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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个人如果精神长期性处于气、忧、愁、怒、悲等苦不堪言的向心力能量气向脑海

和细胞中输送，或在同生病前后养成不好的生活习惯，多吃了高脂肪、高蛋白食物，或者

偏食几种食物，它就不断加强了细胞内向心力和离心力增强作用，这两种不同作用力推挤

摩擦发热出的高温就高。特别那些高脂肪，也是高热量的易燃易挥发物质，就被细胞内摩

擦发热出来的高温烧毁,也就是人体发烧的体温37度以上烧毁。也将一些小分子物质，如水

果蔬莱的基本维生素也被烧毁成尘埃微粒，沉淀在细胞中，细胞内就像空肚子的人一样少

了气体的空壳细胞。因此，只提供了尘埃微粒提供不了气体营养物质给基因复制和进化，

基因复制出蛋白质质量也就在一天天降低 , 使身体也一天天在衰弱 . [Academia 

Arena,2010;2(1):28-31]. (ISSN 1553-99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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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病怎能治不好，科学是以数据

说话，生活在水中鱼类,它们就什么都吃,
它们之间发生战争,体内摩擦发热出的

高温就被水进行了降温,使它们体内细

胞，基因等复制能量的器官, 就能正常

复制出更多能量,所以鱼类不生癌病。   
   一个人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精神长

期性处于气、忧、愁、怒、悲等苦不堪

言的向心力能量气向脑海和细胞中输

送，或在同生病前后养成不好的生活习

惯，多吃了高脂肪、高蛋白食物，或者

偏食几种食物，它就不断加强了细胞内

向心力和离心力增强作用，这两种不同

作用力推挤摩擦发热出的高温就高。特

别那些高脂肪，也是高热量的易燃易挥

发物质，就被细胞内摩擦发热出来的高

温烧毁,也就是人体发烧的体温 37 度以

上烧毁。也将一些小分子物质，如水果

蔬莱的基本维生素也被烧毁成尘埃微

粒，沉淀在细胞中，细胞内就像空肚子

的人一样少了气体的空壳细胞。   
   因此，只提供了尘埃微粒提供不了气

体营养物质给基因复制和进化，基因复

制出蛋白质质量也就在一天天降低,使
身体也一天天在衰弱，所以基因的两个

旋臂就打不开。   
   同时还有些人体内温度增高变化,就
像炼钢时温度高低所炼出了不同钢号钢,
提供给基因复制合成,就复制不出能量

向其它器官输送,或不能合成的高级物

质如金属元素。像古代人炼的长生不老

丹, 吃了下去不能消化使人死亡一样。

因此那些金属元素和尘埃微粒, 滞留在

基因或男子睾丸等几种复制能量的器官

再生场上。被旋转运动时, 就像滚雪球

似地或像太阳内黑子起源那样, 被越滚

越大聚合成球状体。就是科学家所说如

过多的癌细胞或艾滋病毒等。   
    由于自然界没有任何一种物质聚合

后, 能使交界处没有空穴和内部没有空

穴。有了球体周围空穴和内部空穴,就有

扩散向它内部输送气,和发生湍流产生

自旋，来吸收如红血球加快自身能量复

制，就可再去专嗜淋巴毁人长城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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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一个球体结构形成，表示一个有生

