第一例，（20110702A），白血病一年半，13次化疗后将再化疗（上海滩

截留保护费）（潮州）。

（209）2、2011年7月2日，第二例，（20110702B），痛风20年，现在脚趾头痛（一双绣花鞋）。

（210）3、2011年7月2日，第三例，（20110702C），内分泌失调，后背长痘，驼背（与丈夫的关

系，文学作品中的爱情）（北京）。

（211）4、2011年7月3日，第一例，（20110703A），乙肝带菌20多年，家族性三代人乙肝（遗忘第

五代前辈）（温州）。

（212）5、2011年7月3日，第二例，（20110703B），卵巢囊肿手术后（前世神父的7个小孩，堕

胎）（上海）。

（213）6、2011年7月3日，第三例，（20110703C），左肩游走性发麻（五万个圣灵请求帮助）。 

（214）1、2011年7月9日，第一例，（20110709A），胆囊结石两个（遗忘前外婆，灵力医学社会压

力）。

（215）2、2011年7月9日，第二例，（20110709B），头晕、眼睛蒙、脑鸣（郑成功、施琅）（海

口）。

（216）3、2011年7月9日，第三例，（20110709C），子宫肌瘤（堕胎）（辽宁铁岭）。

（217）1、2011年7月16日，第一例，（20110716A），子宫肌瘤（堕胎）（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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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2、2011年7月16日，第二例，（20110716B），父亲病危住进重症监护病房（医院冤鬼抢病

床）（梅州）。

（219）3、2011年7月16日，第三例，（20110716C），丈夫咳嗽时右边头发麻一个月内两次（杀动

物，刘邦后代）（北京）。

（220）4、2011年7月17日，第一例，（20110717A），家庭矛盾多，想缓解夫妻关系（战友救父亲

而牺牲但不感谢，堕胎）(无锡）

（221）5、2011年7月17日，第二例，（20110717B），胃肠道不好（肠绦虫感染，汉谟拉比法典，

堕胎）（无锡）。

（222）6、2011年7月17日，第三例，（20110717C），儿子内向不与人交流（玩网络游戏）（无

锡）。

（223）7、2011年7月17日，第四例，（20110717D），投资一千多万元的工厂每天出问题（厂地曾

日军轰炸、土法炼钢爆炸冤魂闹鬼）。

（224）1、2011年7月23日，第一例，（20110723A），母亲肺结核很多年反复发作，呼吸道感染

（茶花女）。

（225）2、2011年7月23日，第二例，（20110723B），白细胞、血小板低，红斑狼疮十年（前世性

淫乱）（温州）。

（226）3、2011年7月23日，第三例，（20110723C），九岁儿子先天发育不好（外星人）（上

海）。

（227）4、2011年7月24日，第一例，（20110724A），妈妈高血压十多年（猫和老虎，转基因食

品）（上海）。

（228）5、2011年7月24日，第二例，（20110724B），外婆脚风湿病（毛泽东、杨开慧）。

（229）6、2011年7月24日，第三例，（20110724C），神识不凝聚，大脑一片空白（武则天，李

治）。

（230）7、2011年7月24日，第四例，（20110724D），转基因食品。

（231）1、2011年7月30日，第一例，（20110730A），腿酸软，睡不着（我要回越南）（湖南）。

（232）2、2011年7月30日，第二例，（20110730B），92岁母亲老年痴呆十年（文革创伤，堕胎）

（北京）。

（233）3、2011年7月30日，第三例，（20110730C），母亲胃炎、便秘十多年（打死老鼠）（博

罗）。

（234）4、2011年7月30日，第四例，（20110730D），艾滋病成因及对策。

（235）5、2011年7月31日，第一例，（20110731A），脾胃不好、胃胀、便秘二十年（迁坟）。

（236）6、2011年7月31日，第二例，（20110731B），子宫肌瘤、腹痛（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

炸）。

（237）7、2011年7月31日，第三例，（20110731C），小孩关节痛。

（238）1、2011年8月13日，第一例，（20110813A），丈夫说活不长、欠债没还，肥胖（前世客栈

钱债情债）（北京）。

（239）2、2011年8月13日，第二例，（20110813B），父亲壶腹癌术后（上将爷爷，保姆）（宁

波）。

（240）3、2011年8月13日，第三例，（20110813C），父亲喉癌术后复发（杀蛇，邪教奥姆真理

教）（海口）。

（241）4、2011年8月14日，第一例，（20110814A），一直差钱，欠款要不回（前世前辈扣留钱）

（宁波）。

（242）5、2011年8月14日，第二例，（20110814B），找的男友总两个月即分手（海船上，狗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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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宁波）。

（243）6、2011年8月14日，第三例，（20110814C），丈夫心脏有问题，血糖高，脂肪肝（房建在

坟地上）（北京）。

（244）7、2011年8月14日，第四例，（20110814D），妹妹子宫癌（堕胎，开餐厅杀火鸡）（英

国）。

（245）1、2011年8月20日，第一例，（20110820A），癫痫十多年（阿拉丁神灯，拆婚姻，堕胎）

（天津）。

（246）2、2011年8月20日，第二例，（20110820B），家族性三代人有肠息肉（坟坏，忘了前四代

祖先）。

（247）3、2011年8月20日，第三例，（20110820C），儿子心理障碍，不与外人交流（血战台儿

庄，网络游戏）（无锡）。

（248）4、2011年8月21日，第一例，（20110821A），有三个朋友借钱超过100万不还（不与伴侣领

结婚证）。

（249）5、2011年8月21日，第二例，（20110821B），右手食指皮肤病（外星生命体传递信息）。

（250）6、2011年8月21日，第三例，（20110821C），非典的成因及对策（病毒武器，国际势力反

华）。

（251）7、2011年8月21日，第四例，（20110821 D），子宫肌瘤（家族性堕胎成井字形互相重叠）

（辽宁）。

（252）1、2011年8月27日，第一例，（20110827A），母亲痰多，后脑嗡嗡响，梦见很多死去的人

（前辈盗墓打死蛇）（宁波）。

（253）2、2011年8月27日，第二例，（20110827B），婚姻问题，丈夫不愿沟通（丈夫的奶奶和伯

伯附体，堕胎）（宁波）。

（254）3、2011年8月27日，第三例，（20110827C），丈夫事业没有起色，挣不到钱（吃花甲，堕

胎）（宁波）。

（255）4、2011年8月28日，第一例，（20110828A），婚姻没有安全感，总有离婚的信息出来（前

世公婆开妓院、毒死丈夫）（宁波）。

（256）5、2011年8月28日，第二例，（20110828B），高三的儿子学习困难，性格内向（研究驱逐

舰，想考军校）（宁波）。

（257）6、2011年8月28日，第三例，（20110828C），挣钱不够堵漏洞（过度医疗）（南阳）。 

（258）1、2011年9月3日，第一例，（20110903A），小舅舅精神病20多年（去世的二舅舅附体）

（苏州）。

（259）2、2011年9月3日，第二例，（20110903B），肾结石十多年、肝脏不好、出虚汗（前世欠情

债）。

（260）3、2011年9月3日，第三例，（20110903C），找不到稳定的伴侣（前辈被拆婚姻自杀）。

（261）4、2011年9月4日，第一例，（20110904A），焦虑十多年（小学四、五年级合并学校，堕

胎）（潍坊）。

（262）5、2011年9月4日，第二例，（20110904B），钱进得很多，出得更多（车祸亡灵讨债）（北

京）。

（263）6、2011年9月4日，第三例，（20110904C），哥的两岁小孩白血病（吸血鬼，前辈两个父

亲）。

（264）1、2011年9月10日，第一例，（20110910A），小舅摔跤、发烧半个月，疑似中风在医院抢

救中（前妈的女儿在向阴间拉，杀鱼）（南通）。

（265）2、2011年9月10日，第二例，（20110910B），前几年丈夫脑肿瘤，前几天大便失禁，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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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情绪失控（把男丁堕胎掉了）。

