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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自愈源于心情 
一念间‧一生命‧一世界 

这是一个「医师科学家 (e)(e)(e)(e)(e)」以「系统生物医学 (c)(c)(c)(c)(c)(e)」「分析与整合(c)」的看病时代  

 

重新思考癌症 (視頻)(PD)(PDc)，「治病」让人

类反思与学习，其实这像极了是一件

人生「历练」的过程。「一念间‧一生

命‧一世界」，起心动念间，生命已然

决定。一念间，生命健康程度即已成

定，即「健康预算」亦已成定。 

 

一念间‧一生命‧一世界 (1): 不要焦

虑/烦恼/忧虑/担心，只要开心 /乐观 /愉

悦 /快乐 (1.1)：积极 /光明 /正面的影响减

少 10 年发生冠状动脉心脏疾病。  

 

起心动念间，生命已然决定 (2.1)(2.2): 熵

(entropy)，音同：商，指的是体系的混

乱的程度，是体系的状态函数。熵是不能再被转化做功的能量的总和的测定

单位。低熵 (c)：就是低耗能，低污染。反之称为高熵。一个系统越是有序，

信息熵 (c)就越低；反之，一个系统越是混乱，信息熵就越高。  

 

生命，几乎就是(细胞)「讯号或信息分子 (c)」

活动的过程，即是我们人类与所有生物体

的所有「一念间」的信息熵 (c)都储存在生命

体内的遗传基因中 (c)，继而启动(自动化)复

制、传递、表达、及其作用 (视频:1.,2)(c)。 

 

从「奇妙的人体机器 (视频: 66, 39:11~43:08)」研究了

解: (一念间)「谦卑观想」进入深层冥想状

态，可活泼神经细胞活动，提升人体免疫

力。 

 

起心动念的「一念间」越是简单 /安祥 /优雅

/含蓄 /静心/善心/爱心，生命体系越是低熵

有序不紊；起心动念的「一念间」越是巧

言令色、利益熏心、勾心斗角、机关算尽、

用尽心机，生命体系信息熵越是高涨/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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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身体 70%是水体(血液 /细胞液 /体

液 /)构造而成的，终其一生活在水的

状态下 , 科学实验 : 生命的答案，水

知道 (视频:1.,2)(c)(c), 证明 : 心情 /情绪 /意念

直接重大影响着我们自己身体的健

康。 

 

精神 /心理 /心情 /情绪高涨 /混乱的高

熵，最终静默的「高熵→细胞压力反

应→亨廷顿氏病 (e)」、「高熵→胃腺癌

(e)」、「高熵→癌症 (e)(e)」→形成「细胞压

力反应: 细胞存亡 (e)(e)(e)」的「压力反应

分子生物学 (e)」，并首先击垮 (e)联系各

组织和器官也是维系生命关键结构的

「细胞外基质 (c)(Extracellular Matrix, 

ECM)」，无缘揭晓「癌症根本治疗(c)」，

「生命新生‧再生医学 (e)」与「长寿

(e)」。 

 

因此「生病」或想要「保健」的人宜养心养性的不能生气 /情绪/怨愤 /阴郁再

伤己身的加重病情。 
 

于是，由此「起心动念间，生命已然决定」的「生物物理学」科学证明，2013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空度 (1)(2)(3)」的生活哲学:内心宁静的慢活，将创造成

就人类最高端的「养生健康」。 
 

生物熵 (c)系表征生命活动过程质量的一种度量。生物熵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c)：从熵的角度解释生命体状态变化的物

理本质，生命体的各系统在不同的状态下，

都对应着一定的熵值。疾病状态时，体内

微生态平衡发生变化，相应的熵值也就发

生改变。在生物学中，生命现象也与熵有

着密切关系，形成了生物熵。生物熵概念

正逐渐引入现代生物医学的研究之中，成

为现代医学研究的一种新思路、新方法。 

 

聆听「谦卑之音 (c)」，..., 慨然大度带来喜

悦，诚实则带来平静；尊重和倾听是家庭

和谐的泉源；一颗慈爱的心连我们的愤怒

也能消融，... 人类 /医师 /病人若愿「第一

关」心生谦卑/善心/爱心，造物主就「第

一次」回馈我们提升人体免疫力，因有谦

卑心/善心/爱心，心灵才得以安祥，情绪才得以安心，才容易领会「第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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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与谅解」，就得以彼此解脱，阴霾消散，

避免了「夏兰的一生 (c)」的遗憾，就得以转化

心生「第三关」「一念间」开心 /乐观 /愉悦，

于是造物主再回馈我们「第二次」减少 10 年

发生冠状动脉心脏疾病，最后「第三次」赐

予开启癌症自愈源于心情 (视频)(hd:第 34 页)，引领人

类心生谦卑者「过三关 (120)」，「医师与病人」

两 得 利 健 康 ， 这 将 成 为 「 转 译 医 学

(t1)(t2)(1c)(2c)(3c)(4e)(5e)(6e)与治疗学 (e)(e)(e)」/循证医学 (c)(e)

贡献人类「医/患」健康绝佳的「生活方式医

学 (120)」。 

 

起心动念间，生命已然决定 (3): 少焦虑，不焦

虑，多乐观的愉悦心情，心因激素才会分泌

越多。「抑郁自评量表 SDS(4): 抑郁越严重 , 

心因激素分泌越低。」。由此证实心情「开心

/乐观 /愉悦」「起动 /发生 /产生」了「心脏荷尔蒙 /心因激素 (c)(c)(c)(心脏利钠肽)」。 

 

生命的奇迹 : 大逆转 3-2 
「由心脏产生的 (心因 )激素消灭人类癌症

(e)」，2008 年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健康科学

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戴维‧韦斯利(David 

L. Vesely)教授研究证实 (e)并向全世界宣布：

心脏可以分泌救人最后一命的荷尔蒙，它不

仅可以在 24 小时内杀死 95％以上的癌细

胞，而且对其他绝症也有极好的治疗效果！

在细胞培养 , 24 小时内，从 ANP 激素原的四

个心因激素，减少高达 97％的人胰腺癌，结

肠癌，前列腺癌，乳腺癌，卵巢癌和肾腺癌

细胞，心脏细胞肉瘤，黑色素瘤，甲状腺髓

样癌，脑胶质母细胞瘤，以及小细胞和肺鳞

癌细胞。在长效利钠肽，利钾尿肽，心钠素

各 1 mM 浓度下，24 小时内，可分别减少

97.4％，87％，88％和 89％人类前列腺腺癌

细胞继发血管扩张，在减少后三天，没有任何的 (增殖)扩散。 

 

经历更多(23 份)生物医学的研究证实 (c)，于是「癌症自愈源于心情」就成为

“中国首部医疗励志电视剧”《感动生命 (c)》的重要内容，并向社会宣扬。造

物主如此恩赐人类的「谦卑疗法」到自动转化成「癌症自愈源于心情」，在

在显示如此非药物的意念 /情境形成信息 /电子传递 /传导的「生物物理学 (c)」

主宰着人类健康核心关键元素。                        繁體 (c) 简体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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