命功能的诞生。系统内被加速旋转推挤

摩擦力,使球体也产生磁体,就可吸含铁

量高的如红血球等复制出更多能量来发

展。造成对人体生命的危害。  
   还有一种人，突然受到某一种巨大的

精神压力，又不便向人诉说，抑郁思想

严重，情绪低迷，气血加速运动。不像

平常有病发烧时先怕泠，而直接发烧。

脾胄吸收运化的精微物质上注于肺脉，

就合成进化出的红血球也在大大减少。

这能合成进化出更多的白血球，人就更

没精神，它就像南极严寒下深冰水鱼的

血液中没有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它们血

是白色的（准确地说是和南极的冰块一

样透明无色的）。这些血红蛋白和红细胞

都负有结合，运载氧气供肌体组织的使

命。但这些鱼照样生活如故。  
   所以,这时的病人特别妇女和性格倔

强自信的人,就更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来配合治病。一 不要瞎想了, 过去的就

让它过去, 要创造宽松的环境,就是创造

生命力, 以身心宽松来降低向心力能量

和神经系统的压力, 向这些球状体内输

送气和营养物, 就可让它饿死失去复制

能量能的生命力和产生出更多红血球。   
   如是夫妻分房间睡 , 一星期这能一

次性生活，甚至不上班一段时间，来每

天能多睡几小时自我按摩，和总结那一

种方法或那一种药物效果好,就坚持多

用。每天也可唱几首激情的歌或适度跳

舞，也可每天念‘南无阿弥陀佛’几十

遍，或集中思想静和放松身体各部位, 
或放松身体时，用大拇指机械地来回对

食指弯曲处, 就像拨佛珠似地来回上下

拨动 20 分钟（既简单又十分适用效果

好）.   
  或用手指甲对两手掌心抓划几十下，

可使大脑松弛。或用意守目视肚脐眼休

息或睡觉。或同异性聊天，或让他或她

对全身各处近一小时的推拿，按摩来活

血行气。都可使神经系统、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松驰降压。至于疼痛处，首先

将自己家门口前后四公尺内有没有水

井，自己睡的床下床头和卧室里是否堆

放了太多杂物，都要清理掉,或床上垫被

不能用未消毒的人造棉做垫被, 它也是

无形杀手。因杂物内原子长期运动幅射

波, 会干扰破坏人体神经运动功能和睡

眠 ,使人生病或做错事，甚至会构成心

肌梗塞肺气肿等病。   
   以后每天也可睡下来几次（能侧睡，

趴在床上或沙发上更好，正睡对心脏压

迫大）由轻到重点抓揉痛处进行散痛。

（但外伤不能）也可睡下来后用意念静

去放松身体，特别是不舒服的地方，先

入定在那个感觉身体 不舒服的地方，

呼吸要慢，要轻，甚至以短暂延长不呼

吸气来放松病灶部位，使它更加散痛感，

或更加不舒服感极限时，这时病灶部位

细胞内，或是体内那些球状体病毒内部,
立即会在松极限时，自然排出微微的如

二氧化碳的毒气降速降压，人立刻就感

觉好舒服、就有精神，而且体内疼痛也

减轻甚至会消失。以后正常呼吸下也可

再做。（这种意守放松来排放出体内毒气

很重要也能起消炎细胞内降温作用）。如

不会做就不要做这个为好，或每次这做

两三次不易多做，或意念放松入定时不

要让大脑缺氧，只让体内那些球状体病

毒内部, 排出微微的如二氧化碳的毒气

降速降压。一天就可多做几次了。   
   或左右侧睡或趴在床边或俯伏在枕

头上都可, 意守放松时也可将屁股或身

体一阵阵地摇动，或打滚翻身几分钟, 
也可用大拇指机械地来回对食指弯曲处

拨动百十次。这样的动静结合起来意守

放松做, [如果不会意守放松做，记住 松
顺其自然也行]，就自然强迫式排出了体

内病灶处毒气了。特别趴在床边时用大

拇指机械地来回对食指弯曲处拨动，治

强直性脊柱炎骨癌病效果好。   
   只要你长期坚持逐磨，并且不受凉气

入侵，甚至不需吃药打针，就可以防治

百病并能延年益寿。它正是在以逸待劳

快速舒经活血散痛，是为细胞内降速降

压、松弛神经系统，也为身心输送新的

能量和减少了呼吸能量消耗。当然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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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服病痛处,都还要长期多贴几张膏药, 
一星期洗一次澡时一换都有作用。如果