（266）3、2011年9月10日，第三例，（20110910C），六岁女儿胆小、常哭、遗尿症、睡了叫不醒

（日本间谍灵魂回不了日本，堕胎）（温州）。

（267）4、2011年9月11日，第一例，（20110911A），交的男朋友总分手（宫女告密，弃婴）（温

州）。 

（268）5、2011年9月11日，第二例，（20110911B），母亲肝内胆管癌晚期（遗忘舅舅和外公，日

本轰炸珍珠港）。

（269）6、2011年9月11日，第三例，（20110911C），结婚12年不怀孕（爷爷打死蛇和踩蛇蛋）

（广州）。

（270）7、2011年9月11日，第四例，（20110911D），找亲生爷爷（父亲掉河中被救，捕鱼的爷爷

的水泥船沉没去世）。

（271）1、2011年9月17日，第一例，（20110917A），取外星人安放在左肩的芯片。

（272）2、2011年9月17日，第二例，（20110917B），近两年养生美容会所留不住顾客和员工（前

世歌剧院纵火案，亡灵挡门口）。

（273）3、2011年9月17日，第三例，（20110917C），脑子太乱，工作效率低，工作、生活一团糟

（前世杀小狮子）。

（274）4、2011年9月18日，第一例，（20110918A），全身关节、骨骼疼痛半年（自然流产的小

孩，前世发大愿）。

（275）5、2011年9月18日，第二例，（20110918B），生意不顺，借出的钱还不回，担保也赔钱

（国企改制不公，前世债务）（丽水）。

（276）6、2011年9月18日，第三例，（20110918C），从小到大缺钱（遗忘五姑妈，西域冰山）。

（277）1、2011年9月24日，第一例，（20110924A），肾萎缩、肾炎、肾脏高血压、肾性贫血一年

（前世捕杀海生生物，今生遗忘去世的哥哥、母亲）（陕西）。

（278）2、2011年9月24日，第二例，（20110924B），17岁儿子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情绪很大

（外星球转世来的）（南京）。

（279）3、2011年9月24日，第三例，（20110924C），介绍患胰腺癌的朋友的父亲去医院治疗后一

个月去世，自己内疚。自己曾经子宫癌（完形治疗中带来的猫灵附体，因果转移）。

（280）1、2011年10月1日，第一例，（20111001A），夫妻关系不和，老婆常生气，闹腾（堕胎，

太监，李后主，相扑）。

（281）2、2011年10月1日，第二例，（20111001B），我的使命（治病救人，因果）。

（282）3、2011年10月1日，第三例，（20111001C），父亲精神分裂症，失眠，思想不能控制20年

（堕胎，婚礼）。

（283）4、2011年10月2日，第一例，（20111002A），素食馆经营障碍多（以前是海鲜馆杀生，堕

胎）。

（284）5、2011年10月2日，第二例，（20111002B），肺癌九年（遗忘去世的女儿，摸了一下手）

（湖南）。

（285）6、2011年10月2日，第三例，（20111002C），18岁女儿不听话，跑外地，不上学，走偏了

（打群架，堕胎）。

（286）1、2011年10月15日，第一例，（20111015A），母亲子宫癌晚期（雍正皇帝历史写错，神

经元病变）（湖北）。

（287）2、2011年10月15日，第二例，（20111015B），癫痫，思维不正常，情绪不正常（遗忘去

世者，堕胎，杀动物）（上海）。

（288）3、2011年10月15日，第三例，（20111015C），女儿人际关系不好，对母亲不尊重（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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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眼珠，朱元璋旁系后代）（无锡）。

（289）4、2011年10月16日，第一例，（20111016A），胸部紧张，心脏悬半空中、有破碎的感

觉，抑郁焦虑不安20年（前世烤狼，堕胎）（盐城）。

（290）5、2011年10月16日，第二例，（20111016B），无法掌控现金（未执行使命）（广州）。

（291）6、2011年10月16日，第三例，（20111016C），当前要解决的问题（坚持）。

（292）1、2011年10月22日，第一例，（20111022A），父亲失眠、气喘两个月（红色娘子军，慰

安妇，奥姆真理教）（海口）。

（293）2、2011年10月22日，第二例，（20111022B），肩膀痛、腿痛、失眠一个多月（槟榔女，

鲍鱼仔，龙虾）（湖南）。

（294）3、2011年10月22日，第三例，（20111022C），17岁儿子失眠，睡觉黑白颠倒两年（军

训，去坟地，堕胎）（海口）。

（295）4、2011年10月23日，第一例，（20111023A），儿子自二十岁起读不进书，人不舒服，吃

了十年抗精神病药（父亲搞生命科学研究违反伦理，坟墓坏）（上海）。

（296）5、2011年10月23日，第二例，（20111023B），母亲心烦、睡不着，头晕，头痛三年（吃

蛇胆，拿仙桃）（海口）。

（297）6、2011年10月23日，第三例，（20111023C），鼻炎近二十年（邓丽君用歌声促进中日恩

怨化解，文化融合）（南京）。 

（298）1、2011年10月29日，第一例，（20111029A），肠出血二年，便秘，上周发现直肠肿块

（The red show，独占舞台，共享舞台）。

（299）2、2011年10月29日，第二例，（20111029B），十六岁儿子静不下心来做作业，愤怒多

（租住的房内有两对四个亡灵）（盐城）。

（300）3、2011年10月29日，第三例，（20111029C），过敏性鼻炎七年半（陈水扁自编自导枪击

案，中华一家亲）（盐城）。

（301）4、2011年10月30日，第一例，（20111030A），十五岁女儿脾胃不好，便秘十年（踩肝

脏，要生男，管家乱血统）（义乌）。

（302）5、2011年10月30日，第二例，（20111030B），结婚三年多一直没怀孕（杀鸡取卵，周扒

皮偷看母鸡下蛋，结扎）（济南）。

（303）6、2011年10月30日，第三例，（20111030C），心里烦，快死的感觉，晚上不能睡觉，低

烧2个月（掉粪坑，日本运尸车，川岛芳子）（石家庄）。

（304）1、2011年11月5日，第一例，（20111105A），房颤、房扑、早搏、停博，心律失常一年三

个月（药酒中药材动物灵打心脏，因果转移，坟两岸三地）（上海）。

（305）2、2011年11月5日，第二例，（20111105B），月经流血不止，输血十次（堕胎，中药材中

动物灵报复）（顺德）。

（306）3、2011年11月5日，第三例，（20111105C），咽炎30年，耳鸣20年 ，眼睛很花、视力不

好，左侧偏头痛（丈夫参加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河南）。

（307）4、2011年11月6日，第一例，（20111106A），牛皮癣十五年（在后背上弹古琴、下棋，张

謇中状元历史有假，马英九的政局）（盐城）。

（308）5、2011年11月6日，第二例，（20111106B），脑袋不清醒，智慧谋略不够（脑袋塞满了，

堕胎）。

（309）6、2011年11月6日，第三例，（20111106C），肩膀痛、脖子硬二十多天（火星人来访）。

（310）1、2011年11月12日，第一例，（20111112A），两眼不好，黄斑变性，右眼看不见（火星

人看电影，堕胎）（上海）。

（311）2、2011年11月12日，第二例，（20111112B），母亲小脑萎缩三年（东方红，刘志丹，堕



第六章 灵排案例总目录

161

胎）（海口）。

（312）3、2011年11月12日，第三例，（20111112C），女儿大半夜自言自语二十多年（上海龙华

火葬场亡灵，火星飞碟）（上海）。

（313）4、2011年11月13日，第一例，（20111113A），处理与火星人有关的事（火星人灵魂附体

女儿，癫痫，脱裤子）（上海）。

（314）5、2011年11月13日，第二例，（20111113B），近几年不能同异性接近，一接触就生病

（去世的表弟附体，坟太近，心魔，童话世界）。

（315）6、2011年11月13日，第三例，（20111113C），女儿晕车（抓蜗牛，惊扰松鼠）。

（316）1、2011年11月19日，第一例，（20111119A），父亲左眼、左侧脸不舒服两年（祖母要保

镖）。

（317）2、2011年11月19日，第二例，（20111119B），发现直肠癌十天（未祭祖，前世杀人抢军

队粮草）。

（318）3、2011年11月19日，第三例，（20111119C），胃痛、十二肠痛五、六年，全身痛（堕

胎）（哈尔滨）。

（319）4、2011年11月20日，第一例，（20111120A），儿子心动过速，预激综合症，胆小、焦虑

（电视《动物世界》，杀动物，堕胎，升旗）（无锡）。

（320）5、2011年11月20日，第二例，（20111120B），四岁女儿右下脸凹陷（玛雅文化，亚特兰

蒂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爱因斯坦）。

（321）6、2011年11月20日，第三例，（20111120C），有自虐、自杀倾向（母亲未生男孩，母亲

堕胎）。

（322）1、2011年11月26日，第一例，（20111126A），二十多年前开始身上一阵阵热，一年到头

热，汗在头上，冬天也热（祖坟被长江洪水冲坏，侯德健唱《我的中国心》，众多亡灵跟随领导人）

（上海）。

（323）2、2011年11月26日，第二例，（20111126B），三岁多儿子牙齿坏，除了门牙其他牙齿全

坏（讨前世风流债，小和尚下山）。

（324）3、2011年11月26日，第三例，（20111126C），女儿白天对着窗口自言自语（与外星人说

话）（上海）。

（325）4、2011年11月27日，第一例，（20111127A），女儿癫痫发作时有畜生的气味（火星人造

动物附体）（上海）。

（326）5、2011年11月27日，第二例，（20111127B），母亲心脏病（前世杀孔雀拔毛）。

（327）6、2011年11月27日，第三例，（20111127C），为什么我离开深圳，公司就会出事（走向

国外境外，包装自己）。

（328）1、2011年12月3日，第一例，（20111203A），每隔三秒打嗝，持续一年多（八卦男女关

系，曹操墓造假，刘欢）（盐城）。

（329）2、2011年12月3日，第二例，（20111203B），老公腰痛30年（见死不救，堕胎）（江

阴）。

（330）3、2011年12月3日，第三例，（20111203C），过敏性鼻炎20多年（鼻中女鬼、狗、青蛙、

公鸡）（盐城）。

（331）4、2011年12月4日，第一例，（20111204A），父亲心脏病肝脏病（堕胎，华侨，集体婚

礼，基督教天主教）（武汉）。

（332）5、2011年12月4日，第二例，（20111204B），家里挣不到钱（见死不救，打土豪，前辈抢

钱）（江阴）。

（333）6、2011年12月4日，第三例，（20111204C），夫妻关系不好（去世四个姨妈）（上海）。



162灵排

（334）1、2011年12月10日，第一例，（20111210A），女儿后肩酸痛（火星人放芯片）（上

海）。

（335）2、2011年12月10日，第二例，（20111210B），一家人无法生活在一起，婚姻面临解体

（黄埔军校）。

（336）3、2011年12月10日，第三例，（20111210C），从小怕冷（亲眼看到前世的冤亲上门和师

父，冰上溜）。

（337）4、2011年12月11日，第一例，（20111211A），把女儿身上所有的芯片全取掉（火星人）

（上海）。

（338）5、2011年12月11日，第二例，（20111211B），岳母每晚噩梦，大喊大叫，恐惧（饥荒饿

死灾民，日本血吸虫）（湖北）。

（339）6、2011年12月11日，第三例，（20111211C），母亲后颈痛近两年（灵魂放反）（江

苏）。 

（340）1、2011年12月17日，第一例，（20111217A），八岁女儿眼睛散光、弱视（列宁暴力革

命，丫头片子）。

（341）2、2011年12月17日，第二例，（20111217B），抑郁症七年（南京大屠杀，渡江战役）

（重庆）。

（342）3、2011年12月17日，第三例，（20111217C），焦虑，心跳加快（修公路祖坟被挖）（重

庆）。

（343）4、2011年12月18日，第一例，（20111218A），14岁儿子晚上睡不着，早上不想起床，上

课打瞌睡（李治皇帝喊冤，堕胎）（宁波）。

（344）5、2011年12月18日，第二例，（20111218B），顽固性失眠11年（遗忘祖父祖母，动漫产

业瞎编历史）。

（345）6、2011年12月18日，第三例，（20111218C），尝试灵排口头不讲主题，只心想，是否能

与主题吻合（与台湾合作前景）。

（346）1、2011年12月24日，第一例，（20111224A），身心灵不统一，心是悬空的感觉（从沙皇

到列宁、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

（347）2、2011年12月24日，第二例，（20111224B），女儿张嘴转舌头，抽筋，肘打人，滚动

（火星人造智能动物借灵魂）（上海）。

（348）3、2011年12月24日，第三例，（20111224C），女性生理周期不正常，子宫内膜异位症

（成都）。

（349）4、2011年12月25日，第一例，（20111225A），母亲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母亲前世

丈夫金三角贩毒品，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成都）。

（350）5、2011年12月25日，第二例，（20111225B），严重失眠一星期（南京大屠杀、渡江战役

亡灵喊冤，政府无人管）。

（351）6、2011年12月25日，第三例，（20111225C），自己公司走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佛台

上闹鬼）。

（最新案例请看http://www.lingpai.org，灵排主要安排在每周六、周日。诚征图书销

售商与新书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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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吃鸡蛋！！！

——养鸡场老板女儿的忏悔和劝告：

由于接触到传统文化，在老师的鼓励下，才有勇气把这个鸡蛋是怎么来的讲出来。同

时，也向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人道歉，向所有伤害、杀害的众生道歉：对不起，我们错了!