局部巳发炎甚至化脓，治疗上药和平常

时千万不能摸碰那个部位，[但要将患处

用布之类包裹起来]更要长时意念入定

放松在那个感觉身体 不舒服的地方，

它有消炎作用使病早日好。   
   假如是贫困或不理智时做了得罪人

或内疚心病事，就要由自已来每天还要

敬点香或烧点纸钱, 默默地说以前一些

事, 祈祷菩萨神灵消灾保佑作忏悔。或

上门赔礼道谦说明清楚得到原谅。今后

还要以行善为乐，就能将那些精神压力

大的内疚心病事慢慢松驰淡忘了。否则,
那些人的怒气会打开记忆密码，特别病

危时,经常在脑海中迥旋, 它加重了病情

恶化 , 和临终身心不得安宁地痛苦离

去。这就应了今生不还来生还。   
   二要长期坚持多吃各种基本的维生

素食物，少食动物肉。并同如绿茶、豆

浆、紫菜、弥猴桃、草霉之类水果蔬菜

等等搭配吃喝。【生了病时，更要每天少

食多餐生吃一些水果蔬菜，或多喝有营

养的饮料水，茶。都像海水那样，使鱼

细胞内降温也起润滑作用，就可防癌治

癌等病。】  
   这些有纤维的维生素气体,被进入病

毒球状体空穴内,就像职业病尘埃被吸

入人体肺中排不出一样，会使病毒球状

体加快自然死亡。所以要少吃高脂肪高

蛋白物质。   
   如有条件，每天再喝点酒。 如红葡

萄酒来增加原料供应 , 但啤酒不易多

喝。增添生活乐趣来发散出体内污秽之

气，能加快那些病体、老化及乱指挥的

神经细胞分裂死亡。但烈度白酒喝多了，

会破坏神经细胞功能。如果病情重了，

还应多吃缓解抑郁、活血行气、补肾气

中药，和能化解细胞内转化出的金属元

素和尘埃微粒药物。或用粘性高的纳米，

去封堵病毒球状体如艾滋病毒外壳或进

出气洞口，使它先失去自旋能力。特别

能使艾滋病毒失去寄生复制能力，体内

的运动就能把它转化成营养物,或输送

到体外排泻掉。只要你桉[[月球医生]] 
书中各种劝化人事, 适用的认真做或交

替练等，甚至长期如吃全鹿丸或天麻首

乌片之类中成药作佐料,和吃药时多喝

点水，就能使癌病或艾滋病,白血病强直

性脊柱炎等慢性病慢慢控制住减轻好

了，和防一辈子不生这些坏病， 起码

不会像去医院治那样人财两空可多活几

年。   
   千万不能误认为是病毒引起癌细胞

疯长，采用光疗化疗实破坏了人体气体

运动的统一，这样的长期治疗会使基因

发生变移。因基因不是像恒星那样由光

化组成系统结构复制能量，那样做病情

会火上浇油，也将本来缺少的各种维生

素破坏了。甚至使复制能量的基因和细

胞壁也被毁坏或产生等离子态，身体更

加虚弱和疼痛。如再仅依高脂肪、高蛋

白的高热量来补充营养失衡。将更会使

一个癌症病人, 用去了几万元，不超三

年就加快塌缩死亡。因那动物的高脂肪、

高蛋白物质的基因，被人体基因在这高

温时 容易合成，就更容易复制出更多

癌细胞。或病人也吃了治止痛病药，就

中毒或病情加重昏迷不舒服等。好了，

这就是我们没钱人土方法防病治病治癌

病仅供参考。“ 
作者声明：我保证是此作品的著作权人，  

 

作者简介：  

孙纯武 (1948-)  

男 (汉族) ，扬州市人，  

主要从事研究自然科学等；  

单位名称: 江苏省扬州三力电器集团  

通信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西湖镇59
号  

电话: 0514一82822538 邮编225008  
电子信箱： yzscw@163.com  
博客: http://yzscw.blog.163.com 



Acaedmia Arena; 2010;2(1)            孙纯武，癌病起因和防治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aarenaj@gmail.com 31

 

 

 

Cause and Prevention of Cancer, leukaemia and Acquired 

Immur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Sun Chunwu  
 

59 Sihuzhen, Yangzhou, Jiangsu 225008, China  
0514一 82822538; yzscw@163.com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ause and Prevention of Cancer, leukaemia and Acquired Immur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Academia Arena,2010;2(1):28-30]. (ISSN 1553-992X).  
 
Keywords: Cancer; leukaemia; Acquired Immur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9/15/2009  

http://yzscw.blog.163.com 
 