经常看到有人在早上会吃鸡蛋，也听人说：早上一个鸡蛋加杯牛奶，真好!

我们家养蛋鸡，但不吃。我家养蛋鸡十几年了，就在一个两层楼的小学学校里养。二十

几年前，我家就养鸡，那时是放养，鸡很聪明，很健康，我们自己家里人也都吃鸡蛋和鸡肉。

现在，小小的鸡苗到家以后就要给它打针、去喙。打针，可以让它们比家养的鸡少生病和长得

快。去喙，可节省饲料消耗，减少啄癖发生，但若操作不当可造成出血死亡或终身残疾。等鸡

长到能上架后，一个房间里就可以放600只左右的鸡，从此，那就是它们一生要住的囚笼了。

三个月后，它们就可以生蛋了，每天给它们吃的食物主要是：玉米、米糠、油饼粉和“营养

包”的混合饲料。记得才开始养时，爸爸去给我们鸡苗的公司考察，回来后，就再不吃鸡蛋和

鸡肉了，不光是他，他们一批去公司的人回来都不再吃了，同时也劝家里人不要再吃。因为

“营养包”上写的维生素、蛋白质、纤维素等，不是“营养包”里的所有的内容的名称。不然

这些鸡怎么可能一天生下两个蛋呢?家鸡要生成一个完整的蛋大约需要24小时。也就是说，一

个正常鸡蛋的形成需要24小时以上，如果没有别的作用力，鸡不可能一天当中产两个看起来正

常的鸡蛋。家鸡软皮蛋、薄壳蛋一天当中产2个以上有可能。蛋鸡的蛋里面有激素，在饲料中

添加了生长激素和促进排卵的激素，增长素……这使得鸡的生殖系统和身体提前长成。为了预

防“鸡瘟病”（禽流感）等一些疾病，降低鸡死亡率，要定期给鸡喂食大量的“抗生素”（如

土霉素、庆大霉素、氟苯尼考等）对人体有害的药物。鸡蛋里肯定有残留，鸡体内残留激素通

过产蛋这一途径排泄。因为从小就把这些鸡当机器，除了给它药物的作用，为了让它早生产，

还要给鸡照光，因为光照可以刺激蛋鸡的下丘脑，使其分泌促性腺激素作用到性腺（卵巢），

使产蛋量增加，所以，初产蛋的蛋鸡精神亢奋，高度神经质，直到给它再加上抑制神经的药。

从它们上架产蛋，就会发出低沉的“扼扼……”的呻吟，每当我们进去捡鸡蛋时，它们的声音

就特别的大，好像在求救一样，好像在哭述：“我生不如死……”大家都应该知道江本胜博士

的《水知道答案》，这样的鸡生下的蛋，您还觉得安全吗?这样就很能理解，现在的小孩子为

什么不那么听话，为什么两三岁的小女孩胸部会变大，会来月经……总之，现在的怪病越来越

多，看病越来越难。有人会说，我不吃那样的鸡蛋，我吃土鸡蛋。那么请问你能确定你从超

市高价拿回的就真是土鸡蛋吗?我家里也出产“土鸡蛋”。鸡体内残留激素的作用，加上在这

样的囚牢生存，它们很容易生病，比如它患上输卵管炎，这样生下的就是白色较小的“土鸡

蛋”。而这些更加对人体有害的“土鸡蛋”反而比正常鸡蛋要贵很多!

在我们邻村有家养猪的，他家的猪很肥，三个月就可以长一批起来。有一年，他老婆把

给猪吃的饲料给家里的小土鸡吃，结果，两个月，这批土鸡就长大生蛋了，看起来，也是正常

的“土鸡蛋”，还很受买家的欢迎。这些就是我所了解的自己身边的事，所以，下次吃蛋前，

请您再三考虑：您拿在手中的或你孩子手中的那一个是无害的吗?还听人说，“这些不能生蛋

的鸡运走后，喂以类固醇饲料，短短一星期，鸡只便肥大壮硕，肉质松软，再卖给这些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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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排的加工厂。这就是你们吃的酥脆、松软的香鸡排。”所以，如果你的朋友有喜欢吃香鸡

排的，也别忘了把这件事告诉他。试问：我们真的必须吃掉这些有害的东西吗?20多天长大的

鸡，3月出产的猪，还有这些可怜的蛋鸡和蛋?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为了我们地球的环

保，请您《向肉食说NO》!

我是这家的女儿，现在我接触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弟子规》后，深深地感到从事这个

行业是多大的错误。观看了《圣贤教育改变命运》后，才明白，我爸爸常年的身体疼痛是多年

杀生、害人的反作用力在起作用。我弟弟开车把人给撞死，自己受重伤，差不多花掉家里所有

的积蓄，也是反作用力在起作用，这些不吉利的财真是凶入凶出啊!在此，我代家人忏述多年

的害人害己的事，希望能赎一些罪业。我也会力劝家人改行。也劝同样从事养饲行业的人们，

不要再从事这个行业了，“天不生无禄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总有一个利人利已的行业可

以让我们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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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传体育总局下发通知：禁止运动员再吃猪肉

2012年01月21日 01:35

来源：扬子晚报 

本报讯　北京时间1月20日消息，近期瘦肉精已经是令运动员谈虎色变的东西，在备战奥

运会到了关键时刻的阶段，体育总局为了防止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也是采取了各种措施。

昨天有运动员在个人微博里说：“今天总局下达通知，禁止运动员再吃猪肉，甚至在外

羊牛都不能吃，只能吃鸡鱼。领导直接崩溃，之前还能吃到从北京空运过来的‘安全肉’，现

在就连国家自己给运动员养的猪都查出了瘦肉精，这个社会还有安全感吗？”接下来的一条微

博里，这名运动员又说：领队说要自己养猪……

经核实，体育总局近期确实召开过有关奥运备战期间食品安全问题的会议，会上建议运

动员以后在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不过并没有不让运动员吃猪肉的硬性要求。据了解，只是重

申了不允许运动员在外吃猪肉和牛羊肉，同时运动训练基地的肉类也需要主动提交国家兴奋剂

检测中心进行检测。也许是队里口头传达的缘故，这名运动员对规定的理解出现了一些偏差，

她随即也删除了这两条微博。

近两年来已经很多运动员因为瘦肉精的问题出事，这其中还包括一些重量级选手，例如

北京奥运会柔道冠军佟文就曾经因为误食瘦肉精被处以禁赛两年的处罚，险些错过伦敦奥运

会，虽然事后上诉成功，但毕竟也是让人吓了一大跳。而另一位奥运冠军举重名将廖辉也是因

为瘦肉精被禁赛，前途依然未卜。在距离伦敦奥运只有半年的时候，体育总局当然不希望因为

瘦肉精这种场外因素影响到奥运会的成绩。

我们的眼睛看得见的只是三维空间，只占4%，96%的四维空间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彻底的

唯物主义者，只信这个4%的世界。而这4%的眼睛看得见的部分，已经被解开的，也只是一小部

分，所以，人们做事如盲人摸象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以上案例，可知，杀生会引起疾病，这就是“因果报应”。懂得因果报应，人们会

自律。一个没有自律完全靠他律的国家，治理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律）。自律从不杀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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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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果.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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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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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9月至1985年7月，在江苏省启东中学就读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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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一直与日本合作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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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追踪发现并证明了灵力

和灵力场的存在，这是宇宙的第五个力和第五个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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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宇宙的第五个力和第个种场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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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灵力医学和灵力医学排列（简

称“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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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灵排揭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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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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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生包括今生和前世杀生），其中重大疾病与杀动物有关者超过14%。40%的疾

病由假历史引起，称为“历史病”，即造假会致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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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4%的疾病与外星生命体或者传递宇宙信息不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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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统计有交叉重复）。有些疾病是今生的，有些是前世带来的，有些是前世和今

生综合作用。

灵排证明了灵魂、灵魂转世的存在，灵排揭示疾病主要是因果报应，另外有部分

是宇宙信息传递不畅引发。

堀尾忠正进一步研究发现，疾病表面看是因果报应，实质是在四维空间由外灵附

体引发，人、动物被杀（包括堕胎），肉体在三维空间消失，但灵魂在四维空间继续

存在，会附体杀生者，引发疾病。历史被写错者，灵魂不安息，附体很多后人，希望

后人纠正。坟墓损坏、不祭祖，会附体后代，希望后代处理。外星生命体传递宇宙信

息不畅时，也会引发受托者疾病。

堀尾忠正研究发现：所有的疾病与频率紊乱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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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疾病均用此方法治疗，且不

需要传统的诊断，直接处理疾病。作者找到了疾病治疗的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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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学是相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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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学的一个极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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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排——透过疾病看因

果》，《灵排——破解疾病和历史》，《灵排——破解因果和疾病》，《人应吃素不

杀动物——14%的重大疾病由杀动物引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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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不抽烟、不喝酒、不喝咖啡、不喝茶，不参加应酬。近年素食、不杀生。喜

欢纠错、喜欢破解灵异事件。痛恨造假。喜欢做众人做不了的事和发明。治病救人。

深圳市日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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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征图书出版商和销售商

医学硕士堀尾忠正已经在香港出版的书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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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回归本源——从巫术到家庭系统排列到量子共振信息水》；

3、《灵力医学排列》（案例89例）；

4、《Soulforce Medicine》（《灵力医学（英文版）》）；

5、《灵排——透过疾病看因果》（案例105例）；

6、《灵排——破解疾病和历史》（案例83例）；

7、《灵排——破解因果和疾病》（案例94例）；

8、《人应吃素不杀动物——14%的重大疾病由杀动物引起》。

堀尾忠正每周六、周日举行灵排，收集案例，汇总后大约每三个月出版一书，诚

征图书大陆出版商和销售商。

堀尾忠正的系列书，就是灵力医学的实践、探索的总结报告，奉献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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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lforce Medicine Found the Causes and Treatment Methods for 
Diseases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cases recorded in the books are up till the end of 
2011, and altogether 351 cases of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with whole-process 
video record are preserved up till now. 

In the previous several books, it has been clear that 40% of major diseases are related 
to killing living beings, which includes killing persons, abortion and killing animals, in the 
previous life and in this life. Case 7 recorded in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s about 
a 73-year old English Professor in Haikou. He had back pain for 40 years and could not get 
it cured. Later,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was conducted for him, which showed 
that his family killed a python, and the python’s soul possessed him, which caused his back 
pa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after he killed the python, his four 
uncles died just after the age of 30, plus other persons in his family, altogether more than 
10 persons died in succession, and all these were caused by the revenge of the python. 
During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couple apologized to the python sincerely. 
Whe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proceeded to 80%, he had no back pain, and 
the back pain did not come back later.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s making the time 
flow back to the starting point of disease, finding the reason, and making corrections. If 
the Party apologizes sincerely, makes corrections and is excused by the revenger, after the 
reconciliation, he/she will be cured. If the party does not make corrections and there is no 
reconciliation, he/she will not be cured. Let’s recall the scene before and after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During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couple did not 
have meal with us on the same table, as they believed in Buddha and only ate vegetarian 
dishes. They saw that we have animal food on our table, they did not eat them and only had 
noodles in clear soup. Therefore, they realized that the back pain was caused by killing the 
python, they apologized sincerely, and after the reconciliation, the disease was cured on the 
spot. That occurred on August 29, 2010. 

On October 30, 2010, we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a middle-
aged man from Guangzhou, who had sense of suppression in the chest for 20 years. He said 
that when he played basketball 20 years ago, someone knocked at his chest, and he had sense 
of suppression in the chest ever since that. He could not have it cured, so he came to conduct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t showed that he 
pinched a chicken to death 20 years ago and the chicken smelled. In the 3D space, the smell 
just passed away, but in the 4D space, the chicken’s soul had always followed him. Smel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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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cken made his breath suppressed, so he had sense of suppression in the chest. After 
he apologized to the chicken that he killed and apologized to the rabbit that he ever killed, 
six days after that, his sense of suppression in the chest disappeared. Actually, knocking at 
his chest is not the real reason, and the real reason is killing the chicken, and knocking at his 
chest is just a coincidence. This case is case 33 recorded in the book. 

On October 31, 2010,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myself as I had 
a block of rough skin on my right index finger.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I had been a Buddha who cured the sickness and saved the patient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I had a block of rough skin on my right index finger because I twisted the beads with 
my thumb to the index finger when I chanted scriptures in my previous life. After it showed 
that I was a Buddha, I could not have meat or fish from the very night. I felt that the meat 
diet smelled stenchy, and became a vegetarian. This is case 35 recorded in the book. 

On November 14, 2010, we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a case 
of cancerous goiter.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in the patient’s 
previous life, she was a farm owner and killed donkey. When she killed donkey, she stabbed 
the donkey on the neck to bleed. In this life, her neck had problem in the same position, 
which is retributive justice. She apologized to the donkey sincerely. After that, she did not 
have surgical operation and only used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to correct 
the frequency, and she got cured and was healthy till now. This is case 46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On November 28, 2010,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was conducted for a case of 
“cleft palate and soft neck of a baby” from Guiyang.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the patient killed many dogs in the previous life. After the dogs were killed, their 
necks hanged down, so in this life, the patient’s neck also hanged down. Stabbing through 
the pars palatalis of the dogs made the patient had cleft palate in this life. Retributive justice 
was clear. On the spot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many corpses were jumping. 
Because the killing was too serious, the patient was not cured. This case is case 54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 Seeing the Cause and Effect through Diseases 
recorded that on March 6, 2011,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was conducted for a 
patient from Liaoning who had cervical vertebra cyst for ten years and could not have it 
cured in the hospital for ten years.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the patient stepped on the ants’ nest deliberately. Now in the 4D space, 
the ant’s soul possessed the patient. They made the ants’ nest on the cervical vertebra of the 
patient, so that the patient could not step on the ants’ nest any more. Therefore, the patient 
had cervical vertebra cyst. This is case 94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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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such examples. We get a conclusion, “lives are equal”. We 
cannot kill animals at will, after the animal is killed, its body disappears in the 3D space, but 
its soul continues to exist in the 4D world and possesses the killer, and the killer was sick.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disclosed that in the major diseases, proportion caused 
by killing animals reaches 14%. 

On March 20, 2011, a daughter from Chengdu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her mother, who had mammary cancer for nine years and had serious 
headache, dizziness and nausea.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her 
mother had an abortion. The baby’s soul possessed the mother, and hit the mother’s breast 
and head, and all the symptoms of the mother were caused by that. The daughter said that 
she did not know that her mother had an abortion. I asked the daughter to call her mother to 
verify, and her mother admitted that she had an abortion. After the daughter apologized to 
the baby’s soul sincerely, the baby’s soul forgave her mother and went back to the hell. At 
the same time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Her mother in Chengdu did not have 
headache and nausea any more, and her mammary cancer was also cured. This is case 110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On the same day, also on March 20, 2011,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was 
conducted for a lady from Guangzhou, who had hyperplasia of mammary glands for 20 years 
and hand ache and foot ache.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the lady 
had eight abortions, and the eight babies’ souls possessed her and hit her, and she was hit 
on all her body except one arm. She admitted that she had eight abortions and was almost 
paralytic for a period of time, and only one arm could move. She did not think that abortion 
could cause disease. After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her the scene, she 
apologized till crying bitterly. After the reconciliation, the babies’ souls finally rested. After 
she went back, within one week, her ache disappeared, and her face muscle relaxed. She 
looked completely another person, she had a benignant look and looked very pretty. Before 
that, she had intense face muscle and looked frightened. This is case 112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On August 14, 2011,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was conducted for a patient in 
Britain who had hysterocarcinoma. The patient was in Britain and did not came, and her 
elder sister in China had it done.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the 
hysterocarcinoma was caused by a baby’s soul of her abortion and soul of the turkey killed 
possessing her. After the sister apologized to the baby’s soul and the turkey’s soul, the baby’s 
soul and the turkey’s soul left and rested. Actually, the younger sister opened a restaurant in 
Britain, and the restaurant killed turkeys. 15 days after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patient went to the hospital to have examination, and cancer cell could not be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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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January 2012, she had an examination in the hospital again, and cancer cell could not 
be found. This is case 244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same patient had 
cephalagra for 20 years, an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was conducted for her on 
November 20, 2010. At that time, she was in Britain, and her elder sister in China had it done 
for her. Three days after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cephalagra was obviously 
relieved, eight days after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cephalagra completely 
disappeared. This is case 49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On December 3, 2011, a wife from Jiangyin, Jiangsu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her husband who had lumbago for 30 years.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the couple was revenged by a baby’s soul of an abortion. The 
baby’s soul twisted the waist of the husband, and that’s why he had lumbago for 30 years. 
During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wife apologized to the baby’s soul, 
and after reconciliation, the baby’s soul rested. Within one week, the wife fed back that 
her husband was cured and could go to work. That is case 329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bortion is serious killing, and the baby’s soul has hatred and revenges the mother 
and the father. If the decision of abortion is made by the father, the baby’s soul revenges the 
father with emphasis, so the father cannot escape. Sometimes, the baby’s soul transfers the 
anger on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makes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sick. 

On March 12, 2011, a wife from Hohehot, Inner Mongolia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her husband. After surgical operation for rectal carcinoma, it 
returned and transferred broadly, and artificial anus was made.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in the previous life, the couple killed the ex-girlfriend of the 
husband and dismembered the body. Soul of the killed girl, Xiaocui, possessed the husband 
and made him had rectal carcinoma. During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Xiaocui 
stepped on the private parts of the man and made him losing his sexual function. Actually, 
catheter was inserted for the man, how could he have sexual function? This is case 98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On April 23, 2011, a sister Doctor from Nanning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her younger brother who had palindromia after two cerebral cancer surgical 
operations. The younger brother had cerebral cancer from the age of 22 and was preparing 
for the third surgical operatio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in the 
previous life, the younger brother killed 38 persons and that in this life, he looked down upon 
his mother and said that his mother is a mental patient. The elder sister admitted that the 
mother was mentally sick from when the younger brother was one year old. Mental disease 
of the mother was caused by the younger brother too. Killing persons is serious killing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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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s. If the killing persons is serious, generally it is more ominous than propitious. I said 
on the spot that 38 persons came to demand repayment, he could hardly survive. After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lthough he got better, finally he was killed by the souls. 
This is case 144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Diseases caused by killing living beings account for 40%.
On page 11 of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 Seeing the Cause and Effect through 

Diseases, we mentioned history disease. History diseases account for 40% of the diseases. 
Because the historic figures were written wrong, their souls could not rest and possess the 
later generations and hoped that the later generations could correct the wrong history until 
it is corrected. The forgery caused history diseases. In the early years, the souls possess 
the forger and their offspring. If it is a long time ago, the souls possess the related persons. 
Sometimes,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the actual reason for why the souls possessed the 
patient.

On March 5, 2011, we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a mental disease 
patient from Dafeng, Jiangsu. The patient was 36, female, and had been sick for 12 years. 
She had numerous medicines but could not get cured, so she came to hav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conducted.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a complete history 
of “Rebellion of An and Shi”. Yang Kwei Fei was treated unjustly and was the scapegoat. 
Her soul possessed the later generation and hoped that the history could be corrected.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on the graduation evening, the patient heard 
music related to Yang Kwei Fei when dancing, and Yang Kwei Fei’s soul entered her body 
later. During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t was promised to correct the history, and 
Yang Kwei Fei’s soul left the patient. On the spot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Yang Kwei Fei’s soul was not sure and came back, after subsequent communication, Yang 
Kwei Fei’s soul finally left the patient. After that, the lady’s mental disease was cured. She 
married to a man with very good economic condition on January 8, 2012. This is case 92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 Declassify Diseases and History recorded many 
history diseases.

In the seven cases handled on June 4 and June 5, 2011, five cases involved wrong 
history. For example, on June 5, 2011,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a patient from Chongqing, who was bitten by a dog, and after injection of rabies vaccine, 
he felt wandering stabbing pain in his body and discomfort in his throat. The patient was 
more than twenty years old.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Pan Jinlian 
possessed the patient. The details shown by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re as 
follows: Wu Song killed a pubescent female tiger, and the tiger’s soul possessed Pan Jin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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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her sexual desire vigorous. The tiger killed Wu Dalang with the hand of Pan Jinlian 
to revenge Wu Song. This is a complete retributive justice. Why didn’t the tiger enter the 
body of Wu Song?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Wu Song had enough 
Yangqi, the tiger could not enter him and could only enter Pan Jinlian, and killed Wu Song’s 
elder brother Wu Dalang with the hand of Pan Jinlian. Here, Pan Jinlian is a victim, so she 
entered the later generation to voice grievances. The young man admitted that the scene 
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s completely the same as the reality. The young 
man had spermatorrhea every night for many yeats and could not get it cured. After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t was promised to voice grievances for Pan Jinlian, and 
Pan Jinlian’s soul rested. The young man was cured. From this, we can see that in the history, 
there really were Wu Song killing tiger and Pan Jinlian, but the author of Shuihu did not 
know the retributive justice and wrote Pan Jinlian as a dissolute woman. Pan Jinlian was 
treated unjustly and entered the body of later generation, hoping to correct the history. This is 
case 186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On the same day, on June 5, 2011, we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declassifying the mystery of Terra-Cotta Warriors of the Qin Dynasty”, and found that 
many parts of the Qin history were wrong. More than 2,000 years passed, the soul of Qin Shi 
Huang’s mother did not rest and possessed the later generation, hoping to be corrected the 
history. This is case 188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On April 3, 2011,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a patient from 
Qingdao who fell on glaze ice 25 years before and had diseases in all his body till the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und that the soul of Qin Shi Huang’s mother possessed 
him. That was case 126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Because the patient 
believed in Catholicism and was not willing to do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shown 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oon after that, I felt ache in my back shoulder. So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myself many times. On May 28,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myself as “I had pain in my shoulder for nearly two 
months and toothache for one week”.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the 
historic figures who was treated unjustly came back to look for me, and asked me to notify 
the patient to do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and correct the history. That case is case 178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Qin dynasty,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three times, and the soul of Qin Shi Huang’s mother 
rested. So 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too many mistakes in the Qin history. 

This book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 Declassify Cause and Effect and 
Diseases recorded that on November 12, 2011,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a patient from Haikou who had cerebellar atrophy for three years, and her daughter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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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for her.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an old man from North Shanxi 
used his scarf to bind the head of the patient till cerebellar atrophy. Why did he bind her 
head? Because the patient liked to sing The East is Red. Original lyric of the song is “There 
comes out a Liu Zhidan in North Shanxi” instead of “there comes out a Mao Zedong in 
China”. The history was altered, so the soul of the old man did not rest and bind the head of 
the patient till cerebellar atrophy who liked to sing The East is Red. The daughter apologized 
to the old man on behalf of her mother and sang the correct lyric “There comes out a Liu 
Zhidan in North Shanxi”. So the old man did not bind the patient’s head any more and rested. 
Soon after that, the patient was cured. The patient did not come to the spot and the daughter 
did not tell her mother about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fter the daughter went 
back home, she found that her mother did not sing The East is Red any more. This is case 
311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On October 23, 2011,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a patient from 
Nanjing who had nasitis for nearly 20 years.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Deng Lijun(Teresa Deng) used her songs to defuse the accumulated rancor band promote 
cultural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Japan, Deng Lijun sang Chinese songs in 
Japanese and Japanese songs in Chinese, defusing a lot of accumulated rancor. However, 
many people misunderstood Deng Lijun, and her soul did not rest. 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misunderstanding to Deng Lijun was corrected, and Deng Lijun rested. More 
than one hour after that case of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patient found that the 
obstructed nose (he could only breathe through mouth for nearly twenty years) was cured. 
This is case 297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On October 29, 2011,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a patient 
from Yancheng, Jiangsu, who had rhinallergosis for seven and a half years.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on March 19, 2004, Chen Shuibian wrote and directed 
gunslinging case by himself. Three days after that, on March 22, the woman in Yancheng, 
Jiangsu had nasitis. After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patient asked me in 
confusion,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Chen Shuibian and me?” I answered, “It is hard to 
explain in a few words. And the result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s that, but the 
effect can prove. One week ago,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a patient 
from Nanjing, and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Deng Lijun sang songs 
in Japan. I asked the patient to sing several songs of Deng Lijun. More than one hour after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patient suddenly found that his nose obstructed for 
nearly twenty years was cured.”

That was the last case of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on October 29. On the next 
day, on October 30, in the morning, the patient fed back that his nose was unob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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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nd her nasitis of seven and a half years was 
cured. We can see the effect of forgery causing disease instantly, and we can see the effect of 
declassifying the false history and correcting the false history to cure diseases instantly too. 
This is case 300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Histories of the two banks of the strait are really connected and cannot be separated.
The most unforgettabl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s comfort woman and 

Nanking Massacre.
On October 17, 2011, a daughter from Haikou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her father, who had insomnia and short breath for two months”.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the daughter’s grandma was a comfort woman 
when Japan invaded China. When she heard th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Japan altered the teaching book, she was upset and said “Where 
is our government?” repeatedly. That sorrow can hardly be described. That is case 292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On December 17, 2011,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a patient 
from Chongqing who had depression for seven years. Not more than two minutes after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tarted, I saw that the Japanese bombers were dropping 
bombs. Just as I spoke it out, the patient cried. She said that the dream that she had from 
when she was young was Japanese bombers dropping bombs.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Nanking Massacre and that 347,634 people were killed in the 
Massacre. The sadder thing was that Mao, Zhou, Zhu and Jiang did not commemorate and 
the souls did not rest after more than 70 years. At the same time, the souls of those died in the 
Cross River Campaign did not rest. That is case 341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Ever since that case of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 lost sleep completely. On 
December 25, 2011,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my serious insomnia.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e souls of those who died in Nanking 
Massacre and Cross River Campaign, and 370,000 souls asked me to voice grievances…… 
This is case 350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We living beings live in the 3D space, and the souls of the dead are in the 4D space. 
After a person dies, his body disappears in the 3D space, but his soul continues to exist in the 
4D space. The souls exist just as we living beings, we cannot see them, but they can see us.

In addition,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10% of the diseases are 
caused by damaging the ancestral grave, and more proportion is caused by not worshipping 
the ancestors.

On July 3, 2011,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a patient from 
Wenzhou who was a hepatitis B virus carrier and whose family had three genera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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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titis B.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when they worshipped 
ancestors, they did not worship the first five generations of ancestors, so the ancestors 
of the first five generations came to step on the livers of the last three generations. The 
patient admitted that when her family worshipped the ancestors, they only worshipped four 
generations, and the first five generations were not worshipped. Because the four generations 
moved from other place, they were not clear about the first five generations, so they did 
not worship them. That caused dissatisfaction of the first five ancestors, and they came to 
step on the livers of the last three generations. This is case 211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On August 20, 2011,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a patient whose 
family had three generations of intestinal polyp.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tombs of the ancestors of the first four generations were broken, and there is a 
character “dragon” in the name of the ancestor. As the tombs were broken and the offspring 
did not worship the ancestors, the souls of the ancestors did not rest and made the last three 
generations had intestinal polyp. After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was finished, 
the patient went back to check, among his ancestors, there was really a person whose name 
carried the character “dragon”, and the tombs were really broken. This is case 246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rom the above two cases, we can know that family inherited diseases mentioned in the 
western medicine do not exist, and it is just because the family encounters problems that it 
does not solve. Through conducting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one person, after 
the problem is found and handled, the ancestor rests, and problem of everyone in the family 
is solved.

In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most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one is alien 
possessing or installing chips. Although the proportion is 4%, the problems caused are 
serious.  

On March 26, 2011, when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my aunt 
who had nasal cavity malignant lymphadenoma, It showed that the aliens were acting above 
Japan after the March 11 Earthquake in Japan. I found the aliens and the aliens found me too. 
This is case 114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oon after that, I felt pain in my left shoulder.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many times and found that the aliens installed chips in my body on March 
28, 2011. Finally on September 17, 2011, I took out the chips installed by the aliens. After 
that, I recovered. This is case 271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But I did not expect that soon after that, I felt pain in shoulder and toughness and had a 
stiff neck. On November 6, 2011, I conducte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my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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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painful shoulder and stiff neck of more than twenty days.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und that on the night of October 11, Martians visited me, and they made 
me had painful shoulder and stiff neck for more than twenty days. This is case 309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On October 15, 2011, a 70-year-old granny from Shanghai brought her 46-year-old 
daughter to conduct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epilepsia, abnormal thinking and 
abnormal emotio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she forgot her dead 
grandfather and aunt, and she had abortion, killed animals and her ancestral grave was 
broken etc. This is case 287 of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fter they went back, the granny called me saying that her daughter was better but the 
disease still existed. She said that her daughter’s diseases were very complicated and she 
could not explain it clearly in the phone call. She said that she would write a letter to me 
and hoped to continue conducting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fter I received the 
letter, I knew that her daughter had epilepsia breaking out every night from when she was 
young, and could not get it cured after seeking medical help. I agreed to continue conducting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them. They settled in Shenzhen, and reserved ten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that the 
Martians were acting on earth, influencing the daughter and her mother.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for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were like a TV series, disclosing many secretes.

In the 351 cases of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19 cases were related to aliens. 
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 also knew that the technology of Mars was 

only 50 years more advanced than the technology on earth. In addition, 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 knew that there were two earths, one material earth and one 
consciousness earth, which are connected in the shape of “8”. There is node connecting 
between the two earths. Sometimes, a plane or ship suddenly disappeared and appeared 
again, that is because that it entered the time and space tunnel and entered the consciousness 
earth. Then after tens of years, it entered the material earth through the time and space tunnel 
and through the node. Therefore, the lost plane or ship appeared again. In addition, in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tlantis appeared. About the civilization of Atlantis and 
two earths, what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howed is similar to what Rodulf 
Steiner said in Anthroposophy . 

The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also showed the method of manufacturing flying 
sau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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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t Nobel Prize

The book’s author Kuwei Zhongzheng, the Master of Medicine, found and proved the 
existence of soulforce and soulforce field—the fifth force and fifth field of the universe, 
created soulforce medicine and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soulforce constellations” 
for short). 

Einstein and Hawking only know the existence of four forces and four fields in the 
universe and do not know the fifth. 

There are full of such words as "undetermined origin", "cause unknown", "remain 
undefined" and “still being studied” in the medical textbooks. Through soulforce 
constellations, the author reveals that diseases in every person have specific causes. Even if 
different people are diagnosed with the same disease by Western medicine-trained doctors, 
the cause of the disease still varies. The specific cause of each disease can be found through 
soulforce constellations and treatment also varies, providing a very good solution to Western 
medicine’s inability to find what causes and how to treat diseases. 

Kuwei Zhongzheng arrived at a conclusion in soulforce constellations: 40% of serious 
diseases are related to killing (including killing of human beings, abortion and killing of 
animals. Killing consists of killing in present life and in past lives). The proportion of 
serious diseases associated with killing of animals exceeds 14%. 40% of diseases are caused 
by false history and are known as “historical diseases”, that is, falsification will cause 
diseases. 10% of diseases are caused by damage to ancestral graves,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diseases are caused by failure to worship ancestors and about 3-4% of diseases are related to 
extraterrestrial life forms or obstruction of transmission of cosmic messages (there is overlap 
between the above statistics). Some diseases arise in present life, some are passed down from 
past lives and some are the results of the combined action of previous lives and present life. 

Soulforce constellations prove the existence of souls and reincarnation and reveals that 
diseases are primarily attributed to karma and some diseases are caused by obstruction of 
transmission of cosmic messages. 

Through further research, Kuwei Zhongzheng further found out that diseases are 
related to karma on the surface, but in essence are caused by possessing souls in the four-
dimensional space. After human beings or animals are killed (including abortion), their 
bodies disappear in the third dimension, but their souls continue to exist in the fourth 
dimension and will possess the killer to cause disease. The souls of people whose history has 
been miswritten will be restless and possess many of their descendants in the hope that their 
descendants will put things right. The souls of people whose graves are damaged or who 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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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ceive ancestor worship will possess their descendants, hoping that their descendants can 
deal with it. Extraterrestrial life forms that are impeded in transmitting cosmic messages will 
also cause disease in persons to whom such messages are sent. 

Through research, Kuwei Zhongzheng found out that: all diseases are related to 
frequency disorder and health can be restored by correcting the frequency.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can be placed over space near the body, rubbed into the 
skin and drunk to correct the frequency and restore health. Both the Quantum Resonance 
Information Water and soulforce constellations have achieved “treating different diseases 
with the same method”. 

Through further research, Kuwei Zhongzheng found out that: Western medicine 
studies diseases using the first dimension, Chinese medicine studies diseases using the third 
dimension and soulforce medicine studies diseases using the fourth dimension. Western 
medicine is based on science, Chinese medicine is based on philosophy and soulforce 
medicine is based on Buddhism.  Western medicine treats diseases through science, Chinese 
medicine treats diseases through philosophy and soulforce medicine treats diseases through 
Buddhism, theology and spirituality.

Soulforce constellations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soulforce medicine is interlinked 
with Buddhism and theology. Soulforce medicine constellations is not only a method to treat 
diseases, but also an excellent tool to verify Buddhism, theology and spirituality. Treating 
diseases using soulforce constellations is only one of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soulforce field. 
The soulforce field can have an unlimited range of applications after being broken down. 

Only 4% of the matter in the world, namely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is visible 
to the human eye; 96% of the matter, namely in the four-dimensional space, is invisible 
to the human eye. Information in the four-dimensional space is faintly discernable and 
partly hidden and partly visible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and has been mistaken for 
"superstition". Through soulforce constellations, the four-dimensional space is clearly 
presented and is linked up with the three-dimensional space to reveal a lot of information 
that has been mistaken for superstition, bu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four-dimensional space. 
Among the 96% of the matter, many are spirits, they monitor each person's words and deeds 
to form karma. At present most human behavior is basically based on partial understanding 
and needs to be vigorously corr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